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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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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and shape of shock waves and slip
line for Mach reflection in steady flow1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17,
818:116-140

论文 Bai CY, Wu ZN

Flow and force for a plate undergoing
stopping motion in supersonic flow2 AIAA Journal

2021,
59(1):1-15

论文 Bai CY, Li S, Wu ZN

Unsteady Supersonic Flow for a Plate
Undergoing Three-Stage Sinking

Motion
3 AIAA Journal

2020,
58(1):243-

254

论文 Bai CY, Li S, Wu ZN

Supersonic starting flow by
accelerated sinking movement to large

angle of attack
4 AIAA Journal

2019,
57(5):1988-

2000

论文 Bai CY, Li S, Wu ZN

卷期页码
/专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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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Riemann - Self-similar Flow
Structure by Steady and Unsteady

Wave Interaction
5 AIAA Journal

2017,
55(12):4193-

4202
论文 Bai CY, Wu ZN

Supersonic indicial response with
nonlinear corrections by shock and

rarefaction waves
6 AIAA Journal

2017,
55(3):883-

893

论文 Bai CY, Wu ZN

Review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for
starting flow problem for all Mach

numbers
7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19, 31
(1):78-91

论文
Bai CY, Li J, Li S, Li SC,
Wu ZN

Transit time difference and equal or
non-equal transit time theory for

airfoils with lift
8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21,
published

online
论文 Bai CY, Wu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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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候选人研究背景，研究方向与目标，重点介绍研究的创新性以及需要“托举”的需
求，如：专家智囊，学术交流机会等。简要说明推荐理由，以及候选人的亮点等，1000 字内）

         超声速和高超声速问题属航空航天国家重大需求，激波是这类问题的典型流动结构之一
，常见于超然冲压发动机进气道、机体/舵翼激波干扰、机体/唇口激波干扰等，对流动及气动
力/热有重要影响。如激波反射双解区的存在以及滞后回线等现象会导致激波反射类型与气动
力/热性能随飞行姿态产生变化，可能造成进气气流畸变甚至不启动等现象，对发动机性能及
稳定性有重要影响。因此，激波的反射与干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高速飞行器技术瓶颈背后的核
心科学问题之一。目前相关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展，然而仍然缺乏能够准确描述激波反射/干
扰的精细流场结构的解析理论。
         以此为背景，候选人白晨媛围绕激波反射/干扰相关问题，以构建满足精度要求的可以快速
预测超声速飞行器面临的激波反射/干扰等问题的流场结构为研究目标，对马赫反射流场精细
结构、考虑粘性/非对称/多激波效应影响的激波反射以及运动激波波系干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创新性工作包括：
         1）提出了考虑二次波影响的马赫反射全流场解析模型。推导了马赫反射中滑移线和反射
激波形状的关系式，获得了流场典型区域的求解模型，发现流场中存在一道新的弱斜激波。给
出了决定马赫杆高度的喉部相容性条件，提高了马赫杆高度预测精度。
         2）提出了考虑粘性、非对称及双激波影响的马赫反射全流场解析模型。引入位移厚度修
正，模型可预测雷诺数对马赫杆高度和转捩条件的影响。发现非对称马赫反射存在新的喉部相
容性条件，得到其解析模型。发现双激波反射存在前马赫反射和后马赫反射等新的反射形态。
         3）建立了超声速突然启动问题的非定常波系结构解析解及任意运动气动力演化的预测方
法。研究了定常与非定常波（激波/膨胀波）相互干扰后的波系变化规律，利用黎曼问题给出
了干扰后的流场解析解。通过物体在突然变化时的气动力演化积分得到了任意变化时的气动力
演化规律。
         研究工作的科学意义：给出了激波反射（包括考虑粘性/非对称效应影响的情况）流场结构
的精确预测方法，将激波理论研究范畴拓展至双激波反射、定常/非定常波系干扰。构建的马
赫反射解析模型被认可为“ 更为精细的考虑了二次波影响的模型 ”（Roy S & Gopalapillai R, J.
Fluid Mech., 2019,  863:242-268等）。
         候选人建立的理论模型可用于对超/高超声速飞行器头部/机翼等位置的激波干扰结构和发
动机进气道型面进行快速优化设计、对飞行器非定常气动力演化进行理论预测。
         候选人上述工作共发表SCI论文24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13篇），包括J. Fluid Mech.论文5篇
、CJA论文6篇、AIAA J.论文5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
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纵向课题3项，任期刊《气动研究与实验》青年编委。
         候选人获得资助后，会积极参加力学学会及相关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结合国家超声速重
大需求，专注于解决超声速多波系干扰的科学问题，建立健全相关理论，为超声速飞行器/进
气道设计贡献力量，为候选人成长为本领域高层次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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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奖推荐表附件材料

1、项目申报书（包括所有推荐人签字） （共1个附件）

   （1）申报书-签字版本.pdf

2、个人照片（共1个附件）

   （1）个人照片.jpg

3、博士证书（共1个附件）

   （1）博士学位证书.pdf

4、其他佐证材料（共2个附件）

   （1）代表论文首页.pdf

   （2）引用证明-部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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