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综述

单一水平轴风电机组尾迹的模拟方法与流动机理研究综述 (3169-3178，doi：10.6052/0459-
1879-21-493)

杨晓雷

风力机尾迹是影响风电性能和度电成本的关键因素, 需在风力机布置和控制设计中

充分考虑. 本文介绍了风力机尾迹的解析模型、低阶模型和大涡模拟方法, 综述了叶尖

涡、中心涡和尾迹蜿蜒的研究进展, 并展望了需重点开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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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增材制造中的关键力学问题与前沿计算技术专题

增材制造 316 钢高周疲劳性能的微观力学研究 (3181-3189，doi：10.6052/0459-1879-21-
396)

朱继宏, 曹吟锋, 翟星玥, 艾德·穆尼, 张卫红

建立增材制造 316 钢微观结构有限元模型时, 对晶粒和晶界两部分分别建模. 唯象学

晶体塑性模型和弹塑性内聚力模型分别用以模拟晶粒和晶界处的介观力学相应. 为了准

确评估增材制造 316 钢的高周疲劳性能, 针对于晶粒和晶界分别采用 Papadopoulos 疲劳

准则和基于安定性理论的介观疲劳准则同时考虑位错滑移和晶界对疲劳性能的影响.

grains grain boundaries polycrystalline
aggregate

金属增材制造中的缺陷、组织形貌和成形材料力学性能 (3190-3205，doi：10.6052/0459-
1879-21-472)

陈泽坤, 蒋佳希, 王宇嘉, 曾永攀, 高洁, 李晓雁

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是一种逐层加工制造的新型制造技术, 具有近净成形和高设计自

由度等优势, 在航天航空、生物医疗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本文针对金属增材制造中

的缺陷 (熔合不良、气孔和裂纹)、工艺参数 (激光功率、扫描速度和扫描策略) 对组织形

貌的影响以及成形材料力学性能进行介绍, 并对金属增材制造的发展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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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选区熔化增材制造中的粉体热动力学行为 (3206-3216，doi：10.6052/0459-1879-21-403)

陈辉, 闫文韬

将离散元 (DEM) 与计算流体力学 (CFD) 耦合建模用于激光选区熔化 (SLM) 仿真模

拟: 基于 DEM 建立粉末铺设动力学仿真模块; 基于 CFD 建立粉末床熔融热力学仿真模

块; 通过 DEM-CFD 网格差值耦合, 实现 SLM 飞溅与剥蚀模拟. 揭示了黏结效应、壁面效

应和渗流效应 3 种粉末铺设机制, 明确了熔池高温蒸汽与粉末流-固耦合作用下的飞溅与

剥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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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激光熔化成形区粗糙表面对铺粉质量的影响:离散元模拟 (3217-3227，doi：10.6052/
0459-1879-21-399)

孙远远, 江五贵, 徐高贵, 陈韬, 毛隆辉

为了研究激光扫描后零件上表面的铺粉工艺过程, 本文以凝固后的单道为基本单元,

构建了不同角度和不同搭接率的粗糙表面模型, 将此模型作为后一层铺粉的基板, 通过离

散元法, 模拟了铺粉过程中成形区的粗糙表面形貌和工艺参数对铺粉质量的影响, 并分析

了铺粉过程中金属粉末在成形区粗糙表面的颗粒动力学和颗粒沉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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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半解析 VOF-DEM的激光直接沉积多尺度过程模拟 (3228-3239，doi：10.6052/0459-
1879-21-361)

王泽坤, 刘谋斌

通过对颗粒背景流场参数 (如速度、温度、颗粒体积分数) 进行核函数修正, 开发了

半解析 VOF-DEM 耦合算法和模拟框架; 基于 VOF 模拟环境气体与金属相的多相界面流

动, 基于 DEM 模拟未熔化刚体颗粒的运动, 首次实现了激光直接沉积技术中颗粒刚体碰

撞、熔化、融合、溅射和熔池/熔道形成的同步模拟, 为激光直接沉积技术的数值研究提

供了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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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定向能量沉积的粉末尺度多物理场数值模拟 (3240-3251，doi：10.6052/0459-1879-21-
420)

黄辰阳, 陈嘉伟, 朱言言, 廉艳平

本文建立了激光定向能量沉积增材制造过程的高保真多物理场数值模型, 耦合拉格

朗日质点法、有限体积和流体积法实现了激光-粉末-熔池交互过程的热流耦合模拟, 通

过单道扫描实验结果对其进行了验证. 计算结果分析表明粉末空中加热和其与基板能量

分配比例对熔池流场和熔覆层形貌有显著影响, 可为金属增材制造控形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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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增材制造的熔池凝固组织演变的相场研究 (3252-3262，doi：10.6052/0459-1879-21-
364)

肖文甲, 许宇翔, 宋立军

针对激光增材制造 Inconel 718 过程, 构建热传与多相场耦合的多尺度数学模型, 定量

研究熔池横截面及纵截面的晶粒演变过程. 在横截面上, 凝固过程主要受温度梯度方向的

驱使, 取向与温度梯度方向夹角越小的晶粒占优生长. 在纵截面上, 晶粒表现为弯曲生长

以及“上三角”的特征, 熔池凝固温度梯度方向的渐变导致了晶粒弯曲, 相邻晶粒的竞争行

为决定了晶粒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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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微结构演化及疲劳分散性计算 (3263-3273，doi：10.6052/0459-1879-21-389)

易敏, 常珂, 梁晨光, 周留成, 杨阳祎玮, 易新, 胥柏香

提出了集成离散元、相场模拟、晶体塑性有限元和极值概率理论的计算方法, 揭示

了激光扫描速度对增材制造微结构演化、屈服应力和疲劳分散性的影响. 计算结果表明,

增加激光扫描速度可降低增材制造微结构疲劳分散性, 但会导致疲劳指示参数 (FIP) 极值

升高, 使得疲劳裂纹萌生驱动力增加, 疲劳寿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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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field simulation of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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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

几何参数对 V字形钝前缘气动热特性影响 (3274-3283，doi：10.6052/0459-1879-21-448)

王军, 李祝飞, 张志雨, 杨基明

本文将内转式进气道唇口简化为 V 字形钝前缘, 在来流马赫数 6 条件下, 采用数值

模拟并辅以激波风洞实验, 分析了前缘半径比与半扩张角的联合作用对 V 字形根部流动

特性的影响, 阐明了激波反射类型与气动热的内在联系, 获得了气动热在几何参数空间中

的变化规律, 为进气道唇口气动热预测及热防护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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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层分块算法的激波干扰流场预测 (3284-3297，doi：10.6052/0459-1879-21-385)

李帅, 彭俊, 罗长童, 胡宗民

本文基于一种具有广义可分离特性的遗传算法 (多层分块算法), 分别给出不同气体

模型下的第 IV 类激波干扰流场三波点的坐标位置公式、超声速射流的几何形状等定量

化预测模型. 进一步利用该算法获得了高温气体效应对激波干扰类型转变准则影响规律,

并验证了提出的转变准则的准确性, 揭示了该准则的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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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速尾流作用下通气空泡稳定性及闭合位置数值研究 (3298-3309，doi：10.6052/0459-
1879-21-346)

赵小宇, 向敏, 张为华, 刘波, 李尚中

超音速尾流作用下, 射流卷吸周围空泡内气体, 导致空泡内部出现质量流动的不平

衡, 空泡界面会经历一个复杂演化过程, 来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射流开启后, 空泡首先会膨

胀, 接着空泡由于形态拉长而发生颈缩, 进一步断裂, 空泡整体回缩, 长度变短. 之后, 空泡

开始进入周期性震荡泄气阶段. 当射流的强度超过一定临界值以后, 在空泡尾部会出现液

滴回卷冲击空泡界面, 从而进一步导致空泡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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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反翼对双后掠乘波体低速特性的影响 (3310-3320，doi：10.6052/0459-1879-21-234)

孟旭飞, 白鹏, 刘传振, 李盾, 王荣

利用从密切锥乘波体理论提出的给定前缘型线的乘波体设计方法, 分别生成具有相

同平面投影形状的上反和下反机翼双后掠乘波体. 分析低速状态不同外形的升阻特性以

及流场涡结构特点, 并研究了上下反翼对纵向和横侧向稳定性的影响. 通过结果表明通过

机翼上下反改善乘波体低速稳定性是可行的, 拓宽了乘波体工程应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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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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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1
anh-2

机翼尺度效应对等离子体分离流动控制特性的影响 (3321-3330，doi：10.6052/0459-1879-
21-379)

阳鹏宇, 张鑫, 赖庆仁, 车兵辉, 陈磊

为了提高等离子体激励器可控机翼尺度, 以超临界机翼大迎角分离流为研究对象, 以

对称布局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为控制方式, 从等离子体激励器特性研究出发, 深入开展

了机翼尺度效应对等离子体控制的影响研究, 提出了适用于分离流控制的能效比系数, 探

索了分离流等离子体控制机理, 掌握了机翼尺度对分离流控制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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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冲击下 CoCrFeMnNi 高熵合金微观塑性变形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3331-3340，doi：
10.6052/0459-1879-21-468)

杜欣, 熊启林, 周留成, 阚前华, 蒋虽合, 张旭

冲击时微结构演化具有明显的取向相关性, 沿 [100] 方向进行冲击时的塑性变形过

程中会产生中间相, 冲击产生的高应力是造成中间相产生的主要原因; 而沿 [110] 与

[111] 方向冲击时受冲击区域存在大量的层错以及无序结构, 高位错密度以及位错芯周围

原子的错排是产生无序结构的重要原因.

1 ps 5 ps
[100] [100]

[110] [110]

[111] [111]

 

文 章 导 读



微磁检测应力和塑性区的磁弹塑耦合理论 (3341-3353，doi：10.6052/0459-1879-21-325)

时朋朋

微磁无损检测技术, 依据铁磁材料或结构件的磁特性变化, 实现被检对象的应力或损

伤状态的检测与评价. 力磁本构是微磁检测技术的检测机理, 是微磁检测理论的定量化基

础. 本文建立了显式解析形式的磁弹塑性耦合磁化本构, 使检测机理易于理解和应用; 结

合力学和磁学分析, 定量分析了应力和塑性因素对磁记忆微磁信号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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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与控制

一种压电驱动的三足爬行机器人 (3354-3365，doi：10.6052/0459-1879-21-430)

高煜斐, 周生喜

本文基于压电陶瓷的逆压电效应设计了一种由 3 条弯曲变截面梁支撑的一种三足爬

行机器人. 利用理论力学和哈密顿原理等对变截面、变角度梁建立动力学方程, 得到了可

求解该机器人的压电驱动腿固有频率的方程. 通过实验测试了不同弯折角度、不同驱动

频率、不同负载、不同电压波形对机器人运动的影响, 并分析了其能耗问题.

PZT-5H

palladium copper

分数阶拟周期Mathieu方程的动力学分析 (3366-3375，doi：10.6052/0459-1879-21-455)

郭建斌, 申永军, 李航

本文以分数阶拟周期 Mathieu 方程为对象, 研究了分数阶微分项参数对方程稳定性

的影响. 采用摄动法得到方程稳定区和非稳定区过渡曲线近似表达式. 通过分析发现, 在

系统中分数阶微分项不仅具有阻尼特性还具有刚度特性, 并且以等效线性刚度和等效线

性阻尼的方式影响着方程稳定区域大小和过渡曲线位置, 合理选择分数阶微分项参数可

以使其呈现不同程度的刚度特性或阻尼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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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子结构解耦的连接特性识别新方法 (3376-3388，doi：10.6052/0459-1879-21-280)

范新亮, 王彤, 夏遵平

连接部件动态特性的辨识对预测装配式结构的动力学行为有重要意义. 针对传统基

于子结构解耦的连接特性识别方法难以直接利用可测数据进行辨识及结果受噪声影响显

著等问题, 提出了一种新方法, 可直接利用装配体测试自由度上的频响函数辨识连接特

性, 且适于连接结构界面自由度数目较多及测试噪声较大等复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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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双髻鲨头部的仿生机器鱼外型设计及其流场特性 (3389-3398，doi：10.6052/0459-1879-
21-160)

马楷东, 张瑞荣, 郭鑫, 许铭扬, 浦玉学

以双髻鲨为仿生对象, 分析不同种类双髻鲨的头部减阻效果, 选定锤头双髻鲨的形体

特征作为机器鱼外形参考曲线, 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机器鱼仿生壳体外形, 从减阻性能和其

周围流场的特性等方面与已有的翼型壳体外形和回转体航行器外形进行性能对比, 结果

表明, 所设计的仿生鱼外形可以有效减少机器鱼对流场干扰, 提高其推进效率.

the biological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hammerhead shark were selected
as the shell shape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an underwater vehicle shape
was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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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沿程坐标积分模式颗粒流与结构物阵列相互作用的数值模拟 (3399-3412，doi：
10.6052/0459-1879-21-200)

杨肃, 张会琴, 余王昕, 程鹏达, 刘青泉, 王晓亮

本文基于沿程坐标积分模式建立了陡峭地形条件结构物作用下颗粒流运动的数值模

型, 研究了颗粒流与不同分布密度结构物阵列的相互作用. 结构物阵列对颗粒流产生综合

的耗散和偏转作用, 通过多级作用产生系列的弓形激波耗散能量, 通过偏转作用分隔和

偏转颗粒流改变其最终堆积形态, 研究还首次提出了偏转效率无量纲指标定量表征偏转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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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FEM-MBEM 的嵌入式离散裂缝模型流固耦合数值模拟方法 (3413-3424，doi：
10.6052/0459-1879-21-300)

杜旭林, 程林松, 牛烺昱, 方思冬, 曹仁义

针对致密油藏应力场-渗流场耦合力学问题, 提出了一种高效的混合数值离散化方法,

其中采用了扩展有限元法求解岩石的弹性形变, 采用了混合边界元法精确计算基岩与裂

缝间的非稳态窜流, 这两种数值格式是完全耦合的, 并对整体计算格式的时间项进行了全

隐式求解, 可准确表征致密油藏开采过程中的裂缝变形及流体流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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