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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on coupling of low speed straight-flow wind tunnel based on ANSYS Workbench. Wind 

tunnel is a most important test method of aerodynamics research, in which the air velocity field and pressure field determine the 

test research level. A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imulation based on ANSYS Fluent is conducted on wind tunnel, together 

with a coupling analysis of the fluid and wind tunnel structure, which helps us make further research on wind tunnel’s air field 

and structure. This work contributes to better operating of test research and wind tunnel optimiz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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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基于Ansys Workbench的直流式风洞流固耦合分析。直流式风洞是研究空气动力学试验的重要手段，而风

洞中的气流速度场、压力场等的品质决定了该试验研究手段的水平。结合ICEM CFD对风洞进行计算流体仿真，并开

展流体和洞体结构耦合仿真分析，研究该风洞的流场和结构，对于更好地利用风洞开展试验研究，以及优化风洞设计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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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空气动力学研究有三大重要手段，一是理论研究，二

是实验研究，三是数值计算。三种重要手段相辅相成，共

同推动了当今空气动力学事业的蓬勃发展。风洞是进行空

气动力学实验研究的基础设备。风洞设计一般是根据理论

研究和工程经验，而数值计算仿真具有信息量大、成本低、

响应快、并行性高等优点[1]，可以辅助风洞空气动力学性

能及结构设计。 

目前流固耦合问题按照耦合机理可以分为两类，第一

类是流体和固体部分或全部重叠，其本构方程需要针对具

体的物理现象来建立，而耦合效应需要通过描述问题的微

分方程；第二类是流体和固体耦合发生在两相介质的界面

上，其耦合方程由耦合面上的平衡及协调关系来建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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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部气流与洞体结构的耦合问题就是属于第二类[2]。通

过流固耦合仿真，深入认识风洞运行过程中高速气流对风

洞结构的影响，发现并改造不良结构，提升风洞性能，提

升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水平。 

目前空气动力学数值计算研究手段已经非常成熟，有

PHONENICS、STAR-CD、CFX、FLUENT等商业软件[3]。

本文中流固耦合仿真基于ANSYS Workbench14.5，流体分

析采用了ANSYS集成的FLUENT模块，结构分析采用了

ANSYS集成的STATIC STRUCTURE模块，网格划分采用

了基于集成模块CFX的MESH智能划分。由于ANSYS接口

广泛，直流风洞的结构设计采用的是NX8.5，并在ANSYS 

Design Modeler中优化结构模型[4]。 

2．直流式风洞结构 

直流式低速风洞的结构特点与回流式低速风洞互相

对应。如图 1所示为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CARDC）的一座回流式低速风洞，其试验段截面尺寸

为1.8m×1.4m。回流式风洞具有封闭的气流通道，能够获

得更好的流场品质和更高的气流速度，但结构更为复杂、

占地面积更大，成本更高。而直流式风洞有着相对简单的

结构，如图2所示，只有一个单方向通道，进气口和出气

口连接大气，生产成本较低，占地面积较小[5]。相比较而

言，直流式风洞一般要比同等级同类型的回流式风洞在洞

体结构上少了一到两个扩散段、四个拐角段、两个回流段

以及相应的基座结构等。 

 

(a) CARDC 1.8m×1.4m低速风洞试验段 

 

(b) CARDC 1.8m×1.4m低速风洞轮廓 

图1 CARDC 1.8m×1.4m回流式风洞。 

在实际工程实践中，风洞根据模拟高空风速的试验需

求一般建造为低速风洞、亚声速风洞、跨声速风洞、高速

风洞、高超声速风洞。其中，低速风洞的风速能力一般为

0.3马赫以下，亚声速风洞的风速能力一般为0.3~0.8马赫，

跨声速风洞的风速能力一般为0.8~1.4马赫，高速风洞的风

速能力一般为1.4~4.5马赫，高超声速风洞的风速能力一般

为5马赫以上。而直流式风洞由于结构简单，两侧出入风

口直接接连大气，一般为低速常规风洞。 

对于某些有着特殊试验需求的风洞而言，比如声学风

洞，结冰风洞等，这类有着特殊的模拟高空飞行特别大气

环境的风洞，则无法通过直流式风洞来实现。但正是由于

直流式风洞对于模拟一般大气环境拥有结构简单、成本低

廉、建造周期短、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各个规模尺寸的这

类风洞被广泛大量建造，为风洞试验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和巨大的助力。 

2.1．风洞结构 

图2(a)介绍了ANSYS Design Modeler中某直流式风洞

的主体结构模型。该直流式风洞总长约27米，从右至左主

要包括唇口段、稳定段、收缩段、试验段、圆变方段、第

一扩散段、风扇段、第二扩散段等。 

 

(a) CARDC某直流式风洞轮廓 

 

(b) CARDC某直流式风洞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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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ARDC某直流式风洞试验段内部 

图2 CARDC某直流式风洞结构示意图。 

从结构设计上来讲，唇口段是整个直流式风洞的入口，

其上安装有阻尼网，如图2(c)所示，从试验段内部向通道

一侧可以看到，用以过滤随风而至的杂物和鸟类等。从气

动声学上来讲，该段作为稳定段延伸的弧形扩张结构，可

以更好的实现风洞气流的平稳进出，也避免了不连续结构

带来的紊流和噪声；稳定段是一段长直结构，主要功能是

让进入风洞的气流逐渐平稳；收缩段为梯形收缩结构，风

洞截面尺寸在此急剧缩小，主要功能是让气流提速，以达

到模拟飞行试验的需求；试验段是风洞的核心部段，是试

验物品如飞机模型、导弹模型、汽车模型等的测试地点。

如图2(c)所示，试验段一般在壁面开有人孔，供工作人员

进出维护调试，内部安装有各种测量调校设备，用以测量

记录模型在风洞试验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个部位受到的压

力、产生的变形等。根据这些试验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到

初步设计中的各种气动、结构、声学等方面的问题，从而

进一步优化设计；圆变方段，实现风洞主体结构从方形试

验段向圆形扩散段的过渡；风扇段，作为风洞的动力源，

决定了试验段能达到的风速等级；第一扩散段、第二扩散

段，逐步扩大风洞截面尺寸，降低风速。 

2.2．结构简化 

考虑到风洞结构的复杂性和流固耦合特点，风洞模型

中去掉了风洞的阻尼网、内置风扇、人孔等局部细节。此

外，由于洞体结构的支座约束由于刚度远大于风洞洞体刚

度，因此在后续数值计算中不考虑支座模型，改为对应固

定点约束[6]。 

3．ANSYS FLUENT仿真 

基于ANSYS FLUENT的流体仿真是利用FLUENT模

块对风洞内部气流进行边界设定、基于ICEM MESH网格

划分、求解及后处理的过程。 

3.1．网格划分 

在三维实体网格中，六面体网格具有求解精度高、抗

变形能力强、所需网格数量少等优点，因而在网格划分中

得到了优先的考虑[7]。 

 

(a) 风洞气流网格 

 

(b) 六面体占优网格局部 

图3 风洞内部气流网格划分。 

图3为风洞内部气流网格。常用的六面体网格自动划

分方法有映射法、扫描法、铺路/铺层法、基于栅格法等。

该直流式低速风洞内部气流网格划分基于ANSYS MESH，

集成了ICEM网格划分的功能，主体采用六面体网格智能

划分，同时对内部复杂结构进行复合网格智能优化，这样

有利于提高网格质量和划分效率[8]。 

通过这种划分方式，由于六面体网格更能贴合流场方

向，在流场边界层的地方比四面体网格离散误差要小，流

体仿真结果能更加贴近真实试验情况。网格节点数约85.6

万，网格总数87.8万。 

3.2．边界条件 

该直流式风洞唇口一侧为入口，入口气流速度为6m/s。

第二扩散段一侧为出口，出口气流静压为一个标准大气压。 

仿真模型标准可以直接采用标准k-ε模型，考虑到该

直流式风洞为低速风洞，设置湍流度为0。 

风洞内壁即内部气流模型外壁采用无滑移速度边界

条件。 

3.3．仿真结果 

图4所示为风洞内部气流在特定工作条件下的速度场

分布。根据仿真结果图4（b）可以得知，在入口风速6m/s、

出口气流静压为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工作条件下，该直流式

低速风洞运行时试验段最大风速为70m/s。考虑到风洞收

缩段曲线经过优化修正，风洞环境对测量和模型简化的影

响，仿真结果与直流式低速风洞试验测得试验段最大风速

65m/s吻合良好[9]。由此也可以验证该模型算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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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去除表面边界速度场 

 

(b) 过轴心水平面速度场 

图4 风洞内部气流速度场。 

图5为风洞在试验段最大风速运行条件下，内部气流

产生的压力场。可以看到，此时风洞试验段气流压力最小，

而入口处气流压力最大，同时根据上述速度场分布图4和

平时实际试验结果得知，在该工作条件下试验段风速最大

而入口处风速最小。这与流体理论中的伯努利原理吻合。 

 

(a) 气流压力场 

 

(b) 过轴心水平面压力场 

图5 风洞内部气流压力场。 

通过ANSYS FLUENT对直流式风洞内部气流进行流

体仿真，可以深入认识直流式风洞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并

为改进风洞流场品质提供指导。 

4．流固耦合仿真 

根据ANSYS FLUENT计算出风洞内部气流运行时的

压力场分布，并将该压力载荷分布导入风洞结构静力学模

块STATIC STRUCTURE分析中就可以得到风洞结构受到

内部气流压力产生的应力场及形变分布，从而实现流体

（风洞内部气流）和固体（风洞洞体结构）的耦合仿真。 

4.1．网格划分 

图6所示为风洞洞体结构整体和局部边界的四面体网

格划分结果。 

 

(a) 风洞洞体四面体网格 

 

(b) 风洞洞体四面体网格局部 

图6 风洞洞体四面体网格。 

对风洞洞体结构进行网格划分，考虑到洞体结构比流

体结构更加复杂，这里直接采用四面体网格，通过提高适

当降低网格划分质量来换取网格划分的高效率。同时，也

能更好的保证网格边界与网格主体的一致性和高质量。风

洞洞体网格划分的单元总数为49.8万，节点数为99.9万。 

4.2．边界条件 

该直流式低速风洞实际上在沿轴线方向有多个支座

支撑，这里设置试验段底面为固定支撑。原支座位置去掉

了支座模型，改为固定点支撑，进行完全约束。其余部段

自由活动[10]。 

风洞气流载荷来自于内部气流作用于内壁面的压力。

如图7所示，将ANSYS FLUENT计算的压力场结果映射到

洞体内壁面，即可得到洞体结构的载荷数据，并作为

ANSYS STATIC STRUCTURE静力学分析的输入条件，由

此得到风洞内部气流与风洞洞体结构的耦合计算结果。 

 

图7 压力场映射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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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仿真结果 

基于ANSYS Workbench的流固耦合仿真结果如图8所

示。 

 

(a) 洞体结构应力分布 

 

(b) 洞体结构形变 

图8 流固耦合仿真结果。 

根据数值计算结果，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风洞结构的

应力分布及形变，这就为我们后续加强风洞局部结构设计

提供了指导。 

5．结论 

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和数值计算三

大研究手段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开展基于 ANSYS 

Workbench的直流式低速风洞流固耦合仿真研究，在开展

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值计算的手段对于深入认

识风洞设备的结构强度和气动特性，认识风洞在各种运行

条件下可能存在的结构、气动、声学等问题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支撑设计人员发现问题并改进风洞气

动结构设计，改善风洞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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