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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动理学格式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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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近年来气体动理学格式 (gas-kinetic scheme, GKS, 亦简称 BGK 格式) 的主要研究进展, 重

点是高阶精度动理学格式及适合从连续流到稀薄流全流域的统一动理学格式. 通过对速度分布函数的高阶

展开和对初值的高阶重构, 构造了时间和空间均为三阶精度的气体动理学格式. 研究表明, 相比于传统的基

于 Riemann 解的高阶格式, 新格式不仅考虑了网格单元界面上物理量的高阶重构, 而且在初始场的演化阶段

耦合了流体的对流和黏性扩散, 也能够保证解的高阶精度. 该研究为高精度计算流体力学 (computatial fluid

dymamics, CFD) 格式的建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通过分子离散速度空间直接求解 Boltzmann 模型方程,

在每个时间步长内将宏观量的更新和微观气体分布函数的更新紧密地耦合在一起, 建立了适合任意 Knudsen

(kn) 数的统一格式, 相比于已有的直接离散格式具有更高的求解效率. 最后, 本文还讨论了合理的物理模型对

数值方法的重要性. 气体动理学方法的良好性能来自于 Boltzmann 模型方程对计算网格单元界面上初始间断

的时间演化的准确描述. 气体自由运动与碰撞过程的耦合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分析数值激波层内的耗散机制,

我们认识到采用 Euler 方程的精确 Riemann 解作为现代可压缩 CFD 方法的基础具有根本的缺陷, 高马赫数

下的激波失稳现象不可避免. 气体动理学格式为构造数值激波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供参考的物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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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现代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 要求对高速

飞行器面临的复杂流场进行越来越细致的时空刻

画,在这方面高分辨率、高精度格式日益显示出其

独有的优势 [1-8]. 高精度有限体积格式由于能保

证流场中物理量的守恒性, 且能适用于飞行器面

临的复杂网格系统, 近年来逐渐成为计算流体力

学的研究热点. 有限体积方法包括单元内物理量

的重构、单元界面上重构出的初始物理量随时间

的演化以获得数值通量、通过界面通量计算单元

内空间平均值的投影 3 个步骤. 大量研究工作集

中在高阶重构上, 而对初值演化模型的研究非常

少. 事实上, 高阶格式不仅需要高阶精度的重构,

更需要高阶精度的气体演化模式. 后者与选取的

模型方程直接相关.

对传统直接基于宏观守恒量的格式而言, Eu-

ler 方程的 Riemann 解 (及其近似解) 是演化步的

核心. 以此为基础, 国内外研究学者发展出了众多

的计算流体力学方法,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了

成功应用, 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科和工业应用的

发展. 应用的发展反过来也对数值方法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 迫切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基础研

究. 其中, 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问题是, 由于宏观

方程的强非线性, 用其描述界面上初始间断的演

化在理论上存在先天的不足. 由于 Riemann 解在

时间方向上为一阶精度 (generalized Riemann prob-

lem, GRP 求解器 [9] 可达到二阶), 需要结合多

步 Runge–Kutta 方法提高时间精度. 通过 Runge–

Kutta (NS) 积分过程中的空间重构子步, 能缓解

一阶 Riemann 解在动力学上的不足. 由于其中空

间和时间的解耦, 这种处理似乎弱化了原始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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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控制方程中的时 --空演化的强耦合作用. 构造

基于分段连续高阶重构初值的直接 Navier–Stokes

(NS)通量函数就成了发展高阶格式面临的一个关

键问题. 然而, 由于初始间断的存在, 分段连续初

值和 Navier–Stokes (NS) 方程的双曲－抛物性质

在数学上似乎并不相容, 如初始间断导致的黏性

项和热传导项的歧义问题. 当然, 在实际数值计算

中, 黏性和热传导一般通过中心差分直接计算, 隐

含了速度和温度场在界面处连续分布的假设. 也

就是说, 离散对流项时初始重构场是间断的, 而在

离散黏性项时又假设其是连续的. 这种常用处理

方法带来的相容性问题, 其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究

竟有多大? 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更为精巧的重构

和时间积分方法得到弥补? 从数值耗散的角度看,

重构、演化和投影步均能导致 (正/逆) 耗散. 如何

引入合理 (相容) 的耗散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对高超声速黏性流动这样的存在强间断的流动而

言, 如何减少数值黏性对物理黏性的干扰, 同时又

能保持计算的稳定, 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难题. 例如, 实际计算中经常遇到的 carbuncle

现象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另外, 由于缺乏真正

的多维 Riemann 求解器, 难以构造真正的多维格

式. 常用的方法是在单元界面上采用多个积分点

来近似.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基于微观气体动理论 1的

数值方法, 为构造高精度求解器提供了一条新的

途径. 气体动理学格式 GKS [10-12] 就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 它自动满足熵条件, 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和

低密度计算中的保正性. 可以证明, 在物理量连续

变化的条件下, 该方法等价于 (NS) 方程; 而对于

流场间断, 它同时考虑了气体的自由运动和之间

的相互碰撞, 因此可以自动引入随时间变化的相

容的黏性或者数值耗散. 其理论基础是 Boltzmann

方程并不需要初值的光滑性. 当初始流动为不连

续流时, 在大于平均碰撞时间的尺度上, 动力学方

程本身包含了构造耗散激波结构的机制. 与 GRP

相比, 在描述单元界面上重构初值的演化时, 气体

动理学格式采用了不同的物理机制, 从而为在离

散时间和空间中捕捉非平衡激波过渡层 (跨越几

个网格的数值激波) 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同时, 由于分布函数中包含了各个方向的微

观速度分布, 本质上具有多维特性, 因此也很容易

构造真正的多维格式. 另外, GKS 中每个时间步

上物理量的计算仅与周围几层网格点有关, 时间

方向直接显式积分推进, 具有良好的局域性, 很容

易采用并行计算技术, 从而对非定常流动模拟所

面临的大规模计算非常有利.

本文将首先概述气体动理学格式的基本原理

以及近年来格式的研究现状, 然后重点介绍高阶

精度格式和适合任意 Kn 数的统一算法的构造方

法,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合理的物理模型对数值方

法的影响. CFD领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大多数工程师已仅仅满足于使

用商业软件或应用已有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篇

文章引发对现代 CFD 基础的一些思考, 从而推动

CFD从当前的更多的基于 ‘艺术’的研究向未来的

基于科学的方向的转变.

2 GKS 的基本原理

描述气体的运动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

从宏观角度出发, 利用守恒定律, 结合流体的应

力 --应变、热流 --温度梯度等本构关系, 建立宏观

物理量所满足的控制方程, 如 Euler 方程和 NS 方

程; 第二种是从微观气体运动出发, 结合气体分子

(或粒子) 间的碰撞模型, 建立速度分布函数所遵

循的控制方程, 如 Boltzmann 方程. 后者就是统计

力学, 或者气体动理论的研究范畴. 两种描述途径

之间可以通过对分布函数在相空间的积分, 并借

助 Chapman-Enskog 展开联系起来.

由于 Boltzmann 方程的复杂性, 实际中用得

最多的是由 Bhatnagar, Gross 和 Krook 于 1954 年

提出的 BGK 模型方程 [13]. 其核心思想是速度分

布函数在平衡态附近回到平衡态的速率与偏离平

衡态的大小成正比.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表明,

BGK 模型的应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 Boltzmann

方程本身, 如可以不限于稀疏气体假设. 这得益于

模型中包含的松弛过程在很多领域和真实的物理

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 传统 BGK 方程中分子平均

碰撞时间为常数, 而以下讨论的 BGK 方程及格式

的分子碰撞时间是空间和时间的函数.

在无外力场作用的情况下, 三维 BGK 方程可

以写成
∂f

∂t
+ u · ∂f

∂x
=
g − f

τ
(1)

其中,气体分布函数 f = f(x, t,u, ξ)是气体在空间

x, 时间 t 上以速度 u 和内自由度 ξ 出现的几率.

τ 为平均碰撞时间,与黏性系数和压力的关系可以

写成 τ = µ/p. 平衡态分布函数 g 为 Maxwell 分布

g = ρ(λ/π)
(K+3)/2

e−λ[(u−U)2+ξ2] (2)

1 Gas-kinetic theory, 亦称气体分子运动论, 1989 年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定名为气体动 (理学)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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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ξ 2 = ξ 2
1 + · · ·+ ξ 2

K , K = (5− 3γ)/(γ − 1) 为

内部自由度数, λ = 1/(2RT ) . 由于在碰撞过程中,

分子总的质量、动量和能量不变,所以应当有相容

性条件 ∫
ψα(f − g)dΞ = 0, α = 1 ∼ 5 (3)

其中, 相空间微元 dΞ = dudξ, 而矩矢量

ψ = [1,u, (u2 + ξ2)/2]T (4)

宏观守恒量 Q 及其沿 xm 方向的通量 Fm 和热流

qm 可以通过相空间内的积分 (取矩) 得到

Q = (ρ ρU ρE)T =

∫
fψdΞ (5)

Fm =

∫
umfψ dΞ (6)

qm =
1

2

∫
(um − Um)[(u−U)2 + ξ2]f dΞ (7)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求解 BGK 方程 (1), 进

而获得流场的所有信息.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高

维相空间里直接离散求解 BGK 方程. 当然, 考虑

到微观速度 u的取值为 (−∞,+∞),离散的时候需

要一定的特殊处理, 如离散坐标法 (discrete veloc-

ity method, DVM)、统一算法 [14-16] 等. 这种方法

的优势是从理论上讲可以求解任意 Kn数的流动,

不足的是计算量很大.格子 Boltzmann方法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LBM) [17] 采用类似的处理, 用

离散的格子速度来代替连续的速度分布, 进而得

到空间离散点上的近似分布函数. LBM 在近不可

压缩流动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另外一种求解思路就是采用有限体积法, 通

过近似求解分布函数来计算网格单元界面上的数

值通量, 进而得到下一时刻的流场信息. 由式 (1)

和式 (3) 可建立有限体积法的计算公式

(Q∗)n+1
ijk = (Q∗)nijk +

1

Vijk

∫∫
⃝
Sijk

∫ tn+∆t

tn
F ∗dtdS (8)

其中 “*” 代表全局坐标. 全局坐标中的通量 F ∗ 可

以通过坐标转换由单元界面上的局部坐标系中的

通量 F 计算得到

F ∗ = (F1, n1βFβ , n2βFβ , n3βFβ , F5)
T, β = 2, 3, 4

(9)

当然, 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得到分布函数. 我们已

经知道, 若平均碰撞时间 τ 在单元内为常数, 则方

程 (1) 有如下形式的通解

f (x, t,u, ξ) =
1

τ

∫ t

0

g (x′, t′,u, ξ) e−(t−t′)/τdt′ +

e−t/τf0 (x− ut) (10)

其中, f0 为 t = 0 时的分布函数, x′ = x− u(t− t′),

为分子运动的轨迹. 上述通解得益于 BGK 方程

从高维空间中描述流体运动, 从而关于气体速度

分布函数的控制方程在形式上是线性的. 右端两

项分别反映了分子间的相互碰撞和自由运动对分

布函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种影响是非线

性相互耦合的. 如果已知初始分布函数 f0 和平衡

态分布 g, 则可由式 (10) 直接得到随时间变化的

分布函数 f . f0 和 g 可以根据需要逼近的流动特

征通过宏观物理量加以构造. 这样建立的格式至

少有两个优点. 第一, 流场信息通过宏观量加以记

录和更新, 传统直接基于宏观量的数值方法中的

不少有效处理手段,如单元内物理量的重构、边界

条件、定常流动中的加速技术等可以直接应用;第

二, 这种格式的计算量和存储量与传统方法相当,

远远小于直接求解 BGK 方程的开销.

GKS 就采用了这种巧妙的思路. 其计算过程

为: 利用网格单元界面上重构得到的守恒量, 通过

Chapman-Enskog 展开构造出初始分布函数 f0 和

平衡态分布 g, 然后通过通解式 (10) 求出随时间

变化的分布函数 f ,再由该分布函数计算出单元界

面上的守恒量通量, 最后代入有限体积法公式 (8)

得到下一时间步上的守恒量. 例如, 为逼近 NS 方

程, 采用方向分裂技术时, 只考虑分布函数沿界面

法向 (x = 0, 法向为 x 方向) 的变化, 该处 f0 和 g

构造形式如下

f0 (x,u, ξ) = gl
[
1 + alx− τ(alu+Al)

]
·

(1−H[x]) + gr[1 + arx−

τ(aru+Ar)]H[x] (11)

g (x, t,u, ξ) = g0
[
1 + (1−H[x]) ālx+

H[x]ārx+ Āt
]

(12)

其中, H[x]为 Heaviside函数; a,A分别对应分布函

数 (也就是宏观物理量) 的空间和时间导数

a = aαψα = ( ∂g/ ∂x)/g

A = Aαψα = ( ∂g/ ∂t)/g

}
(13)

由相容关系式 (3) 可以得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au+A⟩ ≡
∫
ψ(au+A)dΞ =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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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BGK 方程的通解, 单元界面上的分布函数就

可以显式表示为

f(0, t,u, ξ) = (1− e−t/τ )g0 + [τ (−1 + e−t/τ ) +

te−t/τ ]{[ālH(u) + ār(1−H(u))]u}g0 +

τ (t/τ − 1 + e−t/τ )Āg0 + e−t/τ{[1−

(t+ τ)alu− τAl]H(u)gl + [1−

(t+ τ)aru− τAr](1−H(u))gr} (15)

利用宏观守恒量的空间导数可以计算出上式中的

各系数, 进而可以算出界面上的通量. 详细计算过

程及具体参数定义可见文献 [11-12].

上述格式中每个时间步上物理量的计算仅与

周围几层网格点有关, 时间方向直接显式积分推

进,具有良好的局域性,很容易采用并行计算技术,

从而对非定常流动模拟所面临的大规模计算非常

有利. 格式在时间和空间方向都是二阶精度 [18].

如果利用根据上一时间步的分布函数计算出的界

面物理量来参与重构的话, 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格

式的精度, 并且养活重构的模板点 [19]. 有关格

式的稳定性, 收敛性等数学性质, 目前已开展的理

论研究还非常有限 [20]. 另外, 上述分布函数是

Maxwell 分布的线性组合, 由此取矩计算宏观量的

开销也比较小. 这也正是 GKS 的计算量与传统方

法相当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 原始的 BGK 模型方程描述的

流动中 Prandtl 数为 1, 看起来其应用范围受到了

极大的限制.但是,从数值计算的角度看,利用分布

函数可以直接积分计算单元界面的热流通量 (方

程 (7)), 进而对其进行直接修正, 从而得到正确的

总能通量. 无论是在有限体积 GKS 还是统一算

法的实际应用中都表明了这一修正的 BGK 模型

的有效性. 事实上, Prandtl 数本身反映的就是宏

观效应, 从宏观角度直接修正应该是合理的. 有关

Prandtl 数修正的具体方法见文献 [11-12].

格式中考虑了捕捉流场中激波等物理间断,

其中碰撞时间的选取应该考虑到真实的物理黏性

和在有限网格分辨率下数值激波的宏观尺度

τ =
µ

p
+ C∆t

|pl − pr|
pl + pr

, (16)

其中, pl 和 pr 分别为单元界面两侧重构出的压力,

C 可取 0到 1间的常数. 右端第二项中的 ∆t也可

以用 ∆x
√
λ0 来代替. 对于光滑流动区域, 界面两

侧重构出的物理量及其导数相等, al = ar = ā = a,

Al = ar = Ā = A, 上述格式可以得到极大的简化

f = g0 [1− τ (au+A) +At] (17)

可以严格证明上述分布函数对应于求解 NS

方程的 Chapman-Enskog 展开, 时间部分的演化和

Lax --Wendroff 方法一致, 即通过 Euler 方程求解

物理量的时间导数. 另外, 对应用比较广泛的动

力学矢通量分裂格式 (kinetic flux vector splitting,

KFVS) [21-24], 不难发现它可以看成是 GKS 的一

种简化形式. 它采用无碰撞的 Boltzmann 方程, 其

通解中仅包含 f0 (x− ut)这一项,在平均碰撞时间

远大于计算时间步长时可以得到很好的计算结果.

总体来说, BGK 通量是迎风和中心差分格式的有

机融合.

在 GKS 中, 常用的基于宏观量的边界条件可

以直接应用. 也可以直接基于速度分布函数给出

边界条件. 这样, 近连续流动中固体壁面的速度滑

移和温度跳变可以自动获得 [25-26].图 1 给出了采

用GKS(BGK --NS)计算双锥高超声速绕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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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5◦∼50◦ 双锥超声速绕流 (M = 9.59) 压力等值线和锥面压力/热流分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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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GKS 对流场的捕捉能

力.

采用类似的思路, 可以通过更高一阶的

Chapman-Enskog 展开构造出 f0 和 g, 从而逼近

Burnett 方程. 也可基于一阶 Chapman-Enskog 展

开, 利用 Taylor 展开将 f0 和 g 在时间和空间上做

高阶展开,这样就能构造出逼近 NS方程的高阶精

度的气体动理学格式.

3 GKS 的拓展与应用

由于 GKS 在描述气体初值的发展演化阶段

时,采用的是 BGK模型方程,而该方程耦合了的自

由运动与相互碰撞, 自动满足熵增原理 (H 定理),

所以不需要讨论熵条件, 同时实际应用中发现该

格式具有保正性, 在低密度流动的计算中也不会

出现负值. 正是这些原因使得该方法得到越来越

多的应用.

通过求解不同组分对应的分布函数, 或者通

过在分布函数中引入一个内自由度来简化求解多

组分流动, 进而可以考虑源项的影响从而模拟化

学反应流动 [28-31]. 结合汽/水混合物的状态方

程, 或者完全气体模型和水的刚性状态方程, 可

以建立适合两相流的动理学格式 [32-33]. 选取合

适的平衡态分布, 由 BGK 方程可以导出浅水方

程. 这样就可以建立适合浅水流动的气体动理学

格式 [34-35]. 特别的是, 考虑到重力和底部变化对

网格单元界面上通量函数的影响后, 可以建立完

全平衡 (well-balanced) 的浅水流动数值方法 [36].

对于受重力影响的可压缩气体流动, 由于密度的

变化, 建立完全平衡的数值方法是 CFD 领域的一

大挑战. 它对于克服像恒星演化这种需要长时间

模拟的问题非常重要, 非完全平衡的格式可能导

致数值加热, 从而严重影响到温度场的准确模拟.

最近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建立了真正完全平衡的

气体动理学格式 [37]. 它引入单元内不变的重力势

函数, 通过考虑单元界面两侧动能与势垒的大小

来判断分子是否穿过界面, 从而计算出数值通量.

这种完全平衡格式的成功建立得益于从高维的气

体动理论角度描述流体运动. 当然, 如果对平衡的

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 采用简单的分裂方法同样

可以较好地模拟含重力场的气体以及磁流体等流

动问题 [38-42].

为研究稀薄气体流动, 当 Kn 数比较小时, 可

以结合基于宏观量的固壁滑移边界条件直接应用

BGK-NS 求解器. 更合理的边界条件是通过分布

函数考虑气体在壁面上不同的反射模型, 从而自

动引入速度滑移和温度跳变条件. 这种方法在从

低速微流动到高超声速近连续流动中得到了成功

应用 [25, 43-47]. 当 Kn 数更大一些的时候, 可以

考虑逼近更高一阶的 Burnett 或 Super-Burnett 方

程 [25, 48-49]. 为更好地研究非平衡气体流动, 需要

考虑不同平动、转动以及振动自由度的松弛效应,

同时将部分高阶效应通过对有效碰撞时间的模化

考虑进去, 从而建立多温度气体动理学格式. 这

里涉及不同内能分量向平均内能的松弛, 以及流

动向平衡态的松弛两个不同的过程. 当流场光滑

时, 可以导出与格式相对应的一套全新的关于宏

观量的控制方程组. 多温度气体动理学格式在诸

如激波结构以及微喷管等多种流动中得到成功应

用 [50-61].

为增强其实际应用能力, 已有研究将 GKS

与非结构网格 [62-63]、无网格 [64] 以及动网格技

术 [65-69] 进行了成功结合. 同时, 格式在低速和不

可压缩流动中也得到成功应用 [70-73]. 另外, 为提

高格式的精度, GKS与 DG(discontinuous Galerkin)

方法进行了成功的结合 (DG-BGK 格式) [74-76].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气体动理学格式由于在

描述单元界面上初始物理量的演化过程是将分

子的自由运动和相互碰撞耦合起来, 因而在高超

声速流动, 特别是热流的模拟中显示了优异的性

能 [26-27, 43, 77]. 在湍流领域,无论是直接模拟 [78-82],

还是结合湍流模型进行工程模拟 [78-81], GKS也都

显示了良好的性能.

气体动理论的丰富物理内涵保证了动理学格

式在拥有较高精度的同时, 还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这对 CFD方法的实际工程应用非常重要.此外,计

算效率的高低及对复杂网格的适应性都将直接影

响到其工程应用前景. GKS 中由于涉及半无限速

度空间上的取矩运算, 需要用到余差函数, 因此通

量的计算量较传统基于近似 Riemann 解的方法稍

大. 但是, 考虑到动理学方法是单步格式, 在时间

和空间上都具有二阶精度, 并且与黏性有关的通

量不需要单独计算, 因此总的计算效率与传统方

法是相当的. 更何况现代 CFD 程序的计算开销远

不止通量的计算. 气体动理学格式的核心在于采

用气体动理论来描述计算网格单元界面上重构初

始场的演化, 从而得到界面上的数值通量, 因此传

统 CFD 方法中的流场重构技术、网格技术、收敛

加速技术等都可以直接加以利用. 图 2 所示为采

用 GKS 计算得到的高超声速双椭球绕流算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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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量的分布, 其中来流马赫数为 8.02, 总温度为

720 K, 雷诺数为 1.98 × 107, 壁温为 300 K, 攻角为

0◦. 计算网格为 150×70×60,最小网格雷诺数约为

20. 从图 2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背风面二次分离流

动等细节特征, 对称线上的压力分布也与实验测

量 [87] 相当吻合. 计算中采用了贴体网格, 并采用

LU-SGS技术加速计算的收敛. 为捕捉湍流的影响,

可以利用有效碰撞时间的概念在格式中直接引入

湍流模型. 图 3 为 M6 机翼跨音速绕流算例, 其中

M = 0.84, α = 3.06, Re = 1.2 × 107, 网格总数为

132× 56× 80.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湍流模型

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其他的应用包括多种高超声

速复杂流动 [88]、汽车后视镜绕流 [89]、涌潮 [90] 及

等离子体流动 [91] 等. 其中后者将动理学格式与直

接求解 Boltzmann 方程的求解器进行了分区混合.

这些初步应用研究表明了气体动理学格式的良好

性能, 为后续进一步实用化和工程应用奠定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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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超声速双椭球绕流中马赫数等值线、物面流线及对称面上的物面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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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阶精度气体动理学格式

前面介绍的 BGK 格式中单元界面上数值通

量关于时间和空间都是二阶精度. 虽然可以通过

采用高阶重构来提高格式的精度, 但都不能从本

质上提高格式精度的阶数. 其原因就在于通量函

数中并未考虑到物理量高阶空间/时间导数的影

响. 事实上, 采用前文中介绍的思路, 只要构造出

合适的初始分布函数 f0 和平衡态分布 g, 就可以

利用 BGK方程的通解发展出相应的数值方法. 为

构造逼近 NS 方程的高阶精度的 BGK-NS 求解器

(high-order gas-kinetic scheme, HGKS或 HBGK),可

以考虑对分布函数 (11), (12)进行更高阶的 Taylor

展开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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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x,u, ξ) = gl[1 + alx− τ(alu+Al)− τ(alAl +

Cl)x+ ((al)2 + bl)(−τux+ x2/2)] ·

(1−H[x]) + gr[1 + arx− τ(aru+

Ar)− τ(arAr + Cr)x+ ((ar)2 + br) ·

(−τux+ x2/2)]H[x] (18)

g(x, t,u, ξ) = g0[1 + ax+At+ (a2 + b)x2/2 +

(A2 +B′)t2/2 + (C +Aa)xt] (19)

其中系数可以由重构出的宏观物理量高阶导数及

相容条件给出

a2 + b = ( ∂
2
g/ ∂x2)/g

即 ⟨a2 + b⟩ = ∂
2
Q/ ∂x2 (20)

⟨C +Aa+ u(a2 + b)⟩ = 0

⟨A2 +B′ + (C +Aa)u⟩ = 0 (21)

这样, 通过通解式 (10) 就可以得到单元界面上具

有时间和空间三阶截断误差的分布函数 f

f(0, t,u, ξ) = (1− e−t/τ )g0 + [−τ +

(t+ τ)e−t/τ ]aug0 + (t− τ +

τe−t/τ )Ag0 + [τ2 − (t2/2 + τt+

τ2)e−t/τ ](a2 + b)u2g0 + [t2/2− τt+

τ2(1− e−t/τ )](A2 +B′)g0 +

[2τ2 − τt− (τt+ 2τ2)e−t/τ ] ·

(C +Aa)ug0 + e−t/τ{{1− u(t+

τ)al − τAl − τt(Alal + Cl)u+

(τt+ t2/2)[(al)2 + bl]u2}H(u)gl +

{1− u(t+ τ)ar − τAr − τt(Arar +

Cr)u+ (τt+ t2/2)[(ar)2 + br]u2} ·

(1−H(u))gr} (22)

进而得到时间和空间方向均为三阶精度的守恒量

通量. 单元界面上的守恒量及其一、二阶导数可

以由高阶重构得到 [92-93].

当流场比较光滑时, 上述分布函数的主要部

分可以简化为

f = g0

[
1− τ (au+A) +At− τt(aA+ C)u+

(−τt+ t2/2)(A2 +B′)

]
(23)

对比 BGK-Burnett 方程的解可以发现 [49], 如果去

掉 Burnett 中与 τ2 有关的项, 就可以得到上述以

三阶精度逼近 NS 方程的分布函数. 事实上, 正

是多出来的这些项,导致 Burnett方程的解在网格

尺度比较小的时候存在不稳定性. 而本文中逼近

NS 方程的高阶精度格式中不存在这些项, 因而没

有这个问题. 当然, 考虑到初值的间断后, 分布函

数式 (22) 中增加了部分与 τ2 有关的项, 这反映了

界面上从自由流动向平衡流动的转变过程中的非

线性. 实际上, 在有间断出现的时候, NS 方程本身

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 就是在连续流的时候, 当

二阶导数出现时, 式 (22) 也不能完全回到式 (23).

这不值得惊讶,因为 NS方程的模型只考虑到传输

流量和物理量的一阶导数有关. 而 BGK模型在平

衡态的积分项中把二阶导数项对流量的影响也加

进来了, 虽然它们的贡献在连续流时会很小. 为更

好地逼近 NS 方程, 也可以忽略这些项.

上面介绍的是基于方向分裂技术建立的数值

方法, 其中忽略了每个计算时间步内物理量沿界

面切向的变化. 为提高格式的精度, 可以考虑包含

这种影响, 也就是建立真正的多维格式. 此时, 只

需在 f0 和 g 中增加平衡态分布的切向导数部分

项即可. 具体过程可参考文献 [94-96]. 研究表明,

即使对于二阶精度的动理学格式, 在某些对物理

量导数比较敏感的流动中, 如存在壁面速度滑移

或者幂律流体流动中, 真正多维格式将具有明显

的优势. 作者正在开展的研究表明, 对高阶精度格

式, 这种优势将更加明显. 相比之下, 对于传统直

接基于宏观物理量的数值方法, 由于缺乏真正多

维的 Riemann 解, 构造真正多维格式非常困难. 这

也反映了在高维空间, 或者说更基本的层次上研

究流体运动,如基于气体动理论,具有独到的优势.

这里给出一个二维低速平板边界层流动算例.

平板长度 L = 100, 平行于平板来流马赫数 M =

0.15, 雷诺数 Re = U∞L/ν = 1 × 105. 计算网格数

是 120× 30, 其中 x > 0, y = 0 为平板, 网格采用指

数形式拉伸, 最小流向网格尺度 ∆xm = 0.1, 法向

网格尺度 ∆ym = 0.07. 不考虑尾缘影响. 入流和上

边界采用基于 Riemann 不变量的无反射条件, 右

边界采用线性外差处理. 壁面物理量由绝热条件

给出. 从图 4 中可以看到, 本文高阶精度 GKS 仅

用 4 个网格点就能很好地刻画边界层里的流向和

法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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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板边界层流动中不同流向位置上的无量纲速度分布

5 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

上面介绍的是针对连续流动或者近连续流动

的数值方法. 对飞行高度更高的飞行器或者微机

电系统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中面临的从连续到稀薄的流动, 现有研究多是采

用混合基于连续流动的数值方法和在稀薄流领域

取得巨大成功的 DSMC (direct simulation Monte

Carlo). 采用混合方法的根本原因在于 DSMC 方

法在低速和近连续流领域的效率低下. 特别是在

低速稀薄流动中, 即使是定常流动, 由于需要非常

巨大的统计样本来获得远小于热运动随机涨落的

宏观平均流动物理量, DSMC 方法的应用受到极

大的限制.因此有不少研究工作集中在提高 DSMC

效率的方向. 对温度变化不大的低速稀薄流动, IP

(information preservation) 方法显示了非常显著的

改进效果 [97-98]. 混合方法面临的一个直接问题就

是, 不同求解器的分区标准如何选取? 另外, 由于

两种求解器在交界区域重叠计算, 这就意味着在

这个区域, 两种求解器均有效. 从理论上讲, 这个

要求是难以准确满足的. 因此, 更合适的方法还是

直接离散求解 Boltzmann 或者 BGK 方程, 如离散

速度法 (DVM)、统一算法等. 直接求解方法无论

在理论研究还是工程应用领域都已经得到了成功

应用 [14-16,99-100]. 但是, 已有直接求解方法的一个

不足之处在于, 采用算子分裂后分子碰撞和自由

运动是解耦的, 因此推进的时间步长受碰撞时间

的限制. 考虑到方法本身的计算量较大, 这种限制

极大地影响了其在近连续流动中的实际应用效率.

实际上, DSMC方法同样存在这个困难.理论上,一

旦运动和碰撞的物理过程被 Boltzmann 方程从统

计上模化后, 自由运动和碰撞在时间和空间上变

成了连续作用, 数值离散就应该与此相一致.

在最近的研究工作中, 通过分子离散速度空

间, 将气体动理学 BGK-NS 格式从连续流拓展到

稀薄流域, 基于 BGK 模型建立了适合整个 Knud-

sen 数流动的多尺度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 (unified

gas-kinetic scheme, UGKS) [101]. 与分区混合方法

不同的是 [102], 格式将每个时间步长内宏观量的

更新和微观气体分布函数的更新紧密地耦合在一

起. 与已有许多求解 Boltzmann 方程的动理学方

法相比, 当时间步长远大于碰撞时间时, 新格式在

连续流领域可以获得精确的 NS 解. 同时, 稀薄流

动, 甚至自由分子流, 都可以得到精确的预测. 这

就保证了 UGKS 的计算效率在高速流动中能与

DSMC 相当, 而在低速流动 (如 MEMS) 中能远远

高于 DSMC [103].

由于统一格式中的多尺度性质, 在宏观量的

更新过程中, 热流可以根据实际的 Prandtl 数进

行修正. 随后, 这种修正影响到下一个时间步上

的平衡态和微观速度分布函数的更新. 因此, 与

修改 BGK 模型的碰撞项不同, 比如 ES-BGK 或

者 BGK-Shakhov, 统一格式可以直接在数值上达

到同样的目标. 新建立的统一格式得到了许多数

值算例的成功验证, 有望在航天工程领域得到广

泛的应用. 图 5 给出了来流马赫数 5, Knudsen 数

1 时, 气流通过圆柱表面时产生的热流分布 [104].

从图 5 中可以看到, 采用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预

测的壁面热流与 DSMC 的计算结果符合得相当

好. 这也再次有力地说明, 在数值方法中只需要对

BGK 模型进行很小的修正, 反映宏观物理意义的

Prandtl 数就能得到正确的模拟. 对求解稀薄气体

流动的数值方法而言, 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算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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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薄气体中声波传播问题 [105]. 图 6 给出了采用

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计算得到的不同 Knudsen 数

(0.08 < Kn < 32) 下声波的相速度和衰减系数的

变化情况. 这里 Kn 定义为声波频率与气体分子

平均碰撞频率的比值. 从图 6 中可以看到统一格

式得到的结果与实验值非常符合. 考虑到速度空

间的离散导致的巨大计算量, 最近的研究已经在

格式中引入了速度空间自适应技术, 并与动网格

方法进行了结合 [106]. 考核的算例是一个稀薄环

境中二维喷管喷气推进问题.流场中当地 Knudsen

数变化范围为 5 × 10−6 < Kn < 0.05. 由于喷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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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稀薄气体中声波传播相速度和衰减系数的变化

外巨大的密度差异, 同时气体分子速度分布也存

在非常大的变化, 再加上流动非定常, 该算例极

具挑战性. 图 7 给出了计算得到的压力和温度场

分布. 注意到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在连续和近连

续流动中的高效性, 与速度空间自适应技术的结

合将极大地增强方法的工程实用性能. 当 D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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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稀薄气体中喷流瞬时压力和温度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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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创者 Bird 教授看到以上喷管算例时说, 统一

气体动理学格式可能是近 45年来模拟稀薄流的最

大突破.

6 数值方法中的物理模型

经过近 40 年的努力, 国内外研究学者发展出

了大量高精度、高分辨率的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在

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了成功应用, 有力地推动了

相关学科和工业应用的发展. 然而, 现有数值方法

与实际应用的要求仍然存在不小的距离, 除求解

的流动模型 (如湍流模型、高温气体物理 --化学模

型等, 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以内) 不完善以外, 使用

者的经验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好坏.

换句话说, 数值方法本身还亟待改进.

影响一种数值方法性能的因素有很多. 对可

压缩流动的有限体积方法而言, 除了良好的计算

网格与合理的边界条件外, 重构和演化步的具体

处理手段都将直接影响到格式的最终表现. 由于

这些因素一般相互耦合, 仅从有限数值结果的好

坏角度难以区分各自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先对各

个因素进行单独研究, 仔细分析其内在的机理, 然

后再组合到一起研究其相互间的影响, 最后才能

讨论对数值格式的整体影响. 也就是说, 需要深入

分析数值格式中离散空间上的物理机制.

近年来大量研究集中在网格单元内物理量的

高质量重构上,无论是WENO (weighted essentially

non-oscillation) 还是 DG 皆是如此. 由于有限体积

方法是基于严格的物理守恒定律来更新网格内的

守恒量, 大多数算例对于通过网格边界上的流量

不是很敏感, 这就造成了当前各种各样的数值流

量计算方法. 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对于一个初值,

通量计算应该是唯一的. 除守恒量外 DG 格式也

通过守恒形式推进物理量的梯度.对于以上 DG格

式我们应本着更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它. 一个本质

而严肃的问题是在流场存在间断的情况下, 在物

理上有没有梯度量演化的守恒形式. 如果没有, 通

过数学变换得到的 DG 的演化方程是否可靠? 对

于 WENO 和 DG 格式, 本文对此不做赘述, 而将

重点放在演化步所采用的物理模型对数值方法的

影响上.

数值离散使得计算得到的流场与真实的物理

流场相比增加了一个新的长度尺度, 并且是可分

辨的最小尺度, 即网格尺度. 而基于连续介质假设

的宏观方程 (NS, Euler) 的最小尺度是流体微团的

尺度, 即 “宏观足够小, 微观足够大”. 需要注意的

是, 无论是 NS 方程还是 Euler 方程, 其物理模型

(假设)隐含的可分辨最小尺度都是宏观尺度,但前

者由于能在很大程度上刻画黏性的影响, 因而实

际上比后者具有更小的最小尺度. 但是, 当物理模

型由微分方程来描述后, 数学意义上的最小尺度

变成了无限小 (零). 换句话说, 物理模型表现出的

性质会受到描述方式的限制. 小于最小尺度的物

理量的影响需要通过额外的建模来加以考虑, 如

宏观方程中耗散与内能的关系, 数值方法中的重

构等. 最小尺度的差异决定了数值解、物理解和

偏微分方程的解之间存在差异. 从逼近真实物理

解的角度看, 可以通过数值逼近偏微分方程的解,

进而逼近物理解, 这是传统 CFD 的求解思路. 也

可以直接通过数值解来逼近物理解, 这需要直接

在离散空间上建模. 当然, 建立的模型本身可以通

过离散形式, 也可以通过偏微分方程的形式来描

述. 随着网格尺度的减小, 前者应该逐渐逼近偏微

分方程的解, 后者则可能直接趋近物理模型所对

应的解. 现代 CFD 方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流

场间断. 这里的流场间断来源于描述物理过程的

数值的最小网格尺度远大于真实物理量变化的尺

度. 对偏微分 Euler 方程而言, 间断是指数学上的

“无厚度” 结构. 对数值计算而言, 通常情况下, 由

于计算量的限制, 最小网格尺度有限, 不能准确捕

捉激波等间断的内部结构, 因而只能寄希望给出

宽度为与网格尺度同量级的数值间断. 即使在光

滑流动区域, 受网格尺度的限制, 同样也可能将变

化剧烈 (尺度小于网格尺度)的结构处理成数值间

断. 有限体积方法通过重构得到网格单元内物理

量的分布, 从而得到界面两侧的物理量, 进而通过

求解该重构间断 (无厚度)初场的演化来获得穿过

界面的数值通量. 不同的重构方式和不同的演化

模型为格式模拟复杂流场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为

捕捉流场间断提供了可能. 从数值耗散的角度看,

通过重构不同的间断初场, 可以控制格式中引入

耗散的大小, 从而在网格尺度上捕捉流场间断. 对

中心型格式而言, 由于重构出的界面物理量连续

分布, 需要额外引入人工黏性来保证足够多的耗

散.

对演化步而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精确描

述界面上重构出的初始间断随时间的演化. 传统

基于宏观量的数值方法的核心是 Euler方程的 Rie-

mann 解, 并结合多步时间积分技术. 对无黏流动

而言,原始非线性控制方程中的时 --空演化的强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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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用似乎被弱化了.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 通常

情况下 (Lagrange 方法除外), 利用数值方法得到

的数值激波跨越了 2 ∼ 3个网格,也就是说实际上

给出的是连续的激波结构. 这时数值激波内部的

单元界面两侧经过重构后出现一个新的初始子间

断. 一般而言, 这个子间断两侧物理量是否满足激

波关系式就成了问题. 换句话说, 将一个光滑激波

结构分成了几个子间断后, 通过 Riemann 解能否

维持一个符合物理要求的光滑的数值激波? 再进

一步,直接基于 Riemann解的 Gudnov格式在计算

钝体绕流时的激波不稳定 (carbuncle) 现象, 是否

与此有关? 另外, 对黏性流动, 基于分段连续重构

出的初始间断和 NS 程的双曲 --抛物性质在数学

上似乎并不相容, 如初始间断导致的黏性项和热

传导项的歧义问题. 当然, 常用的做法是对黏性项

直接采用中心差分离散. 这种无黏和黏性通量的

分别计算并直接叠加在理论上是否相容？

从微观层次看, 计算网格单元界面上初始间

断演化的真实物理过程应该是, 从最初的自由分

子运动, 到通过碰撞从而建立流场结构. 也就是

说, 依次经历从 t ≪ τ , t ∼ τ 和 t ≫ τ 3 个阶段,

分别对应自由分子流、过渡流和连续流运动. Eu-

ler 方程的解对应于 t≫ τ 时气体经过大量碰撞后

达到平衡状态. 换句话说, 只有在一个时间步长内

有无穷多的碰撞才能建立起分立的 Euler 方程的

波结构. 而无穷多的碰撞在 (有限宽度的数值) 激

波结构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于高马赫数的真实

物理激波, 分子从上游到下游也只经过几次到几

十次碰撞. 在激波里面, 不可能形成像 Euler 方程

所给出的各种波.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平均碰撞

时间 τ 可能从数值角度理解更合适: 数值激波的

宽度 s ∼ ∆x, 而运动的平均自由程 l ∼ s, 因此平

均碰撞时间 τ ∼ ∆x/ū ∼ ∆x/a. 其中 a 为声速, ū

为热运动的速度. 实际上, 根据显式格式稳定性要

求, ∆t ∼ ∆x/(U + a) = (∆x/a)/(1 +M), M 为马赫

数. 这就意味着, 气体实际上在一个计算时间步长

内难以完成足够多的碰撞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当

然, 这里考虑的数值激波宏观宽度也可能来自于

投影步引入的额外耗散, 而不仅仅是演化步. 退一

步讲, 即使这里的碰撞时间是真实的物理值, 在高

超声速流动中, 受计算稳定性的限制, 计算时间步

长仍有可能与平均碰撞时间同量级, 甚至更小. 这

时以 Euler 方程为演化步的控制方程是否合适是

值得商榷的. 也许有人会想, 求解 NS 方程时, 在

无黏格式的基础上加上黏性通量项, 是否就没问

题了呢?答案仍然不容乐观. 从理论上讲, NS方程

同样只能描述 t ≫ τ 时的流动 (连续流区), 不能

刻画初始间断的早期演化, 从而导致宏观上黏性

项和热传导项的歧义问题. 对高超声速流动, ∆t/τ

较小, 问题同样会更严重.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 “稀薄” 流动 (自由分

子流、过渡流) 来源于数值离散后可解尺度的变

化, 以及界面上重构出的间断初始场. 从数值耗

散的角度看, 初始阶段间断附近气体分子的自由

运动 (混合) 是一个熵增显著的过程, 从而引入较

大的耗散；而分子间的相互碰撞却使得分子系统

微观状态数的变化减少, 这就意味着熵增的减少,

从而导致耗散的降低. 有限体积格式除投影步中

(或者重构、熵修正等处理过程中) 会或多或少引

入耗散外, 多步 Runge–Kutta 积分步中也会引入

一定的耗散, 所以即使名义上求解的是无黏流动,

实际求解的却是有黏性的流动. 这也就意味着, 在

一个时间步内气体不必要求达到平衡态. 但问题

是, 由于这时很难找出真正对应的控制方程, 无法

确定引入的黏性 (耗散) 是否相容, 大小是否合适.

特别是在计算黏性流动时, 引入的数值黏性是否

足够保证计算的稳定? 它对真实黏性的干扰如何?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壁面摩阻和热流模拟的准确

性. 实际上, 引入的数值黏性还与不同流动状态以

及计算网格的分布等因素有关, 从而使得实际应

用中 CFD 计算结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使用者的经验. 换句话说, 传统格式由于直接基于

宏观物理量 (至少在演化步中), 难以直接控制数

值黏性的大小.

相比之下, 从动理学 BGK-NS 格式界面分布

函数的演化方程 (15) 和 (21)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气体经历了从完全无碰撞到经过大量碰撞后向平

衡态趋近的整个历程. 这也正是 BGK方程的通解

式 (10) 中所反映的物理图像. 另外, 还有

f |t→0 =
[
1− τ(alu+Al)

]
H (u) gl +

[1− τ(aru+Ar)] (1−H (u)) gr (24)

f |t→∞ = [1− τ(au+A) + tA] g0 (25)

积分式 (24)∼(25) 求得通量后不难发现, 得到的数

值方法分别对应迎风型 (KFVS) 格式和中心差分

型格式. 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的增长, BGK-NS 格

式逐渐由 KFVS 格式的性质转变成具有中心格式

的特性. 并且在间断较强的时候, ∆t/τ 越小, 格式

中的迎风特性越大. 我们已经知道, KFVS 格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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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 carbuncle 现象. 因此, 一般而言, 气体动理

学格式也不会出现 carbuncle 现象. 这一结论与已

有研究相吻合. 实际上, 一个优秀的格式应该是兼

有迎风格式和中心格式两种特性, 才能准确模拟

类似高超声速黏性流动这种间断和光滑流区共存

的复杂流动. 气体动理学格式通过基于气体动理

论的合理的物理模型, 将这两种类型的格式有机

地结合起来.

上述 GKS 的物理机制也同样可以从数值耗

散角度加以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 迎风格式的耗散

大, 中心格式耗散小. GKS 从迎风型向中心型格

式转化的过程中自动引入了随时间变化的数值耗

散, 并且这种变化的耗散与界面上初始间断的物

理演化是一致的, 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好的

稳健性和精度. 最近的研究工作也验证了上述分

析 [107]. 在求解无黏流动时,分别采用 GKS和时间

方向能达到二阶精度的 GRP求解器 [9], 基于相同

的网格和重构方法, 在许多具有挑战性的一维算

例中均能取得很好的结果. 在计算高马赫数圆柱

绕流的时候 GRP 存在 carbuncle 现象, 而 GKS 却

仍然能得到光滑的流场解 (见图 8). 考虑到 GRP

求解器是当前最为精确的 Riemann 求解器, 其中

并没有采用多步 Runge–Kutta 积分, 从理论上讲,

虽然不能排除通过选择合适的重构方法来消除激

波不稳定问题的可能性, 但考虑到实际数值求解

的流动总是包含一定黏性, 是否有必要采用 Euler

方程而不是其他更为合适的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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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GK (b) GRP

图 8 圆柱绕流中温度场分布

实际上, 物理模型的重要性在前述统一气体

动理学格式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实际运动中

分子自由运动与相互碰撞是同时进行且相互耦合

的, 若采用分裂算法, 自由运动和碰撞的解耦只有

在计算的时间步长远小于平均碰撞时间时其物理

模型才是正确的, 这也就极大地限制了 DSMC 和

已有的很多 Boltzmann 方程直接求解方法在近连

续流动中的计算效率. 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将这

两个过程耦合求解, 更加符合物理实际, 因而具有

非常好的性能.

总之, 描述单元界面上初始间断演化的物理

模型对数值格式的性能有重要的影响. 合理的物

理模型是正确计算数值通量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

探索合理的重构技术才不会是空中楼阁.

7 结 语

本文概述了气体动理学格式的基本原理和研

究现状, 重点介绍了高阶精度动理学格式 (HGKS)

和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 (UGKS) 的研究进展, 并

对可压缩流动有限体积格式演化步中的物理模型

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速度分布函数的高阶展开和

对初值的高阶重构, 可以构造高阶精度的气体动

理学格式, 为发展高精度黏性求解器提供了一条

新的途径. 通过分子离散速度空间, 将气体动理

学格式从连续流拓展到稀薄流域, 建立了适合整

个 Knudsen数流动的多尺度统一气体动理学格式.

新格式将每个时间步长内宏观量的更新和微观气

体分布函数的更新紧密地耦合在一起, 相比于已

有类似方法具有更高的求解效率.

合理的物理模型是可压缩有限体积格式的关

键. 气体动理学格式采用 (修正的) BGK 模型方程

来描述计算网格单元界面上重构出的初始间断的

时间演化, 保证了格式的准确性和稳健性. 从宏观

上看, 格式中自动引入了与初始间断有关的随时

间变化的物理过程. 对近连续流动而言, 气体分子

自由运动和碰撞的耦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

BGK-NS 求解器还是统一格式的成功都说明了这

一点.

从建立到现在近 20 年来, 气体动理学格式得

到了飞速发展,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显示了良好的

性能. 格式的完善和实际工程应用将是下一步的

研究重点, 具体包括: 结合高质量重构技术以提高

格式的性能; 提高格式时间方向推进效率的加速

技术;复杂网格上格式,特别是高精度格式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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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更多流动物理模型的结合,如湍流模型、双原子

内能松弛模型、多组元化学反应模型等. 在此基

础上, 气体动理学格式不仅能为流动机理研究提

供有力的工具, 而且有望在航空航天等工程领域

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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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s-kinetic scheme i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with

emphasis lai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order-accurate gas-kinetic flux function for the Navier-Stokes equations

and the unified gas-kinetic scheme for flow simulations in the entire Knudsen number regimes. A third-order-

accurate gas-kinetic scheme is presented through the high-ord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 data and the

high-order gas evolution model of the gas distribution function.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high-order schemes

based on Riemann solution, the new scheme not on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high-order initial reconstruction

at a cell interface, but also follows its time evolution, which ensures a high-order time accurate flux function.

This study pioneers a new way to construct high accurate time-space coupling CFD method. The unified gas-

kinetic scheme for arbitrary Knudsen number is developed by direct solving the Boltzmann model equation

in the discrete velocity space, where the update of both macroscopic conservative variables and microscopic

gas distribution function takes place simultaneously within a time step. The newly developed method is more

efficient than existing DVMs, where the continuum flow limit can be easily obtained in the unified scheme

due to its hydrodynamic scale part of the flux function.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a valid physical evolution

mode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umerical method is also discussed. The good performance of gas-kinetic scheme

comes mainly from its capability of capturing a rational gas evolution process from an initial discontinuity using

gas-kinetic model. The coupling of particle free transport and colli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e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ssipative mechanism inside a numerical shock layer, it is realized that the adoption of exact

Riemann solution of the Euler equations as a foundation of modern compressible CFD methods has fundamental

flaws, and the shock instability at high Mach number simulation is unavoidable. The gas-kinetic scheme follows

a valid physical proc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umerical shock structure.

Keywords gas-kinetic theory, high-order-accurate gas-kinetic scheme, unified gas-kinetic scheme, BGK equ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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