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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径向基函数插值和超限插值的结构网格运动方法(RBF_TFI)中变形一致性问题引起的空间网格棱线扭曲和网格

单元交叉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并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一种改进的RBF_TFI结构网格运动方`法. 首先基于HIRENASD机翼模型计
算网格绕y轴旋转30°的算例, 从变形网格质量、棱线交叉点位移误差与空间棱线扭曲等方面分析了不同基点选择方案中变形
一致性问题产生的原因; 然后将与物面相连的空间棱线定义为边界棱线, 并采用三次样条插值的方式更新边界棱线上网格点
的坐标. 使用HIRENASD算例对文中方法的效果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消除变形一致性问题引起的棱线扭曲现
象, 有效地避免变形网格出现交叉和产生负体积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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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ep analysis was implemented on the distortion of space grid edge as well as the crossover of grid
cells induced by deformation consistency problem in the structured grid motion method based on radial basis
functions and transfinite interpolation (RBF_TFI). Then an improved RBF_TFI method for structured grid motion
was presented in accordance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Firstly, the reason of deformation consistency problem in different center selection schemes was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deformed grid quality, displacement errors at
edge-intersection points and space grid edge distortion through the case that the HIRENASD wing model has a
30-degree rotation around the y axis. Secondly, the space grid edges connected to the solid surface are defined as
boundary edges and a cubic spline interpolation is adopted to update the coordinates of the grid points on these
edges. Finally, the HIRENASD example was used once again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the improved RBF_TFI
method. The results of grid deformation show that the improved RBF_TFI method can remove the distortion of
space grid edges caused by deformation consistency problem and avoid generating deformed grid cells with
crossover and negativ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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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动弹性耦合计算、非定常流动数值模拟与

用不同的坐标更新方法导致的变形不一致引起的

气动外形优化设计中, 需要利用动态网格生成技

网格交错破坏, 故将之称为变形一致性问题. 目前

术获取外形变化后的流场计算网格, 用于变形后

尚未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

外形绕流流场特征的模拟 [1-3]. 动态网格生成技术

将通过具体的算例对变形一致性问题的现象、原因

主要有网格重构与网格变形 2 种方法 , 其中网格

进行详细的分析, 然后提出一种解决该问题的改

重构通过算法重新生成变形外形下的计算网格,

进 RBF_TFI 方法, 并算例分析改进前后 RBF_TFI

具有网格质量高的优点, 但生成算法复杂、计算量

方法在变形网格质量方面的差异.

[4]

大且对复杂外形的鲁棒性较差; 网格变形方法通
过网格点的运动实现流场计算网格的更新, 算法

1

RBF_TFI 方法

简单且适用于复杂外形下的变形网格生成, 但网格
质量在变形过程中会随着物面变形的增大而降低.

RBF_TFI 通过 RBF 插值对网格块的棱线进行

相比于网格重构方法, 网格变形不改变原始

更新, 然后利用超限插值 TFI 生成变形后的面、体

网格点之间的拓扑连接关系, 从而不会引入新的

网格, 从而实现网格点的运动与更新, 是一种面向

离散计算误差, 能够更加精细地分辨出结构外形

多块结构网格的高效高质量网格变形方法.

变化对气动特性的影响, 因此在工程设计问题中

RBF_TFI 方法中采用的 RBF 插值可以表示为

[5]

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 而网格变形方法的首要问

N

题是解决变形后网格质量的快速降低, 在网格质

d  x     i  x  xi

量、变形效率与算法可编程性之间寻求最优的平衡,

其中, d 为网格点的位移, x 为网格点的坐标矢量, N

以较小的编程代价与计算成本获取更好的变形网

为插值基点的数量, αi(i=1,…,N)为插值系数, φ 为

[6]

格质量 .

i 1



(1)

基函数, ||xxi||为两点之间的距离, 表示为

对于不同类型的流场计算网格, 存在不同的
网格变形方法 [4,7]. 例如, 针对多块结构网格, 超
限插值(transfinite interpolation, TFI)是目前使用最

x  xi =

 x  xi 2   y  yi 2   z  zi 2

.

已知 N 个插值基点位置 xi(i=1,…, N)的位移 di,

多的方法 , 它不仅具有良好的变形网格质量, 还

利用式(1)可以构建关于 N 个插值系数 αi 的线性方

拥有出色的网格生成效率, 被广泛应用于动气动

程组, 求解方程组得到插值系数 αi, 便可利用式(1)

[8]

弹性计算

[9-10]

与气动外形优化

[11]

. 为了提高 TFI 方

法的网格变形能力, 研究者将 TFI 方法与其他方法

插值得到任意位置 x 的位移 d(x).
图 1 为 RBF_TFI 方法采用的网格更新流程.

结合, 形成更加鲁棒高效的复合型动态网格变形
方法, 如带旋转修正的弹簧-TFI 混合方法 [12]、基于
径向基函数(radial basis functions, RBF)插值和 TFI
的结构网格运动方法 RBF_TFI[13].
RBF_TFI 方法凭借优异的性能在很多程序和
算例中得到了应用 [14-15]. 本课题组也对 RBF_TFI
方法进行了适当改进, 并将之应用于风洞模型静
气动弹性变形的影响与修正 [16]. 但在最近的工作
中发现: 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如边界层网格
第一层高度十分小时, RBF_TFI 容易引起边界层区
域网格棱线的扭曲现象, 并造成物面附近网格的
交叉破坏问题, 从而导致流场计算无法继续进行.
基于不同算例对该网格破坏现象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 本文认为是物面网格点与空间网格点采

图1

RBF_TFI 网格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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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以原始网格作为输入, 一方面提取网格

HIRENASD 模型为运输机常用的大展弦比后

窗口, 另一方面构建物面变形传递的插值矩阵. 然

掠机翼 [17-18], 机翼前缘后掠角为 34°, 机翼模型半

后将网格窗口中的棱线分为物面棱线与空间棱线

展长为 1.285 7 m, 平均气动弦长为 0.344 5 m.

2 类. 针对物面网格棱线, 直接利用物面位移进行

HIRENASD 机翼流场计算网格是从气动弹性

更新; 而针对空间网格棱线, 利用构建的 RBF 插

预测会议(aeroelastic predication workshop, AePW)

值更新棱线上的网格点坐标. 物面网格窗口直接

官方网站中下载得到, 为 ICEMCFD 软件生成的粗

通过物面位移更新得到, 空间网格窗口利用二维

密度网格. 网格整体采用 H 型拓扑结构, 机身和机

超限插值 TFI2D 生成得到. 在网格窗口更新完成

翼周围分别包裹 O 型网格, 用于模拟边界层内部

后, 利用三维超限插值 TFI3D 生成变形后的体网格.

流动.
机身周围 O 型网格外边界距物面约 0.1 m, O

RBF_TFI 方法详细流程可以参考文献[16].

型网格沿物面法向分布有 41 个网格点, 第一层网

2

变形一致性问题

格高度为 6.0×107 m. 机翼周围 O 型网格外边界距
物面约 0.01 m, O 型网格沿物面法向分布有 49 个网

从图 1 中 RBF_TFI 方法的网格变形更新流程

格点, 第一层网格高度为 4.4×107m. 计算网格共

中可以知道, 针对不同的网格棱线类型, 采用不同

包含 319 个网格块、3 158 849 个网格点和 3 088 384

的方法进行网格点坐标更新, 因此在物面网格棱

个六面体网格单元.

线与空间网格棱线交叉的位置点, 需要满足变形

2.2

一致性的条件, 即 2 种方法更新得到的交叉点的位
移应该完全相等.
RBF 插值中基点位置的插值结果与真实值是
一致的, RBF_TFI 方法中通过控制插值基点的选择

RBF_TFI 变形网格质量
本节采用 HIRENASD 机翼模型绕横向轴作俯

仰旋转的算例测试 RBF_TFI 方法生成的变形网格
质量.
图 3 所示为 HIRENASD 机翼模型绕 y 轴旋转
°

来保证棱线交叉点位置的变形一致性, 即将棱线

30 的 RBF 插值基点选择方案, 其中图 3a 所示为不

交叉点全部选择为插值基点. 然而, 即使采用这种

含物面棱线与空间棱线交叉点的基点选择方案,

选点控制方式, 仍然会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引起网
格扭曲交叉问题. 本节将通过一个大展弦比高雷
诺数机翼的网格对变形一致性引起的网格扭曲现
象进行深入分析, 并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本文
改进的 RBF_TFI 方法提供理论支撑.

测试外形与流场网格
本文采用的测试外形为高雷诺数气动/结构动
力(high Reynolds number aero-structural dynamics
HIRENASD)模型. 图 2 所示为该模型外形及其表
面流场网格.

2.1

图 3b 所示为包含物面棱线与空间棱线交叉点的基
点选择方案. 图 3 中坐标系的原点位于机翼翼根前
缘位置, 坐标系的 x 轴位于竖直平面内指向机身后
方, z 轴位于竖直平面内与 x 轴垂直, y 轴垂直竖直
平面指向机翼右侧. 2 种方案均选择了 300 个物面
网格点作为 RBF 插值的基点, 选点方法采用了“贪
婪”算法 [1].

a. 不含棱线交叉点

b. 包含棱线交叉点

图 3 RBF 插值基点选择方案

图 4 所示为不同基点选择方案的网格单元最
差质量与原始网格质量的对比结果. 图 4 中方案 1
表示不含棱线交叉点的基点选择方案, 方案 2 表示
包含棱线交叉点的基点选择方案, 横坐标网格块
编号表示多块结构网格中每个网格块的序号, 纵
坐标网格单元最差质量表示每个网格块之中六面
图2

HIRENASD 机翼模型及表面流场网格

体网格单元质量的最小值. 本文六面体网格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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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采用单元雅克比矩阵进行定义, 具体定义方

致网格单元交叉, 出现负体积. 而方案 2 尽管选择

式可以参考 ICEMCFD 软件的帮助文档. 网格质量

了棱线交叉点作为 RBF 插值基点, 但由于插值系

值在1.0 与 1.0 之间变动, 值越大, 表示网格质量

数代数方程组求解中数值误差的存在(本文实数已

越高, 值小于零, 表示网格单元出现交叉, 为负体

经采用双精度数据), RBF 插值更新的交叉点位移

积单元, 已经不再适合进行流场计算.

与位移真实值之间仍然存在很小的误差, 而此误
差最大可以达到 103 mm, 已经与边界层的第一层
网格高度的数量级相当, 因此也有可能诱发边界
层网格发生交叉.
另一方面, 方案 2 中包含了所有的物面棱线与
空间棱线的交叉点, 当棱线交叉点之间最小距离
非常小时, 如机翼的后缘很薄的情况, 也可能增加
线性方程组系数矩阵的条件数, 引起数值计算误
差的增大. 尽管如此, 图 5 中方案 2 的交叉点误差

图 4 不同基点方案下的变形网格质量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基点选择方案 1 生成的变
形网格在多个网格块中产生了负体积单元, 基点
选择方案 2 生成的变形网格在少量几个网格块(网
格块 148 与网格块 150)中产生了负体积单元.

问题原因分析
前文介绍了复合型网格变形方法 RBF_TFI 在
物面棱线与空间棱线交叉点位置应当满足的变形
一致性条件, 下面将从不同方法得到的交叉点位
移的差异分析变形一致性问题引起网格单元交叉
并产生负体积的现象.
图 5 所示为交叉点位移误差分布特性, 其中方
案 1 与方案 2 的含义与前文相同, 横坐标为从物面
网格点提取的棱线交叉点的序号, 纵坐标为交叉
点的位移误差, 定义为利用 RBF 插值计算的交叉
点位移与交叉点位移真实值之间差量的模.
2.3

还是要远小于方案 1 的, 所以, 方案 2 中变形一致
性问题引起网格单元产生交叉现象的网格块数要
远小于方案 1 的, 如图 4 所示.
图 6 所示为不同基点选择方案引起的空间棱
线扭曲现象. 本文选择 HIRENASD 机翼模型序号
150 的网格块进行分析,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2 种方
案造成了不同的棱线扭曲现象, 方案 1 由于交叉点
位移误差较大, 引起空间棱线发生了明显的偏折
(右下角图中蓝色棱线), 造成棱线附近网格的扭曲
交叉; 而方案 2 中交叉点位移误差主要由数值计算
误差引起, 因此棱线扭转主要集中在机翼后缘位
置(左下角图中蓝色棱线), 此处后缘非常薄, 相邻
交叉点位置很近, 棱线扭曲造成了相邻区域网格
的扭曲变形.

图 6 空间棱线扭曲现象

3
图 5 交叉点位移误差分布

改进 RBF_TFI 方法
前文分析得出当前的网格更新流程中, 空间

棱线的扭曲主要由交叉点位移误差引起, 而不同

从图 5 可以看出, 方案 1 由于没有选择交叉点

基点选择方案由于方法本身或者数值计算精度的

作为基点, 利用 RBF 插值计算的交叉点位移与真

问题, 总是难以避免交叉点位移误差的存在. 因此,

实位移之间存在较大的偏离, 极有可能诱导与物

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 RBF_TFI 方法, 对可能发生

面相连的空间棱线在物面附近发生扭曲, 从而导

扭曲的空间棱线的更新策略进行改进, 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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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通过物面规律计算得到; 对于不位于物面的

棱线扭曲现象的产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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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思路
根据前文所述, 交叉点位移误差引起的棱线

扭曲现象主要发生在与物面相连的空间棱线上,

边界棱线控制点位移, 采用 RBF 插值得到. 已知
边界棱线控制点的位移后, 采用式(3)可以求解得
到插值系数 a0, a1, a2, a3, 即
0.0
0.0
0.0   d  0.0  
 a0   1.0


 a   5.5 9.0
4.5 1.0   d 1 3 
 1  
.
 a2   9.0 22.5 18.0 4.5  d  2 3 

  

 a3   4.5 13.5 13.5 4.5   d 1.0  

因此本文将这部分棱线独立出来, 采用单独的更
新策略.
图 7 给出了改进方法中采用的棱线分类, 图
7a 为原始的棱线分类方法，将棱线分为物面棱线
与空间棱线; 图 7b 为改进后的棱线分类方法, 将
与物面相连的空间棱线定义为边界棱线.

已知插值系数后, 利用式(2)的插值公式, 可
以得到边界棱线任意位置网格点的位移, 然后更
新得到变形后的边界棱线.
对上述算法进行测试, 相对位置参数 t 从边界
棱线的任意一头开始定义, 得到的变形位移插值
结果完全一致, 即 4 个点将唯一确定一条样条插值
曲线. 因此, 在利用程序实现边界棱线网格点位移
计算时, 不需要判断棱线的方向, 直接利用数组中

图 7 改进方法中的棱线分类

存储网格点的顺序计算相对位置 t 和变形位移, 将

边界棱线更新策略
对于改进方法中的物面棱线和空间棱线, 仍
然采用原始方法对变形后的棱线网格点坐标进行
更新; 而对于边界棱线, 将采用三次样条插值的方
式更新棱线网格点坐标. 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 [19]
计算边界棱线网格点的位移, 能够消除变形不一
致造成的影响, 但对于有边界约束的物面变形或
运动问题, 该方法难以给出理想的结果, 而采用三
次样条插值将有助于提高对棱线变形的描述能力.
在改进的更新方法中, 边界棱线的位移将通
过三次多项式进行描述, 表示为
3.2

d  t   a3t 3  a2t 2  a1t  a0

减小程序设计的难度.

改进后的 RBF_TFI 流程
图 8 所示为改进后 RBF_TFI 方法的变形网格
更新流程, 相比图 1 所示原始的 RBF_TFI 流程, 新
流程增加了对网格块棱线的分类. 而对于新定义
的边界棱线, 将采用三次样条插值的方式更新变
形后网格点的坐标.
3.3

(2)

其中, d 为棱线网格点的位移, t 为参数坐标, a0, a1,
a2, a3 为插值系数. 本文参数坐标 t 采用网格点在曲
线上的相对位置进行定义, 即网格点与初始点之
间曲线的长度与曲线总长度的比值, 插值系数 a0,
a1, a2, a3 需要采用 4 个不同 t 位置的网格点位移确
定, 本文采用等比例分布的控制点, 即 t 等于 4 个
位置 0.0, 1/3, 2/3, 1.0 的位移值. 关于插值系数 a0,
a1, a2, a3 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用矩阵可以表示为
1.0
1.0

1.0

1.0

0.0 0.0 0.0   a0   d  0.0  


1 3 1 9 1 27   a1   d 1 3 

2 3 4 9 8 27   a2   d  2 3 

  
1.0 1.0 1.0   a3   d 1.0  

图 8 改进后的 RBF_TFI 网格更新流程

(3)

4

测试结果与分析

其中, d(0.0)表示曲线起始点的位移, d(1.0)表示曲

图 9 给出了改进方法生成的变形网格质量与

线终点的位移. 对于位于物面的边界棱线控制点,

原始网格质量的对比结果, 其中方案 1 与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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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对应前文表示的不带棱线交叉点与带棱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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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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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点的基点选择方案, 机翼仍然绕 y 轴旋转 30°.
从图 9 可以看出, 改进后的 RBF_TFI 方法中, 2 种
基点选择方案均能得到较好的变形网格质量, 获
得的变形网格质量与原始网格质量想当, 且变形
后的网格质量均大于零, 不存在负体积单元. 证明
本文针对 RBF_TFI 方法的改进能够有效地避免与
物面连接的空间棱线即边界棱线的扭曲问题, 获
取高质量的结构变形网格.
此外, 分析图 9 可以看到, 对于不含棱线交叉
点的基点选择方案 1, 改进后的 RBF_TFI 方法依然
能够表现良好, 表明本文改进方法可以采用不含
棱线交叉点的基点选择思路, 避免包含交叉点的
基点选择方案中交叉点距离过小引起的矩阵奇异
问题, 从而提高 RBF 插值的鲁棒性.

本文基于 HIRENASD 机翼模型计算网格详细
分析了变形一致性问题对 RBF_TFI 方法中变形网
格质量的影响, 并根据网格单元出现扭曲的原因
提出一种改进的 RBF_TFI 变形网格更新流程, 通
过对算例结果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在边界层网格很密的情况下, 即使采用包
含物面棱线与空间棱线交叉点的 RBF 插值基点选
择方案, 也可能引起网格单元交叉出现负体积的
现象. 引起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很近的交
叉点造成系数矩阵的条件数增加, 在求解插值位
移时会累计一定的数值误差, 而累计误差可以达
到边界层网格最小尺度的量级, 使得与物面相连的
空间棱线在更新后发生扭曲, 造成负体积网格单元.
(2)改进后的 RBF_TFI 方法能够有效地避免了
棱线交叉点位置变形不一致引起的棱线扭曲现象,
保证了变形后网格单元的质量, 改善了 RBF_TFI
方法的鲁棒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图 9 改进方法生成的变形网格质量

图 10 所示为采用改进方法生成的边界棱线形
状, 网格块的序号仍然为 150. 可以看出, 改进方
法消除了边界棱线的扭曲,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图 10 改进方法生成的边界棱线形状

从网格变形更新效率方面分析, 改进后的
RBF_TFI 方法在计算边界棱线的位移时相比原始
的 RBF 插值采用了更加高效的三次多项式插值,
因此边界棱线网格点更新将花费更少的时间, 但
这部分时间花费占网格变形更新总时间的比例非
常小, 所以本文的改进思路对 RBF_TFI 方法的计
算效率影响很小.

[1] Rendall T C S, Allen C B. Efficient mesh motion using radial
basis functions with data reduction algorithms[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009, 228(17): 6231-6249
[2] Zhang Weiwei, Gao Chuanqiang, Ye Zhengyin. Research
progress on mesh deformation method in computational
aeroelasticity[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4,
35(2): 303-319(in Chinese)
(张伟伟, 高传强, 叶正寅. 气动弹性计算中网格变形方法
研究进展[J]. 航空学报, 2014, 35(2): 303-319)
[3] Zhou Xuan, Li Shuixiang, Chen Bin. Spring-interpolation
approach for generating unstructured dynamic meshes[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0, 31(7): 1389-1395(in
Chinese)
(周 璇, 李水乡, 陈 斌. 非结构动网格生成的弹簧-插值
联合方法[J]. 航空学报, 2010, 31(7): 1389-1395)
[4] Zhang Laiping, Deng Xiaogang, Zhang Hanxin. Reviews of
moving grid generation techniques and numerical methods for
unsteady flow[J]. Advances in Mechanics, 2010, 40(4):
424-447(in Chinese)
(张来平, 邓小刚, 张涵信. 动网格生成技术及非定常计算
方法进展综述[J]. 力学进展, 2010, 40(4): 424-447)
[5] Liu Y, Guo Z, Liu J. RBFs-MSA hybrid method for mesh
deform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12, 25(4):
500-507
[6] Rendall T C S, Allen C B. Reduced surface point selection
options for efficient mesh deformation using radial basis
functions[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010, 229(8):
2810-2820
[7] Sun Yan, Meng Dehong, Wang Yuntao, et al. Dynamic grid
deformation method based on radial basis function and hybrid
background grid[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6, 37(5): 1462-1472(in Chinese)
(孙 岩, 孟德虹, 王运涛, 等. 基于径向基函数与混合背景
网 格 的 动 态 网 格 变 形 方 法 [J]. 航 空 学 报 , 2016, 37(5):
1462-1472)

(下转第 36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