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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向自适应机翼总体气动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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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展向自适应机翼的气动特性随折叠角度变化问题，以经典翼型 NACA0012为基础，设计了内外段
比例为7:1的展向自适应机翼。基于结构化网格和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 方程，采用自主发展的流场求解
器数值研究了自适应机翼在不同速域、不同折叠角度情况下的总体气动性能以及操纵特性。从升阻比和机
翼表面压力分布两个方面对比了外段机翼在不同折叠角度下的总体气动效率以及折叠角度对流场特性的影
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自适应机翼的对称变形在合适的折叠角度下可以使亚声速和超声速飞行条件下的
气动效率大幅增加，增幅高达28%；亚声速飞行时的高气动效率来源于升力增加和阻力减小的共同作用，而
超声速时的高气动效率主要来源于阻力的减小；在跨声速飞行条件下的气动特性随折叠角度变化不明显；
非对称变形可以产生明显的用于方向操纵的滚转力矩和偏航力矩。通过将外段机翼折叠到不同角度，展向
自适应机翼可以适应不同的飞行工况，获得更好的气动效益，可应用于下一代亚声速或超声速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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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folding angle on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panwise Adaptive Wing,
configuration with a 7:1 ratio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gments based on classical airfoil NACA0012 was
designed. Based on structured grid and Reynolds Averaged Navier-Stokes equations, our in-house code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overall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and maneuverability at various speed domains and
different folding angles. The overall aerodynamic efficiency and folding angle effect on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folding angles of external wing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 lift-to-drag ratio and wing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Fin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mmetric folding of the spanwise adaptive wing can increase the
aerodynamic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at appropriate folding angle in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flight regimes, up to
28%; the high aerodynamic efficiency in subsonic flight is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lift enhancement and drag
reduction, while the high aerodynamic efficiency in supersonic flight is mainly due to the decrease of drag;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 transonic flight conditions do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folding process. In
addition, asymmetric folding of the external wing can also be used for maintain roll and yaw control over the
entire flight envelope of the vehicle. By folding the external segment wing to different angles, the Spanwise
Adaptive Wing can adapt to different flight conditions and obtain better aerodynamic benefits, which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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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ubsonic or supersonic airplanes.
Keywords：Shape morphing wing; spanwise adaptive wing;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lift enhancement and
drag reduction; maneuverability
像鸟儿一样灵活、自由、高效的飞翔，一直是
人类梦寐以求的飞行理想。人类很早就认识到飞行
动物可以根据飞行状态适时调整飞行姿态，以最佳
效率完成滑翔、盘旋、攻击、取食等机动动作。随
着飞行器设计对于高机动性、高飞行效率和多任务
适应能力等综合设计需求的不断提高，像飞行动物
一样高效灵活的变体机翼飞行器逐渐成为学术界
和工程界的研究热点。
变体飞行器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欧美等航空
大国对变体机翼技术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以美国航
空航天局（NASA）设想的未来智能变体飞机为例，
通过新型智能材料、作动器、传感器和控制系统的
综合运用，飞机可以随着外界环境变化，柔顺、平
滑、自主地不断改变外形，不仅保持整个飞行过程
中的性能最优，更能提高舒适性并降低成本。正是
因为其巨大优势和应用潜能，国内外涌现出了多种
多样的变体设计理念和尝试，比如自适应机翼、主
动柔性翼、主动气动弹性翼、智能机翼、智能旋翼、
变体飞行器等[1-3]。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对智能变
体飞行器做出过如下定义：通过局部或整体改变飞
行器的外形形状，使飞行器能够实时适应多种任务
需求，并在多种飞行环境下保持效率和性能最优。
由此可见，变体飞行器是一种具有飞行自适应能力
的新概念飞行器，其设计方案涉及非定常空气动力
学、时变结构力学、气动伺服弹性力学、智能材料
与结构力学、非线性系统动力学、智能感知与控制
科学等多个学科前沿和热点，代表了未来先进飞行
器的一种发展方向[4-6]。

按照需要主动改变外形来适应不同飞行条件下的
性能要求。从目前来看，已出现的变体飞机绝大多
数集中在机翼变形上。如图 1 所示，大体可以将机
翼的变形分为三种类型：改变平面形状，改变剖面
形状，以及面外变形[7-10]。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
看，由于附加的变形驱动系统，这些变体方案总是
会导致成本、复杂性或重量方面的损失。
NASA 一直将可折叠机翼视为是未来的关键
航空技术，并且在 2017 年公布了他们的自适应机
翼（SAW）项目，该项目研发的新型形状记忆合金
（SMA）能让机翼在不需要重型液压系统的情况下
控制表面进而改变其形状[11]。SMA 是一类特殊的
活性金属，能够经受大幅度塑性形变，加热后可大
体回复。SMA 具有高应变（有时高达 8%~10%）
而不会永久变形，由于在航空航天应用中展现出具
有良好应用前景的形状记忆效应和将热能转化为
机械输出的能力，SMA 已成为许多新型变体飞行
器构件设计开发中的关键技术。对 SMA 的研究始
于 1951 年，但持续性的研究开始于 1962 年海军武
器实验室的研究发现，从那时起，形状记忆合金广
泛应用于医疗卫生行业，包括支架、牙钻和眼镜框
等。进入 21 世纪以后，航空航天界开始关注采用
这种材料来实现飞机和太空飞行器结构的变形。
SMA 可以采用固态驱动器代替液压驱动器，从而
降低某些飞行器部件的复杂程度和故障风险。另
外，小型 SMA 驱动器的能量密度很高，可以完成
大量工作，并减小驱动器的重量和安装体积，这在
许多航空航天飞行器中具有巨大优势[2,12-13]。

变形机翼

改变平面形状

• 变展长
• 变弦长
• 变掠角

改变剖面形状

面外变形

• 弦向弯曲（变
上/下反角）
• 展向弯曲
• 机翼扭转

• 变弯度
• 变厚度

图 1 变体机翼分类

在实现扑翼飞行之前，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阶
段，人类将十分关注可变体飞行器。这类飞行器通
过自主感知温度、速度、压力等大气环境参数，可

图 2 波音 777X 的折叠翼（NASA）

机翼折叠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航空母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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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舰载飞机经常使用折叠翼技术以节约舰上的占
地。如图 2 所示，波音 777X 也曾经采用过这种设
计方案以减少停机位占地收费。但是，除了减小占
地面积以外，SAW 项目由于采用铰链连接的 SMA
驱动器实现外翼段在飞行中的上下折叠，驱动控制
结构重量能减少 80%[12]。此外，形状记忆合金的使
用大幅度提高了机翼的精确可控程度，从而可以减
小或者去除传统飞机操纵时采用的舵面以及相应
的控制系统[14]。这些都能为未来的高亚声速和超声
速飞机提供一种新的设计思路。

总的来说，自莱特兄弟设计的人类历史上的第
一架可控飞机“飞行者 1 号”开始，机翼变形就成
为确保稳定飞行的关键。
“飞行者 1 号”不仅是世
界上的第一架飞机，也是飞机利用变体能力的第一
次成功尝试。直到现在，自适应结构和变体飞机仍
然是航空领域最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在本文中，
为了探索 SAW 项目气动特性和操纵特性的变化规
律，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别计算和分析了自
适应机翼在亚声速、跨声速和超声速来流条件下气
动特性和操纵特性随机翼折叠角度的变化规律，希
望能对未来我国类似飞行器的总体气动设计提供
参考和方案指导。

1
向上折叠
向下折叠
图 3 展向自适应机翼概念图（NASA）

2017 年，NASA 采用基于 SAW 概念的验证机
PTERA(Prototype-Technology Evaluation Research
Aircraft)进行了 13 次试飞，证实了飞行时机翼外翼
段上下偏转能增加偏航稳定性、减少舵面尺寸和尾
部阻力。PTERA 是波音 737 客机的 11%缩比模型，
该飞机全长 3.66 米，起飞总重 90.72 千克，有效载
荷 18.14 千克。机翼初始展长 3.44 米，机翼外翼段
有 38 厘米的翼段可上下折叠 75º，
如图 3 所示[11,12]。
但是，在随后开展的一次飞行试验中，飞机完成侧
倾转弯后在姿态改出时失控坠毁。目前 NASA 仍在
对该次事故进行调查和分析，他们认为 SMA 驱动
技术具有很好的应用潜力，不会因为这次小挫折导
致 SAW 项目研究的停滞，并会按原计划对控制律
开展深入研究来促进该折叠机翼方法在未来的使
用。此外，SAW 项目团队还提出了一个后续跟进
项目，即在超声速飞机上验证 SMA 折叠机翼。目
前正在采用全尺寸 F/A-18 战斗机对驱动力更大的
SMA 驱动器开展地面试验，如图 4 所示[12]。

图 4 基于 F/A-18 的展向自适应机翼概念图
（向下偏转 70º，
NASA）

y3

计算方法以及算例验证

F2M（Solver of Flight-dynamics for Flexible
Multi-body）是课题组自己开发的柔性多体飞行动
力学问题求解程序，该程序包括网格模块、CFD模
块和应用模块，可以计算从亚声速、跨声速、超声
速以及高超声速等大速域范围的飞行器绕流流动，
也可以求解从二维翼型、翼身组合体到带增升装置
的三维全机模型等复杂外形的外流问题，除此之
外，还可以用来模拟六自由度多体分离、静气动弹
性以及动气动弹性等多学科耦合问题[15-18]。
本文的计算采用课题组自己开发的柔性多体
飞行动力学问题求解软件F2M，其中流场求解采用
基于SA湍流模型的有限体积法，空间离散格式为
Roe格式。为了验证不同速域下流场求解方法的精
确度，分别计算了亚声速情况下NACA0030机翼。
跨 声 速 情 况 下 M6 机 翼 ， 以 及 超 声 速 情 况 下
NACA0012翼型的流场，并将计算结果与文献中的
结果[19-24]或者实验结果[25]对比，结果表明，本文的
计算方法和数值结果在不同速域下是可靠的，详情
如下。

图 5 NACA0030 机翼升力系数计算值与实验值对比

———————— http://zkxb.xjtu.edu.cn ————————

图5分别是NACA0030机翼升力系数计算值和
实验值的对比图，来流速度为20 m/s。由图可知，
在计算的迎角范围内，计算值都与实验值吻合很
好，说明了计算方法对亚声速机翼的流场具有较好
的捕捉能力。
图 6 是跨声速情况下 ONREA M6 机翼 44%位
置的压力分布情况，
马赫数为 0.8395，
迎角为 3.06º，
7
雷诺数为 1.127×10 ，图中可以看出，本文计算结
果同实验值基本吻合良好，并且能够十分精确地捕
获到激波的位置。因此，本文程序在对跨声速流动
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叠时机翼展长 8 m，弦长 1 m，机翼展向外段可折
叠部分长度为 1.0 m，内段不可折叠长度为 7.0 m，
外段机翼和内段机翼由一个纺锤形的整流罩连接
在一起，SMA 驱动机构放置在整流罩内部。该整
流罩几何外形由 NACA0012 翼型进行 1.2 倍仿射形
成。本节计算的几何模型一共有四组，相应的偏转
角度分别为 0º，30º，45º，60º，其中 0º 对应的就是
未折叠的原始机翼。

（a）没有偏转的原始机翼

（b）偏转角定义
图 8 几何模型（单位：mm）
图 6 M6 机翼展向 44%位置压力分布

图 7 NACA0012 翼型压力分布
（a）

图7是在迎角8º时NACA0012翼型表面的压力
分布情况，其中来流马赫数为3.0，飞行高度为20
km，计算值与文献值吻合很好，由此说明了本文
的计算方法对于高超声速流场模拟的结果也是可
靠的。

2

远场

（b）

展向自适应机翼气动特性计分析

基于 NASA 的 SAW 项目，为了定量探索展向
自适应机翼外段折叠角度对整体气动性能的影响，
本节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别计算和分析了自适应
机翼在亚声速、跨声速和超声速来流条件下气动特
性随机翼折叠角度的变化规律。自适应机翼几何模
型如图 8 所示，翼型采用 NACA0012 翼型，未折

（b）对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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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折叠机翼相对于未折叠机翼的气动效率有明显
的提升，在两种飞行马赫数下，迎角为 8º 时折叠
机翼的气动效率相对于未折叠机翼分别增加了
14%、28%。但是，气动效率随折叠角度的变化并
不明显，30º、45º 和 60º 三种折叠情况下对应的气
动效率差别不大。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机翼采用
的翼型是对称翼型，所以在迎角为 0º 时，所有模
型的升力为 0，因此升阻比为 0。

（c）机翼

(a) Ma=0.2

（d）连接位置
图 9 不同位置的网格分布

计算采用的网格为结构化网格，内段机翼弦向
（X 轴）和展向（Y 轴）网格分布为 100×180，外
段机翼弦向和展向网格分布为 100×30，机翼表面
第一层网格 y+=1.0，如图 9 所示，这里要注意翼根
所在位置的远场平面定义为对称面。计算时来流参
数 取 20km 的 标 准 大 气 参 数 ， 大 气 密 度 为
5529.31Pa ， 密 度 为 0.0889099kg/m3 ， 温 度 为
216.65K。对每组模型，计算的迎角范围为 0º~20º，
间隔 2º。对空气动力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参考长度
取为 1.0m，参考面积为 8m2。力矩的参考点取在翼
根四分之一弦长位置。下文中，CP 代表压力系数，
CL 和 CD 分别表示升力和阻力系数，K 代表升力和
阻力之比，它的数值代表了飞机气动效率的大小，
K 值越大，气动效率越高，也就是说，同等阻力的
情况下，飞机产生的升力越大。
2.1 亚声速情况
图 10 是亚声速情况下（Ma=0.2、0.4）不同模
型的气动效率 K 随迎角 α 的变化曲线，这里两张图
的坐标轴尺度完全一样。由图可知，在失速迎角以

(b) Ma=0.4
图 10 不同模型的气动效率对比

为了对比折叠角度对机翼表面的压力变化的
影响效果，图 11 给出在迎角为 8º 时不同模型在两
个不同的展向位置（Y=4.0m、6.8m）的表面压力系
数的对比图。由于三种折叠情况下的升阻比几乎完
全重合，为了图像的简洁和清晰，这里仅给出了无
折叠和 30º 折叠情况下的压力系数对比。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机翼的展长为 8.0m，而内段机翼长度为
7.0m，所以 Y=4.0m 刚好是原始机翼展向正中间位
置，而 Y=6.8m 是内段机翼外侧接近整流罩的位置。
从图中的结果来看，在 Ma=0.2 和 Ma=0.4 两种情
况下，Y=4.0m 位置的压力系数不随外段机翼折叠
角度而变化，而在 Y=6.8m 位置，折叠机翼上表面

———————— http://zkxb.xjtu.edu.cn ————————

的压力系数明显更低，这是由于外段翼折叠后减弱
了该位置的下洗流。这也与图 10 的气动效率增加
结果吻合，说明外段机翼的折叠仅仅会影响内段机
翼的外侧部分的流动。

(d) Ma=0.4, Y=6.8m
图 11 不同展向位置的压力系数对比（迎角为8º）
(a) Ma=0.2, Y=4.0m

(b) Ma=0.2, Y=6.8m

综合图 10 和图 11 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在亚
声速流动情况下，展向自适应机翼外段折叠后的效
果类似于翼梢小翼，它抑制了下洗流动，导致升力
增加，诱导阻力减小，因此气动效率明显提高。来
流马赫数越大，涡流越强，外段机翼折叠后气动效
率提高的效果越明显。此外，机翼折叠角度对亚声
速气动效率没有明显影响。
2.2 跨声速情况
图 12 是跨声速情况下（Ma=0.8、1.0、1.2）不
同模型的气动效率 K 随迎角 α 的变化曲线。由图可
知，在 Ma=0.8 时，折叠机翼相对于未折叠机翼的
气动效率没有明显变化。在 Ma=1.0 时，折叠机翼
的气动效率相对于未折叠机翼有所减少，在迎角为
8º 时折叠角度 30º、45º 和 60º 的三组模型分别减少
了 3%、4%、7%。在 Ma=1.2 时，折叠机翼的气动
效率相对于未折叠机翼同样有所减少，在迎角为 8º
时折叠角度 30º、45º 和 60º 的三组模型分别减少了
3%、6%、7%。

(c) Ma=0.4, Y=4.0m

(a) M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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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0.8, Y=4.0m
(b) Ma=1.0

(b) Ma=0.8, Y=6.8m
(c) Ma=1.2
图 12 不同模型的气动效率对比

为了对比折叠角度对机翼表面的压力变化的
影响效果，图 13 给出了在迎角为 8º 时不同模型在
两个不同的展向位置（Y=4.0m、6.8m）的表面压力
系数的对比图。从图中的结果来看，在 Ma=0.8 时，
外段机翼折叠后仅仅使机翼表面的激波位置发生
微小改变，压力分布变化不大，因此 Y=4.0m 位置
的压力系数随折叠角度变化不大，而在 Y=6.8m 位
置，外段机翼折叠后使机翼表面的激波位置发生较
明显改变，上翼面压力增大，下翼面减小，因此升
力降低，但是由于这种改变仅仅限定在内段机翼的
外段部分，因此总体气动特性没有明显变化，这也
与图 12 的升力增加结果吻合。

(c) Ma=1.0, Y=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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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a=1.0, Y=6.8m

(e) Ma=1.2, Y=4.0m

(f) Ma=1.2, Y=6.8m
图 13 不同展向位置的压力系数对比（迎角为8º）

对于 Ma=1.0 和 Ma=1.2 的情况，折叠效果仍
然限定在内段机翼的外段部分，所以 Y=4.0m 位置
的压力分布变化不大。在 Y=6.8m 位置，上翼面的
前半部分压力在折叠后会减小，后半部分压力在折
叠后增加，而且折叠角度越大，效果越明显。而在
下翼面，对于 Ma=1.0 的情况，压力系数在折叠后
减小，对于 Ma=1.2 的情况，压力系数在折叠后增
加。因为这些变化都不大，所以对整体气动性能的

影响都不大。
综合图 12 和图 13 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在跨
声速流动情况下，展向自适应机翼外段折叠后对流
动的影响很小，因此折叠后气动效率没有明显改
变。
2.3 超声速情况
图 14 是超声速情况下（Ma=2.0、4.0）不同模
型的升力系数、阻力系数以及气动效率随迎角 α 的
变化曲线。由图可知，对于 Ma=2.0 的情况，折叠
机翼相对于未折叠机翼的升力系数略有下降，阻力
系数也下降。由于升力系数下降更明显，因此气动
效率下降，并且折叠角度越大，下降效果越明显，
在迎角为 8º 时折叠角度 30º、45º 和 60º 的三组模型
分别减少了 1%、4%、8%。而对于 Ma=4.0 的情况，
折叠机翼相对于未折叠机翼的升力系数有所下降，
折叠角度越大，升力下降越明显。比较而言，阻力
系数下降幅度更明显，迎角为 8º 时折叠角度 30º、
45º 和 60º 的三组模型的阻力系数分别减少了 16%、
18%、19%，迎角为 16º 时折叠角度 30º、45º 和 60º
的三组模型的阻力系数分别减少了 15%、18%、
19%。综合来看，30º、45º 折叠机翼相对于未折叠
机翼的气动效率分别增加了 9%、8%，而 60º 折叠
机翼对应的值变化不大。

(a) M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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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a=4.0
图 14 不同模型的气动特性对比

(c) Ma=2.0

为了对比折叠角度对机翼表面的压力变化的
影响效果，图 15 给出在迎角为 16º 时不同模型在
两个不同的展向位置（Y=4.0m、6.8m）的表面压力
系数的对比图。从图中的结果来看，Y=4.0m 位置
的压力系数随折叠角度变化不大，而在 Y=6.8m 位
置，对于 Ma=2.0，外段机翼折叠后使机翼下翼面
压力减小，由于上翼面压力增大，因此升力降低，
总体气动效率降低。而对于 Ma=4.0，外段机翼折
叠后使机翼下翼面压力减小，而由于上翼面压力没
有明显改变，因此升力降低幅度比 Ma=2.0 要低，
总体气动效率提高，这也与图 14 的结果吻合。

(d) Ma=4.0
(a) Ma=2.0, Y=4.0m

(e) Ma=2.0
(b) Ma=2.0, Y=6.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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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a=4.0, Y=4.0m

(d) Ma=4.0, Y=6.8m
图 15 不同展向位置的压力系数对比（迎角为16º）

2.4 非对称折叠情况的力矩变化

在验证机 PTERA 的飞行测试中发现，展向自
适应机翼可以产生接近 40%的总舵效，这对于减轻
操纵系统重量是很有利的。为了探究展向自适应机
翼外段机翼用于飞机操纵的可能性，本节对比了不
同情况下的力矩变化情况。
图 16 分别是不同马赫数下两侧机翼的外段进
行非对称折叠以后的全机偏转力矩系数对比。需要
注意的是，此处的非对称折叠指的是左右两侧外段
机翼的折叠角度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对于
Deflected 30º 模型来说，右侧机翼外段向上偏转
30º，而左侧机翼外段向下偏转 30º。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计算的速度范围内，所有模型的非对称偏转
都会产生很大的滚转力矩，并且滚转力矩随着迎角
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的是，在亚声速状态，失速后
滚转力矩系数开始减小，而在超声速状态，滚转力
矩系数在计算的迎角范围内一直增加。相对而言，
偏航力矩随迎角的变化不大。在亚声速状态，偏航
力矩随着迎角的增加先增大，当超过失速迎角后又
开始减小。而在跨声速状态，当马赫数为 0.8 时，
偏航力矩数值随着迎角的增加一直减小，当马赫数
为 1.2 时，偏航力矩数值随着迎角的增加一直增大。
在超声速状态，偏航力矩基本保持不变，并且不同
模型之间数值差别不大。总的来说，展向自适应方
案的非对称折叠可以产生相当大的滚转力矩和偏
航力矩，可以用来进行方向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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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滚转力矩系数

（b）偏航力矩系数
图 16 偏转力矩系数对比

3

结 论

本文基于数值模拟方法，针对 NASA 于 2017
年试飞的展向自适应机翼概念，分别定量探讨了自
适应机翼的折叠角度对气动特性以及操纵特性的
影响规律，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在亚声速流动情况下，展向自适应机翼外段折
叠后抑制了下洗流动，导致升力增加，诱导阻力减
小，因此气动效率明显提高。来流马赫数越大，涡
流越强，外段机翼折叠后气动效率提高的效果越明

显。此外，机翼折叠角度对气动效率没有明显影响。
在跨声速流动情况下，展向自适应机翼外段折
叠后对流动的影响很小。在超声速流动情况下，特
别是 Ma 数超过 4.0 以后，不同折叠方案相对于未
折叠机翼的升力和阻力均减小，并且阻力减小更明
显，因此气动效率提高。
在计算的速域范围，所有模型的非对称偏转都
会产生很大的滚转和偏航力矩，因此展向自适应方
案的非对称折叠可以用来进行方向操纵。
机翼变形技术是针对下一代飞机的一项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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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的应用技术。虽然本文初步验证了展向自适应
机翼在增升减阻以及操控方面的可行性，但是由于
在结构设计和制造、操纵机构设计和运作以及适航
认证等方面尚有未解决的难题，自适应机翼技术距
离走向实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仍需要重点解
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有：可变形飞行器精确气动性能
预测和气动布局研究，可变形飞行器总体与设计优
化，基于形状记忆合金的机翼变形过程的驱动和控
制，机翼变形前后的飞行稳定性与操纵特性，可变
形飞行器的飞行控制技术，智能材料与结构的应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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