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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对跳台滑雪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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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61；2.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科学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目的：探讨环境风对跳台滑雪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方法：通过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

namics，CFD）方法数值模拟预测了不同环境风下跳台滑雪空中飞行空气动力学特性，并探究了水平方向环境风、竖

直方向环境风以及侧向环境风对气动特性的影响。将跳台滑雪运动员与滑雪板看成一个多体系统，建立在空中飞行

某一种普遍姿态下此多体系统的精细化三维几何模型与网格模型，采用部分时均（partially averaged Navier-Stokes，

PANS）湍流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提取多体系统的受力及力矩情况，直观地显示多体系统周围的流场信息。数值预测

涉及的水平方向风风速包括-4 m/s、-2.5 m/s、-1 m/s、0 m/s、1 m/s、2.5 m/s、4 m/s等工况；竖直方向风风速包括-8 m/s、

-4 m/s、-2.5 m/s、-1 m/s、0 m/s、1 m/s、2.5 m/s、4 m/s、8 m/s等工况；侧向风风速包括 1.5 m/s、3.0 m/s、4.5 m/s、7.5 m/s、

10.5 m/s、13.5 m/s等工况。结果：1）水平方向环境风下多体系统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变化明显，与风速呈现近似

线性关系，同时水平逆风情况下力学特性数值结果的增长速度大于水平顺风情况下力学特性数值结果的减小速度；

2）在竖直方向风速较小时（小于 2.5 m/s），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增加缓慢，在竖直方向风速较大时（大于 4 m/s），升

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开始相对快速增加，同时，竖直向上环境风使得升力、阻力、俯仰力矩增大，竖直向下环境风使

得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减小，而且竖直向上环境风情况下增长幅度明显小于竖直向下环境风情况下减少幅度；3）

侧向环境风产生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同时，侧向环境风对运动员的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产生影响。在风

速较小（小于 3 m/s）时，这些力和力矩很小，在风速较大（大于 4.5 m/s）时，比较明显。结论：1）水平方向环境风对跳台

滑雪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非常明显，相较而言，竖直方向环境风和侧向环境风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小很

多，但侧向环境风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对多体系统产生较为明显的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2）环境风对跳台滑

雪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机理能够为比赛临场预判与决策提供有效的辅助支持，也为运动员空中飞行稳定性控制

与技术训练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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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台滑雪过程通常分为 4 个阶段：助滑、起跳、飞行和

着陆，而且主要涉及弹道学和空气动力学两大方面，两者

都对跳台滑雪运动员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如应最大限度

地提高升力并且减小阻力。弹道学因素包括运动员从跳

台上起跳位置和速度，空气动力学因素包括运动员/滑雪

板多体系统的气动特性，即速度、姿态、环境风、服装和滑

雪板长度等（胡齐 等，2018b）。在运动员助滑起跳后，在

飞行阶段早期应尽快达到一个稳定的飞行位置，并完成

向后和向前旋转角动量的完全平衡（Schwameder，2008），

同时确保受到较小的阻力（Murakami et al.，2010）。飞行

阶段被认为是跳台滑雪过程气动特性体现最为明显的阶

段，不少研究人员采用风洞实验测量或计算机模拟与现

场测量相结合等方法进行了飞行阶段气动特性相关研究

（王志选 等，1998；Jung et al.，2014；Murakami et al.，2014；

Schmolzer et al.，2005；Virmavirta et al.，2005）。为能直观

地显示或分析运动员周围的流场，计算流体力学（compu‐

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是首选的重要技术工具，能够

分析在运动过程中气动力、压力分布和详细流场信息等。

但迄今为止飞行阶段 CFD 相关研究较少（陈志峰，2014；

胡齐 等，2018a；Lee et al.，2012；Meile et al.，2006；Nørstrud

et al.，2009），而且大多重点关注运动员身体姿态，鲜见针

对环境风开展研究。Gardan 等（2017）通过 CFD 数值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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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飞行阶段早期速度对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的影响很

小，相反迎风角对运动员升力和阻力的影响很大。Keizo等

（2016）采用CFD技术研究了在起跳过程中运动员姿态对气

动特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风与跳台滑雪中公平性问题密切相关

（Jung et al.，2019），其往往会对飞行距离产生较大影响。

在风速为 1 m/s 情况下，飞行跳跃距离约为 130 m 的相对

得失为 4 m（Müller et al.，1996）。从有利方向吹来 3 m/s

恒定风速，可使 185 m 的飞行跳跃距离增加 16 m，而从不

利方向吹来的风速使飞行跳跃距离减少 23.7 m（Seo et

al.，2004）。为使比赛更公平，赛事能够在不断变化的风

下顺利进行，在风洞数据和计算机模拟基础上，国际滑雪

联合会（international ski federation，FIS）推出了涉及环境

风与助滑跑道的补偿系统（FIS Fact Sheet，2009），即 Δω =

TWS (HS - 36) /20，其中 Δω为风对飞行距离（m）的影响，

TWS 为平均切向风速（m/s），HS 为跳台尺寸（m）。应指出

的是，在该补偿系统中风速对飞行距离的影响是线性的。

Virmavirta 等（2012）对环境风补偿系统在跳台滑雪过程中

的作用进行了详细验证。但近期有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

模拟预测，与 FIS 环境风补偿系统进行比较，发现存在很

大差异，例如，在飞行阶段早期，顺风可以增加飞行跳跃

距离，逆风可以减小飞行跳跃距离；这与以前的预期相

反，在目前环境风补偿系统中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Jung

et al.，2019）。

环境风不仅与跳台滑雪中公平性问题密切相关，而且

对跳台滑雪空中飞行安全非常重要。飞行的稳定性是保

证跳台滑雪的性能和安全性的关键（Marqués-Bruna et al.，

2009），空中飞行稳定性控制主要涉及环境风及飞行姿态

等因素，但环境风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以及稳定性的影

响尚不清楚，也鲜见相关研究报道。本研究拟建立运动

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精细化三维模型与网格模型，采用

部分时均（partially averaged Navier-Stokes，PANS）湍流模

型进行 CFD 数值仿真，获取不同环境风下力和力矩以及

流场形态，分析研究不同环境风对跳台滑雪空中飞行气

动特性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跳台滑雪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根据

Müller 等（2006）统计分析结果，跳台滑雪运动员的身体形

态特征选取平均值，即身高为 177 cm，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为 19.5，躯干（坐高）与身高比值

0.532，滑雪板长度 258 cm，宽 11.5 cm。

跳台滑雪运动员在空中飞行的姿态参数包括迎风角

φ、滑雪板与速度方向夹角 α、滑雪板与身体夹角 θ、上半

身弯曲角度 β和滑雪板夹角 λ，如图 1 所示。本研究中迎

风角 φ取值为 35°、滑雪板与速度方向夹角 α取值为 35°、

滑雪板与身体夹角 θ取值为 16°、上半身弯曲角度 β取值

为 18°，滑雪板夹角 λ 取值为 28°，速度 V 取值为 29 m/s。

图 2 显示了空中飞行多体系统受力情况。

1.2 研究方法

1.2.1 控制方程

本研究采用大涡模拟技术，该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地数

值预测钝体周围流动分离情况，已在先前研究中获得了

证实（胡齐 等，2018a）。为了获得更精确的结果，采用了

PANS 湍流模型，其控制方程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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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j为已分解流场速度，t 为时间，ρ为流体密度，μ

为介质粘性系数，t 为湍流粘性系数，fk为未分解湍动能比

率，fε为未分解湍动能耗散率比率，ku 为未分解局部时均

化湍动能，εu为未分解局部时均化湍动能耗散率。

其中：

图1 空中飞行姿态参数

Figure 1. Attitude Parameters during Flight

图2 空中飞行多体系统受力情况

Figure 2. Forces on the Athlete/Skis System during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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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各常数值为：Cμ = 0.0845，αk = αε = 1.39，Cε1 =

1.42，Cε2 = 1.68，η0 = 4.377，β = 0.012。

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离散计算，压力和速

度的耦合采用 SIMPLEC 算法，时间采用二阶差分格式进

行离散，湍动能以及速度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时间步长

为 0.000 1 s。

1.2.2 模型建立与网格无关性验证

根据研究对象结构特征以及选定的空中飞行状态参

数，建立跳台滑雪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三维实体模

型，对运动员身体特征进行精细化建模，手指、耳朵、眼

罩、面部特征可以从图 1 中清晰分辨。

跳台滑雪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计算区域尺寸大

小为长 18.5 m、宽 7 m、高 9.5 m（图 3）。考虑到尾流存在

流动分离以及运动员身体外形特征可能会影响流场等情

况，采用商用前处理软件 ICEM 对跳台滑雪运动员/滑雪

板多体系统精细化三维实体模型分区划分网格模型，大

致分为运动员身体表面区域、滑雪板表面区域、运动员上

臂结合处后侧尾流区域、腰胯结合处后侧尾流区域、运动

员其他部位后侧尾流区域、滑雪板后侧尾流区域以及远

离运动员与滑雪板区域等。在计算区域中心对称面上体

积网格分布和运动员表面网格分布如图 4 所示，运动员表

面网格分辨率最小达到 0.5 mm。对于体网格，在运动员

周围区域配置了较细的网格单元，以高精度捕获尾流结

构。另一方面，为了降低计算量，较粗的网格单元被分配

到远离运动员的区域。

为了满足 PANS 模型计算要求，运动员周边采用网格

加密，并保证 y plus 控制在 100 之内，此控制要求（Keizo et

al.，2016）以及相应的网格划分策略已在先前的研究中

（胡齐 等，2018a）得到证实。针对上述网格模型，每个分

区域选定了 4 种网格密度，在各自分区域内进行不同程度

的均匀加密，网格点数从 1 000 万至 2 838 万，进行网格无

关性验证，验证结果如表 1 所示。4 种网格验证计算获得

的升阻比均在 1.95 左右。由此可见，即使选定 1 000 万网

格节点的计算域离散方案，也能够准确预测跳台滑雪运

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1.2.3 边界条件与计算工况

边界条件的设置如下：1）进口设置为速度进口，进口

速度根据飞行速度设定；2）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压力为

大气压 101 325Pa；3）中间截面为周期性条件；4）其他壁面

为无滑移边界条件；5）气体为不可压缩空气；6）在常重力

下，重力加速度设置为 g0=9.807 m/s2。

在本研究中，开展了 3 个不同方向环境风下的跳台滑

雪空中飞行气动特性 CFD 研究，即水平顺/逆风（+X/-X）、

竖直上/下风（+Y/-Y）以及侧向风（+Z），如图 1 所示。本

研究依据风力等级对照表选取风速工况，即水平顺/逆风风

图4 网格分布（上面：体网格；下面：运动员表面网格）

Figure 4. Mesh Distribution（Above：Volume Mesh；

Below：Surface Mesh on Athlete）

表1 网格无关性验证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Grid-independency Test

网格总数

升阻比

离散方案1

10 000 000

1.949

离散方案2

14 660 000

1.948

离散方案3

19 870 000

1.951

离散方案4

28 380 000

1.949

图3 计算区域

Figure 3. Computational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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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工况包括-4 m/s、-2.5 m/s、-1 m/s、0 m/s、1 m/s、2.5 m/s、

4 m/s；竖直上/下风风速工况包括-8 m/s、-4 m/s、-2.5 m/s、

-1 m/s、0 m/s、1 m/s、2.5 m/s、4 m/s、8 m/s；侧向风风速工

况包括 0 m/s、1.5 m/s、3.0 m/s、4.5 m/s、7.5 m/s、10.5 m/s、

13.5 m/s。据此，针对每一种风速工况分别进行了 CFD 数

值模拟，提取多体系统的受力及力矩情况，直观地显示多

体系统周围的流场信息。

2 结果

2.1 力和力矩

作用于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上的空气动力包括升

力和阻力，而且这些力的作用点绝大多数不会在多体系

统质心上，因此极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力矩。表 2～4 列

出了不同环境风下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力学特性结

果。图 5～7 显示了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力学特性

随风速变化曲线。结果中各项力均为作用在运动员/滑雪

板多体系统或运动员或滑雪板上同一性质的合力。结果

中各项力矩为相对于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质心的力

矩。俯仰力矩旋转轴为 Z 轴，“+”代表力矩作用后使多体

系统向后仰，“-”代表力矩作用后使多体系统向前倾。偏

航力矩旋转轴为 Y 轴，翻滚力矩旋转轴为 X 轴。结果中

升阻比由升力除以阻力计算得到。

表2 水平顺/逆风工况下力学特性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Horizontal Down/head Wind Conditions

风速

/（m·s-1）

-4

-2.5

-1

0

1

2.5

4

总升力

/N

383.46

350.30

317.84

297.60

277.60

248.12

221.38

总阻力

/N

196.06

179.52

163.18

151.04

142.45

127.70

114.10

升阻比

1.956

1.951

1.948

1.970

1.949

1.943

1.940

俯仰力矩

/Nm

-141.88

-130.16

-118.24

-109.34

-103.56

-92.30

-82.76

运动员升力

/N

150.60

137.34

124.20

116.40

108.06

96.14

85.44

滑雪板升力

/N

232.86

212.96

193.64

181.20

169.54

151.98

135.94

运动员阻力

/N

61.50

56.48

51.28

46.38

44.45

39.44

35.52

滑雪板阻力

/N

134.56

123.04

111.90

104.66

98.00

87.86

78.58

运动员俯仰

力矩/Nm

37.10

33.86

31.02

30.30

27.40

24.90

22.34

滑雪板俯仰

力矩/Nm

-178.98

-164.02

-149.26

-139.64

-130.96

-117.02

-105.10

表3 竖直上/下风工况下力学特性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Vertical Upper/down Wind Conditions

风速

/（m·s-1）

-8

-4

-2.5

-1

0

1

2.5

4

8

总升力

/N

277.90

292.68

295.68

297.29

297.60

297.86

299.20

301.70

314.02

总阻力

/N

120.99

143.53

148.11

150.57

151.04

151.43

153.48

157.30

176.08

升阻比

2.297

2.067

1.996

1.974

1.970

1.967

1.949

1.918

1.783

俯仰力矩

/Nm

-88.82

-104.21

-107.34

-109.02

-109.34

-109.61

-111.01

-113.62

-126.44

运动员升力

/N

108.52

114.44

115.64

116.27

116.40

116.51

117.04

118.04

122.97

滑雪板升力

/N

169.38

178.24

180.04

181.02

181.20

181.35

182.16

183.66

191.05

运动员阻力

/N

34.33

43.37

45.20

46.19

46.38

46.53

47.32

48.88

56.42

滑雪板阻力

/N

86.66

100.16

102.91

104.38

104.66

104.90

106.16

108.42

119.66

运动员俯仰

力矩/Nm

23.54

27.72

29.30

30.14

30.30

30.40

30.83

31.66

35.72

滑雪板俯仰

力矩/Nm

-112.36

-131.93

-136.64

-139.16

-139.64

-140.01

-141.84

-145.28

-162.16

表4 侧向风工况下力学特性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Lateral Wind Conditions

风速

/（m·s-1）

0

1.5

3

4.5

7.5

10.5

13.5

总升力

/N

297.60

298.15

299.79

302.53

311.29

324.43

341.96

运动员升力

/N

116.40

116.95

118.59

121.33

130.09

143.23

160.76

总阻力

/N

151.04

151.54

153.01

155.48

163.36

175.20

190.98

运动员阻力

/N

46.38

46.88

48.35

50.82

58.70

70.54

86.32

俯仰力矩

/Nm

-109.34

-109.47

-109.86

-110.51

-112.59

-115.70

-119.86

运动员俯仰

力矩/Nm

30.30

30.17

29.78

29.13

27.05

23.94

19.78

偏航力

/N

0.00

1.05

4.22

9.48

26.31

51.58

85.27

运动员偏

航力/N

0.00

0.97

3.89

8.75

24.29

47.61

78.71

偏航力矩

/Nm

0.00

0.25

1.01

2.27

6.32

12.38

20.46

运动员偏航

力矩/Nm

0.00

0.23

0.91

2.05

5.68

11.12

18.36

翻滚力矩

/Nm

0.00

-0.31

-1.25

-2.8

-7.8

-15.23

-25.27

运动员翻滚

力矩/Nm

0.00

-0.26

-1.04

-2.33

-6.49

-12.69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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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不同环境风下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力

学特性随风速变化曲线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受水平方

向环境风的影响，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运动员以及滑

雪板的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数值随着风速增加变化

趋势一致，均呈现近似线性单调减小的关系，仅总升阻比

基本维持不变。在水平顺风情况下，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

矩数值随着风速增加近似线性地单调减小，总升力变化斜

率近似-19.9 N/（m/s），总阻力变化斜率近似-9.05 N/（m/s），

俯仰力矩数值变化斜率近似-6.41 Nm/（m/s），滑雪板升

力变化斜率近似-11.55 N/（m/s），滑雪板阻力变化斜率

近似-6.63 N/（m/s），滑雪板俯仰力矩数值变化斜率近

似-8.79 Nm/（m/s）；在水平逆风情况下，升力、阻力以及俯

仰力矩数值随着风速增加近似线性地单调增加，总升力变化

斜率近似 21.4 N/（m/s），总阻力变化斜率近似 11.6 N/（m/s），

俯仰力矩数值变化斜率近似 8.25 Nm/（m/s），滑雪板升

力变化斜率近似 12.69 N/（m/s），滑雪板阻力变化斜率

近似 7.36 N/（m/s），滑雪板俯仰力矩数值变化斜率近似

9.74 Nm/（m/s）。

竖直方向不同环境风下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的力

学特性随风速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受竖直方

向环境风的影响，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运动员以及滑

雪板的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数值随着风速增加变化

趋势一致，均呈现抛物线式凸曲线形式单调增大的关系，

但总升阻比呈现抛物线式凸曲线形式单调减小的变化趋

势。在竖直向上风情况下，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数值

随着风速增加单调增加，总升阻比单调减小，当风速增大

至 1 m/s 时，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数值等变化可忽略

不计，但当风速增大到 8 m/s 时，总升力增加约 16.2 N，总

阻力增加约 25 N，俯仰力矩数值增加约 17.1 Nm，滑雪板

升力增加约 9.85 N，滑雪板阻力增加约 15 N，滑雪板俯仰

力矩数值增加约 22.5 Nm；在竖直向下风情况下，升力、阻

力以及俯仰力矩数值随着风速增加单调减小，总升阻比

单调增加，当风速增大至 1 m/s 时，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

矩数值等变化可忽略不计，但当风速增大到 8 m/s 时，总

升力减小约 19.7 N，总阻力减小约 31 N，俯仰力矩数值减

小约 20.6 Nm，滑雪板升力减小约 11.6 N，滑雪板阻力减小

约 18 N，滑雪板俯仰力矩数值减小约 27.3 Nm。

侧向不同环境风下多体系统的力学特性随风速变化

曲线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出，受侧向环境风的影响，运动

员/滑雪板多体系统明显产生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

矩，这些力和力矩数值随着风速增加变化趋势一致，均呈

现抛物线式凸曲线形式单调增大的关系。当风速增大至

1.5 m/s 时，偏航力、偏航力矩以及翻滚力矩数值很小，可

忽略不计，但当风速增大到 7.5 m/s 时，偏航力约为 26.3 N，

图5 水平顺/逆风工况下力学特性随风速变化曲线

Figure 5. Variation of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Wind Speed under Horizontal Down/head Win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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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航力矩约为 6.32 Nm，翻滚力矩数值约 7.8 Nm。同时，

侧向环境风也会对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运动员的升

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这些力和力

矩数值随着风速增加变化趋势一致，均呈现抛物线式凸

曲线形式单调增大的关系。当风速增大至 1.5 m/s 时，升

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数值等变化可忽略不计，但当风速

增大到 7.5 m/s 时，总升力增加约 13.7 N，总阻力增加约

12.3 N，俯仰力矩数值增加约 3.25 Nm。

2.2 流场形态

不同环境风下涡流形态和气流速度流线如图 8～10

所示。运动员身后以及滑雪板后面的涡流形态均主要以

回流涡结构形式出现，此结构会加速能量耗散。同时，气

流速度在运动员以及滑雪板上均发生了流动分离。运动

员身后主要产生 2 对涡结构；滑雪板后侧主要有 6 对涡结

构产生。从图 8 中可以看出，随着水平方向风速的变化，

涡流形态变化不明显，但其流线速度值变化非常明显。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随着竖直方向风速的变化，涡流形态

以及流线速度值变化均不太明显。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

随着侧向风速的增大，滑雪板后涡结构尺度相对变化较

小，但运动员后侧的涡流变化明显，向侧向风方向偏移越

来越大。

3 讨论

3.1 研究结果及风况的普适性

Müller 等（1996）以及 Schmolzer 等（2005）统计分析了

世界一流水平跳台滑雪运动员在飞行稳定阶段各姿态参

数的实际测量结果，并给出了这些姿态参数通常的变化

范围，即迎风角 φ在 25°～40°范围内变化，滑雪板与速度

方向夹角 α在 25°～40°范围内变化，滑雪板与身体夹角 θ

在 10°～20°范围内变化，上半身弯曲角度 β在 10°～25°范

围内变化，滑雪板夹角 λ在 20°～40°范围内变化，速度 V

在 25 m/s～32 m/s 范 围 内 变 化 。 同 时 ，根 据 胡 齐 等

（2018a）研究成果，建议优选的滑雪板夹角 λ范围为 24°～

32°。本研究迎风角 φ、滑雪板与速度方向夹角 α、滑雪板

与身体夹角 θ、上半身弯曲角度 β，滑雪板夹角 λ、速度 V

等姿态参数的取值均在上述范围内，研究结果具有较好

的普适性。

水平方向环境风是自然环境中的常见风况，但是只有

垂直方向或只有侧向的环境风实际中并不常见。而与飞

行方向成一定夹角的环境风比较常见，但此风况种类太

多。通过对 3 个方向正交的环境风进行耦合叠加，可以获

得很多种类的与飞行方向成一定夹角的风况，其对应的

结果也可进行耦合叠加。因此，分别研究水平方向环境

风、竖直方向环境风与侧向环境风可能更具有普适性。

3.2 水平方向环境风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水平方向环境风对运动员/滑雪板

多体系统的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产生影响很大，当然

图6 竖直上/下风工况下力学特性随风速变化曲线

Figure 6. Variation of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Wind Speed under Vertical Upper/down Win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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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力学特性结果数值也可能因多体系统空中飞行姿态 的不同而不同，尤其是运动员姿态。

不难发现，不管是水平顺风还是水平逆风，升力、阻

力以及俯仰力矩变化明显，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

很大，非常不利于运动员空中飞行姿态稳定控制，尤其是

俯仰姿态控制，同时会对飞行跳跃距离产生较大的影响

图7 侧向风工况下力学特性随风速变化曲线

Figure 7. Variation of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Wind Speed under Lateral Wind Conditions

图10 侧向风工况下流场形态

Figure 10. Flow Field Form under Lateral Wind Conditions

图9 竖直上/下风工况下流场形态

Figure 9. Flow Field Form under Vertical Upper/down Wind Conditions

图8 水平顺/逆风工况下流场形态

Figure 8. Flow Field Form under Horizontal Down/head Win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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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 et al.，2019；Müller et al.，1996；Seo et al.，2004；Vir‐

mavirta et al.，2012）。值得注意的是，水平逆风主要产生

类似飞行爬升的效果，而水平顺风主要产生类似飞行失

速的效果，同时水平逆风情况下多体系统力学特性数值

结果的增长速度（变化斜率）大于水平顺风情况下多体系

统力学特性数值结果的减小速度（变化斜率的绝对值）。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仅滑雪板升力以及阻力

分别占据总升力以及总阻力的 60% 以上，而且滑雪板俯

仰力矩值是多体系统俯仰力矩值的 1.15 倍以上，在多体

系统俯仰力矩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滑雪板气动

特性在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不仅要

关注运动员身体姿态，而且也要关注滑雪板姿态（胡齐

等，2018a）。

另外，从流场形态结果看出，随着水平方向环境风速

度变化，涡流形态变化不明显，但其流线速度值变化非常

明显，说明在水平方向环境风影响下多体系统的力学特

性变化明显，与之前获取的力学特性数值统计结果变化

趋势相符。

3.3 竖直方向环境风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竖直方向环境风对多体系统的升

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产生影响。在相同的风速下，与水

平方向环境风相比，竖直方向环境风对多体系统气动特性

的影响小很多。同时，这些力学特性结果数值也可能因多

体系统空中飞行姿态的不同而不同，尤其是运动员姿态。

不难发现，在风速较小时（小于 2.5 m/s），升力、阻力

以及俯仰力矩增加缓慢，在风速较大时（大于 4 m/s），升

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开始相对快速增加，对空中飞行气

动特性的影响变大，并对运动员飞行稳定控制产生一定

的影响。进一步发现，竖直向上环境风使得升力、阻力、

俯仰力矩增大，竖直向下风使得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

减小，而且增长幅度以及减少幅度均与风速的平方成近

似线性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竖直向上环境风情况下的

增长幅度明显小于竖直向下风情况下的减少幅度。总升

阻比的变化情况与上述情况恰恰相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竖直向上环境风产生的升

力造成多体系统阻力增加，竖直向上环境风产生的阻力

造成多体系统升力增加；竖直向下环境风产生的升力造

成多体系统阻力减小，竖直向下环境风产生的阻力造成

多体系统升力减小。另外，从流场形态结果看出，随着竖

直方向环境风速度变化，涡流形态以及流线速度值变化

均不明显，说明竖直方向环境风对多体系统气动特性的

影响较小，与之前获取的力学特性数值统计结果相符。

3.4 侧向环境风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侧向环境风对多体系统的升力、阻

力以及俯仰力矩产生影响。在相同的风速下，与竖直方

向环境风相比，侧向环境风对多体系统气动特性的影响

略小一些，但影响情况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受侧向环境风

影响，多体系统会明显产生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

同时，这些力学特性结果数值也可能因多体系统空中飞

行姿态的不同而不同，尤其是运动员姿态。

首先，在风速较小时（小于 3 m/s），偏航力、偏航力矩、

翻滚力矩增加缓慢，在风速较大时（大于 4.5 m/s），偏航

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快速增加，非常不利于空中飞行

稳定控制；进一步发现，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与风

速的平方成近似线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员产生

的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滑雪板的影响较小，应重点关注侧向环境风下运动员姿

态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及稳定性的影响。

其次，在风速较小时（小于 3 m/s），升力、阻力以及俯

仰力矩增加缓慢，在风速较大时（大于 4.5 m/s），升力、阻

力以及俯仰力矩开始快速增加，这对运动员空中飞行稳

定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

升力、总阻力、俯仰力矩的增长幅度与运动员的升力、阻

力以及俯仰力矩的增长幅度几乎一样，这也说明，由于运

动员身体形态类似飞机机翼外形，在侧向环境风下不仅

产生阻力效果（也就是上述的偏航力），而且产生升力效

果，从而使得运动员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发生变化，

进而导致整个多体系统的总升力、总阻力、俯仰力矩的变

化。但是，滑雪板对应的力学特性几乎不产生任何变化。

另外，从流场形态结果看出，随着侧向风速的增大，

滑雪板后涡结构尺度相对变化较小，但运动员后侧的涡

流变化明显，向侧向风方向偏移越来越大，说明运动员受

侧向风的影响较大，其产生的力和力矩变化更为明显。

这也与之前获取的力学特性数值统计结果相符。

4 结论

1）水平方向环境风对跳台滑雪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

影响非常明显，相较而言，竖直方向环境风和侧向环境风

对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小很多，但侧向环境风的影

响情况较为复杂，对运动员/滑雪板多体系统产生较为明

显的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这些影响机理可通过

风洞实验进一步探究验证。

2）不管是水平顺风还是水平逆风，升力、阻力以及俯

仰力矩变化明显，与风速呈现近似线性关系，对空中飞行

气动特性的影响很大，同时水平逆风情况下力学特性数

值结果的增长速度（变化斜率）大于水平顺风情况下力学

特性数值结果的减小速度（变化斜率的绝对值）。

3）在竖直方向风速较小时（小于 2.5 m/s），升力、阻力以

及俯仰力矩增加缓慢，在竖直方向风速较大时（大于 4 m/s），

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开始相对快速增加，对空中飞行

气动特性的影响变大，并对运动员飞行稳定控制产生一

定的影响。同时，竖直向上环境风使得升力、阻力、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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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增大，竖直向下环境风使得升力、阻力以及俯仰力矩

减小，而且竖直向上环境风情况下增长幅度明显小于竖

直向下环境风情况下减少幅度。

4）侧向环境风产生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在

风速较小（小于 3 m/s）时，这些力和力矩很小，在风速较大

（大于 4.5 m/s）时，比较明显且不可忽略，但运动员产生的

偏航力、偏航力矩、翻滚力矩占据主导地位，滑雪板的影

响很小。同时，侧向环境风对运动员的升力、阻力以及俯

仰力矩产生影响。在风速较小（小于 3 m/s）时，影响很小，

在风速较大（大于 4.5 m/s）时，影响比较明显且不可忽略，

但对滑雪板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

5）环境风对跳台滑雪空中飞行气动特性的影响机理

能够为比赛临场预判与决策提供有效的辅助支持，也为

运动员空中飞行稳定性控制与技术训练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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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Wind 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Flight in Ski

Jumping

HU Qi1，LIU Yu2*

1. Chin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Beijing 100061, China;

2. Dean of School of Kinesi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wind 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flight in ski jumping. Methods：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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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wind, and the effects of horizontal wind, vertical wind and lateral wind 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were investigated as well. The athlete and skis were regarded as a multi-body system, and partially averaged Navier-
Stokes (PANS) turbulence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based on a general flight attitude,
and then the forces, torques and flow field form data were obtained. The horizontal wind speed includes -4 m/s, -2.5 m/s, -1 m/s,
0 m/s, 1 m/s, 2.5 m/s and 4 m/s, the vertical wind speed includes -8 m/s, -4 m/s, -2.5 m/s, -1 m/s, 0 m/s, 1 m/s, 2.5 m/s, 4 m/s and
8 m/s, and the lateral wind speed involved includes 1.5 m/, 3.0 m/s, 4.5 m/s, 7.5 m/s, 10.5 m/s and 13.5 m/s. Results：1) The lift,
drag and pitch torque of the multi-body system under horizontal wind wer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rrelations of lift, drag
and pitch torque with wind speed were approximately linear. At the same time, the growth rate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under
horizontal upwin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under horizontal downwind. 2) When vertical wind speed was less
than 2.5 m/s, the lift, drag and pitch torque increase slowly, but when vertical wind speed was greater than 4m/s, they began to
increase relatively rapidly. In addition, vertical upward wind caused the lift, drag and pitch torque to increase, and vertical downward
wind caused them to decrease. Moreover, increase rate was obviously smaller than decrease rate. 3) Lateral wind produced yaw
force, yaw torque and rolling torque, and had an impact on the lift, drag and pitch torque of the athletes. When the wind speed was
less than 3 m/s, these forces and torques were very small, and when the wind speed was larger than 4.5 m/s, they were more obvious.
Conclusion：1) The influence of horizontal wind 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flight in ski jumping is very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vertical wind and lateral wind have much less influence, but the influence of lateral wind is more complicated, which
causes yaw force, yaw torque and rolling torque obviously to the multi-body system. 2)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ind 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flight in ski jumping can provide effective auxiliary support for on-the-spot predi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and also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flight stability control and technical training for athletes.
Keywords: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light phase in ski-jumping; win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flight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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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program was conducted in the high intensity training group. After training, the blood pressure, expression of endothelin-1,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were measured. Results：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igh-intensity training group, th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ressure training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low-intensity training group,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ressure
training group (P ＜ 0.05). 2)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endothelin-1 in the blood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ressure training group (P ＜ 0.05),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3)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in the myocardium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ressure training group (P ＜ 0.05); 4) in the pressure
training group, the systolic pressu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ndothelin-1 (P ＜ 0.05);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P ＜

0.05). Conclusinon：1) the effect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 combined with low 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on blood pressur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high-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2) blood flow restriction combined with low 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can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in blood an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in heart muscle, which result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dothelial cells function and blood pressure.
Keywords: blood flow restriction combined with low load training; blood pressure reduction; endothelin-1;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nitric oxide synthet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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