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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依据（包括设计或论文的工作基础、研究条件、应用环

境、工作目的等。） 

主动流动控制通过能量输入，改变结构物周围的流动结构，从而达到控制运

动或受力的目的。目前利用主动流动控制以降低阻力、抑制结构振动的方法有很

多，包括壁面振动减阻法、气泡法以及动量注入法等。其中，一种有效的主动流

动控制方法为移动壁面边界层控制法(moving surface boundary-layer control，
MSBC)，即通过控制旋转圆柱的切向速向流场输入角动量达到流动控制。 

本课题拟通过这种主动控制方法实现目标主圆柱的减阻，并分析最优的减阻

布置。与以往研究不同，利用非对称流场探索流动控制的水动力特性，更适合实

际工程。并结合主动学习的方法，即高斯过程回归，智能的选择实验数据点，极

大地减少了按照标准数值模拟思路需要做上千上万组模拟的工作量，从而达到最

高效研究减阻的效果。改变上下控制圆柱的转速、相对主圆柱的位置，主要通过

基于浸入边界法的数值模拟研究其对控制效果的影响。 
 
目前，本课题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主要为： 
1. 课题组已经开展了附加控制杆涡激振动发电装置能量获取及水动力特性

研究，可为基于旋转圆柱的主动流动控制及其减阻效应数值模拟提供工

作基础； 
2. 具备开展研究所需的实验条件和计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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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研究）内容和要求（包括设计或研究内容、主要指标



与技术参数，并根据课题性质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 

本项研究需要完成以下内容的工作： 
1. 收集、整理、阅读有关主动流动控制的资料、文献和研究报告，了解主

动流动控制机理，明确研究目标。 
2. 改变控制圆柱的转速、相对主圆柱的位置等，结合主动学习的方法，研

究其对控制效果（主圆柱水动力特性）的影响。 
 
课题要求如下： 
（1）在熟悉课题研究内容后，完成开题报告，制定合理的研究方案和研究

进度。资料收集和处理时要认真细致。 
（2）应提交的成果包括论文和附件，附件包括英文翻译的英文原件和

中文译文。论文格式另见“论文格式说明”。论文写作要立论正确、逻辑性强、

文理通顺、层次分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行文要简洁明了、言之有据，概

念要清楚。论文字数不少于 20000 字，中文摘要字数不超过 400 字，英文翻

译字数不少于 5000 字。所有成果都要求计算机打印。 
（3）提交描绘图纸折合 1#图纸 1 张。绘图要求用 CAD 绘图。图纸要求投

影关系正确、线形粗细分明、尺寸标注规范、卷面整洁，并附上必要的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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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课题的来源及意义，国内外发展状况，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进度安排，实验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和已具备的实验条

件以及主要参考文献等。） 
一、选题意义及预期达到目标 

非流线型结构物体（钝体）浸没在流体(液体或气体)中，且流体流动时会在 
物体表面形成粘性边界层，在一定雷诺数范围内边界层会发生分离，形成周期性 
的旋涡脱落——卡门涡街。在涡街形成之后，流体的作用下，由于涡流震荡而在

钝体上会产生一个周期性且交替变化的横向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使钝体产生横

向和纵向的振动，同时会使得升力和阻力增大，致使产生更大的振荡幅度，坏的

情况下会导致结构物的失效或损坏的事故发生，如索桥的破坏、潜水艇潜望镜的

破裂等。 
钝体绕流中的圆柱绕流尤为典型，并且其形式的多样和工程实际应用的广泛

使得对此的研究从未间断，针对圆柱绕流国内外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研究基础，

成为了流体力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但日益增长的工程应用需求，对适应性更强、

更加智能的流体控制方法的要求也在提升，国内外研究也尚处于发展阶段。在众

多的工程应用案例中，卡门涡街的周期脱落是诱导流动振荡以及噪声的主要原因

所在。因此，针对圆柱绕流结构的流动特点，为实现对涡激振荡的有效抑制，采

取必要的流动分离控制泄涡措施，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从本质上看，圆柱绕流实际可看作是一种流动分离现象。一方面，流动分离

尤其不利的一面。流动分离的产生必然会引起流动系统的能量损失，如流动分离

将会引起飞行器或海洋潜艇的阻力增加、升力下降，且尾流区域会出现流动回流

甚至失速，对于绕流物体的稳定性和结构安全性等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流动分

离也会降低流体机械（风扇、涡轮机、泵和压气机等）的工作效率，相反当采取

有效措施来精确预估分离的发生时，能够实现机器优的运行状态。因此，为了流

动系统能量损失降低，从而提高增强潜水艇、飞行器和流体机械等流动系统的工

作效率及操纵性能，必须控制圆柱绕流中的流动分离现象。另一方面，流动分离

的及涡激振动也有其有利的一面。被加强的涡激振动导致结构物振动幅值增加，

可以实现更高的发电效率，推动清洁能源的推广与发展。而其中的激发与加强涡



激振动机理与抑制分离的机理恰好相反，所以随着对抑制流动分离的研究的深

入，利用逆向思维，也是对加强涡激振动的研究的深入，具有双重意义。 
本课题旨在打破已有的利用对称布置附加小圆柱实现流动分离控制的惯例，

调整上下方小圆柱转速不同，使得主圆柱尾流区流场非对称，实现流动分离控制，

并分析了主圆柱的水动力特性。同时采用了高斯过程回归的方法，进行数值模拟，

得到置信程度最高的实验结果，证明可以通过高斯过程回归的方法研究圆柱水动

力特性，并为圆柱的减阻寻找最优的布置，极大地减少了标准数值模拟思路需要

做上千上万组模拟的工作量。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Strouhal 在 1878 年发现了泄涡频率、绕流圆柱直径和均匀流速之间的关系；

Prandtl 在 1904 年关于边界层的描述标志着对流动分离控制的眼就开始；Bénard 
于 1908 年采用素描的方法，记录了水流中圆柱尾流域内旋涡周期脱落的过程；

1911 年 Von Karman 从理论上研究分析了圆柱绕流所形成涡街的稳定性，此后针

对圆柱绕流的涡街逐渐形成为流体力学中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流动分离指的是流线不再依附于流体中的固壁的现象，流动分离的出现是由

于负压梯度的出现。由于实际液体有粘性，在边界层中粘性远大于惯性力，占主

导地位，导致无粘势流理论不适用，这也是解释圆柱在流体中绕流时阻力为零的

达朗贝尔谬论的原因。根据伯努利方程，流涕质点在正压梯度中加速，在负压梯

度下减速，于是根据牛顿粘性定理，压力梯度为零的点也是切应力为零的点，据

此 Cebeci[1]在 1972 年汇总并对比了计算分离点的多种方法，为之后的流动分离

控制效果衡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课题采用的移动壁面边界层控制法(moving surface boundary-layer control，

简称 MSBC)，附加两个旋转控制圆柱，通过控制旋转圆柱的切向速向流场输入

角动量达到流动控制。这种控制模式已有二十余年的研究基础，起始于 1997 年

Modi[2]对移动壁面边界层控制法进行综述，讨论两个旋转控制圆柱布置在机翼不

同的内外位置对升力和阻力的控制效果，发现控制转子的位置、直径、转速对减

阻效果有影响；有关控制转子位置，Kuo 等人[3]在 2007 年发现把两个旋转控制

圆柱放在主圆柱的尾流区就可以实现时均力和脉动力的被动控制；Mittal 在

2001[4]年讨论了控制转子和主圆柱间距、转速对控制效果的影响，并引入一个临

界间距，提出间距超过临界间距时，增大转速，减阻效果几乎不变，并在 2003 年
[5]提出控制转子通过旋转从外部流向主圆柱尾流注入角动量的机理，进一步从理

论上解释了间距对这种主动控制模式效果的关键影响；2003 年李椿萱[6]等人利用

数值模拟的方法，探讨在小雷诺数范围内，附属小圆柱位置、个数、大小以及雷

诺数变化等因素对主圆柱绕流的流场结构及其非定常演化过程的影响；2007 年

Cheng 等人[7]用二维不可压流体数值模拟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了控制转子旋转方向



对减阻效果的影响；2012 年 Korkischko 与 Meneghini[8]用水槽试验发现这种主动

控制方法除减阻外还能抑制涡激振动；2017 年 Schulmeister 等人[9]将水槽试验和

数值模拟结合，研究了控制转子直径、转速、与主圆柱间距多因素结合对主圆柱

力的时均值控制效果的影响，并提出提前使流体进入阻力危机区可以更好地实现

分离区压力恢复，从而达到更好的减阻效果。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案及进度计划 

结合文献阅读，本课题主要想实现的科研目标是结合主动学习的方法，在

TrSL2 区（Re=500）下实现多个水动力控制目标下寻找工程近似最优的旋转圆柱

布置，比如在实现脉动升力最小、阻力均值最小的情况下确定工程近似最优的非

对称上下控制圆柱的转速、相对主圆柱的位置。由于阻力在亚临界区变化不大，

所以在工程应用方面，试验的雷诺数可推广至更大范围，实现高雷诺数下近似最

优的减阻布置等流体系统水动力特性优化布置。 
具体而言，进度计划如下： 
2018.12.24-2019.01.27：开题阶段，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撰写开题报告。精

读其中具体的控制圆柱影响参数的变化范围，及对主圆柱水动力特性的影响，从

而借鉴相关影响参数的设定范围与量级；并从流体力学的理论角度，理解文献为

这些参数影响主圆柱水动力特性变化趋势、非常规变化的解释，为本课题的参数

设置及数据后处理提供参考与理论基础。 
2019.02.25-2019.03.25：阅读文献，学习机器学习理论，仔细学习高斯过程回

归的思路及实际操作；学习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简称

CFD)知识，了解基于浸入边界法(Boundary Data Immersion Method BDIM)的思想，

学习水动力求解器 LilyPad，并与已有文献进行数值模拟验证对比。 
2019.03.26-2019.05.05：结合高斯过程回归，选择上下方控制小圆柱转速和小

圆柱相对于主圆柱夹角一共三个自变量，进行数值模拟水动力实验。进行数据后

处理，进行流场分析解释自变量对水动力特性的影响机理。 
2019.05.06-2019.06.04：总结实验结论，进行后续物理模型试验的装置布置，

使之可以实现多个自由度下的控制小圆柱，达到主圆柱水动力特性的近似寻优。

具体而言，先通过 SolidWorks 软件绘制装配完成拖曳试验需要的实验设备，即

有上下左右平动定位两个自由度的主圆柱、上下平动和旋转两个自由度的上方控

制转子、一个旋转自由度的下方控制转子的机构，实现两个控制小圆柱转子拥有

不同的转速，且主圆柱与两个控制小圆柱转子的相对位置在多次拖曳试验间隔可

以依照电动机的控制算法改变，从而推动这种主动控制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为工

程应用提供具有更好适应性的控制方法。在指导老师与评阅老师指导下修改论

文，调整格式。 
2019.06.05-2019.06.18：答辩阶段，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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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打破已有的研究附加控制圆柱实现主圆柱流动分离的对称尾流区

惯例，调整上下方控制小圆柱无量纲转速不同，并设置不同的控制小圆柱相对主

圆柱的位置（圆心连线与来流下游水平夹角），分析这三个输入参数对主圆柱脉

动流场力的影响，推进了主圆柱减阻特性的水动力特性研究。同时，本文创新性

结合高斯过程回归的机器学习方法，实现智能选取输入参数维度空间置信程度最

高的实验点进行数值模拟，极大地减少了依照标准数值模拟思路需要做上千上万

组模拟的工作量。本文固定 Re=500、附加控制圆柱与目标主圆柱的无量纲间距

g/D=0.1、附加小圆柱与主圆柱的直径比 d/D=0.125 进行主体部分的水动力特性

分析，发现上下方控制小圆柱无量纲转速对阻力系数均值的影响机理主要在于通

过动量注入改变对负压梯度的抵御能力，从而改变分离点位置；发现控制小圆柱

相对主圆柱的位置主要影响动量注入的效率，还对上下分离点的不对称程度与尾

流区不对称程度的相对优势地位起决定作用。此外，本文还完成了相应 Re=10000
的物理模型实验装置布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流动分离控制；高斯过程回归；减阻特性  



 

Abstract 
 

This thesis studied the hydrodynamics of a target stationary cylinder altered by two 
asymmetrically rotating cylinder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GPR). This thesis breaks the existing study on drag reduction of target 
main cylinder with attached symmetric control cylinders and symmetric wake zone by 
setting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control cylinders rotating at different nondimensional 
rotate rates from -5 to 5 with a range of angle θ with respect to the downstream flow 
(from 30° to 120°) at a fixed Reynolds number equal to 500, nondimensional gap 
g/D=0.1 and dimeter rate d/D=0.125. All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conducted in Lily 
Pad, an open-source BDIM solver, and flow patterns are analyzed to reveal flow 
mechanism behind our hydrodynamic results so as to deepen and promote relative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is thesis innovatively combines GPR as a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selection of the next simulation point, which 
has the highest confidenc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input parameters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It greatly reduces the amount of required workload, which should 
be tens of thousands of exhaustive sim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numerical 
simulation mindset. In conclusion, this thesis figured out the effects of three input 
parameters on the hydrodynamics of the main cylinder: non-dimensional rotation rates 
of the controlled cylinders alter the separation point by momentum injection, while the 
relative location of them to the main cylinder changes the efficiency of momentum 
injection and holds the key to the relative dominance of the asymmetry of the upper and 
lower separation points and the asymmetry of the wake zone. 
Keywords: Flow Control;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Hydrodynamic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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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当非流线型结构体（钝体）浸没在具有一定流速的流体中时，由于实际流体

具有粘性与负压梯度的存在，边界层会与结构体边壁分离，从而发生旋涡脱落。

并且由于旋涡脱落的不对称性，结构体边壁受到的压力也是不对称的，将这种对

结构体产生的随时间变化的不对称周期力进行分解，水平分力（与来流方向平行）

与竖直分力（与来流方向垂直）记为脉动阻力与脉动升力。 

 
图 1.1 各种形式的采油平台 

 

这种因流动分离产生的脉动流场力对水中航行的潜水器、海洋中及近岸水体

中的结构物（如采油平台与蝶式码头的桩基等）、风电机组的塔筒、平流层中飞

行的航空器等结构体的工作效率、操纵性能与耐久性等都有很大影响。进一步讲，

对能源利用效率、作业安全通信稳定等相关工程也有很大影响。此外，当结构体

尾流区泻涡频率，即周期性流场力的变化频率，与结构体的固有频率相近乃至相

同时，流体与结构体发生共振的同时，还会使旋涡脱落的频率锁定在结构体的固

有振荡频率上，使得脉动升力与脉动阻力大幅度增高，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如

图 1.1，无论哪种形式的采油平台，其水下部分均涉及到立管的圆柱绕流问题，

对平台耐久性有很大影响。 
研究发现，采取流动控制的方法可以推迟分离点的出现，明显降低脉动阻力

和脉动阻力的平均值与均方根，实现对涡激振动的有效抑制。因此，本文主要选

择水动力特性中的阻力系数进行研究，为潜水器减阻、减小码头与海上平台结构

柱的疲劳破坏提供参考，同时，本文还研究了水动力系数的均方根值，对水下波

能发电提高发电效率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工

程价值与现实意义。 
流固耦合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理论解析推导、物理实验模型、计算机数值

模拟为主，其中节省成本且结果不失参考价值的研究方法当属数值模拟。然而，

依照标准数值模拟思路，当研究三个参数作为输入变量对输出变量的影响及关系

时，至少每个输入变量做 10 组数值模拟，总共进行 1000 组模拟，才能勉强得到

一个非常粗糙的影响趋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然而，实际工作中往往需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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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个参数（输入变量）对一个输出变量的影响，当研究变量数量增加时，依照

标准思路，模拟次数呈指数形式增加，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推进。如对于圆柱绕流

中脉动阻力系数而言，输入参数有雷诺数、相对粗糙度、尺度比例等多个影响因

素，依照已有研究较为全面的考虑七个影响因素时需要 107 组数值实验，而精度

尚可的数值实验每次也需要多个小时，因此按照现有工况布置惯例，很多研究仿

佛终其一生也难以得出想要的结论。随着机器学习，尤其是主动学习非监督学习

的发展，通过数量有限的实验得到精度满足要求的实验结果变成了可能。本文将

证明把高斯过程回归这种主动学习方法与流动控制这种流固耦合研究结合的可

行性，讨论不同结构布置参数对圆柱减阻的影响，寻找最优的布置，极大地减少

了标准数值模拟思路需要做上千上万组模拟的工作量。 

1.2 圆柱绕流研究现状 

圆柱绕流（图 1.2）是流体力学领域中的一个典型与历史悠久的问题，由于实

际流体具有粘性，在流体流过钝体时会发生分离现象，从而在摩擦阻力之上又产

生了压差阻力；由于流动分离，钝体下游的周期性泻涡，在垂直来流方向产生脉

动变化的升力，这种升力激发了钝体沿着与来流方向相垂直的方向发生周期性振

动，这种激发振动的振幅可以通过脉动升力的均方根反映。由此可见，圆柱绕流

是一种流固耦合问题，因流场涡街对结构体产生脉动升力使之受迫振动，对周围

连续性流体介质产生影响，流场变化又导致结构体的水动力特性发生变化，甚至

当水动力变化频率与钝体的固有频率相一致时，泻涡频率还会锁定在结构体固有

频率上，导致结构体疲劳与失效。圆柱绕流受雷诺数影响很大，其中有两个临界

雷诺数很重要。一个是雷诺数大于 49 时，结构体尾流区的两个对称附着涡破碎，

圆柱两侧开始出现周期性泻涡现象（又称卡门涡街），此时阻力系数在 1~2 范围。

还有一个雷诺数发生在 3x105 附近，光滑圆柱发生边界层转捩，层流边界层转为

湍流边界层，使得分离点突然后移，尾流区宽度骤减，阻力系数骤降至 0.2，这

一现象也称“阻力危机”；对于粗糙圆柱，边界层会提前变成湍流边界层，这一临

界雷诺数要更低。 

 

图 1.2 圆柱绕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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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物理模型试验也有很多。通过风洞试验，Pasto[1]改变表面粗糙度与质

量阻尼系数，发现除了质量阻尼系数外，有效雷诺数也在锁频期间对圆柱的水动

力特性有影响。随着计算机算力的技术进步，数值模拟的方法（CFD）在近几十

年来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科研进程。通过二维数值模拟，Kang[2]研究了低雷

诺数下两个并排布置的圆柱的水动力特性，并发现了雷诺数和圆柱间距决定的六

种尾流形态。同样借助数值模拟的方法，Cheng 等人[3]研究了单个旋转圆柱在靠

近平板时的水动力特性，讨论了圆柱转速与平板间距对圆柱体水动力特性的影响，

并提出两个间距的上下临界值，这两个间距临界值都和转速有关，当旋转圆柱与

平板间距小于下临界值时流体是稳定的，当旋转圆柱与平板间距大于上临界值时

发生规律泻涡，在两个临界值之间则流场处于非周期变化，阻力与升力变化都很

剧烈。Cheng 的研究可以帮助后续研究在利用旋转小圆柱实现静止主圆柱水动力

特性优化时，将静止主圆柱近似视作平板，将控制小圆柱视作该模型中的旋转圆

柱，从而确定控制小圆柱与主圆柱的间距。 

1.3 流动控制研究现状 

流动分离指的是流线不再依附于流体中的固壁的现象，流动分离的出现是由

于负压梯度的出现。由于实际液体有粘性，在边界层中粘性远大于惯性力，占主

导地位，导致无粘势流理论不适用，这也是解释圆柱在流体中绕流时阻力为零的

达朗贝尔谬论的原因。根据伯努利方程，流体质点在正压梯度中加速，在负压梯

度下减速，于是根据牛顿粘性定理，压力梯度为零的点也是切应力为零的点，据

此 Cebeci[15]在 1972 年汇总并对比了计算分离点的多种方法，为衡量流动分离的

控制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流动分离控制主要落在推迟分离点的出现上，可以按照是否需要外界注入能

量分为主动控制和被动控制。被动控制不需要外界注入能量，其主要控制机理是

通过对结构体几何尺度稍加调整，激发边界层转捩，通过 Choi 等人[4]的研究发

现，由于湍流边界层不断地与垂直来流方向的流体进行动量交换，因此湍流边界

层可以比层流边界层耐受更高的负压梯度，从而推迟分离点的出现。 
 主动控制则需要外界注入能量来实现钝体尾流区的泻涡抑制。主动流动控制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实现良好的控制效果，控制前要考虑流态、控

制器与传感器、控制算法三个因素[5]。对流态的关注不仅需要落实到尾流中涡街

的产生机理与抑制机理，从而实现尾流优化，还要落实到噪音抑制等问题上。对

控制器的关注需要考虑其能耗与反应时滞性能，从而实现低能耗与灵敏性，控制

器的其选取需要注意声学、热学、电磁效应等知识结合，并且当前传感器和控制

器都已凭借微光机电系统的发展而取得较大进步，对控制器的关注体现了交叉学

科知识的需要。控制算法涵盖神经网络、自适应、光控制理论等方法，随着当前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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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流体控制存在多种目标，所有控制目标并不能同时实现。虽然湍流边界

层能够抵御更高的负压梯度，从而降低形状阻力，推迟分离点出现并且提高升力，

但是湍流边界层的摩擦阻力要比层流边界层的摩擦阻力大一个量级，流体产生的

噪音也更大；反之，如果让边界层保持在层流状态，尽管摩擦阻力与流体噪音很

小，但是因为边界层分离而产生的压差阻力很大，升力也不能很好的提高。因此，

需要在主动流体控制前明确控制目标。 

 
图 1.3 孤立旋转圆柱尾流区边界层与泻涡情况 

 

主动流动控制的机理可以分为零质量流量与非零质量流量的方法，具体可以

分为控制器进行吸、喷、移动表面的操作。通过移动表面实现主动流动控制往往

用旋转圆柱作为控制器，如图 1.3 所示，取自雷诺数为 200，圆柱旋转无量纲转

速为 1.0 的实验流场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因圆柱的边壁不滑移条件带来的尾流区

动量分布变化[6]。本文使用的就是这种移动表面控制器实现主动流体控制的方法，

由于没有流体穿过控制器表面，所以属于主动流体控制的零质量流量法。控制器

采用旋转的小控制圆柱，通过无滑移条件向边界层注入动量，从而使边界层能抵

御更高的负压梯度。Modi[7]曾用多个旋转控制小圆柱布置在主圆柱附近进行流动

控制，还将小圆柱放置在主圆柱边壁轮廓线内只保留部分暴露在外界自由来流中，

研究这些不同布置方法的流体控制效果，发现其中多种布置方法都在无量纲转速

γ>1 时实现了放大升力阻力比的效果。但大部分运用这种移动表面控制器实现主

动流体控制方法的研究，都将控制小圆柱完全暴露在来流之中，比如 Kuo 等人[8]

发现将两个不旋转的小圆柱放在主圆柱下游也能被动的实现流体分离控制，

Mittal[9]研究了两个对称布置的控制小圆柱和主圆柱间距对减阻效果的影响，发

现只有小于一个临界间距才能实现减阻，并且在后续的研究中[10]发现其控制机

理在于边壁无滑移条件，使得控制小圆柱能通过旋转将外界流体的动量注入到主

圆柱尾流区，控制关键在于控制小圆柱的回流区长度。当间距太大时，控制小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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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与主圆柱之间的交互作用太弱，以致控制效果较差；当间距太小时，由于控制

小圆柱没有形成足够长的回流区，不能实现动量注入，因此存在一个最优间距。

2003 年李椿萱[16]等人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探讨在小雷诺数范围内，雷诺数和

附属小圆柱大小等因素对主圆柱绕流流场结构的影响。Patnaik[11]研究了与来流方

向上游成 120°对称布置的小圆柱的控制效果，Schulmeister 等人[12]选用不同的小

圆柱直径、控制小圆柱对主圆柱的间距与无量纲转速，通过物理实验和数值模拟

的方法分析系统的水动力特性及其中控制小圆柱贡献部分的水动力情况，通过定

量分析分离点到附着点压力的恢复情况，提出这种对称附加小圆柱的控制机理是

粘性的。徐晓黎[22]还研究了附加控制杆布置对涡激振动发电装置能量利用率的

影响，她发现能量利用率随无量纲流速的增长先增加后减少，间隙比增加逐渐减

小能量利用率，直径比增加能量利用率先增后减，控制角增加使得升阻力先增后

减。此外，主动流体控制可以通过结合闭环反馈控制的方法，比被动控制更能适

应变化的流体状态[4]。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结合高斯过程回归这一非监督机器主动学习方法，进行

一种主动流动分离控制，推迟分离点的出现，明显降低脉动阻力和脉动阻力的平

均值与均方根，实现对涡激振动的有效抑制，实现主圆柱的减阻。本文以不同的

结构布置参数、控制器运动参数的多种组合为出发点，主要目的在寻找实现主圆

柱水动力特性最优的布置方式，本文研究具体内容提纲如下： 
第一章：介绍本文研究的目的是结合高斯过程回归的方法研究主圆柱非对称

流场的水动力特性，并分析参数布置对主圆柱减阻特性的影响。同时，就圆柱绕

流尾流区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简要综述了流动分离控制的研究现状，概述了主

动流动控制的控制方法等，并着重阐述了有关附加控制小圆柱实现主动控制的相

关研究选用的参数，为本文的参数初值设定提供依据。 
第二章：介绍本文选用的高斯过程回归的算法思路，介绍常用的协方差函数

与基函数，并通过一个单输入变量案例反映高斯过程回归的高效性、迭代过程中

协方差变化的非线性。 
第三章：介绍本文选用的数值模拟编辑器 LilyPad 并与已有文献对比模拟结

果，证明所选编辑器精度的可靠性。该章对比了传统流固耦合法与浸入边界法、

传统浸入边界法与嵌入式浸入边界法，并介绍了本文采用的二维流场求解器

LilyPad，介绍本文选用研究参数，并进行了单圆柱绕流验证与附加小圆柱流动控

制验证，与已有文献对比了阻力系数均值与泻涡频率，证明了本文数值模拟具有

可靠精度。 
第四章：固定 Re=500、附加小圆柱与主圆柱的无量纲间距 g/D=0.1、附加小

圆柱与主圆柱的直径比 d/D=0.125，输入三个自由度：附加小圆柱与主圆柱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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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与来流下游夹角 θ=30°~120°、附加小圆柱无量纲转速 xi1=Utip1/UfRee、xi2= 
Utip2/UfRee =-5~5，进行数值模拟，结合高斯过程回归得到主圆柱水动力系数在三

维输入变量维度空间的分布情况，并讨论三个自由度对其影响机理。 
第五章：阐明本文通过实验与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且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指明

了方向。进行后续物理模型试验的布置工作：固定 Re=10000、附加小圆柱与主

圆柱的直径比 d/D=0.1，输入五个自由度：附加小圆柱无量纲转速 xi1 与 xi2、附

加小圆柱与主圆柱的无量纲间距 g1 与 g2，保持上下方控制小圆柱轴心连线始终

与来流方向垂直，附加小圆柱与主圆柱圆心连线与来流下游夹角 θ。 
本文创新点在于打破原有的采用控制小圆柱实现主动控制研究中对称布置

上下方小圆柱的惯例，调整上下方小圆柱转速不同，使得主圆柱尾流区流场非对

称，更贴近工程实际情况，为圆柱结构减阻提供新方案；本文最新颖的创新点在

于将高斯过程回归的方法与流动分离控制研究结合起来，论证了主动学习与流固

耦合问题结合这种新科研框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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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斯过程回归 
高斯过程回归是一种无参数的预测方法，优势在于只需要有限的数据点集就

可以回归出一个预先不需要初始设定的函数。高斯过程回归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并在地质统计领域得到应用。近年来随着机器学习

的大量应用，高斯过程回归又得到了广泛重视，因为这种方法利用计算机的计算

学习可以得到一个普遍模型，并且预测推荐最优点集[13]。 

2.1 高斯过程及预测思路 

高斯过程是一种随机过程，是建立在函数空间的分析推理，高斯过程可以解

决高维甚至无限维空间的数学问题。高斯过程中的训练数据集𝐷𝐷非常重要，对于

n 次观测，对每一次独立观测有输入变量 x（对于含有多个参数的输入变量，可

以表示为列向量𝐗𝐗𝒊𝒊）与输出变量 y 的数据集，𝐷𝐷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𝐷𝐷 = �(𝑿𝑿𝒊𝒊,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 1, . . . ,𝑛𝑛 �              （2.1） 

也可以表示成𝐷𝐷 = (𝐗𝐗, �⃗�𝑦)。当数据采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噪音时，可

以用下式表示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 

𝑦𝑦𝑖𝑖 = 𝑓𝑓(𝑥𝑥𝑖𝑖) + 𝜀𝜀              （2.2） 

其中，ε 是实验误差，认为其服从独立的正态分布，均值为零，方差是一个常数，

即𝜀𝜀 ∼ 𝑁𝑁(0,𝜎𝜎2)。𝑓𝑓(𝑥𝑥)是一个高斯过程，𝑓𝑓(𝑥𝑥)有均值𝑚𝑚(𝑥𝑥)，有协方差函数（也叫做

核函数）𝑘𝑘(𝑥𝑥, 𝑥𝑥′)，即𝑓𝑓(𝑥𝑥𝑖𝑖)~𝐺𝐺𝐺𝐺�𝑚𝑚(𝑥𝑥), 𝑘𝑘(𝑥𝑥, 𝑥𝑥′)� = 𝑁𝑁(𝑚𝑚(𝑥𝑥), 𝑘𝑘(𝑥𝑥, 𝑥𝑥′))。 

其中对于其中每一个输入变量𝑥𝑥𝑖𝑖，𝑓𝑓(𝑥𝑥𝑖𝑖)都服从高斯正态分布，并且所有𝑓𝑓(𝑥𝑥𝑖𝑖)
构成联合高斯分布，均值和协方差函数如下： 

𝑚𝑚(𝑥𝑥) = 𝐸𝐸[𝑓𝑓(𝑥𝑥)]               （2.3） 

𝑘𝑘(𝑥𝑥, 𝑥𝑥′)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𝑥𝑥, 𝑥𝑥′) = 𝐸𝐸[𝑓𝑓�𝑥𝑥 − 𝑚𝑚(𝑥𝑥)� · 𝑓𝑓(𝑥𝑥′ − 𝑚𝑚(𝑥𝑥′))]   （2.4） 

以下将详述高斯过程回归的思路。利用高斯过程回归进行预测的第一步是确

定这一随机过程的均值函数和协方差函数。为方便理解高斯过程回归思路，本文

先以均值为零的高斯过程𝑓𝑓(𝑥𝑥)~𝑁𝑁�0,𝑘𝑘(𝑥𝑥, 𝑥𝑥′)�为例，它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 n 阶

方阵𝐊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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𝐊𝐊 = 𝐊𝐊(𝐗𝐗,𝐗𝐗′) = �

𝑘𝑘(𝑥𝑥1, 𝑥𝑥1)
𝑘𝑘(𝑥𝑥2, 𝑥𝑥1)

𝑘𝑘(𝑥𝑥1, 𝑥𝑥2)
𝑘𝑘(𝑥𝑥2, 𝑥𝑥2)

⋯
…

𝑘𝑘(𝑥𝑥1, 𝑥𝑥𝑛𝑛)
𝑘𝑘(𝑥𝑥2, 𝑥𝑥𝑛𝑛)

⋮ ⋮ ⋱ ⋮
𝑘𝑘(𝑥𝑥𝑛𝑛, 𝑥𝑥1) 𝑘𝑘(𝑥𝑥𝑛𝑛, 𝑥𝑥2) ⋯ 𝑘𝑘(𝑥𝑥𝑛𝑛, 𝑥𝑥𝑛𝑛)

�   （2.5） 

对于观测数据的输出结果 y 而言存在观测噪音，故𝑦𝑦~𝑁𝑁(0,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因此对

于新构造的含有 1 个预测数据点的数据集，�
𝑦𝑦
𝑓𝑓∗�~𝑁𝑁(0, �

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 𝐤𝐤∗
𝐤𝐤∗

𝑻𝑻 𝑘𝑘∗
�)。其中𝐤𝐤∗ =

𝐊𝐊(𝐗𝐗, 𝑥𝑥∗)，是一个协方差列向量，因此𝐤𝐤∗
𝑻𝑻是一个行向量，新构数据集是一个(n+1)

阶方阵，新构高斯过程可以表示为𝑓𝑓∗|𝐷𝐷, 𝑥𝑥∗ ∼ 𝑁𝑁(𝑓𝑓∗,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𝑓𝑓∗))。 

其中，均值函数与协方差函数如下： 

𝑓𝑓∗ = 𝐸𝐸(𝑓𝑓∗|𝐷𝐷, 𝑥𝑥∗) = 𝐤𝐤∗
𝑇𝑇(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𝑦𝑦         （2.6）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𝑓𝑓∗) = 𝐤𝐤∗ − 𝐤𝐤∗
𝑇𝑇(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𝐤𝐤∗       （2.7） 

通过以上过程，可以将均值为零的高斯分布过程显性表示。 

2.2 协方差函数与超参优化 

高斯过程回归的第二步是挑选合适的协方差函数，即核函数选取，使得收敛

速度最快，协方差结果更加准确。由于利用协方差函数可以求出输入参数多元维

度内各个点和已有数据点及其他点的协方差，从而判断他们的相关程度，相关程

度越小，协方差越大，进而在测试点的不确定性最大，在输入参数多元维度内不

确度定性最大的点进行实验，减小不确定程度，逐渐逼近收敛，效率远远比在输

入参数多元维度内所有点都做一遍实验，所有实验后再得到结果要高很多，同时

并不丧失结果的可靠性。 
协方差函数的选取常常建立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特定物理问题的背景

进行选取。并不是任意选取的核函数都有适用性，选择的核函数需要能产生一个

半正定对称的协方差矩阵，因此也已经有很多常用的核函数满足这一性质，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常用的高斯过程回归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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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核函数的选取仍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甚至结合了深度神

经网络，但以下介绍只利用贝叶斯优化来选择平方指数式这一常用核函数的参数

f
σ 和

l
σ （超参）。 

𝑘𝑘(x,x') = 𝜎𝜎𝑓𝑓2 𝑒𝑒𝑥𝑥𝑒𝑒( − (𝑥𝑥,𝑥𝑥′)2

2𝜎𝜎𝑙𝑙
2 )          （2.8） 

其中，𝜎𝜎f为特征幅度，反映信号变化差异，当𝜎𝜎f>1 时放大两个输入变量之间的不

相关程度，𝜎𝜎f<1 则缩小这种不相关程度；另一个参数𝜎𝜎l为特征长度，反映高斯分

布钟形曲线的开口宽度，𝜎𝜎l越大，多个数据点分布越分散，越不相关。一旦带有

噪声的数据集的核函数确定以后，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确定超参，使高斯过程真正

成为预测现实世界的可靠工具。下面将介绍通过贝叶斯优化方法确定超参。 
贝叶斯优化方法的核心是通过对比不同预测模型的负对数边际可靠度来衡

量各个超参模型优劣，边界可靠度是可能性和先验概率的积分，在已知超参与训

练集输入变量的情况下，训练集输出结果的可能性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𝑒𝑒(𝑦𝑦|𝐗𝐗, 𝜃𝜃) = ∫𝑒𝑒(𝑦𝑦|𝑓𝑓,𝐗𝐗,𝜃𝜃)𝑒𝑒(𝑓𝑓|𝐗𝐗, 𝜃𝜃)𝑑𝑑𝑓𝑓       （2.9） 

其中，先验概率服从高斯分布𝑓𝑓|𝐗𝐗,𝜃𝜃 ∼ 𝑁𝑁(0,𝐊𝐊𝜃𝜃)，可能性也服从高斯分布

𝑦𝑦|𝑓𝑓,𝑋𝑋,𝜃𝜃 ∼ 𝑁𝑁(𝑓𝑓,𝜎𝜎2𝐼𝐼)，因此负对数边际可靠度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 𝑙𝑙𝑐𝑐𝑙𝑙( 𝑒𝑒(𝑦𝑦|𝐗𝐗,𝜃𝜃)) = 1
2
𝑦𝑦𝑇𝑇(𝐊𝐊𝜃𝜃 + 𝜎𝜎2𝐈𝐈)−1𝑦𝑦 + 1

2
𝑙𝑙𝑐𝑐𝑙𝑙|𝐊𝐊𝜃𝜃 + 𝜎𝜎2𝐈𝐈| + 𝑛𝑛

2
𝑙𝑙𝑐𝑐𝑙𝑙( 2𝜋𝜋) 

因此，寻找最优超参的过程就是寻找最大的边际可靠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最小的

负对数边际可靠度的过程，即： 

𝜃𝜃∗ = 𝑎𝑎𝑎𝑎𝑙𝑙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𝜃𝜃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𝜃𝜃))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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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引入显示基函数 

在实际问题中，大多数情况的高斯过程的均值函数并不为零。如果将高斯过

程中每一个高斯分布的均值函数记为固定的基函数𝑚𝑚(𝑥𝑥)，则对数据集的高斯过

程有均值向量𝐌𝐌 = 𝐌𝐌(𝐗𝐗) = �

𝑚𝑚(𝑥𝑥1)
𝑚𝑚(𝑥𝑥2)
⋮
𝑚𝑚(𝑥𝑥𝑛𝑛)

�。 

因此预测点的结果均值可以补充表示为： 

𝑓𝑓∗ = 𝐸𝐸(𝑓𝑓∗|𝐷𝐷, 𝑥𝑥∗) = 𝑚𝑚(𝑥𝑥∗) + 𝑘𝑘∗
𝑇𝑇(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𝑦𝑦 −𝐌𝐌)   （2.11） 

然而对于各个独立的高斯分布观测，几乎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到一个固定的均

值基函数，因此常将高斯过程表示成如下形式： 

𝑙𝑙(𝑥𝑥) = 𝑓𝑓(𝑥𝑥) + 𝐡𝐡(𝐱𝐱)𝐓𝐓𝛃𝛃         （2.12） 

其中，𝑓𝑓(𝑥𝑥) ∼ GP(0, k(x,x'))，𝐡𝐡(𝐱𝐱)是一系列固定形式的基函数列向量，对应的𝛃𝛃
向量是这些基函数的系数，是结合协方差函数超参的联合优化得到的，也可以看

作服从高斯分布𝛃𝛃 ∼ 𝑁𝑁(𝐛𝐛,𝐁𝐁)，从而可以得到一个服从高斯分布的𝑙𝑙(𝑥𝑥)： 

𝑙𝑙(𝑥𝑥) ∼ 𝑁𝑁(𝐡𝐡(𝐱𝐱)𝑇𝑇𝐛𝐛 ,𝑘𝑘(𝑥𝑥, 𝑥𝑥′) + 𝐡𝐡(𝐱𝐱)𝑇𝑇𝐁𝐁𝐡𝐡(𝐱𝐱))      （2.13） 

因此，对于任一个输入参数多维度空间的预测点𝑙𝑙∗ ∼ 𝑁𝑁(𝑙𝑙∗,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𝑙𝑙∗))，它的

均值与协方差函数如下： 

𝑙𝑙∗ = ℎ∗
𝑇𝑇𝛃𝛃 + 𝐤𝐤∗

𝐓𝐓(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𝑦𝑦 − 𝐇𝐇𝐓𝐓𝛃𝛃) = 𝑓𝑓∗ + 𝐫𝐫∗𝐓𝐓𝛃𝛃     （2.14）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𝑙𝑙∗)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𝑓𝑓∗) + 𝐫𝐫∗𝐓𝐓(𝐁𝐁−1 + 𝐇𝐇(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𝐇𝐇𝐓𝐓)−1𝐫𝐫∗    （2.15） 

其中，𝐇𝐇是所有训练数据集中ℎ(𝑥𝑥)的矩阵， 

𝛃𝛃 = (𝐁𝐁−1 + 𝐇𝐇(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𝐇𝐇𝐓𝐓)−1(𝐇𝐇(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𝐲𝐲 + 𝐁𝐁−𝟏𝟏𝐛𝐛)  （2.16） 

𝐫𝐫∗ = 𝐡𝐡∗ − 𝐇𝐇(𝐊𝐊 + 𝜎𝜎2𝐈𝐈)−1𝐤𝐤∗       （2.17） 

2.4 一个高斯过程回归例子 

高斯过程的优点不仅仅在于方法是非监督学习，更在于可以给出预测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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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即最终可以得到数据集关于所选的基函数和核函数的、在输入参数维

度空间内所有点的、全局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不断挑出全局不确定性最高、置

信度最低的点进行实验，从而实现所进行的实验都是在最低不确定性下进行的，

即最高效的实验方法。以下将利用一个二维高斯过程回归的例子说明高斯过程回

归的思路与优越性。 
对于含有观测误差的观测数据y=f(𝑥𝑥) + 𝜀𝜀，其中𝑓𝑓(𝑥𝑥) = (6x-2)2∙sin(12x-4)，观

测噪音𝜀𝜀 ∼ 𝑁𝑁(0,1.44)，从初始数据集只有 3 个测试点进行回归，回归过程如下： 

 
图 2.1 第 1 次回归结果（左）与标准差（右） 

 

图中，“*”表示进行实验了的数据观测点，“--”表示𝑓𝑓(𝑥𝑥)真实值，红色实线表

示高斯过程回归在一维输入参数 x 维度的各点预测值，阴影部分表示各个预测点

的不确定性，可以用右侧标准差反映。下一个实验点选择标准差最大的点，从而

保证实验的不确定性最小、置信度最高。 

 

图 2.2 第 6 次回归结果（左）与标准差（右） 

 

 
图 2.3 第 12 次回归结果（左）与标准差（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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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第 24 次回归结果（左）与标准差（右） 

 

 
图 2.5 最大回归误差与回归次数的关系 

 

由图 2.5 可以看出，最大回归误差与回归次数的关系并不是单调的，比如第

3, 6, 9, 15, 20, 30 次回归过后回归不确定性突然增加。此外，随着迭代次数增加，

每一次变化幅值也并不相同，比如第 2, 7, 10 次回归过后回归不确定性突然跌落。

最终当高斯过程回归收敛时，输入参数维度空间各个点的全局不确定性最大值趋

于观测误差，如 30 次回归后，输入参数维度空间各个点的全局不确定性最大值

为 1.426，趋于设定的观测误差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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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数值方法及模型验证 

3.1 数值方法 

数值模拟的方法即通过计算机与数值计算求解涉及到的流体力学的控制方

程，来模拟分析具体的流体力学问题的方法。数值方法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将连续

的流体介质离散化，在离散的网格格点上进行计算，从而得到整个流体问题的解

答。其中在流体和结构体交界处的网格处理方面，即流固耦合方法上，仍然是一

个还存在更优解的开放问题。 
传统的流固耦合方法物理意义明确，即利用边界无滑移条件，采用拉格朗日

-欧拉法等方法求解。尽管精度较高，但由于流固耦合每一个时间步长上结构体

和流场的改变，需要不断调整网格，并且结构体边缘网格需要更加密集，整体计

算耗时很长，对计算机算力要求较高，并且对于比较复杂的流体力学问题，网格

的畸变问题往往导致计算域的破坏，结果无法收敛。 
浸入边界法是一个发展不到半个世纪的优化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域中的网格

只采用标准的笛卡尔正交网格，对于流固耦合问题通过附加体积力来实现，与在

物体边界布置贴体网格的传统数值方法不同，浸入边界法把结构体边界用一系列

进入拉格朗日点，即浸入边界点表示，实现结构体在正交网格流场中的自由流动，

并通过插值函数实现结构体与流场之间的动量交换、能量交换等物理量互换。 
对于粘性不可压缩流体，控制方程是连续性方程和含有附加体积力项𝑓𝑓(𝑥𝑥, 𝑡𝑡)

的 N-S 方程： 
𝛻𝛻 ⋅ 𝑢𝑢 = 0          （3.1） 

𝜌𝜌(𝜕𝜕𝑢𝑢
𝜕𝜕𝑡𝑡

+ 𝑢𝑢 ⋅ 𝛻𝛻𝑢𝑢) = −𝛻𝛻𝑒𝑒 + 𝜇𝜇𝜇𝜇𝑢𝑢 + 𝑓𝑓(𝑥𝑥, 𝑡𝑡)    （3.2） 

 在计算机计算时，将上述连续的方程离散化进行求解，附加体积力项𝑓𝑓(𝑥𝑥, 𝑡𝑡)
代表着流固耦合的边界条件，是浸入边界法求解得到可靠精度的关键，目前二阶

精度的浸入边界法运用已经较为普遍。在离散过程中，𝑓𝑓(𝑥𝑥, 𝑡𝑡)的求解需要当前压

强项已知，而当前压强项的求解又需要已知的附加体积力项。对于这一相互制约

的两个物理项，传统的浸入边界法利用前一时间步的压强项代替当前时间步的压

强项，然而随着目前流体问题研究的深度加大，由于湍流问题中压强变化的剧烈

程度很高，这一近似很难满足计算精度的要求，因此传统的浸入边界法几乎不再

能满足工程的精度需要。 
 为优化传统浸入边界法的精度问题，嵌入式浸入边界法将离散的控制方程内

嵌到压强求解过程中，并利用压强求解迭代过程中的压强中间项来代替当前时间

步的压强项，由于压强中间项的极限收敛于当前时间步的压强项，因此嵌入式浸

入边界法比之传统浸入边界法精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嵌入式浸入边界法在流固耦

合问题上引入两个函数，实现结构体的浸入边界点和流体的笛卡尔正交网格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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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耦合：利用插值函数将笛卡尔正交网格格点的物理信息投影到结构体的浸入边

界点上，利用分布函数将结构体的浸入边界点的物理信息投影到笛卡尔正交网格

格点上，从而实现流固的耦合。 
本文的数值模拟主要通过Weymouth编写的开源软件LilyPad运行的。LilyPad

是 Processing 环境下的基于浸入边界法的笛卡尔正交网格二维流场求解器。在构

造 LilyPad 的过程中[14]，Weymouth 提出了一种自由表面的对流算法，在流固耦

合面保持流体物理量守恒，并基于调整的控制条件构造新的便于加速求解的结构

体边界条件，增加求解效率的同时使模拟仍具备满足工程应用需求的精确度。

LilyPad 在浸入边界法流固耦合问题中，可以采用有限体积法中空间离散格式的

QUICK 格式，并能实现二阶 QUICK，还能有清晰的流畅展示效果，更有利于分

析输入参数对水动力的控制机理。更重要的是，本文研究目的主要在于证明一种

可行的研究框架，将机器主动学习和流体力学研究结合起来，展现未来流体力学

研究的发展趋势，对比而言数值模拟结果的高精度并不是本文重点，只需满足工

程应用接受的精度即可，故本文选用 LilyPad 进行数值模拟，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尝试使用高精度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对本文研究结果加以验证与推进。 

3.2 参数选择 

在附加控制圆柱实现主圆柱水动力特性优化的已有研究中，都是将上下两个

控制小圆柱对称布置，并且上下小圆柱转速相同，从而实现流场的对称，表现为

升力的时均值为零。本文在重视水动力时均值的静态分析基础上，打破上下两个

小圆柱完全对称的限制，选用三个控制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分别是上方小圆柱转

速 xi1、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控制小圆柱与主圆柱圆心连线与水平线下游夹角θ。

当无量纲转速小于零时，控制小圆柱逆时针旋转，反之，控制小圆柱顺时针旋转。 
本文的数值模拟涉及到以下流场表征参数： 

1. 雷诺数（Renold Number）：Re =𝑈𝑈∞𝐷𝐷/𝜈𝜈，用主圆柱的长度参数表示，反映主

圆柱的惯性力与粘性力的比值，其中𝑈𝑈∞为自由来流流速，𝜈𝜈为流体的运动粘滞

系数，本文的数值模拟选用 Re=500。 
2. 斯特罗哈尔数（Strouhal Number）：St = 𝑓𝑓𝐷𝐷/𝑈𝑈∞，反映泻涡频率，其中 f 为圆

柱的泻涡频率，可以通过 Matlab 的傅里叶变换得到脉动升力的频谱，进而得

到St。 

3. 阻力系数（Drag Coefficient）：𝐶𝐶𝐷𝐷 = 𝐹𝐹𝑥𝑥
(12)𝜌𝜌𝑈𝑈∞2𝐷𝐷

，其中𝐹𝐹𝑥𝑥是圆柱所受流场力 F 的

水平分量，主要是由于钝体非流线形的外形导致流动分离产生的压差阻力，

𝐹𝐹 = ∫ 𝐹𝐹𝑔𝑔𝑔𝑔𝑖𝑖𝑔𝑔 ⋅ 𝐧𝐧𝑑𝑑𝛤𝛤 𝛤𝛤，其中𝐹𝐹𝑔𝑔𝑔𝑔𝑖𝑖𝑔𝑔为主圆柱表面每一计算格点的流体力，𝐧𝐧为单位

法线分量，𝛤𝛤为圆柱表面面积。对于二维模拟沿圆柱展向方向即为 1，故𝛤𝛤可
以视为圆柱周长。由于流场力是变化的，故阻力系数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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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其平均值 Cdmean 反映阻力大小，其均方根 Cdrms 反映随时间内变化的

剧烈程度。 

4. 升力系数（Lift Coefficient）：𝐶𝐶𝐿𝐿 = 𝐹𝐹𝑦𝑦
(12)𝜌𝜌𝑈𝑈∞2𝐷𝐷

，与阻力系数相对应，升力系数也

有平均值 Clmean 与均方根 Clrms，对于对称流场，升力系数均值为零，本文

选用非对称布置旋转控制圆柱，故升力系数均值主要为非零值；同样，升力

系数均方根反映流场的脉动情况，其均方根越小可以反映分离点越靠后，尾

流区越窄越稳定。  

3.3 数值模型验证 

3.3.1 单圆柱绕流验证 

 

图 3.1 单圆柱绕流流场 

 

 

图 3.2 单圆柱绕流水动力系数时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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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进行单圆柱绕流的验证，选用与第 4 章水动力特性优化的数值模拟

相同的雷诺数 Re=500 进行验证，流场如图 3.1 所示，水动力系数时变曲线如图

3.2 所示。计算水动力系数，其中阻力系数均值为 1.3265，与已有文献结果进行

对比，结果如表 3.1 所示，可以看出本文数值模拟结果与已有文献结果一致程度

较高，证实了本文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精度可靠。 
表 3.1 阻力系数均值验证  

Schulmeister[12] Henderson[17] Ji et al. [18] Zhao et al. [19] 本文 

Cdmean 1.326 1.274 1.363 1.225 1.3265 

 

 
图 3.3 脉动升力傅里叶变换频谱 

 

表 3.2 泻涡频率验证  
Ji et al.[18] Zhao et al. [19] Jiang and Cheng[20] Sirisup et al. [21] 本文 

St 0.211 0.208 0.206 0.22 0.244 

 

对于泻涡频率，利用 MATLAB 的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工具包，对升力系

数均值进行频谱分析，如图 3.3，可以求出本文利用 LilyPad 进行的单圆柱绕流

泻涡频率为 0.244，与已有文献结果相近，本文的数值模拟可靠。 

3.3.2 附加小圆柱流动控制验证 

由于本文数值模拟主要研究附加控制小圆柱之后的主圆柱水动力特性，故本

节进行了附加控制小圆柱的流动验证，与已有文献[12]进行对比，参数设置如表 3.3
所示，对比结果如图 3.4 所示，表示本文数值模拟结果与已有文献结果一致程度

较高，证实了本文数值模拟方法具有可靠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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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附加小圆柱流动控制验证参数设置 

参数 Re g/D d/D θ xi1、xi2 

取值 500 0.05 0.125 120° 0、1、2、3、4、5 

 

 
图 3.4 附加小圆柱流动控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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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动力特性分析 

4.1 参数取值与初始计算方案 

本文确定的数值模拟参数，由于雷诺数 500 情况下分离点位于 90°附近，故

选取夹角θ变化范围 30°到 120°。参考已有研究[4]，发现控制圆柱转速超过 5 以

后对平均阻力的控制效应几乎不变，反而注入能量要更多，能量利用率明显下降，

故选用的无量纲转速范围为-5 到 5。根据已有文献[12]，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小圆

柱与主圆柱的直径比越大，减阻效果越明显，故选用直径比为 0.125。在临界间

距范围内[10]，控制小圆柱与主圆柱的无量纲间距越小，控制效果相对明显，同时

考虑数值模拟计算精度要求，圆柱间隙内要有足够的网格数，故选用间距比 0.1。
参数设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数值模拟参数取值情况 

参数 Re g/D d/D θ xi1 xi2 

取值 500 0.1 0.125 30°~120° -5~5 -5~5 

 
初始计算方案利用 MATLAB 的拉丁超立方抽样工具箱 lhsdesign 在三维参数

空间（θ、xi1、xi2）内随机抽取 60 个初始点（与高斯过程回归随机性一致）进行

数值模拟，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数值模拟初始数据点 

NO xi1 xi2 θ NO xi1 xi2 θ 

1 0.94 0.55 0.42 31 0.08 0.29 0.23 

2 0.96 0.1 0.34 32 0.35 0.72 0.44 

3 0.02 0.93 0.98 33 0.25 0.47 0.02 

4 0.4 0.03 0.74 34 0.38 0.77 0.86 

5 0.82 0.51 0.42 35 0.49 0.2 0.65 

6 0.14 0.14 0.15 36 0.1 0.63 0.23 

7 0.77 0.37 0.76 37 0.86 0.02 0.57 

8 0.75 0.84 0.7 38 0.55 0.79 0.07 

9 0.53 0.23 0.12 39 0.11 0.64 0.84 

10 0.01 0.9 0.18 40 0.45 0.94 0.46 

11 0.3 0.69 0.96 41 0.92 0.13 0.6 

12 0.84 0.35 0.54 42 0.67 0.91 0.63 

13 0.59 0.25 0 43 0.63 0.47 0.73 

14 0.29 0.27 0.09 44 0.36 0.57 0.39 

15 0.54 0.76 0.21 45 0.2 0.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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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16 0.01 0.88 46 0.45 0.07 0.48 

17 0.47 0.66 0.49 47 0.18 0.87 0.05 

18 0.98 0.6 0.62 48 0.24 0.15 0.77 

19 0.8 0.72 0.53 49 0.88 0.34 0.04 

20 0.23 0.95 0.1 50 0.83 0.61 0.94 

21 0.61 0.39 0.9 51 0.69 1 0.8 

22 0.28 0.28 0.33 52 0.91 0.49 0.91 

23 0.99 0.88 0.29 53 0.13 0.97 0.56 

24 0.05 0.81 0.64 54 0.41 0.2 0.26 

25 0.2 0.44 0.5 55 0.5 0.41 0.27 

26 0.72 0.11 0.38 56 0.9 0.68 0.82 

27 0.05 0.54 0.71 57 0.57 0.06 1 

28 0.43 0.17 0.92 58 0.33 0.74 0.36 

29 0.71 0.52 0.67 59 0.66 0.43 0.8 

30 0.64 0.32 0.3 60 0.76 0.83 0.18 

 

4.2 高斯过程回归结果分析 

选取各个水动力系数在进行高斯过程回归的过程中的各次回归全局方差最

大点，即不确定性最高点，绘制方差变化曲线如图 4.1 所示。可以看出，方差的

变化并不是线性的，但整体都呈现下降的趋势。通过前文 2.4 的举例可知，随迭

代次数增加，最终方差最大值将收敛于观测数据的采样噪声。 

 
图 4.1 高斯过程回归方差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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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到 60 组初始模拟结果后，进行高斯过程迭代，每次迭代得出 1 个输入

参数维度空间内置信程度最低的点，在这一点上进行下一组数值模拟。本文

Cdmean、Cdrms、Clmean、Clrms 共计四组高斯过程回归，以下分别选取每组第

1、9、18、27 次的高斯过程迭代结果，绘制主圆柱的水动力系数在三维输入变量

维度空间的分布情况。 

4.2.1 Cdmean 回归结果 

第 27 次迭代进行高斯过程回归后，回归曲线与数值模拟实验相比，Cdmean
观测数据损失点，即实验模拟所得值与预测模型所得值在 MATLAB 的回归工具

包内相差超过误差限的点，占全部空间点的 0.04%。 

 
图 4.2 Cdmean 高斯过程回归第 1、9、18、27 次迭代结果（Z 字形） 

 
通过在输入变量维度空间全局进行高斯过程回归，可以得到实现阻力系数均

值为零的点基本分布在：上下方小圆柱以最大旋转速率分别逆时针旋转与顺时针

旋转，小圆柱与主圆柱圆心连线与下游水平夹角 θ处于 30°到 9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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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Cdrms 回归结果 

第 27 次迭代进行高斯过程回归后，回归曲线与数值模拟实验相比，Cdrms 观
测数据损失点占全部空间点的 1.56%。 

 
图 4.3 Cdrms 高斯过程回归第 1、9、18、27 次迭代结果（Z 字形） 

 

4.2.3 Clmean 回归结果 

第 27 次迭代进行高斯过程回归后，回归曲线与数值模拟实验相比，Clmean
观测数据损失点占全部空间点的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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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Clmean 高斯过程回归第 1、9、18、27 次迭代结果（Z 字形） 

 

4.2.4 Clrms 回归结果 

第 27 次迭代进行高斯过程回归后，回归曲线与数值模拟实验相比，Clrms 观
测数据损失点占全部空间点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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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Clrms 高斯过程回归第 1、9、18、27 次迭代结果（Z 字形） 

 

4.3 上方小圆柱转速-下方小圆柱转速的影响 

以下讨论中，水动力系数云图均以下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为横坐标，以上方

小圆柱无量纲转速为纵坐标，控制变量为夹角 θ。考虑到上下小圆柱旋转对称性，

为便于分析水动力规律，横坐标刻度从-5 到 5，纵坐标刻度从 5 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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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Cdmean 结果分析 

 

 

图 4.6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 对 Cdmean 的影响 

 
以下分析时，定义实现阻力系数均值低于孤立圆柱的阻力系数均值 1.326 的

模拟为有效控制，有效控制区域视为等值线值低于标注红线值以内的区域。选取

第 27 次递归结果，上方控制小圆柱转速 xi1 和下方控制小圆柱转速 xi2 在控制小

圆柱与主圆柱中心连线与来流方向下游的夹角θ分别取值 30°、60°、90°、120°时
对阻力系数均值 Cdmean 的影响如图 4.6 所示。 

由分布云图可以明显看出，当上方控制小圆柱顺时针旋转（xi1>0）、下方控

制小圆柱逆时针旋转（xi2<0）时，减阻效果比上方控制小圆柱逆时针旋转、下方

控制小圆柱顺时针旋转时减阻效果要好。观察流场情况，如图 4.7（3），依据边

壁不滑移条件，上下小圆柱通过旋转将动量对冲在分离点之前，进一步削薄了主

圆柱尾流区原分离点处动量，甚至低于两个小圆柱都静止时（无量纲转速为 0 时）

原分离点处动量，故主圆柱尾流区提前发生边界层分离，如图 4.7（1），产生更

多漩涡，压差阻力更大。反之如图 4.7（4），上下方小圆柱将外部自由流动量注

入主圆柱分离点边界层附近，从而使主圆柱在原分离点处能够抵御更大的负压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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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得尾流区变窄，如图 4.7（2），压差阻力更小。 

 

    
（1）-5/5/97.5°  （2）5/-5/97.5° 

（3）-5/5/97.5° （4）5/-5/97.5° 

图 4.7（Z 字形 xi1/xi2/θ）上方流场全局图，下方局部放大图 

 
夹角θ分别取值 30°、60°、90°、120°时的四张等值线云图均以 45°过原点的

直线为对称线，说明上下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对阻力系数均值的影响程度相似。

夹角θ取不同值时，等值线云图疏密不同，从 30°到 90°，两个控制小圆柱无量纲

转速对阻力系数均值的控制效果逐渐增强，从 90°到 120°，两个控制小圆柱无量

纲转速对阻力系数均值的控制效果反而减弱，当夹角为 90°时等值线分布最密，

控制效率最高。选取孤立圆柱和四个不同夹角布置的带有两个静止小圆柱的主圆

柱局部放大图如 4.8所示，由孤立圆柱可以看出此雷诺数下分离点位于 90°附近，

从 30°到 75°，小圆柱在负压梯度区域进一步靠近分离点，旋转时动量注入效率、

对分离抑制的效率提高；在 97.5°时小圆柱最靠近分离点，上下小圆柱无量纲转

速的控制效率是四个夹角中最强的；当夹角到达 120°时，上下小圆柱已位于正压

梯度区域，对分离点的动量注入有限，故 Cdmean 等值线反而变稀疏。流场全局

图如图 4.9 所示。 

 
图 4.8 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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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夹角分别为 NA、30°、75°、97.5°、120°） 

 

 

 
（1）0/0/30°      （2）0/0/75° 

（3）0/0/97.5°   （4）0/0/120° 

图 4.9（Z 字形 xi1/xi2/θ）附加静止小圆柱不同夹角布置的流场全局图 

 
类似的情况也能从等值线云图的凹凸性中得到反映。输入参数对主圆柱阻力

系数均值的影响绝不是线性的，当等值线凹向原点时，表示在另一方小圆柱无量

纲转速不变的情况下，一方小圆柱控制效果较强；当等值线凸离原点时，表示在

另一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不变的情况下，一方小圆柱控制效果较弱，并且曲线的

曲率越大，表明控制效果强弱的程度越大；当等值线出现闭合圆时，即出现可替

换控制时，表明发生主动控制注入能量的浪费。 
θ分别取值 30°、60°、90°、120°的四幅等值线云图中，阻力系数均值最小值

处 120°外均达到了 0 附近，阻力系数均值最大值分别为 3、5、>5、3.4，在上下

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速率均等于 5 时出现了阻力系数均值最小值。当θ取值 90°
时，阻力系数均值变化范围最广，是适应性最强的一种布置形式。此外，在θ分

别取值 30°、60°时，当一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速率为 5 时，无论另一方小圆柱无

量纲转速取何值，都实现了有效控制，从实现最优减阻目的角度，是机动性最优

的布置。从夹角 30°到 120°，有效控制区域逐渐减小，30°夹角的有效控制区域是

四个夹角中最大的，阻力系数均值在全局一半以上区域都实现了有效控制，甚至

在上下方控制小圆柱转速为零时也实现了一定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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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Cdrms 结果分析 

 
图 4.10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 对 Cdrms 的影响 

 
θ分别取值 30°、60°、90°、120°的四幅等值线云图中，阻力系数均方根的等

值线对称性、疏密情况、凹凸性均与阻力系数均值分布近似。四个夹角下都实现

了阻力系数均方根最小值为 0，最大值则分别为 10、27、28、12，控制范围最广

仍然发生在θ =90°。 

4.3.3 Clmean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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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对 Clmean 的影响 

 
θ分别取值 30°、60°、90°、120°的四幅等值线云图中 Clmean 绝对值最大值

分别达到 3.8、3.4、1、1.4。其中 θ=30°时升力均值提升幅度最高，并且等值线分

布最密集，表明这一夹角下上下方控制小圆柱转速的控制效率最高。在θ分别取

值 30°、60°时，Clmean 绝对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在图中左上角和右下角实

现，表示上下方小圆柱同向旋转，并且旋转速率最大时对升力均值的提升效果最

明显，与 Cdmean 最大最小值分别在左下角与右上角实现不同，流场如图 4.12 所

示，发现流场上下不对称性很高，因此流场力的垂直来流方向分力很大。 

 

（1）5/5/30°  （2）-5/-5/30° 

图 4.12（xi1/xi2/θ）控制小圆柱同向旋转的流场全局图 

当θ 取值 90°时，升力系数均值绝对值的最大值基本在云图四条外边线上实

现，表明此角度下，各侧小圆柱转速基本能独立实现对升力系数均值的决定性作

用，而不是低夹角下的与另一侧控制小圆柱转速耦合决定，因此从工程应用角度，

此夹角下对实现低升力提升效果的控制适应性最高。 
当夹角进一步升高到 120°时，升力系数均值只在云图左边线和下边线实现了

较高值，而在云图右上方四分之一区域基本为零，表明此夹角下，当一侧小圆柱

以最大速度旋转带动大小圆柱之间的动量与来流方向对冲、另一侧小圆柱静止时

明显提高了升力系数均值，而在旋转带动大小圆柱之间的动量与来流方向一致时

没有此效果，流场如图 4.13 所示，这是因为位于与下游夹角 120 度时向内旋转

给分离点注入了动量，向外旋转降低了分离点附近动量，降低动量后升力系数均

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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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  （2）5/0/120° 

（3）-5/0/120°   （4）0/5/120° 

图 4.13 仅单侧小圆柱最大速度旋转流场图 

此外，4.11 的四幅等值线云图中，升力系数均值的绝对值等值线基本关于过

原点的斜率 45°线对称，表明上下控制小圆柱的无量纲旋转速率对升力系数均值

的影响近似相同。当上下方小圆柱旋转速率相同、方向相反时，流场是对称的，

故升力系数均值的零等值线位于云图的过原点 45°线上。然而当θ位于 90°时，上

下方小圆柱旋转速率近似、方向相同时，升力系数也为零，其流场如图 4.14 所

示，可以发现主圆柱尾流区流场基本对称。 

 
1）-2.5/-2.5/97.5°/0.09  2）2.5/2.5/97.5°/ 0.11 

图 4.14（xi1/xi2/θ/Clmean 绝对值）流场全局图 

 
并且在夹角 θ=90°下，除 Clmean 的绝对值关于过原点 45°线对称外，其线性

值也近似关于 xi2=0，xi1=0 的水平线与竖直线对称，即在另一方小圆柱转速不变

的情况下，一方小圆柱以相同速率顺时针旋转与逆时针旋转达到的是近似相同的

升力系数均值，如图 4.15 的 Clmean 绝对值与 4.14 的两个 Clmean 绝对值近似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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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xi1/xi2/θ/Clmean 绝对值）-2.5/2.5/97.5°/ 0.19 

 
当θ =60°时，升力系数均值等值线正切角与 45°有一定差距，在 Clmean=0 的

红色对称线上方斜率更低，下方斜率更高，说明当一方小圆柱转速较高时，允许

另一方小圆柱转速有一定调整空间，仍然实现相同的提升升力系数均值的效果。 

4.3.4 Clrms 结果分析 

 
图 4.16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对 Clrms 的影响 

 
θ分别取值 30°、60°、90°、120°的四幅等值线云图中，升力系数均方根的等

值线都几本关于过原点的 45°线对称，说明上下方控制小圆柱转速对其影响相同。

从 30°到 120°，等值线逐渐变稀疏，说明上下方小圆柱转速的控制效率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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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控制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前面三个水动力参数的影响机理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θ取值 90°、120°时 Clrms 与 Cdrms 变化趋势类似，从

云图右上角向左下角逐渐升高，但θ取值 30°、60°时，云图左上角与右下角都出

现了均方根的最大值，与 Cdrms 的云图有较大出入。流场如图 4.17 所示，虽然

两者 Cdrms、Cdmean 近似相等，但 Clrms、Clmean 左图远大于右图，分析流场

发现，这是因为左图流场不对称性程度远高于右图，但两图的边界层分离点位置

接近对称，故主圆柱脉动流场力与来流方向一致的水平分量相近，但与来流方向

垂直的竖直分量相差很多。 

 
1）-5/-5/30°  2）-5/5/30° 

图 4.17（xi1/xi2/θ）流场全局图 

 

然而对比 120°情况，如图 4.18，左右两图的 Cdrms 与 Clrms 差距都不明显。

这是因为虽然流场有不对称性，但由于小圆柱距离主圆柱尾流区较远，左右两图

因上下小圆柱旋转导致的不对称性差距没有夹角 θ=30°时的明显，并且由于夹角

120°时的上下小圆柱对水动力系数均方根的控制效率相对夹角为 30°情况的更弱

（等值线更稀疏），故两者阻力系数与升力系数均方根差距不明显。  

 
1）-5/-5/120°  2）-5/5/120° 

图 4.18（xi1/xi2/θ）流场全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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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下方小圆柱转速-夹角 θ的影响 

4.4.1 Cdmean 结果分析 

 

图 4.19 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dmean 的影响 

 

xi1 分别取值 0、1、2、3、4、5 的六幅等值线云图中，无论 xi2 取什么值，Cd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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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均发生在夹角 θ=90°附近、下方小圆柱以最大速率顺时针旋转时，并且随

着上方小圆柱转速增大，最大值出现时的夹角 θ 逐渐增大，但最大值逐渐降低。

分析流场如图 4.20，最大值出现于此夹角附近的原因在于边界层分离点已经位于

控制小圆柱下游，当下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时，依据无滑移条件，将更多动量从

分离点带走，导致分离点向上游移动，压差阻力更大。此外，左图比右图阻力系

数均值更高，这是由于上方小圆柱旋转将更多动量注入上方边界层分离点附近，

推迟上方分离现象发生，对主圆柱尾流区有镇定作用，故最大值降低。 

 
1）0/5/97.5°  2）5/5/97.5° 

图 4.20（xi1/xi2/θ）流场全局图 

 

无论 xi1 取什么值，Cdmean 最小值均在夹角 θ=30°~60°附近、下方小圆柱以

最大速率逆时针旋转时，并且随着上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速率增大，Cdmean 最

小值降低。如图 4.21，Cdmean 最小值近似出现在夹角 θ=52.5°、下方小圆柱逆时

针最大速度旋转时出现，是因为这种布置情况上下方小圆柱为主圆柱下游边界层

注入了更多有效动量的同时，由于相对原分离点的仰角俯角较低，并不明显削薄

边界层，从而使得主圆柱边界层抵御更高的负压梯度。此外，从图 4.21 左图到右

图，随着上方小圆柱转速增加，可以明显看到流场上半部分尾流区变窄，是因为

上方小圆柱为分离点边界层注入更多有效动量，故减阻效果更好，Cdmean 最小

值更低。 

 
1）2.5/-5/52.5°  2）5/-5/52.5° 

图 4.21（xi1/xi2/θ）流场全局图 

 
在 xi1=5 的云图左下角部分，当下方小圆柱逆时针旋转速率达到 5、夹角 θ在

30°到 90°范围内甚至出现阻力系数均值的负值，如流场图 4.22，可以明显看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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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尾流区很窄，上下小圆柱旋转速率很高，对主圆柱尾流区注入的动量很多，

在主圆柱下游出现了推力。 

 
图 4.22（xi1/xi2/θ）5/-5/30°流场全局图 

 
xi1 分别取值 0、1、2、3、4、5 的六幅等值线云图中，阻力系数均值对称线斜

率都小于过原点 45°线的，说明夹角θ对 Cdmean 的控制效率要高于下方小圆柱

转速；然而随着上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的增大，对称线斜率逐渐靠近过原点 45°
线的，说明下方小圆柱转速的控制效率增强。并且六幅等值线云图的密集程度在

xi1<3 时较密，xi1≥3 时较稀疏，因为在上方小圆柱转速大于 3 之后基本已经实现

较好的减阻效果，故下方小圆柱转速与夹角 θ控制效率相对其他 xi1 情况降低。

此外，云图中阻力系数均值低于不加控制措施初始值的有效控制范围（红线以内

区域），也随着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增加而变大。 

4.4.2 Cdrms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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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drms 的影响 

 

xi1 分别取值 0、1、2、3、4、5 的六幅等值线云图中，阻力系数均方根的等值

线对称性、疏密情况、凹凸性均与阻力系数均值分布近似。六个不同的上方小圆

柱转速情况下，都实现了阻力系数均方根最小值为 0，并且随着上方小圆柱顺时

针旋转速率提高，Cdrms=0 的范围扩大；Cdrms 最大值分别近似为 15、14、13、
10、6、4，都发生在下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到最大速率、夹角 θ在 90°附近，流

场如图 4.20 所示，由于流场不对称程度高，主圆柱下游流场力变化剧烈，但这种

剧烈程度随着上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速率提高而降低，这是因为上方小圆柱为主

圆柱尾流区注入了更多动量，从而起到了稳定尾流区的作用。 

4.4.3 Clmean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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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lmean 的影响 

 

xi1 分别取值 0、1、2、3、4、5 的六幅等值线云图中，升力系数均值的等值线

被 Clmean=0 的等值线（红线）明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集中只在云图左

侧，这部分等值线斜率近似 90°，表明下方小圆柱逆时针旋转时其对 Clmean 的

控制效率很强，而夹角 θ 对 Clmean 的控制效率近似为零；并且在夹角 θ 取 60°
附近值时，Clmean 等值线最密，下方小圆柱转速的控制效率最强；此外，随着

上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速率提高，第一部分范围逐渐变窄，只留云图边线下方小

圆柱逆时针旋转速率达到最高的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集中只在云图右侧，当下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时，Clmean 等值

线在夹角 θ取 60°及以上的大部分区域，斜率近似为 0°，表明 xi2 对 Clmean 的控

制效率近似为零，但夹角 θ对 Clmean 的控制效率很强；并且当下方小圆柱顺时

针旋转速率达到最大值时，Clmean 等值线最密，夹角 θ的控制效率最强；此外，

当上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速率为最大值时，云图中所有等值线在夹角 θ取 60°及
以上的区域内近似都变成斜率为零的线，而在夹角 θ取 60°以下的区域内近似都

变成斜率为 90°的线。以下选择上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速率为 5 为控制变量，进

行流场分析，各图对比时唯一自变量的步进量均为其在本文定义域范围内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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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0°/-1.28       （2）0/30°/-2.12 

（3）2.5/30°/-3.28   （4）-2.5/52.5°/-1.95 

图 4.25（Z 字形，xi2/θ/Clmean）xi1=5 的流场图 

 

为分析夹角 θ取 60°以下的区域中，下方小圆柱转速的控制效率远大于夹角 θ
的控制效率，选择流场如图 4.25。当夹角 θ处于小角度范围时，由于动量注入效

率更高，上下方小圆柱转速对主圆柱尾流区影响较强。随着下方小圆柱无量纲转

速 xi2 的提高，流场的不对称性明显增强，因此升力系数均值明显提升（对比图

4.25（1）到（3）），。然而当夹角 θ在 60°以下范围内时，由于上下方小圆柱对主

圆柱尾流区的动量注入效率仍较高，故在上下方小圆柱对称性没发生明显破坏的

情况下，夹角 θ对 Clmean 控制效率很低（对比图 4.25（1）与（4））。 

 

 
（1）0/75°/-2.12       （2）0/97.5°/-0.92 

（3）0/120°/0.08  （4）2.5/7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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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Z 字形，xi2/θ/Clmean）xi1=5 的流场图 

 
为分析夹角 θ 取 60°及以上的区域中，夹角 θ 的控制效率远大于下方小圆柱

转速的控制效率，选择流场如图 4.26。当夹角 θ处于大角度范围时，随着夹角 θ
的提高，上下方小圆柱位置由负压区上移至正压区，注入动量的有效性明显降低，

因此无量纲转速对主圆柱尾流区的控制效率明显降低，流场的不对称性明显降低，

因此 Clmean 明显降低（对比图 4.26（1）到（3））。然而在夹角 θ 取 60°及以上

的范围内时，由于下方小圆柱对主圆柱负压区边界层动量注入效率较低，故下方

小圆柱无量纲转速对 Clmean 控制效率很低（对比图 4.26（1）与（4）），甚至在

夹角 θ 取 90°及以上值时，下方小圆柱已位于正压区，动量注入效率近似为零，

图 4.24（xi1=5）中相应的等值线斜率也近似为零。 

4.4.4 Clrms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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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下方小圆柱转速 xi2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lrms 的影响 

 

xi1 分别取值 0、1、2、3、4、5 的六幅等值线云图中，升力系数均方根的等

值线云图具有明显的纵向零值条带，与 Clmean 六幅等值线图中红色零值等值线

位置一致，在六图中分别位于下方小圆柱与上方小圆柱旋转速率相同、方向相反

处，这是因为此时流场对称程度最高，主圆柱流场力垂直来流方向分力近似为零

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Clrms 与 Cdrms 虽然最值的水平分布近似，都是在下方小圆

柱旋转速率最大、方向与上方小圆柱相反时取得最小值，在旋转速率最大、方向

相同时取得最大值，但是 Cdrms 最大值基本分布在夹角 θ=90°附近，而 Clrms 最
大值基本分布在夹角 θ=30°附近。分析流场如图 4.28，这是因为在夹角 θ=90°附
近上下小圆柱旋转的不对称性主要导致的是上下分离点位置的不对称性，使得主

圆柱流场力平行来流方向的水平分力变化剧烈且值较高，从而出现阻力系数均方

根的最大值；而在夹角 θ=30°附近上下小圆柱旋转的不对称性主要导致的是尾流

区流场的不对称性，使得主圆柱流场力垂直来流方向的竖直分力变化剧烈且值较

高，从而出现升力系数均方根的最大值。 

 
1）5/5/97.5°  2）5/5/30° 

图 4.28（xi1/xi2/θ）流场全局图 

 

4.5 上方小圆柱转速-夹角 θ的影响 

本文通过 4.3 的分析得出上下方控制小圆柱无量纲转速对主圆柱水动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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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是对称的，并已通过 4.4 的分析得出了下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与夹角 θ对
主圆柱水动力特性的影响，理论上本节上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与夹角 θ对主圆柱

水动力特性的影响云图应与 4.4 关于 z 轴镜像对称，故以下只进行水动力特性云

图展示： 

4.5.1 Cdmean 结果分析 

 

图 4.29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dmean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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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Cdrms 结果分析 

 

 
图 4.30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drms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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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Clmean 结果分析 

 
图 4.31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lmean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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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Clrms 结果分析 

 

 
图 4.32 上方小圆柱转速 xi1 与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对 Clrms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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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打破之前研究中对称布置上下方小圆柱的惯例，调整上下方小圆柱转速

不同，使得主圆柱尾流区流场非对称，更贴近工程实际情况，研究了主圆柱减阻

布置，并采用了高斯过程回归的方法，在置信程度最高的点上进行数值模拟，极

大地减少了按照标准数值模拟思路需要做上千上万组模拟的工作量。本文固定

Re=500、附加小圆柱与主圆柱的无量纲间距 g/D=0.1、附加小圆柱与主圆柱的直

径比 d/D=0.125，选用结构布置参数有附加小圆柱与主圆柱圆心连线与来流下游

夹角 θ=30°~120°、上下方附加小圆柱无量纲转速 xi1 与 xi2，详细研究了三个输入

参数对主圆柱减阻特性（Cdmean）的影响，同时还分析讨论了它们对其他水动力

参数 Cdrms、Clmean、Clrms 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 证明了将高斯过程回归与流动控制问题结合这种科研框架的高效性与可行性。 
2. 夹角一定时当上方控制小圆柱逆时针旋转到最大速率并且下方控制小圆柱顺

时针旋转到最大速率 5 时，减阻效果最好，甚至当夹角处于 30°到 90°之间时

压差阻力变成推力。其机理在于这种旋转方式为主圆柱边界层分离点注入更

多动量，从而边界层能抵御更大的负压梯度，延迟分离，降低压差阻力。 
3. 夹角 30°时阻力系数均值在全局一半以上区域都实现了有效控制。从夹角 30°

到 90°，两个控制小圆柱无量纲转速对阻力系数均值的控制效率逐渐增强，从

90°到 120°，控制效率减弱，其机理在于小圆柱与主圆柱边界层分离点相对位

置不同，小圆柱在正压区对分离点的有效动量注入效率远低于在负压区的。 
4. 夹角一定时，上下方小圆柱反向同速旋转时，流场对称并有升力系数均值为

零；上下方小圆柱同向最大速率旋转，升力均值实现最大值，其机理在于小

圆柱同向高速旋转时尾流区流场不对称程度最高，脉动流场力的垂直来流方

向分力最大。 
5. 阻力系数均方根与升力系数均方根在上下方小圆柱反向高速旋转时都可以取

得最小值，但在上下方小圆柱同向高速旋转取得最大值时出现的夹角不同，

其机理在于上下方小圆柱旋转的不对称性在低夹角时主要导致的是尾流区流

场的不对称性，在高夹角时主要导致的是上下分离点位置的不确定性。 
6. 上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 xi1 对主圆柱减阻特性的影响：上方小圆柱顺时针旋转

可以将动量注入分离点附近，延迟分离，实现主圆柱减阻；逆时针旋转时削

薄分离点附近动量，提前分离，更不利于减阻。随着 xi1增加，水动力脉动值

整体呈下降趋势。 
7. 下方小圆柱无量纲转速 xi2 对主圆柱减阻特性的影响：下方小圆柱逆时针旋转

可以将动量注入分离点附近，延迟分离，实现主圆柱减阻；顺时针旋转时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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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分离点附近动量，提前分离，更不利于减阻。随着 xi2降低，水动力脉动值

整体呈下降趋势。 
8. 大小圆柱中心连线下游夹角 θ 对主圆柱减阻特性的影响：上下方小圆柱布置

在低夹角负压区对主圆柱水动力控制效果由于高夹角正压区，在 90°附近控

制效果最优，对主圆柱减阻的控制效率最高。 

5.2 研究展望 

流动分离控制是一个不断更新进步的流体力学问题，并且随着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的发展，这一领域必将焕发新的活力。本文的研究只是论述了将主动学习

与流体力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行性，还有无尽的研究进步空间。最后，本文为后续

研究进行展望： 
1. 从数值模拟的主动学习，到物理模型试验的主动学习，减少实验室重复与无

效工作，增加研究效率。 
2. 挑选更多自由度研究流场的不对称性，在多维度空间找到主圆柱减阻特性的

最优参数布置。 
3. 从二维圆柱体的流动分离控制推进到三维实际结构体的流动分离控制，使研

究结果更贴近现实。 
4. 随着科技进步，高速行驶时结构器的快速发展，N-S 方程中非线性项影响所

占比例不可忽视，高雷诺数的研究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必要性。 
以下将介绍后续物理模型试验工作的布局与实验装置设计： 

5.2.1 实验描述 

后续研究旨在延伸数值模拟中将高斯过程回归与流固耦合问题结合的思路

到物理模型试验中，通过设计安装可以自动变形的实验装置，用高斯过程回归算

法控制电机，自适应地智能选取下一个全局置信程度最低的实验点，使得不需人

为控制就能自动高效进行实验。 
后续的物理模型试验仍选择圆柱体为研究对象。尽管圆柱体是一个典型二维

钝体而现实世界以三维钝体居多，但由于二维结构体在来流下游结构边界收缩幅

度剧烈，流动分离要更加明显，因分离导致的压差阻力也更大，因此选用圆柱体

作为物理实验研究对象，并不影响研究结论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并且结果偏安全。 
本文后续计划研究的物理模型试验参数如下：主圆柱直径 2.5inch，即

61.25mm，控制小圆柱相对主圆柱直径比为 10%，即小圆柱直径为 6.125mm，拖

曳速度控制在 163cm/s，即主圆柱雷诺数约为 Re=10000（室温实验）。由于泻涡

现象很大程度上由雷诺数决定，本文拟研究的物理模型试验 Re=10000 与数值模

拟 Re=500 处于同一亚临界雷诺数区间，故物理模型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可

以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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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布置如下，输入参数设为上下方小圆柱转速、上下方小圆柱与主圆柱的

间距、上下方小圆柱与主圆柱在来流下游方向的圆心连线与水平线夹角（保持上

下方控制小圆柱轴心连线始终与来流方向垂直）五个，分别用无量纲参数 xi1、

xi2、
𝑔𝑔1
𝐷𝐷
、

𝑔𝑔2
𝐷𝐷
、𝜃𝜃表示。如下图： 

  
图 5.1 物理模型试验布置 

 

其中，g 最大值设置为大圆柱直径的 10%，即 6.125mm，g 最小值是由具体实验

装置决定的。与前文 3.2 已阐明的原因相同，上下方控制小圆柱无量纲转速超过

5 后不仅不能明显提高控制效果，反而明显增加能量消耗，因此本文物理实验模

型确定该上下方控制圆柱旋转速率最大值为 5。上下方小圆柱与主圆柱在来流下

游方向的圆心连线与水平线夹角θ的确定与分离点位置有关，参考已有的附加控

制小圆柱实现主圆柱的流动分离控制实验研究，结合物理模型实验零部件参数，

确定θ范围为 45°~60°，可以通过改变拖动方向实现控制小圆柱与主圆柱相对位

置的对称变化。 
表 5.1 物理模型试验参数设置 

参数 Re D（mm） d/D g1/D、g2/D θ1、θ2 xi1、xi2 

取值 10000 61.25 0.1 0.08~0.1 45°~60° -5~5 

 
同样作为钝体，控制小圆柱也会产生流动分离现象，控制小圆柱与主圆柱的

尺寸比
𝑔𝑔
𝐷𝐷
，通过雷诺数Re𝑔𝑔 = 𝑔𝑔

𝐷𝐷
𝑅𝑅𝑒𝑒𝐷𝐷，可以反映小圆柱泻涡对主圆柱尾流区的影响

程度。对于 ReD=500 的数值模拟，小圆柱的流动分离现象几乎可以忽略，但对于

ReD=10000 的物理模型试验，Red=1000 也处于亚临界雷诺数范围，故控制小圆柱

因流动分离产生的泻涡不能忽略。 

5.2.2 实验装置 

本文物理实验旨在通过运用主动学习算法控制电机，自动调整试验装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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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数，进行拖曳试验并分析水动力结果，找到最优的控制布局。这种最优是相

对控制目标而言的，控制目标可以设置为平均阻力系数最小、升力均方根最小、

平均升力最大等，也可以进行多目标控制。 
记来流方向为 x，与来流垂直方向为 y，为实现上下方小圆柱转速不同、与主

圆柱间距差异，实验装置需要具备五个自由度，分别是大圆柱在 x 方向的位移、

大圆柱在 y 向的位移、两个小圆柱之间 y 方向位移的调整，两个小圆柱分别的转

速。这五个自由度都将通过电机控制调整，但首先要进行机架布置。 

 
图 5.2 MIT-SeaGrant 多自由度水槽现场图 

 

本文拟在 MIT 的 SeaGrant 实验室已有的 1x1x10 的智能水槽（如图 5.2）基

础上附加布置。智能水槽通过顶部装有的四个旋转电机，已经可以实现主圆柱平

行来流 x 方向的相对拖曳机架产生位移、垂直来流 y 方向的相对机架位移两个自

由度，实物图如图 5.3 所示。水槽实现通长拖曳功能的电机可以进行 0.01m/s 到
1.5m/s 的拖曳试验，顶部装有的三个电机可以实现实验装置相对机架的位移，包

含与来流同向的 x 向相对位移，与来流垂直方向的 y 向相对位移，与顶部的旋转

电机实现旋转自由度。除已有的两个自由度外，本文还需布置附加装置，实现上

下方小圆柱转速不同、上下方两个小圆柱之间 y 向相对位置的调整这三个自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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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MIT-SeaGrant 智能水槽顶部现场图 

 

上下方小圆柱转速控制选择旋转电机实现，主要依照电机转速进行选择。为

实现上下方控制小圆柱相对主圆柱无量纲转速𝛾𝛾达到 5，上下方控制小圆柱旋转

角速度计算如下： 

𝜔𝜔 = 𝑈𝑈𝑑𝑑
𝑑𝑑
2

= 𝑈𝑈∞⋅𝛾𝛾
𝑑𝑑
2

          （5.1） 

代入𝑈𝑈∞自由来流速度，即拖曳速度 163cm/s，控制小圆柱直径 6.125mm（1/4 inch），
得到𝜔𝜔 = 509.1𝛾𝛾（rpm）。因此，为实现上下方控制小圆柱相对主圆柱无量纲转速

𝛾𝛾达到 5，需要控制小圆柱的旋转电机转速能够达到 2545.4（rpm），步进电机已

经不能满足要求，需要选择转速更高的伺服电机，本文选择的是 42JSF630AS-
1000 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额定转速 3000rpm，额定功率 64w，额定电流 4A，

通过 MCAC706 控制器进行控制，电机与控制器总重 1kg。 
为实现上下方两个小圆柱之间在与来流方向垂直的 y 方向相对位置的调整，

本文将上下方控制小圆柱布置在与来流垂直方向 y 向的同一轴线上，并选用滚珠

丝杠实现两个小圆柱 y 方向相对位置的调整，丝杆导程的选择由试验参数中两个

控制小圆柱 y 向相对距离 L 决定（如图 5.1），两个小圆柱与主圆柱轴心在来流方

向 x 向投影间距记为 b，L 与 b 满足： 

𝑁𝑁𝑚𝑚𝑚𝑚𝑥𝑥 = 𝑔𝑔+𝐷𝐷
2

+ 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𝑥𝑥 ∙ (𝑠𝑠𝑖𝑖𝑛𝑛 𝜃𝜃)𝑚𝑚𝑚𝑚𝑥𝑥        （5.2） 

𝑁𝑁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 𝑔𝑔+𝐷𝐷
2

+ 𝑙𝑙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 (𝑠𝑠𝑖𝑖𝑛𝑛 𝜃𝜃)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5.3） 

𝑏𝑏𝑚𝑚𝑚𝑚𝑥𝑥 = 𝑔𝑔+𝐷𝐷
2

+ 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𝑥𝑥 ∙ (𝑐𝑐𝑐𝑐𝑠𝑠 𝜃𝜃)𝑚𝑚𝑚𝑚𝑥𝑥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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𝑏𝑏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 0        （5.5） 

其中，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𝑥𝑥本文选择 10%D，即 6.125mm，𝑙𝑙𝑚𝑚𝑖𝑖𝑛𝑛由固定控制小圆柱的轴承座边长

决定，轴承座的作用是防止控制小圆柱长细比较大而产生较大振动，并且为满足

上下方控制小圆柱相对位置的调整，在下方轴承座所在面板上设置导轨，于上方

滚珠丝杠同步。通过后期轴承座零部件选择𝑙𝑙𝑚𝑚𝑖𝑖𝑛𝑛确定为 5mm，θ的范围在 45°-
60°，因此计算得到𝑁𝑁𝑚𝑚𝑚𝑚𝑥𝑥（mm），𝑁𝑁𝑚𝑚𝑖𝑖𝑛𝑛（mm），故丝杆导程𝑁𝑁𝑠𝑠𝑡𝑡𝑔𝑔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𝑁𝑁𝑚𝑚𝑚𝑚𝑥𝑥 − 𝑁𝑁𝑚𝑚𝑖𝑖𝑛𝑛

（mm），故选用 50mm 导程的丝杠，滚珠丝杠选配步进电机步距角 1.8°，保持扭

矩 0.93（N·m），满足控制小圆柱附加电机重量的需要。 

 
图 5.4 附加装置的三维模型图 

 

附加装置的三维模型图如图 5.4 所示。为保证实验满足参数初设置的正常进

行，在附加轴承座减小控制小圆柱柔性振动的同时，将轴承座所在横版开槽处理，

从而保证主圆柱与控制小圆柱相对位置的设定，开槽宽度由𝑏𝑏𝑚𝑚𝑚𝑚𝑥𝑥决定。为保证机

架刚度，防止拖曳过程中的顺流振动，在机架连接节点处附加 45°肋板作为加劲

肋，同时为了满足测试水位的需要，附加机架的纵向臂选用 12T 槽口铝制空心架

（在图 5.4 模型图中暂用实心平行六面体代替），如图 5.5 所示，在满足转动惯量

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调整加劲肋的位置，实现实验部位对不同水位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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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可适水位的铝制空心架及加劲肋 

 

在进行机架布置之前需要考虑实验结构有限长度带来的影响。理想的实验结

构是完全二维的结构体，但在实际进行物理模型试验的现实世界中很难达到，主

要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尽量减小结构体的三维效应。第一种方法是尽量延伸结

构体长度，使得结构体的截面特征长度与展向长度之比在 7 以上，并且实验区域

与数据采集避免在端部进行；第二种方法是在结构体端部加端部板，防止流体垂

直于结构体截面冲击结构体。本文物理模型实验装置既选用了第一种方法，将圆

柱的结构比例尺度，即直径与展向长度的比值，设为 10；也选用了第二种方法，

以水槽底面作为端部板，圆柱与底面之间只留很小的缝隙，从而最大程度减小水

流垂直流向圆柱截面带来的三维效应，本文取为 3mm，近似为主圆柱直径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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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2. 漩涡脱落态势概况 
 本部分我们将以图 3 所示的基础吸力系数曲线图为基础，讨论多种漩涡脱落

的不稳定性及流态。这一曲线图源自高质量流态（湍流水平基本在 0.1%左右）

下的光滑圆柱实验，也来自 Henderson 在 1995 年的模拟。众所周知，尽管转换

趋势相似，但圆柱表面粗糙度、湍流水平（也是湍流变动范围的特性）、圆柱的

尺寸比例、端部条件及遮盖率都会影响转捩。Roshko 在 1954 年基于流速的波动

性、变动范围、频率的测量给出了流态的第一个定义。他发现 Re=40-150 时，漩

涡脱落具有层流周期性；Re=150-300 时，流态开始转换；Re=300-10,000+时，流

态具有不规律性，其中流速波动显示出明显的不规律性。Bloor 在 1964 年认同了

相似的流态界定。近期，大量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这些流态下的物理现象，并界定

了他们精确的雷诺数范围。得出这一根部吸力系数曲线图非常有用。根部吸力系

数（负的根部压强系数）惊人的对尾流区附近涡旋形成过程很敏感，而这一形成

过程受二维、三维尾流因雷诺数变动而呈现的不稳定性影响很大。 

 

图 3 根部吸力系数随大范围变动雷诺数的变化曲线。 

 
 Roshko 在 1955 年进行了实验去解释主尾流区的不稳定性。Roshko 主要研究

的是高雷诺数下布置在钝体下游的分流板（平行于自由流）的作用。他发现，可

以通过把分流板靠近圆柱，只要间距小于一个临界值，就能干扰泄涡的不稳定性，

即明显降低泄涡频率和根部吸力。钝体下游向低压漩涡的转换降低了圆柱根部的

吸力。这导致了更宽更长的具有漩涡形态的构造区域有更低的泄涡频率（泄涡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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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基本上负相关与给定圆柱体的构造区长度）。有人将“构造区长度”定义成为圆

柱体下游流速改变最大的点（如 Bearman 在 1965 年、Griffin & Ramberg 在 1974
年、Griffin 在 1995 年的研究中），如图 4d。Bearman 在 1965 年运用分流板进行

尾流区干预的实验中发现，柱体根部吸力与构造区长度接近负相关的关系。这一

发现在后续的研究中多次被提及。后续研究发现，构造区长度（𝑁𝑁𝐹𝐹/𝐷𝐷）的增长总

伴随着流速波动最大程度（𝑢𝑢𝑔𝑔𝑚𝑚𝑠𝑠
′ /𝑈𝑈∞）的下降和根部吸力的下降，这与之前 Roshko

在 1955 年的分流板实验结果相一致。 
 

 
图 4 圆柱尾流的分区及定义。钝体的涡旋尾流可以是稳定的，如（a）中在足够低的雷诺

数条件下，形成一对结构体后部回流区。在较高雷诺数下，尾流开始变的不稳定，经常会

形成一列涡街，如（b）所示。但是存在一个（c）中的平均回流区，即使是在泄涡过程中

也有。这一结构体后部区域的测量通常用构造区长度 LF 表示，定义为从圆柱体轴线到尾

流中心线上脉动流速均方根达到最大值的点的距离，如（d）所示。 

 
 在讨论泄涡机制时，为了分析是否一种流态在较长时间内占主导，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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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尾流区的平均回流区域，这一区域是对称闭合的，如图 4c。Roshko 和 Fiszdon
在 1969 年的文章和 Roshko1993 年的文章中都讨论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对于有

分流板的尾流区来说，回流区产生的气泡与“自由流理论”和“空蚀理论”相关。运

用在回流泡内压力与切应力平衡的概念（Sychev 于 1982），Roshko 提出了适用

于平板正交流（下游方向附带分流板）的以根部吸力系数-Cpb 和雷诺切应力为自

变量的气泡长度𝑁𝑁𝐵𝐵公式。他是通过实验发现的𝑁𝑁𝐵𝐵/𝐷𝐷和-Cpb 的一致性，并用自由流

模型的值预测了一个阻力系数的可靠值。通过 Roshko 的研究，由于模型中一些

参数选择的任意性，很难把这种自由流模型运用到不带分流板的泄涡尾流中。

Roshko 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之处就在于他吧根部吸力、雷诺切应力和尾流区构造

长度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经常在泄涡机制相关的研究中被放在一起讨论。依据图

3 中根部吸力系数和雷诺数的曲线关系，跟随 Roshko1993 年研究的步伐，我们

根据此曲线图中的字母定义了不同的泄涡流态。接下来我们将同时结合图 5，简

要讨论每个流态下的漩涡动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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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尾流区湍流的不稳定性。随着自上而下图片雷诺数的增加，尾流区湍流的发展呈现出

如下主要不稳定性：（a）主卡门涡街的形成，（b）小尺度流向涡结构的出现（A、B 模

式），（c）大规模的三维性出现，现在被认为是涡旋掉位，（d）剪切层不稳定我姐的发展，

易受小规模的三维不稳定性影响。 

 
1. 从开始到 A 点的流态：稳定层流区（Re<49） 

在雷诺数低于 49 左右的范围内，尾流区由一个具有两个对称分布涡街的稳定

回流区组成（如图 4a 所示），并且尾流区长度随雷诺数增长而增长。这一趋势在

Taneda(1956)，Gerrard(1978)，Coutanceau 同 Bouard(1977)的实验中同样展示出

来，并且 Den nis 同 Chang(1970)的数值模拟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趋势。但是，无

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在稳定平面流模拟（技术所限）中，用雷诺数界定气泡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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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都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随着雷诺数变大（Fornberg 在 1985 年的研究中

提出）。Roshko 在 1993 年也提出了这一点。似乎在这一稳定的尾流区内还得不

到𝐶𝐶𝐷𝐷(𝑅𝑅𝑠𝑠)渐进方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稳定尾流区气泡长度的增加，由于粘性

切应力的影响，根部吸力是下降的（Henderson1995 年 DNS，Thom1933 年试验）。

这一现象在不稳定流的平均尾流气泡中也有相似的趋势，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也要

格外注意。 
2. 流态 A-B：层流泄涡区（Re=49 到 140-194） 

在这一流态中，根部吸力随雷诺数的变化与之前稳定尾流区的趋势有明显的

不同（见 Henderson1995）。从长度和强度正比于雷诺数的气泡的下游产生，回流

区的发展呈现不稳定性。通过测量尾流区流速随雷诺数脉动的最大幅度值，或者

测量圆柱上游不稳定性（或者构造区长度）的最大值（Williamson 于 1995a），可

以定量分析此效应。经观察发现，Hopf 分歧的出现标志着 Re=49 左右的尾流区

不稳定性的开始，这种流场所展现的动态系统由 Stuart-Landau 方程解析描述

（Provansal 等，于 1987)。随着尾流区不稳定性的加强，近尾流区的雷诺应力开

始增加，构造区长度开始下降，根部吸力也有相应的增加。数值模拟（Henderson
于 1994、1995，Kedar 和 GEKarniadakis 在 1993 的私人讨论中）显示，脉动力也

有增长，但这些现象都尚未在低雷诺数试验下发现。在此流态下，尾流区的震荡

完全是周期性的，不过前提是仔细处理了端部边界条件，如漩涡脱落是以平行泄

涡模式平行于圆柱轴线发生的。层流泄涡区的雷诺数上限值在不同文献中不同，

从 140 到 194 都有，不多最近的精确结果都将临界雷诺数指向了 194 附近。 
3. 流态 B-C：三维尾流转捩区（Re=190 到 260） 

随雷诺数增加，本转捩区在尾流形成方面有两点间断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

随雷诺数增长而变化的 St 数中体现（Williamson 于 1988b），也可以从图 3 所示

的根部吸力（Williamson 与 Roshko 于 1990）的变化反映出来。在第一个 Re=180-
194（具体值取决于实验条件）的间断点，我们可以看到涡旋环（以 A 模式不稳

定性）的出现和由于主涡街在泄涡过程中的变形导致的一对流向涡的形成，这一

波长大概在 3-4 倍的直径。这一间断点是滞后的，并且被 Zhang 等人（1995）定

义为“刚性”转捩。在第二个 S-Re 关系中的间断点处，有一个能量从 A 型泄涡到

B 型泄涡的渐变，大概发生在 Re=230 到 250 左右。这一格子模式由细尺度流向

涡街组成，展翼长度大概在 1 个圆柱直径。最初由 Roshko（1954）监测，接着又

由 Bloor（1964）研究监测的这种大规模间断性低频尾流区流速波动，是由于这

一转捩流态内的大尺度点状“涡旋掉位”导致的。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当地展向泄涡

掉位导致的。小尺度模式和大尺度掉位都可以从图 5 的结构图中观察到，展现了

激发的尾部湍流的不稳定性。根部吸力和St数的频率在这一流态中都持续上升，

但都是低水平的曲线规律，而不是从层流流态外射性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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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态 C-D：小规模三维性的渐长无序 
根部吸力的最高值近于 C 点，在 Re=260 附近，伴随着近尾流区雷诺应力的

峰值和一个特别规则的三维流向涡结构（Williamson 于 1995a）。在这一点 C，主

尾流不稳定性非常相似于层流泄涡模式，只有小尺度流向涡结构的出现不同。在

Re=260 的明显 “共振 ”现象被认为是由于更大的剪切层尾流掺混导致的

（Williamson1995a，Prasad&Williamson1995）。由于雷诺数接下来增长到曲线图

中的 D 点，小规模三维性开始更加无序，并且似乎导致了二维雷诺切应力的下

降、根部吸力的下降和构造区长度的增长（(Una1 & Rockwell 1988, Williamson 
1995a）。 
5. 流态 D-E：剪切层转捩（Re=1,000 到 200,000） 

在剪切层转捩的流态下，根部吸力再次增长（Norberg 1994 准确描述），二维

雷诺切应力水平增长，St 数逐渐降低（Norberg 1994），主回流区的构造区长度降

低（Schiller & Linke 1933）以上现象都具有波动性。这些趋势都是由于剪切层从

结构体一侧分离带来的增长的不稳定性导致的。如 Roshko（1993）写到，虽然随

着雷诺数增长，分离剪切层的湍流转捩点向上游移动，但这一流态可以被称作

“Schiller-Link”流态，是他们发现了这一流态并且将它与根部吸力和阻力的增长

结合了起来。之前 C-D 区我们看到的构造区长度增长和当前流态下构造区长度

的下降，都在 Una1&Rockwell(1988)的实验中与 Lin 等人（1995a）的 PIV (Particle-
Image-Velocimetry)实验中很好的展现了，如图 6 所示。Bloor（1964）发现剪切层

内涡街的不稳定性导致尾流频率基本呈 Re3/2 变化，而不是卡门涡街的 Re 规律。

Kelvin-Helmholtz 剪切层的不稳定性主要是二维的，因为自由剪切层（Braza 等人

于 1986），并且导致了二维雷诺切应力的增长，进而导致了根部吸力的增长。剪

切层涡街规模的三维结构被认为在这一流态中发展（Wei&Smith 1986，Williamson 
et a1 1995），如同卡门涡街规模的三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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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涡旋构造长度随雷诺数的变化。当雷诺数改变时，涡旋构造长度通过氢气泡和 PIV 成

像展现出来。（图片来自 Unal & Rockwell 于 1988，PIV 涡旋图来自 Lin 等人 1995a）。随着

雷诺数从 300 左右增加到 1500，构造区长度的显著增加与图 3 中 C-D 区根部吸力的下降相

一致。之后，随雷诺数增长到 5000 甚至更高而降低的构造区长度与图 3 中 D-E 区呈现的

根部吸力的增长相一致。 

 
6. 流态 E-G：反对称再附着区（临界转捩） 

这一流态中，根部吸力与阻力急剧降低，伴随着分离-再附着气泡的产生，使

得复原的边界层在更下游（140°线）才分离，同时还伴随着比层流区更窄的下游

尾流区宽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发生在图 3 的 F 点。分离-再附着气泡

只在结构的一侧出现（Bearman 1969)。Schewe(1983)还发现它是双稳态的，导致

了非常大的平均升力（CL=1）。 
7. 流态 G-H：对称再附着区（超临界区） 

在超临界区，流体是对称的，有两个分离-再附着气泡，各分布在圆柱两侧。

在接近 0.4 的大 St 数下发现了尾流波动（Bearman 1969），同这一流态下相对较

薄的尾流区相一致（普遍认为频率和尾流区宽度数值上基本成反比）。根据

Roshko1993 年试验，分离泡后面的相当高的边界层雷诺切应力，使得边界层能

在比后临界区更高的负压梯度下仍不分离，而超临界区中转捩在分离之前发生。 
8. 流态 H-J：边界层转捩区（后临界区） 

雷诺数的增长伴随着以下几个剪切流不稳定性现象，按照尾流转捩、剪切层

转捩、边界层转捩的顺序发生。雷诺数增长主要使得湍流转捩点更像上游移动，

直到一个足够高的雷诺数处，圆柱表面的边界层也变成了湍流。普遍猜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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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后，下游尾流区将全部变成湍流，并认为不会有相干涡旋出现。但是在 1962
年，Roshko 展示了这一流态仍有周期性泄涡的惊人现象出现。分离点更向上游，

产生了更高的阻力和根部吸力，并且下游尾流区比之前流态还要宽。 
3. 层流泄涡区的三维涡旋结构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层流泄涡区的涡旋动态性，不止包括一系列的实

验现象，还包括非常简略的泄涡分析方法概述，涉及不稳定理论和利用 Stuart-
Landau 模型在动态系统的框架下解释流场。 
3.1 泄涡的开端：Hopf 分歧与绝对不稳定 
 层流稳定区通常伴随着结构体下游的回流区，这一回流区由一对在尾流区两

侧对称分布的涡旋区组成，如图 4a。Taneda(1956)和 Gerrard(1978)的实验指出,当
在这一层流区范围内雷诺数增长时，尾流区不稳定性出现，伴随着 Gerrard 称之

为“聚集”的现象，即弯曲波在回流区两侧向下游传播的现象。通过流速测量发现，

随流速增长，伴随着非常突然的尾流区波动振幅的出现与发展。 
 最近有很多研究都在关注如何将泄涡和稳定理论建立联系，主要集中在绝对

不稳定的作用上。在过去的十年里，局部绝对与对冲不稳定的概念在剪切流的研

究里面十分有用。很多文献（如 Triantafyllou 等人在 1986，Monkewitz & Nguyen 
1987, Chomaz 等人在 1988，Monkewitz 1988，Plaschko 等人在 1993）重新提取

了在当地绝对不稳定（如 Koch 在 1985）与近尾流区的自激全局震荡之间建立的

可能关系。就物理术语来讲，流体的不稳定特征是由它的脉动响应行为决定的。

如果一个应激小尺度的转捩在某地指数型发展（如在转捩的产生处），这个流体

就被标为绝对不稳定。相反，如果转捩或者波群最终转向下游并不产生干扰的从

自己的产地离开流体，则称作对流不稳定。关于这些剪切流的不稳定性的杰出综

述可以参考 Huerre & Monkewitz (1990)。 
 这些理论思想的发展是被法国 Marseille 市的科学家们（Mathis 等人 1984，
Provansal 等人 1987）里程碑式的转捩实验推动。这些实验显示，源自时间放大

的全局不稳定，低雷诺数下的卡门涡街事实上是近尾流区的自激有限周期震荡。

Sreenivasan 等人(1986)还有 Schumm 等人(1994)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更深的试验研

究。Provansal 等人（1987）发现近尾流区的周期性涡街是暂时性全局尾流不稳定

的饱和终产品。他们还发现，对不超过临界值太多的雷诺数，最终饱和态下的泄

涡频率和线性全局响应频率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说明线性不稳定理论的泄涡

研究方法是具有有效性的。在他们的研究中，Provansal 等人用一个 Stuart-Landau
非线性模型方程求解尾流震荡幅度。对复合振幅，方程有如下形式：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𝑡𝑡 = 𝜎𝜎𝑑𝑑 − 𝜆𝜆|𝑑𝑑|2𝑑𝑑        （1） 

σ 和λ是复合系数，构造了振幅方程与相位方程。如果临界雷诺数下泄涡开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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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Hopf 分歧现象（此时𝜎𝜎𝑔𝑔为分歧参数），这一模型就具有适用性并且可以拓展到

(𝑅𝑅𝑒𝑒−𝑅𝑅𝑒𝑒𝑐𝑐𝑔𝑔𝑖𝑖𝑡𝑡)范围。如果想研究上式的稳态振幅解（其中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𝑡𝑡 = 0）并使用主导

线性项𝜎𝜎𝑔𝑔 ∼ (𝑅𝑅𝑒𝑒−𝑅𝑅𝑒𝑒𝑐𝑐𝑔𝑔𝑖𝑖𝑡𝑡)，就可以得到一个有限周期振幅： 

𝑑𝑑 = 𝑐𝑐𝑐𝑐𝑛𝑛𝑠𝑠𝑡𝑡𝑎𝑎𝑛𝑛𝑡𝑡 × (𝑅𝑅𝑒𝑒−𝑅𝑅𝑒𝑒𝑐𝑐𝑔𝑔𝑖𝑖𝑡𝑡)1/2         （2） 

Provansal 等人发现这一关系和他们的泄涡结果非常吻合。通过设计脉动响应的

进一步转捩实验，Provansal 等人得以推出上式系数的具体值，并且确认亚临界和

超临界雷诺数下，振幅的时均值与 Stuart-Landau 模型所预测的相一致。很显然

Stuart-Landau 方程不仅非常适合描述超过阈值的尾流泄涡现象，还适合描述之后

系统受迫于强迫激励的现象。Schumm 等人（1994）综述了相关分析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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