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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机器人试航速度的类物理数值方法预报
吴利红 1，2, 张爱锋 1,李一平 2,封锡盛 2 ,王诗文 1
（1. 大连海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2.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辽宁 沈阳 110016）
摘

要：水下机器人试航速度是评价推进系统性能和续航能力的重要指标。针对水下机器人试航速度预报问题，

提出类物理数值预报方法。建立水下机器人包含桨舵的全附体模型，采用多块动态混合网格方法进行网格构建和
更新，编写用户自定义函数，求解六自由度方程和非定常雷诺平均 NS 方程进行水下机器人和螺旋桨力和速度的
计算和传递，实现以螺旋桨旋转运动推进水下机器人自航的运动过程模拟。数值结果表明，水下机器人试航速度
1.5m/s 对应的转速为 570r/min；自航模拟可见螺旋桨梢涡曳出，梢涡强度和螺旋桨推力随航速增加而降低。数值
模拟再现了非定常运动过程中船桨舵相互作用机理，有利于水下机器人复杂操纵运动的精确预报。
关键词：自航试验；水下机器人；动网格；类物理数值模拟；螺旋桨；试航速度；计算流体力学；操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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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Cruising Velocity Using a
Physics-based Numerical Method
WU Lihong1,2 , ZHANG Aifeng1, LI Yiping2, FENG Xisheng2, WANG Shiwen1
(1. College of Ship building and Ocean Engineering,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obotics,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The cruising velocity of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evaluation of the thrust system
performance and cruising endurance. This paper presented a physics-based numerical method for prediction of AUV’s cruising
velocity. The full model of AUV appended propeller and rudder was built. A multi-block hybrid dynamic grid method was used to
mesh the domain and re-meshing. User defined functions (UDFs) were programmed. Six degree of freedom (6DOF) and unsteady
Reynolds averaged Navier-Stokes (URANS) were solved to transfer forces and velocities between AUV and propeller. Thus, the free
motion of AUV pushed by the rotating propeller from stationary to uniform velocity was simulated.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otating speed was 570 r/min at the cruising velocity of 1.5m/s. The tip vortexes were produced in self-propulsion motion.
The strength of tip vortexes and propeller thrust decreased as AUV velocity increased. The simulation investigated the unsteady flow
field among the hull, propeller and rudders in detail, which is helpful to conduct a precise maneuvering prediction of AUV in
complex environment.
Keywords：self-propulsion test;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dynamic mesh; physics-based simulation; screw propeller; cruising
velocity;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maneuverability

预报 AUV 定常航行的巡航速度和非定常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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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性能不仅是评估其推进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
还有助于提高 AUV 航程估计，能量估算和减少定位
误差和 AUV 丢失的风险。采用类物理的数值方法进
行海洋载体操纵预报是数值模拟的目标。此方法应
用真实模型模拟螺旋桨高速旋转，能反映船桨舵内
在作用机理，再现流场特征。但它具有模型复杂，
网格尺度相差大，载体各部件相对运动复杂，高频
与低频运动混合的模拟难点[1]。自 20 世纪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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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提出这个概念以来，直至 2010 左右陆续
有研究成果。如 Chase 等[1]、Pankajakshan 等[2]、
Poremba 等 [3] 对潜艇自航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
Mofidi 等[4]对集装箱船 KCS 带全附体桨舵的 ZigZag
操纵运动的模拟；Carrica 等[5]对水面战舰的随浪横
甩运动进行自航模拟；沈志荣[6]对水面船舶操纵运
动进行数值模拟。以上研究均采用动态重叠网格法，
在边界移动时无需网格更新，但须实时确定移动边
界与背景网格的重叠区域，这是数值误差的源头[7]。
而移动网格法在边界移动时网格也随着运动，运动
更符合拉格朗日描述法，但边界移动常导致复杂的
网格运动，从而引起网格畸变和网格质量降低，影
响数值计算精度。受此限制，移动网格法主要应用
在二维物体的运动：圆球的振动，鱼类的摆鳍运动
[8]和三维物体的有限区间或简单的运动，如翼的偏
转[9]，预定义 AUV 直航对接运动[10]。而本文则采用
多块动态混合网格方法 [11] 解决移动网格的网格畸
变和数值精度差的问题[12]，实现 AUV 自航试验的数
值模拟，获得了 AUV 巡航速度预报，再现了 AUV
自航过程非定常运动的航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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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为正（向前）；oy 垂直向上为正；oz 指向右舷。
图 2 为 AUV 带桨舵流域在对称面上网格分区，
分区划分是根据 AUV 的运动趋势确定的。流域包含
6 个分区。分区Ⅰ包含 AUV 和舵翼表面的四边形网
格以及近场边界层区域的六面体结构网格；分区Ⅱ
包括螺旋桨表面的三角形网格以及螺旋桨扰动子
区域的四面体非结构网格；分区Ⅲ包含 AUV、螺旋
桨和舵翼扰动区域的六面体结构网格；分区Ⅳ为
AUV 从首部延伸到远场的航行区域网格，靠近首部
加密，远场较为稀疏，由六面体结构网格构成；分
区Ⅴ为从 AUV 尾部延伸到远场的结构网格区域，靠
近 AUV 尾部为加密区，远场为稀疏区，也由六面体
结构网格构成；外围非结构网格区域为分区Ⅵ。

图 1 带桨和舵的 AUV 网格模型
Fig.1 Grid model of AUV appended propeller and rudders

水下机器人自航模型建立

AUV 为 改 进 型 REMUS AUV ， L=1.7m ，
D=0.191m[13]。具有椭球型首，圆柱形平行中体和圆
锥型尾。尾部有“十字”型舵翼，以及一个
MAU4-40，直径 d=0.156m 的螺旋桨。AUV 首、中
和尾三段以及舵翼采用结构网格绘制，螺旋桨采用
非结构网格离散。图 1 为 AUV 带舵翼和螺旋桨的网
格图。大地坐标系为 oxyz, ox 为 AUV 对称轴，向

学

在 AUV 自航推进数值模拟过程中，网格运动区
域限制在图 2 的 AUV 直航窄条带区域，这有利于局
部扰动区域梯度的捕捉。其中分区Ⅱ既有随螺旋桨
的旋转运动，又有随 AUV 的直航运动；分区Ⅰ和Ⅲ
仅随 AUV 作直航运动；分区Ⅳ和Ⅴ分别为网格压缩
区域和拉伸区域，在分区Ⅳ的最前端为静止壁面，
采用动态层方法对区域Ⅳ的最前端网格进行压缩
合并，因此最前端为网格消亡区域；分区Ⅴ的最后

Ⅰ

Ⅱ

Ⅲ

Ⅴ

Ⅳ
Ⅵ

Ⅴ

Ⅱ

Ⅰ

Ⅲ
Ⅳ

Ⅵ
网格增长区域

网格消亡区域
图 2 动网格分区
Fig.2 Dynamic meshing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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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为动态层网格的拉伸区域，为网格增长区域。外
围区域Ⅵ为网格变形区。各个分区之间的连接采用
非一致连接。这种多块结构网格和非结构网格混合
的网格构成方法，以及采用动态层网格更新方法，
是借鉴了动态重叠网格的子区域网格运动的思想，
从网格构建质量、网格更新质量和网格更新速度方
面着手，提高数值求解的速度和计算精度。
AUV 自航推进过程数值模拟中，AUV 和螺旋桨
之间的力和速度的传递可以采用用户自定义函数
UDF （User Defined Function）进行编写，嵌入到程
序中[14]：首先，AUV 静止，螺旋桨以恒定转速旋转，
产生推力，将此推力保存同时将推力传递给 AUV；
AUV 读 取 螺 旋 桨 推 力 ， 同 时 实 时 求 解 URANS
（Unsteady Reynolds Averaged Navier-Stokes）方程，
获得 AUV 的阻力。AUV 在推力和阻力的联合作用下，
通过在 6DOF 方程加载推力和实时阻力，求解载体
的加速度，并采用龙格库塔积分获得 AUV 实时速度
V；此速度传递给螺旋桨，使 AUV 拖曳螺旋桨以 V
航速运动；随着 AUV 航行，AUV 的尾流场更新，影
响螺旋桨的进流场，螺旋桨在新的进速和转速下将
产生新的推力，重新记录此推力并传递给 AUV；AUV
在阻力作用下，获得新的航速，如此重复，直到 AUV
的推力 T 与其航行阻力 R 接近平衡，速度曲线趋于
稳定，加速度接近为零。或对比航速与多参考系坐
标 [15]（Multiple Frames of Reference, MFR）的定常
自航点航速，两者误差在 5%内，也认为达到自航点。
记录此时的推力，阻力，速度历史数据，保存和分
析。

a)

n=300r/min

b)

n=450r/min

2 水下机器人自航数值结果与分析
2.1 受力和速度
AUV 以不同转速从静止自航推进，最终会趋于
匀速状态。分别假定 AUV 以 300, 450，600r/min 3
种转速航行，每种转速自航一次，迭代步长为螺旋
桨旋转 1°对应的时间，每个外循环包含内循环 20
次，收敛精度为 10-4。如图 3 分别为转速为 300，
450 和 600 r/min 的自航螺旋桨推力和 AUV 阻力的
历史变化曲线。推力和阻力曲线在数值求解中有点
振荡，这是动网格数值求解引起的不稳定现象。阻
力部分振荡主要是由于载体低速巡航采用了和螺旋
桨高速旋转的小时间步引起的。随着速度增加，推
力减小，阻力增大，最终推力和阻力平衡，速度会
趋于一个恒定的速度，这个速度即为该转速下的自
航点。3 种转速可得 3 次航速历史变化，如图 4 所
示，可得 3 个不同的自航点。转速越大，达到匀速
的时间越短。600 r/min，需要约 9s, 可达到匀速
1.55m/s；450 r/min，需要约 10.53s, 可达到匀速
1.15m/s； 300 r/min，需要约 14.39s, 可达到匀速
0.74m/s。同时，转速越大，起始加速度越大。

c)

n=600 r/min

图 3 不同转速下 AUV 自航阻力和推力变化
Fig.3 The resistance (R) and Thrust (T) of AUV self-propulsion at
different rotation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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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转速下 AUV 自航过程的航速变化
Fig.4 Velocity history (V) in AUV self-propulsion at different
rotation speeds (n)

图 6 自航点对应的转速
Fig.6 Approaching velocities vs. rotating speeds

2.3 流场分析

2.2 数值验证
u(m/s)
为了验证数值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将 AUV 自航
的数值结果与水池试验（试验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
动化所的深水水池：L25m × B15m × D9m）结果进行
对比。图 5 记录了螺旋桨转速为 300RPM 的 AUV 速
度历史数据。包括 5 次试验结果，以离散数据点表
示：Exp1、Exp2、Exp3、Exp4 和 Exp5；数值结果以
实线表示。数值模拟不受试验水池边界的限制，因 u(m/s)
此数值模拟的时间较长。数值结果和试验结果吻合
良好。此外，为了验证不同转速下 AUV 自航点的可
靠 性 ， 将 本 文 的 结 果 与 多 参 考 坐 标 系 MFR
（multi-frame of reference）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如图 6 所示，获得的自航点速度略低于 MFR，误差
在 5%以内。在一段转速范围内，航速和转速成正比。
这是因为相近的一段转速范围内，推力系数接近常 u(m/s)
数，阻力系数接近常数。螺旋桨推力与转速成平方，
匀速后推力与阻力相等，阻力与速度成平方，则自
航点速度和转速成正比。这个结论有助于更快找到
不同转速下的自航点。由转速和航速的关系，根据
设计航速 1.5m/s 的要求，对图 6 进行插值，可得对
应自航点的转速为 570 r/min。

(a) n=300r/min

(b) n=450r/min

(c) n=600r/min

图 7 AUV 不同转速对应的自航点速度云图
Fig.7 Velocity contours of AUV at different self-propulsion
points with varying rotation speeds

图 5 AUV 自航速度变化的试验和数值结果 (n=300 r/min)
Fig.5 The velocity history from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results in AUV self-propulsion at n=300 r/min

图 7 为转速 n 为 300、 450 和 600 r/min 时达
到匀速直航的 AUV 对称面上的速度云图（注：远场
速度为零）。可见，转速越大，螺旋桨的尾迹越明显，
梢涡强度越大，向后推水的水速度越大，反作用力
越大，则推力越大。且转速越大，AUV 首部的速度
扰动流场范围越大，表明 AUV 达到自航点对应的速
度越大。三种匀速状态时， AUV 首部最大截面处
都产生了首涡，且随着速度增加，首涡范围加大，
表明 AUV 首部粘压阻力增加。随着 AUV 速度增
加， AUV 尾部截面变化区域开始产生尾涡
(n=600r/min)，表明尾部速降增加，尾部粘压阻力增
加。同时，三种航速时，AUV 表面都有较明显的边
界层，从首至尾逐步增厚。

吴利红，等：基于类物理数值方法的 AUV 试航速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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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s)
t=0.1s

u(m/s)
t=3.0s

u(m/s)
t=4.9s

u(m/s)

t=6.9s
图 8 AUV 自航对称面上不同时刻的速度云图（n=570 r/min）
Fig.8
Velocity
contours
of AUV self-propulsion on the symmetry plane at different times with n=570 r/min
pressure

(pa)

pressure
(pa)

pressure
(pa)

pressure
(pa)

t=0.1s

t=3s

t=4.9s

t=6.9s

图 9 AUV 自航对称面上不同时刻的压力云图（n=570 r/min）
Fig.9 Pressure contours of AUV self-propulsion at the symmetry plane at different times with n=57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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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为设计航速 1.5m/s 对应转速 570r/min 的
AUV 自航过程 4 个典型时刻(t=0.1s,3s,4.9s 和 6.9s)
对称面上 AUV 的速度分布（右图）和螺旋桨尾迹局
部放大图（左图）。相应的压力云图如图 9 所示。可
见，当转速一定时，AUV 速度较低时，螺旋桨尾迹
强，表明螺旋桨此时的推力较大（这与螺旋桨的敞
水性能曲线一致，和图 3 的推力曲线一致）。螺旋桨
叶梢曳出的梢涡出现重叠；随着 AUV 航速增加，梢
涡强度降低，表明螺旋桨推力减少。但是梢涡分离
清晰可见，这是由 AUV 航行时的尾迹反向作用引起
的。
随着 AUV 航速的增加， 螺旋桨产生的推力在
变小，这点在图 9 的左侧压力云图中清晰可见。低
速时，螺旋桨叶面的高压值很大，叶背的低压值也
较大，导致两者的压差较大，因此推力较大；随着
AUV 速度增加，叶面高压值减小，叶背低压值也减
小，两者的压差变小，则推力也在减少。但是，随
着螺旋桨持续旋转，只要 AUV 推力大于阻力，AUV
就获得加速，随着 AUV 速度增加，AUV 首部速度绕
流场范围加大，首部驻点的压强增加，导致 AUV 首
尾压差阻力增加；同时首肩部速度增加，导致摩擦
阻力增加，AUV 总阻力也在增加，直至与逐渐减小
的推力平衡，达到匀速直航，即达到自航点。随着
螺旋桨推进 AUV 自航，AUV 尾迹延长。螺旋桨尾迹
梢涡强度随 AUV 速度增加弱化。同时，在螺旋桨毂
帽附近有一股根涡，和 AUV 航行方向一致，流速大
小随着 AUV 速度增加而增加。

[3]

[4]

[5]

[6]

[7]

[8]

[9]

[10]

3 结论
1) 水下机器人不同转速对应的最终巡航速
度不同。300r/min，450r/min 和 600r/min 分别对
应的巡航速度为 0.74m/s， 1.15m/s 和 1.55m/s。
AUV 的巡航速度 1.5m/s 对应的转速是 570r/min。
2) AUV 自航稳定所需时间与 AUV 转速大小有
关。转速越大，加速度越大，稳定需要时间越短。
300 r/min， 450 r/min 和 600r/min 稳定分别需要
14.39s，10.53s 和 9s。
3) 在螺旋桨转速变化较小的范围内，AUV 的
自航点速度和转速成正比关系。
4) AUV 自航时，螺旋桨旋转运动曳出梢涡和
根涡。梢涡强度随着 AUV 航速增加而降低，运动方
向与 AUV 航行方向相反。根涡大小随 AUV 航速增加
而增加，方向与 AUV 航行方向一致。
5) 螺旋桨推力的变化起源于其叶面和叶背
压差变化。AUV 以恒定转速自航，推力随速度增加
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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