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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洞试验的奥运会RS：X级帆板摇帆推进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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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帆翼摇帆因素（风速、攻角、频率和幅度）对帆翼气动特性和推进特性的影响。方法：通过低湍流度

风洞和改装扑翼测控系统开展 RS：X 帆翼模型风洞试验，模拟实际比赛中帆翼在迎风航段滑行和以不同频率、幅度

围绕前进方向正弦摇帆的情况。结果：在滑行状态下，帆翼气动力随攻角和风速增加而增大，风速在 5 m/s和 6 m/s时

帆翼的升力系数接近，但风速为 6 m/s时的阻力系数明显小于 5 m/s时。在摇帆状态下，帆翼气动力特征符合周期性

变化；升力随摇帆频率的升高而增大，阻力随摇帆频率升高呈小幅减小。航向角 35°航行时，推力系数未随攻角增加

明显增大，但存在相位差，瞬时能耗系数明显增大；增加摇帆频率或幅度可以提升帆翼推力特性，同时，瞬时能耗成倍

增加，但摇帆频率的增加比幅度的增加所需能耗更高。结论：帆翼摇帆比滑行能更有效地改善帆翼的气动力；风速是

影响滑行与摇帆状态下帆翼气动特性和推进特性的主要因素；运动员根据比赛中的风力调整攻角是保证帆翼可操纵

性的基础；增加摇帆频率可提升帆翼推进特性，但瞬时能耗较大，需要运动员具备较强的身体素质和控帆能力。总

之，摇帆频率和幅度的配合是帆翼高效能推进的保障。

关键词：运动帆翼；风洞试验；风速；攻角；频率；幅度；气动力

中图分类号：G861.7 文献标识码：A

帆翼是无机械动力帆板的主要动力源，其空气动力性

能好坏直接影响帆翼的推进效能，进而影响帆板的航行

速度与操纵性能（贺阳映 等，2021；雷晓珊 等，2019a）。

Neil Pryde RS：X 级别帆板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

赛中帆船重要比赛项目之一。在科技助力奥运的背景

下，帆船帆板器材流体动力性能的系列研究促进了该项

目运动成绩的提高（蔺世杰 等，2017；张志勇 等，2021；郑

伟涛 等，2008），为中国帆船帆板项目奥运会首枚金牌

（2008 年奥运会金牌）的突破提供了科学指导（殷剑，

2012）。帆板帆翼气动特性的基础研究可为进一步改良

运动员训练强度、强化摇帆技术、优化比赛战术等提供思

路（雷晓珊 等，2019b；Ma et al.，2016），综合提高运动员

摇帆控板的竞技能力。

关于运动帆翼空气动力性能的研究主要有试验研究、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 3 种。其中，试验研究是气动机理分

析、运动客观规律总结与数值验证的重要手段。由于条

件和测量设备有限，风洞试验最初研究均匀来流时风速

和攻角对帆翼截面、帆翼模型气动性能的影响（Flay，

1996；Wilkinson，1989）。“美洲杯”帆船赛的不断发展促

进了运动帆翼系列试验的开展（Lasher et al.，2005；Viola

et al.，2009，2010，2011；Yoo et al.，2006）。运动帆船帆

翼模型试验主要围绕帆翼间距、拱度、风向角、攻角、扣

角、展弦比等参数对帆翼空气动力性能影响进行研究（马

勇 等，2016；Masuyama et al.，2020）。同时，随着试验方

法与试验条件的不断进步，试验也从模型试验向实船试

验发展。研究者逐步开始考虑船索具系统、帆翼加强筋

和帆翼卷曲对帆翼气动性能的影响，通过压力传感器研

究航行状态的帆船帆翼空气动力性能（Durand et al.，

2014；Masuyama，2014；Motta et al.，2014）。但是，以上

帆翼风洞研究是基于固定帆翼状态开展的。

自从国际帆联取消了对帆板摇帆的限制，摇帆已经成

为运动员提升帆翼推进性能，从而提高帆板航行速度的

关键手段。摇帆效率是决定比赛成绩的重要因素，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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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是帆翼空气动力研究的重要方法。从帆翼摇帆的

实际运动情况出发，考虑到帆翼摇帆与飞鸟扑翼在运动

形式和结构特性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王树杰等

（2007，2009）将帆翼简化为刚性平面帆翼，利用数值模拟

的方法研究摇帆，并与飞鸟扑翼升阻力系数进行了对比

分析。何海峰（2012）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CFD）方法研究了小风天气时迎风航段的

小幅高频摇帆运动，结果发现，摇帆幅度较小时，只提高

频率，帆翼的升阻比变化不明显。目前，有关运动帆翼

（包括 RS：X 级别帆板帆翼）的摇帆研究多是基于数值模

拟方法，而且只考虑了部分参数对于帆翼动力性能的影

响，鲜见摇帆试验研究的报道。试验研究是更加贴近摇

帆实际的研究手段，帆翼试验的研究结果能够对运动员

摇帆控船提供更直接的指导。

本研究基于西北工业大学低湍流度风洞和改装成熟

的扑翼测控系统开展帆板帆翼摇帆试验研究。试验模拟

了实际比赛中帆翼在迎风航段滑行以及不同频率、不同

幅度正弦摇帆的帆翼运动，得到了摇帆角度、升力、推力

等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探讨了帆翼摇帆参数对帆翼推进

性能的影响，并对不同航行状态下运动员的摇帆策略进

行了讨论。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试验模型

帆翼模型是基于 Neil Pryde RS：X 女子奥运会比赛帆

翼逆向工程建模，忽略绳索和横杆，将帆骨和帆面合为整

体。根据风洞三元试验段面的尺寸，综合阻塞率等因素，

确定帆翼试验模型缩尺比为 1∶15，利用 Raise3D Pro 打印

机打印而成（图 1）。帆翼模型材料为聚乳酸（polylactic

acid，PLA）工程塑料，具有较好的强度和延展性，保证帆

翼受风以及摇动时不发生形变，可满足刚性帆翼的风洞

试验需求。

1.2 试验风洞

帆翼摇帆试验在西北工业大学低湍流度风洞中开展。

如图 2 所示，该风洞为直流吸式闭口风洞，试验段由二元

试验段和三元试验段串列组成，风洞湍流度可控制在

0.02%，流场品质符合国家军用标准 GJB1179—91 要求，满

足帆板运动环境的湍流度需求，风速范围可涵盖帆翼的

实际速度。三元试验段的空间相对宽敞，开展帆翼模型

试验阻塞效应和洞壁干扰较小，可有效地开展帆翼模型

摇帆试验。

1.3 测控系统

试验测控采用西北工业大学扑翼飞行器专用高精度

动态风洞试验测控系统（付鹏，2017），该系统包含测力天

平、实时采集系统和摇动机构。测力天平用于摇帆试验

中帆翼气动力的测量，是帆翼摇帆试验中关键的测量设

备。帆翼模型在试验风速下的气动力绝对值不大且出现

周期性变化，为了精准测量摇帆时帆翼气动力变化，综合

摇动频率避免天平发生共振，要求天平具有较高的分辨

率、良好的动态响应和较高的固有频率。本试验选用 ATI

nano17 系列六分量天平，分辨率达 1/80 N 和 1/16 Nmm。

实时采集系统通过伺服电机控制摇动机构配合采集

卡实现。其中，伺服电机闭环控制摇动频率可实现 0.1 Hz

的频率精度，数据采集卡具备 1 000 Hz 连续采样能力，能

实时采集瞬时角位移、电机功耗数据以及时变的六分量

天平数据，从而对动态气动力、摇帆角度、摇帆输入功率

等数据进行实时同步测量。

课题组通过对国家帆板队员训练和比赛调研，确定运

动员的摇帆运动是基于万向节围绕前进方向正弦往复摇

动，运动员通过控制帆翼横杆实现，本试验通过摇动机构

实现帆翼模型接近正余弦的往复运动。摇动机构基于四

连杆原理设置可真实反映帆翼摇帆的运动方程，通过伺

服电机链接输出盘、连杆传动至摇杆进行摇帆运动，实现

帆翼往复摇动，符合运动帆翼摇帆时的运动方程（图 3）。

其中，摇臂上贴有力矩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配合伺服电

机控制实现高精度与快响应的功能，可精确控制摇帆频

率和幅度。

图 1 帆翼试验模型与风洞初始状态

Figure 1. Sail Wing Model and Initial State of Wind Tunnel

图 2 西北工业大学低湍流度风洞

Figure 2. Low turbulence wind tunnel at N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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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试验内容

试验内容包括帆翼不摇动时静态试验即帆板帆翼滑

行状态和不同摇帆参数（风速、攻角、幅度、频率）的摇帆

试验，具体试验内容如表 1 所示。

1.5 数据处理

1）剔除干扰项和坐标转换。在试验所测量的数据

中，剔除机构、支架、帆翼重力干扰项，同时剔除由于帆翼

自重带来的惯性项，并将帆翼气动力由天平坐标系转换

为大地坐标系，便于系列风洞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2）低通滤波处理。动态试验过程中，由于机械振动

和环境中的电磁干扰，所采集数据中掺杂了多种高频电

磁信号，通过 Mathematica 低通滤波处理，摇帆频率为

0.6 Hz、1.0 Hz 和 1.5 Hz，选择 2 倍的摇帆频率为截止频率

进行滤波（付鹏，2017），截止频率分别为 1.2 Hz、2.0 Hz 和

3.0 Hz，高于该频率的数据视为电信号干扰数据，低于该

频率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3）数据采集时，由于控制机构启动和关闭时电流干

扰较为严重。因此，在所采集的数据中，剔除了开关启动

和关闭时前后 50 ms 的数据。

4）考虑到模型试验时帆翼周围流场速度和压力绝对

值不大，综合双帆翼试验时帆翼气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

非常小，且双帆翼试验可以减小随机试验误差和测试系

统误差。所以，在摇帆机构和天平力矩限制的情况下，开

展了双帆翼摇帆的气动力数据采集，并将所采集的数据

进行取半处理，即单独帆翼摇帆的气动力。

1.6 推进性能的评价方法

帆翼产生的升力、阻力是帆翼气动力的基本参数，帆翼

气动力在帆板前进方向分解出的推进力是评价帆翼推进特

性的重要指标。帆翼瞬时气动力参数无因次化表达如下：

阻力系数：CD =
D

1
2
ρUr

2 S
（1）

升力系数：CL =
L

1
2
ρUr

2 S
（2）

推力系数：CT =
T

1
2
ρUr

2 S
（3）

偏航力系数：CY =
Y

1
2
ρUr

2 S
（4）

其中 Ur 为试验风速，ρ为空气密度，D、L 分别为帆翼

来流方向和垂直来流方向的气动力，即阻力和升力，S 为

帆翼的湿面积，T、Y 分别为航向上分解的推进力和偏航

力，航向角 θ、推力系数 CT、偏航力系数 CY 与升力系数 CL、

阻力系数 CD 的关系如下：

CT = CL sinθ - CD cosθ （5）

CY = CL cosθ + CD sinθ （6）

实际比赛中，优秀运动员在迎风航段以航向角 35°航

行。运动员通过摇帆运动提升帆翼推进性能，其摇帆做

功与摇动的频率、幅度以及帆翼的气动力有关。在摇帆

过程中，运动员操控帆翼围绕定轴转动，摇帆做功部分转

化为帆板前进的动能。因此，在迎风航段运动员控制帆

翼围绕前进方向正弦摇动过程中，摇帆瞬时能耗可表示

为（汪超，2017）：

P ( t ) = -M ( t )·ω ( t ) （7）

其中 M ( t ) 是帆翼围绕转动中心的气动力矩，ω是摇

帆转动的角速度，摇帆的瞬时能耗系数可定义为：

CP =
P ( t )

1
2
ρUr

3 S
（8）

2 结果

2.1 滑行时帆翼气动力特性

帆翼滑行状态是运动员控制帆翼，保持一定攻角不摇

动的航行状态，帆翼气动力主要受风速与攻角变化的影

图 3 风洞试验帆翼摇帆机构

Figure 3. Pumping Mechanism in Wind Tunnel

表1 试验内容

Table 1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变量

风速/（m·s-1）

攻角/（°）

幅度/（°）

频率/Hz

状态值

5，6，7

0，10，15，20

23.8，27.1

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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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帆板比赛过程中，由于运动员的体能有限且不断

被消耗，当风速过大时，运动员通过腰钩链接帆板，并通

过双臂控制帆杆，使帆翼处于固定迎风状态。通过风速

与攻角的变化，分析帆翼气动特性的变化情况，也为判断

帆翼摇帆是否改善气动力提供参考。

图 4 为帆翼滑行状态下，帆翼升力和阻力以及相应系

数随攻角变化的曲线。结果显示，升力、阻力随攻角变化

规律较为一致，均随着攻角的增加而增大，但增大幅度略

有差异。当攻角为 0°时，帆翼升力几乎为零，但阻力明显

存在，这是由帆翼的拱度所致。随着攻角的增加，帆翼受

风面积不断增加，导致阻力不断增大，正因为帆翼的受风

面积增加，使得帆翼的升力特性表现明显，帆翼升力增大

幅度明显大于阻力的增大幅度。结果说明，帆板帆翼迎

风时可以依靠帆翼的升力驱动实现较好地滑行，但帆翼

升力并非一直随着攻角增加而增大，帆翼具有失速角（贺

阳映 等，2021）。

如图 4（a）和 4（c）所示，升力、阻力随着攻角和风速的

增加而增大，在攻角 20°时，风速 7 m/s 的升力、阻力是 5 m/s

时的两倍多。在攻角接近 0°时，不同速度气动力差异不

大，且绝对值较小。在帆板实际运动中，运动员控制帆翼

的难度主要受风力影响，运动员可根据比赛的风力控制

帆翼攻角来保持帆翼的可操纵性。

如图 4（b）和 4（d）所示，5 m/s 和 6 m/s 风速下的帆翼

升力特性在试验攻角内几乎一致，且多个攻角下风速

6 m/s 帆翼受风阻碍效果最小，这样可以确定帆翼试验模

型在风速 6 m/s 时的气动力特性明显优于 5 m/s 时。当风

速 7 m/s、攻角 20°时，其升力系数相比速度 5 m/s 和 6 m/s

状态由 0.35 提升至 0.40，阻力系数由 0.20 提升至 0.25。可

见，速度可以改善帆翼气动力特性，但不一定改善帆翼推

进特性。

2.2 摇帆时帆翼气动力周期性特点

为科学化反馈运动员围绕前进方向正弦往复摇帆的

气动力特征，分析了不同风速（5 m/s、6 m/s、7 m/s）、攻角

为 0°、摇帆幅度为 23.8°、频率为 0.6 Hz 时，摇帆试验中

2.5 s 的风洞试验数据。图 5（a）和图 5（c）的左侧 y 轴为气

动力，右侧 y 轴为摇帆瞬时角度，升力、阻力与摇帆角度相

互对应，在摇帆周期内呈现正余弦规律性变化，升力、阻

力与摇动角度存在大约 1/4 的周期相位差。当摇帆角度

处于峰值时，帆翼的升力和阻力处于平均值左右，当摇帆

角度为 0°时，升力和阻力分别达到极值。升力、阻力与瞬

时摇帆角度的关系如图 5（b）和 5（d）所示，在 2.5 s（1.5 个

周期）时间内，摇帆角度从-23.8°至 23.8°时，不同风速下帆

翼的升力相近，阻力有明显差异。在周期性的摇帆过程

中，不同速度的帆翼升力和阻力随瞬时摇帆角度呈近正

余弦周期性的规律变化。摇帆时帆翼气动特性和推进特

图 4 帆翼滑行状态时风洞试验数据

Figure 4. Wind Tunnel Test Data of Sail Wing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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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利用周期性瞬时结果和周期历程数据平均结果，分

析帆翼气动特性与风速、攻角、摇帆幅度和频率的关系。

2.3 不同风速、攻角、频率和幅度时帆翼的气动特性

利用控制变量法开展不同外界环境（风速、攻角）和

摇帆参数（频率、幅度）对帆翼气动特性的试验研究，提取

试验中 1.5 个摇帆周期的风洞测试数据，分析摇帆过程中

帆翼升力、阻力的绝对值、周期均值和气动力系数的变化

规律。风速对摇帆时帆翼的气动特性影响如图 6 所示，在

攻角 0°、频率 0.6 Hz 和幅度 23.8°摇帆时，随着风速增加，

升力、阻力绝对值逐步增大，升力系数呈现相反趋势。帆

翼周期平均阻力随风速增加而增大，平均升力在风速

6 m/s 时最小。

图 5 摇帆状态时帆翼气动力周期性数据

Figure 5. Periodic Data of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Pumping Wing

图 6 摇帆时风速对帆翼气动力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6. The Influence of Wind Speed on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Pumpi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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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角对摇帆过程中帆翼气动特性影响的结果如图 7

所示，在风速 5 m/s、频率 1.0 Hz 和幅度 23.8°的状态下，攻

角从 0°增加至 20°，帆翼升力、阻力绝对值及系数符合周

期规律性变化。升力、阻力绝对值及周期均值随着攻角

增加而增大，阻力幅值随着攻角增加明显变大，升力幅值

无明显变化。不同攻角时升、阻力极值存在一定相位差。

摇帆频率对帆翼气动特性影响结果如图 8 所示，在

1.5 个周期时间历程风洞数据中，帆翼升力表现出完整的

周期性规律，阻力在摇帆频率 0.6 Hz 和 1.0 Hz 时符合周期

性变化，摇帆频率 1.5 Hz 在 0.7 T 时阻力趋势发生改变。

帆翼升力和阻力瞬时结果随频率增加而增大，帆翼升力

周期均值随频率增加而增大，而阻力周期均值却相反。

帆翼气动力受幅度影响的结果如图 9 所示，在风速

5 m/s、攻角 0°、频率 1.0 Hz 状态下，摇动机构可以满足试

验需求，由于幅度相差不大，升力和阻力随幅度变化的宏

观规律和趋势一致。幅度 27.1°相比幅度 23.8°，帆翼升力

图 8 摇帆频率对帆翼气动力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8. The Influence of Frequency on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Pumping Wing

图 7 摇帆时攻角对帆翼气动力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7. The Influence of Attack Angle on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Pumpi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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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阻力没有明显增加。

2.4 不同风速、攻角、频率和幅度时帆翼的推进特性

在迎流风速 5 m/s、6 m/s、7 m/s 及迎风攻角 0°时，帆翼

以频率 0.60 Hz、幅度 23.8°摇帆，1.5 个周期内的帆翼推力

系数、偏航力系数以及能耗系数变化如图 10 所示。其中，

风速 7 m/s 时推力系数负值部分相比其他风速少，偏航力

系数较小，瞬时能耗系数相对较小；而风速 5 m/s 时，帆翼

推力系数负值部分最多，能耗系数也较风速 6 m/s 和 7 m/s

时大。

攻角对帆翼推进特性的影响结果如图 11 所示，在风

速 5 m/s、频率 1.0 Hz 和幅度 23.8°的试验状态下，攻角从

0°增加至 20°，帆翼推力未随攻角增加而增大，不同攻角

使帆翼推力系数具有一定相位差；偏航力系数随攻角增

加而增大，能耗系数也因攻角不同存在明显差异。

摇帆频率对帆翼推进特性影响结果如图 12 所示，在

1.5 个周期时间历程风洞数据中，帆翼推力、偏航力以及能

耗系数均表现规则周期性变化，频率从 0.6 Hz 增加至

1.5 Hz，帆翼推力系数、偏航力系数以及能耗系数均增大，

其中增大幅度存在差异；当频率为 1.5 Hz 时，瞬时能耗成

倍增加。在幅度为 27.1°和 23.8°，帆翼攻角 0°，风速 5 m/s，

频率 1.0 Hz 摇帆时，1.5 个周期摇帆推力系数、偏航力系数

和瞬时能耗系数如图 13 所示，可明显发现随着幅度的增

加，帆翼推进特性有明显的改善。

3 分析与讨论

3.1 风速、攻角、频率和幅度对帆翼气动特性的影响

与帆翼滑行状态相比，不同频率和幅度的摇帆能有效

提升帆翼的气动力。在摇帆试验过程中，帆翼的升力和

阻力瞬时数据都随着风速增加而增大，帆翼气动特性呈

图 9 摇帆幅度对帆翼气动力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9. The Influence of Amplitude on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Pumping Wing

图 10 速度对帆翼摇帆推进性能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10. The Influence of Speed on the Propulsion Performance of the Pumpi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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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非对称性周期分布，帆翼气动力在帆翼拱度的影响下

发生一定的偏移。分析风速对摇帆气动力影响的结果，

其中 0.8 T 时刻左右，帆翼的升力、阻力处于最大，而升力

系数并未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大，风速 5 m/s 和 6 m/s 时升力

系数较为接近，7 m/s 时升力系数降低。可见，帆翼气动力

虽然随速度增加而增大，但气动特性并未随速度增加而

改善，帆翼气动力周期的均值结果也说明，阻力随着风速

的增加而增大。帆翼在 0°攻角、频率 0.6 Hz、幅度 23.8°的

试验状态时，速度 5 m/s 的升力不算最佳，但阻力最小，帆

翼容易被操纵。

攻角变化没有影响摇帆时帆翼气动力的周期规律，帆

翼升力接近正余弦趋势，阻力随攻角的增加周期性明显，

升力、阻力均随着攻角的增加而变大，结合气动力周期均

值分析发现，随着攻角的增加升力和阻力均增大，与滑行

状态的风洞数据变化趋势吻合。

摇帆频率在 0.6 Hz 和 1.0 Hz 时，帆翼气动力在 1.5 个

周期内的风洞数据符合周期性规律 ，而摇帆频率在

1.5 Hz，帆翼阻力在 0.7 T 时趋势发生改变。这种变化可

能是由于摇帆频率增加，试验装置在摇帆方向发生瞬时

抖动引起的。基于摇帆频率对帆翼 1.5 个周期内的气动

力均值结果分析发现，升力均值随着摇帆频率的升高而

增加；阻力均值随着摇帆频率升高而减小，但减小幅度不

大。因此，在摇帆运动过程中，较高频率的摇帆具有提升

帆翼升力和降低阻力的作用，能明显提升帆翼气动力。

分析摇帆幅度对帆翼气动力结果的影响发现，摇帆幅度

增加提升帆翼气动力，幅度 27.1°时，帆翼的升力整体大于

图 13 幅度对帆翼摇帆推进性能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13. The Influence of Amplitude on the Propulsion Performance of the Pumping Wing

图 12 频率对帆翼摇帆推进性能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12. The Influence of Frequency on the Propulsion Performance of the Pumping Wing

图 11 攻角对帆翼摇帆推进性能影响的风洞数据

Figure 11. The Influence of Attack Angle on the Propulsion Performance of the Pumpi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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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 23.8°时，而阻力并没有因为幅度的增加而明显增加，

由于帆翼迎流受风面积没有明显增加所致。

3.2 风速、攻角、频率和幅度对帆翼推进特性的影响

实际比赛中优秀运动员在迎风航段保持航向角 35°航

行，在帆板航行过程中，需要根据风速变化进行帆翼操纵

和攻角调整，综合风速和攻角是影响帆翼气动力的主要

因素，分析风速和攻角对帆翼推进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并非风速越大推进特性越好。所以，运动员面对不同

风速时，首先选择合适的攻角，保证帆翼的可操作性，根

据体能状况保持一定频率和幅度的摇帆，发挥帆翼气动

力，推动帆板按照运动员意图方向航行。虽然帆翼气动

力随着攻角的增加而增大，但推进特性并没有随攻角的

增加而改善，同时，瞬时能耗随着攻角增加而明显提升。

可见，攻角的选择还需要综合运动员力量来考虑。运动

员增加摇帆频率可明显提升帆翼推力特性，瞬时能耗会

成倍增加，高频率摇帆对运动员体能提出较大的考验。

幅度对帆翼推进特性影响的结果说明，运动员增加摇帆

幅度可以在一定程度提升帆翼推进特性，瞬时能耗也会

提高，但比摇帆频率对能耗需求小。

帆板比赛中要经历多轮次迎风、横风等航段航行，运

动员在整场比赛中通过控制帆翼攻角与自然风相结合，

发挥帆翼气动力推动帆板前进。在风速欠佳、避让障碍、

追赶对手以及体能充沛时，通过不断摇帆提升帆板前进

的航速。因此，摇帆推进特性的明确对运动员操纵帆翼

至关重要。综合帆翼滑行状态和摇帆状态的结果分析，

不同程度摇帆比帆板滑行状态更能有效改善帆翼气动

力；当风速不大时，运动员首先需要调整攻角，使得帆翼

气动力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攻角增加而逐步加大，保障摇

帆进一步可提高帆翼整体气动力和推进特性的动力基

础。综合分析摇帆频率和幅度对帆翼推进特性的结果，

发现提升频率和幅度可有效提升帆翼推力，运动员在追

赶对手时，需要保证帆板较大的推进力，尽可能提升摇帆

频率和幅度来获取较快的前进航速；在运动员体能欠佳

时，需要针对频率和幅度折中选择，运动员应该首要保证

摇帆幅度，适当地降低摇帆频率。针对摇帆频率和幅度

变化对于能耗需求的结果可见，降低频率可以较大程度

的节约摇帆能耗，使运动员保持体能。所以，风速是影响

帆翼气动特性和推进特性的主要因素，攻角调整是保证

帆翼可操纵性的基础，摇帆频率和幅度的配合是帆翼高

效能推进的保障。因此，合理摇帆与运动员体能良好配

合对比赛成绩保证和提高较为重要。

4 结论

无论帆翼是在滑行状态还是摇动状态下，风速是影响

RS：X 帆翼气动特性和推进特性的主要因素，帆翼摇帆比

滑行状态可有效改善帆翼气动力。运动员根据比赛的风

力调整攻角是保证帆翼操纵性的基础，一定范围的增加

攻角可以提升帆翼的气动力。运动员较高频率摇帆具有

提升帆翼升力和降低阻力的作用，进而明显的提升帆翼

推进特性。但是，较高频率摇帆对运动员的体能要求较

高，需要运动员具备较强的身体素质和控帆能力才有可

能保证较好的帆翼推进效果。所以，摇帆频率和幅度的

配合是帆翼高效能推进的保障。风速、攻角、频率、幅度

对帆翼摇帆气动特性和推进特性的影响机理分析能够为

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操纵帆翼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为

科学化提高运动员摇帆推进性能和帆板操控竞技能力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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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Propuls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il Pryde RS：X Pumping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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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pumping factors on the aerodynamic and propul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il wing.
Methods: The experiment of RS: X wing model was conducted in the low turbulence wind tunnel and the system of modified
flapping. Results: While planning,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sail wing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ttack angle and wind
speed. The lift coefficient of the sail wing was similar when the wind speed was 5 m/s and 6 m/s, but the drag coefficient was lower
when the wind speed was 6 m/s than 5 m/s. While pumping,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sail wing changed periodically, the lift force
increased and the drag force decreased slightly when the pumping frequency increased. As the course angle was 35° , the thrust
coefficient had no increase when attack angle increased, but a phase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the coefficient of instantaneous energy
consumption cost increased obviously. The propulsion of the sail wing could be improved by increasing pumping frequency or
amplitude. Meanwhile, the instantaneous energy consumption cost was doubled, but more energy consumption was needed when the
pumping frequency was increased than that of pumping amplitude. Conclusions: The pumping could improve the aerodynamic force
of the sail wing more effectively than planning, wind speed wa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rodynamic and
propulsion. Adjusting the attack angle according to the wind-force during competition was the foundation to ensure the
maneuverability of the sail wing.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pumping could improve the propulsion of the sail, but the
instantaneous energy consumption cost was large, which required the athletes high levels of both physical fitness and ability of sail
maneuverability. Briefly, coordination of the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of the pumping guaranteed the high efficency propulsion of
the sail wing.
Keywords: sail wing; wind tunnel experiment; wind speed; attack angle; frequency; amplitude; aerodynamic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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