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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射电望远镜天线结构设计和观测任务的正常进行都需要台址风场信息. 随着望远

镜性能要求的提高, 天线结构设计越来越复杂, 风载荷对天线观测时造成的指向影响也越
发明显, 如何在设计时保证结构刚度和强度, 在观测时提高有效观测时间, 都需要准确的
风场数据. 由于传统台址测风塔布置方法无法对测风塔拟设点的可靠性做出定量化评估,
因此提出一种基于数值模拟优化测风塔位置的方法. 数值模拟基于规范参数设置边界条
件, 与实测数据比较, 整体趋势吻合, 满足精度需求. 对试验台址设置了4个测风塔位置, 经
分析P2点与天线位置的风速均方根误差值(root-mean-square error, RMSE)最小, 测得的
数据更能表征天线区域的风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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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随着望远镜朝着大口径、高工作频段方向发展, 风载荷对望远镜指向精度的影响越
来越严重, 天线在进行抗风设计以及保精度观测时更加需要关注台址风场特性. 望远镜
台址, 特别是位于山区的台址, 风流动随地形变化产生相对较大差异. 一般为了得到准
确的风场信息需要将测风塔布置在离目标区域比较近的位置. 但在望远镜视野范围内不
建议有高大物体, 因此, 测风塔位置要与天线区域保持一定距离, 测风塔数据表征天线
区域的风场特性就会存在一定误差. 对高性能望远镜指向精度来说, 这种误差不可忽视.
因此优选满足台址实际工况条件的测风塔布设位置, 能够将误差尽可能降到最低.
目前, 测风塔的布置大多根据规范进行设计, 需要符合一定要求[1–2] , 比如: (1)视野
开阔、地势平坦、附近没有障碍物; (2)观测场地附近若有障碍物, 则离障碍物的距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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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障碍物高度的3倍; (3)测风塔应布置在来风最多的上风口等. 基于规范设置测风塔
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测量数据具有区域代表性. 但当前的规范指标比较宽泛, 存在以下不
足: (1)当前的规范主要依据气象观测工程经验总结而来, 气象测量可以在当地选择合
适的位置, 但风工程测量目标区域小, 偏重测量小区域风场, 基于规范可选择位置较窄;
(2)当测风塔受到障碍物的影响时会产生伪数据, 规范对于远离障碍物的技术指标不够
详细和明确, 有的测风塔安装手册指出离障碍物的距离应大于障碍物高度的8–10倍, 若
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规范没有给出解决方法, 需依赖设计人员的经验; (3)对于测风塔的
布设方案效果也没有给出可行的评估方案, 为了实测可靠性, 技术人员通常会设置多点
测量.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国内外不少学者利用数值模拟开展山地风场研究, 并在计
算域、 边界条件设置、 网格结构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3–5] . 还有学者利用数值模拟
分析风速传感器布置的最优位置[6] . 数值模拟的核心是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ﬂuid dynamics, CFD), 即把连续的物理量场离散成一系列有限的变量点, 基于控制方
程建立这些离散点的代数方程组, 求解代数方程组获得流场变量的近似解. 它可以仿
真接近真实地形上的流场结构, 并借助计算机图形学技术展示流体运动过程[7] . 利用数
值模拟优选台址测风塔位置, 能够弥补传统方法难于定量评估的不足, 对提升大口径、
高精度望远镜的观测性能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本研究以新疆奇台110 m口径射电望远镜
(QTT)台址为目标, 通过建立台址地理模型开展风场仿真, 借助台址前期布置的测风传
感器和气象站所采集的数据, 验证仿真后风场结果的准确性; 依据测风塔布置规范要求
布设初选点, 基于风场仿真结果, 提取拟设点和天线位置的风场数据, 通过分析获取测风
塔优选位置. 此法还能够为已有望远镜台站精确获取风场特性, 提供补充测风塔或测风
传感器布设位置的参考.

2
2.1

台址风场数值模拟
QTT台址介绍

QTT台址位于新疆奇台县半截沟镇石河子村, 坐落在天山东段北麓一个四面环山
的盆地内[8] , 如图1. 盆地东西长约1.5 km, 南北长约2 km, 海拔约1730–1830 m, 地势南
高北低. 盆地四周山体海拔高度1860–2250 m. 该地区常年的主导风向为南风. 在园区内
设有一个测风塔, 高60 m. 从地面5 m开始, 每5 m装有一个2D超声波风速风向传感器.
园区内还有一个15 m高的气象站. 图1中, F为测风塔、T为天线、Q为气象站.
2.2

地理模型和网格划分

以台址为中心, 划出一个1.4×1.7 km2 的矩形区域. 计算域以该矩形为核心区域向
四周延伸, 如图2所示. 其中上游边界延伸到盆地外, 左、 右和下游边界按上游距离的
比例延伸. 计算域顶高设置为5倍地面障碍物的高度[9] . 以正北为0◦ 方向, 按顺时针方
向旋转, 分别模拟0◦、 90◦、 180◦、 270◦ 方向的风场. 地理数据来自地理云空间(http:
//www.gscloud.cn)下载的ASTER GDEM (advanced spaceborne thermal emission and
reﬂection radiome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据, 地图的空间分辨率为30 m, 台
址区域山体坡度大部分小于45◦ , 地图垂直分辨率优于15 m, 可满足本文工况的风场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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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需求. 计算域内有许多不规则的山体, 而且核心区域的西侧有一条河谷, 使用结构化
网格划分实现比较困难, 因此本文在仿真中将采用自适应比较良好的非结构化网格进行
划分, 网格距离最大尺寸设置为32 m. 由于地面对湍流有显著的影响, 地面边界层的处
理质量会直接影响近地面风场的精度, 因此采用幂律方式沿地面向上设置边界层网格.
第1层高度设置为5 m, 设置8层, 每层增长率指数1.192, 总高为80 m.

图1
Fig. 1

QTT台址. F为测风塔、T为天线、Q为气象站.

QTT site. F is wind tower, T is antenna, and Q is meteorological station.

图2
Fig. 2

2.3

风场计算域示意图

The diagram of wind field calculation region

理论模型

本文采用比较成熟的雷诺平均方法进行数值模拟. 该方法对湍流特征量做时均化处
理, 将瞬时变量划分为平均变量和脉动变量, 并用雷诺应力项来表示脉动量, 引入湍流
模型进行求解, 计算量小, 比较适合工程计算, 个人4核小型工作站基本能够满足计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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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10] . 在风场模拟中通常把空气假设为低速、不可压的粘性牛顿流体, 本文湍流模型选
择适合上述工况且应用比较广泛的可实现k-ε模型. 它是经典的标准k-ε模型的改进模型,
推出较新, 与实际流动的物理情况更加符合.
基本控制方程如下:
∂ρ
+ ∇ · (ρv) = Sm ,
(1)
∂t
∂
(ρv) + ∇ · (ρvv) = −∇p + ∇ · (τ̄¯) + ρg + F ,
(2)
∂t
式中, t是时间; ρ是空气密度; v是速度; Sm 是质量源项; p是静压; τ̄¯是应力张量; ρg是重
力; F 是其他力源项.
2.4

边界条件设置

风场计算域边界条件的设置见表1, 风速剖面一般用对数律或指数律表达式来描述,
指数律和对数律两者计算差别很小, 但指数律比对数律计算更加方便, 在工程计算中常
采用指数律. 边界入口风速剖面公式如下(风速值为标量):
( )α
z
v(z) = v0
,
(3)
z0
根 据 台 址 地 貌, 属 于B类, 地 面 粗 糙 度α指 数 取0.15; z0 取10 m高 度; 设 参 考 速 度
v0 为5 m·s−1 .
表 1 风场计算域边界条件
Table 1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computing domain
Boundary

Boundary condition

Inlet

Velocity-inlet

Left, right, top

Symmetry

Bottom

Wall

Export

Outflow

来流湍流强度经验公式采用与本文工况比较接近的日本规范, 取相应的II类地貌
参数:


z 6 5,
0.23 ,
( )−0.2
I(z) =
(4)
z

0.1
, 5 < z 6 zg ,
zg
I为湍流强度; zg 为梯度风高度, 取350 m.
本 文 使 用Fluent软 件, 以 上 边 界 条 件 均 可 以 通 过 用 户 自 定 义 函 数(User-deﬁned
function, UDF)实现.

3

仿真与实测数据比较

实测数据为2017年4—9月的测风塔以及气象站15 m高度的风观测数据. 测风塔数
据采集设备是2D超声波风速风向传感器和CR3000微型采集器, 采集频率为每分钟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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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采集时长为1 s; 气象站是ZQZ-A型自动气象站, 其中的风速风向传感器是三杯式
风速传感器和单翼式风向传感器, 采集频率为每分钟定采一次, 采集时长为3 s. 将风观
测数据处理成风向玫瑰图, 如图3所示, 可知主流风向的来风趋势大致相同, 由于所处位
置地形的影响来风频率和大小会有所差异.

图3
Fig. 3

3.1

风向玫瑰图

The wind rose diagram

实测数据处理

为了使测风塔和气象站的数据能够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比较, 需要将两点的风速归
一化处理[11–12] : (1)分别计算测风塔和气象站全部来风的速度平均值v̄ i . (2)对测风塔和
气象站0◦、 90◦、 180◦、 270◦ 方向的来风求速度平均值v̄ji , 然后用v̄ji 比v̄ i , 得到各风向上
的风比系数aij , 如(5)式. (3)在各风向上用测风塔的风比系数aFj 比气象站的风比系数aQ
j ,
Q
m
F
得到两点的风比系数µj , 如(6)式. 计算数值模拟中测风塔v̄j 与气象站v̄j 的风比系数µsj ,
如(7)式, 与实测风比系数µm
j 进行比较, 检验数值模拟的可靠性.
v̄ji
= aij ,
v̄ i
aFj
= µm
j ,
Q
aj
v̄jF
v̄jQ

= µsj ,

(5)
(6)
(7)

式中i = 1、 2, 分别对应测风塔、 气象站; j = 1、 2、 3、 4, 分别对应0◦、 90◦、 180◦、
270◦ ; 上标m代表实测、s代表仿真.
3.2

仿真与实测比较

图4为仿真与实测比较结果, 可以看出: 在0◦、90◦ 和180◦ 方向上, 数值模拟的风比系
数与实测的风比系数符合良好, 变化趋势相同; 但在270◦ 方向上, 两者的风比系数差值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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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变化趋势不同. 分析原因, 可能是由于该风向上来风频率极少, 如图3, 因此在数据统
计上存在较大的随机性. 由图4中的误差棒可以看到, 误差与来风频率相关, 来风频率越
少, 误差越大. 根据理论分析该方向上5 m·s−1 来风, 由于测风塔被障碍物遮挡更严重, 实
测中测风塔测得的风速要远小于气象站, 而仿真结果符合这一趋势. 综上分析, 本文对
QTT台址风场环境的仿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能够用于测风塔的位置优选.

图4
Fig. 4

4

仿真与实测的风比系数

The wind ratio of simulation and measurement

天线外围测风塔的布置

假设在距离天线150 m左右的范围设置测风塔不会对天线的视野产生干扰. 拟在天
线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 各挑选出1个位置相对较优的设置点. 在图5中可以看到天线外
围有许多凹凸不平的小沟壑, 需要将测风塔布置在相对比较平坦且不受周围障碍物遮挡
的地方, 初选了拟设点P1、P2、P3、P4.

图5
Fig. 5

测风塔位置初选

Primary wind tower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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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指出风传感器布置离地高度一般不小于10 m, 许多台址园区气象
站风传感器离地15 m高, 风塔高度也在50 m左右, 所以本文主要分析离地15 m和50 m的
风况. 提取仿真结果的数据, 绘制相对地面高度15 m和50 m处的风速云图, 如图6. 由图
可知气流受局部地形影响, 相邻区域风速等值线变化比较大. 随着高度上升, 受局部地形
影响减弱, 风速等值线逐渐平滑, 气流相对稳定. 因此设置较高的测风塔, 可以减小天线
和测风塔之间由于距离所造成的误差.

图6
Fig. 6

风速云图

The nephogram of wind speed

提取4个拟 设点和天线位置的风速值做 相对地面15 m和50 m的折线统计图, 由
图7中 可 以 看 到P3点 的 风 速 随 风 向 变 化 的 趋 势 与 天 线 位 置 风 速 变 化 的 趋 势 最 为 接
近, P4点次之; P2点风速变化趋势与天线位置不同, 但两点的速度值最接近. 随着高
度增加, 各点的风速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但离散程度在减小. 表2为计算拟设点与
天线位置风速的均方根误差值(root-mean-square error, RMSE). 随着高度增加, P2、
P3和P4点的风速RMSE都在降低, P1点没有变化. 在拟设点中, P3点在15 m高度误
差值最大, 随着高度增加, 误差值有所降低, 但也比较大; P2点一直是误差最小的
位置. 如果P3点减去固定差值, 则误差最小. 分析P3点误差产生的原因: 从图7中
可 以 看 到, 除P3点 外, P4点 与T点 的 风 速 变 化 趋 势 也 比 较 接 近, 而P4和P3点 两 者 距
离比较近, 地形相似, 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形相关性, 在周围地势的共同作用下导致
了P3点产生固定偏差的可能性比较大. 地图精度导致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所有点
的数值模拟结果都在同一精度的地图上产生, 导致单一点偏差的概率很低. 以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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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和P3点设置测风塔都比较理想. 测风塔布置中, 如果设置在P3点还需要实际测量
P3点和天线位置的风速来消除固定误差. 另外南方来风频率比较高, 测风塔设置在P2点
更符合布置在上风口的规范. 综上分析P2点设置测风塔最优.

图7

拟设点与天线位置的风速误差. (a)相对地面15 m; (b)相对地面50 m.

Fig. 7 The wind speed error between the proposed point and the antenna position. (a) 15 m above
ground; (b) 50 m above ground.

表 2 拟设点与天线位置的风速RMSE
Table 2 The wind speed RMSE between the proposed point and the antenna position

15 m/(m·s
50 m/(m·s

5

−1
−1

P1

P2

P3

P4

)

0.75

0.44

1.07

0.80

)

0.75

0.39

0.74

0.47

结论

本文提出了利用数值模拟定量分析射电望远镜台址测风塔最优位置的方法. 基于该
方法以QTT台址为研究对象, 开展了台址测风塔布设位置的优选, 初设了4个设置点, 通
过仿真与分析, 相对于其他拟设点P2与天线位置的风速误差最小, 最为理想. 本文的数
值模拟依据台址地形相应的规范参数设置边界条件, 得到的仿真结果精度满足测风塔布
置的需求. 基于规范参数设置, 一定程度上降低研究测风塔布置者的工作量, 方便相关技
术人员快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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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nd ﬁeld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radio telescope antenna structure design and
observation. As the telescop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antenna structure design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the inﬂuence
of wind load on antenna pointing in the observation is also serious. How to ensure
the stiﬀness and strength of the structure during the design and improve the eﬀective
observation time during the observation all needs accurate wind ﬁeld data. Due to
the traditional wind tower setup method cannot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etting point position, so a method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optimize
the position of the wind tower is propose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re set based on speciﬁcation parameters, the overall tren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easured data, therefore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
Four wind tower positions were set at the test site. According to simulation results,
the root-mean-square error (RMSE) of wind speed between point P2 and the antenna
position is the smallest. So, the measured data in P2 could better represent the wind
ﬁe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tenna area.
Key words telescopes, site testing, methods: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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