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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水动力性能数值研究 

摘 要 
 

面对化石燃料紧缺以及污染等诸多问题，发展可再生能源正成为

当下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1%，其中蕴藏着大

量的可再生能源，波浪能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波浪能发电装置

是海洋可再生能源研究中的一个方向。随着多年的发展，波浪能发电

装置在不断演化，其中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发电效率高，设备

布置灵活，成为了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的热点之一。 

对于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的重点在于效率和可靠性两个方面。

效率是指波浪能装置所能捕获波浪能量的多少，可靠性是指波浪能装

置在极端海况下的生存能力。本文应用基于开源 CFD 软件 OpenFOAM

开发的船舶与海洋工程求解器 naoe-FOAM-SJTU 以及势流计算软件

AQWA，基于效率和可靠性两个关键因素，对水平圆柱形振荡浮子式

波浪能发电装置的水动力学响应进行了研究。 

本文对波浪能发电装置内部的能量输出系统 (power take-off 

system)的物理模型进行了简化，将该系统作用于浮子的负载简化为线

性的阻尼力，并忽略了能量在二次转化中的损耗。 

首先对无负载浮子的水动力性能进行了研究，采用波浪计算软件

waves2Foam 进行造波，并将 CFD 结果和势流结果与试验进行了对比，

验证了数值方法的准确性。 

研究了有负载单浮子装置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因素。对不同直径浮

子在规则波中的运动进行模拟，对比了不同直径下能量转化效率的差

别；研究了负载对浮子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分析了浮子的受力特点；

与势流结果相对照，研究了浮子在不同周期的波浪中的水动力性能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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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浮子装置在聚焦波中的水动力性能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聚焦

波中浮子运动对自由面的影响；在浮子表面设置测压点，对浮子表面

压强分布情况和浮子的受力特点进行了分析。 

最后，对双浮子波浪能发电系统水动力性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了

双浮子在不同周期的波浪中相互作用规律，发现了系统能量转化效率

的变化特点，讨论了提高系统能量转化效率的方法。  

 

关键词：波浪能，水动力性能，能量转化效率，naoe-FOAM-SJTU 求

解器，AQ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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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OSCILLATING-BODY WAVE 

ENERGY CONVERTER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is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 ocean accounts for 71% of the 

earth's surface area and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renewable energy, of 

which wave energ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he wave energy converter 

(WEC) has become popular field for researchers.  After decades of 

research, many kinds of WEC have been developed, among which the 

oscillating-body WEC has higher energy efficiency and more flexible layout,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s in WEC research.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are the key issues in WEC research. 

Efficiency is used to measure how much wave energy the WEC can 

capture, and reliability refers to the survival ability of the WEC in extreme 

sea conditions. The CFD solver naoe-FOAM-SJTU based on open source 

software OpenFOAM and commercial software AQWA are used to study 

the hydrodynamic response of horizontal cylindrical oscillating-body wave 

energy converter based on key factors of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The physical model of the power take-off system (PTO) inside the 

WEC is simplified, the load of PTO is simplified as a linear damping force, 

and the loss of energy in conversion is ignored. 

The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buoy without PTO load is studied 

at first. Waves2Foam is used to generate waves with specified wave height 

and period, and the CFD and BEM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verifying 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The factors affecting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buoy with PTO 

load are studied. The effect of diameter on the heave motion respon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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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fficiency of buoy is investigated. The wave load under different 

PTO load is sim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CFD results and BEM 

results. 

The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single buoy in the focused wave 

was studied. Pressure sensors are set on the surface of buoy to record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positions.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nd 

wave load on of buoy are investigated. 

Finally, the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double buoy system is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buoys on energy 

efficiency is studied.  The effect of wave period on energy efficiency is 

also analyzed. 

 

 

KEY WORDS: wave energy,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energy 

efficiency, naoe-FOAM-SJTU solver, AQ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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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池实验中，水深调整为 1m，并分别在 1.1s，1.3s，1.5s，1.7s 四个波浪周

期以及对应 0.02m，0.05m，0.08m 和 0.1m 四个波高情况下进行了实验。 

本文选取了 1.1s和 1.5s两个周期以及 4个波高共 8种波浪工况进行数值验证。

图 3-5 和图 3-6 分别为圆柱在周期 1.5s，波高分别为 0.05m 和 0.1m 情况下圆柱稳

定运动 10 个波浪周期的时历曲线。结果显示，CFD 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吻

合度很高。对两个波高的运动曲线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当波高为 0.05m 时，由于

实验中浮体运动不稳定，实验结果与 CFD 结果出现了一定的误差。 

 
图 3-5 T=1.5s，波高 H=0.05m 运动时历曲线 

Fig.3-5 Time series of heave displacement when T=1.5s, H=0.05m 

 
图 3-6 T=1.5s，波高 H=0.1m 运动时历曲线 

Fig.3-6 Time series of heave displacement when T=1.5s, H=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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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和图 3-8 分别为波浪周期为 1.1s 和 1.5s 时浮子的位移量的 CFD 结果与

AQWA 软件计算的势流结果进行对照。其中位移量为最大位移与最小位移的差值。

结果显示，CFD 与实验结果的吻合程度均优于势流结果；对不同波高进行比较，

势流结果的误差随着波浪高度的增加而增大，这主要是由于波浪的波陡随波高的

增大而增加，波浪中非线性因素增强；对不同周期进行比较，波浪周期为 1.1s 时

CFD 结果明显优于势流结果，这是由于周期更短的波浪波长更小，同一波高时波

浪更陡峭。综合而言，CFD 方法可以实现对浮体运动响应的准确预报，势流结果

的误差则更为明显。 

 
图 3-7 T=1.1s 圆柱位移量   

Fig.3-7 Displacement of cylinder, T=1.1s   

 

 
图 3-8 T=1.5s 圆柱位移量 

Fig.3-8 Displacement of cylinder, T=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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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单浮子在规则波下水动力性能研究 

3.3.1 圆柱直径对浮子运动和受力的影响 

为了研究浮子直径对浮子水动力学性能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几个典型周期和

直径，对浮子在规则波中不同负载条件下的运动和受力响应进行了分析，选取的

工况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计算工况系数 

Table.3-1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Case no. 
波高 H

（m） 

周期 T

（s） 

波长 L

（m） 

直径 D

（m） 

质量 m

（kg） 
阻尼系数 C(N/ms-1) 

1 

0.1 1.5 3.35 

0.1 3.93 0,50,100,150,200 

2 0.2 15.70 0,100,200,300,400,500 

3 0.3 35.33 0,100,200,300,400,500 

图 3-9 显示了不同直径的单个圆柱在不同阻尼系数下的运动响应情况，其中

图 3-9(a)为位移量随阻尼系数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位移量随着阻尼系

数的增加而减小，由于阻尼系数的增加，阻碍浮体运动的作用在提升，并且可以

发现，在目前的阻尼范围内，位移量的减少量与阻尼的增加值之间呈一定的线性

关系，可以做出位移量对于阻尼系数的拟合直线。对不同直径的圆柱进行比较可

以发现，圆柱直径越大，位移量与阻尼系数的拟合曲线的斜率越小。图 3-9(b)为

最大垂向速度随阻尼系数的变化曲线，其变化规律与位移量类似，但需要注意的

是，当阻尼系数为 0 时，D/H=3.0 的最大速度要小于其他两种工况。 

 
(a)位移量                                   (b)最大垂荡速度 

(a)Magnitude of displacement                   (b)Maximum of heave speed 

图 3-9 不同直径单圆柱垂荡运动 

Fig.3-9 Heave motion of single cylinder with different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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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显示了不同直径的单个圆柱在不同阻尼系数下的受力情况，图 3-10(a)

为浮体水平受力随阻尼系数的变化情况，可以观察到，随着圆柱直径的增加，浮

体所受水平力也在增加，这是由于随着浮体直径的增加，其浸没于水下的表面积

也在增加，因此迎浪面更大，浮体受到波浪冲击也更大。比例上看，浮体所受水

平力的比值要大于直径的比，但小于直径比的平方。对不同阻尼系数进行比较可

以发现，浮体所受水平力随着阻尼系数的增加而增加，对于 D/H=2.0 和 D/H=3.0

两种工况而言，当阻尼系数大于 300N/(ms-1)，阻尼系数增加对于水平力的增加作

用非常小。图 3-10(b)为浮体垂向力随阻尼系数的变化情况，与水平力类似，浮体

所受的垂向力随着浮体直径的增加而增加，与水平力不同的是，浮体所受垂向力

的比值要小于直径的比。对不同阻尼系数比较，浮体所受的垂向力随着阻尼系数

的增加而增加，由上图可以得知，阻尼系数增加会减小浮体的运动幅度，但是其

所受的波浪力是随阻尼系数的增加而增加的。  

 
(a)水平力                                   (b)垂向力 

(a)Horizontal wave force                       (b) Vertical wave force 

 图 3-10 不同直径圆柱的波浪载荷 

Fig.3-10 Wave force on single cylinder 

 

根据式 2-37，我们可以计算出浮子能量转化的效率，如图 3-11 所示。随着直

径的增加，波浪能浮子吸收能量效率也在提升，这是由于受波面积增加，吸收的

波浪能也随之提升；对不同的阻尼系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高阻尼系数下，不

同直径的圆柱能量转化效率的差值也在增加；并且能量转化效率是随着阻尼系数

的增加而先增加，后减小，因此存在合适的阻尼系数，使浮子的能量吸收效率达

到峰值，对于不同直径的浮子而言，这个峰值是不同的，浮子直径越大，其峰值

越靠后，总体能量转化效率也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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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单圆柱能量转化效率 

Fig.3-11 Energy efficiency of single cylinder 

3.3.2 波长对浮子运动和受力的影响 

研究波长对单圆柱浮体在波浪中运动响应特性的影响基于前文实验模型参

数，其中水深设置为 1m，圆柱长 1m，直径 0.2m，自由度限制在垂荡运动上，其

余计算域设置与前文相同。本文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频率点进行 CFD 计算，并与

势流结果进行对比，为了保证结果的一致性，波浪高度均设置为 0.1m。当周期小

于 1s 时，波浪会因粘性作用而衰减严重，因此本文大多选取 1s 以上周期的波浪

进行模拟。 

图 3-12 为单浮子的自由面在一个周期内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浮子对波浪

有反射作用，浮子左侧自由面等值线向浮子弯曲；波浪从浮子两侧通过，对浮子

右侧区域形成了衍射效应，因此其右侧自由面也向浮子弯曲；同时，由于圆柱自

身的运动，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波浪，这一点在图 3-12(a)中比较明

显。 

图 3-13 为一个周期内浮子运动以及自由面变化情况，图中箭头标注了水质点

运动方向。当浮体处于波谷时，附近水质点向左运动，运动方向顺时针旋转；到

1/4 周期时水质点向上运动，自由面随之升高；当波峰来临水质点向右运动，圆柱

左侧的水质点进入圆柱下方；3/4 周期时水质点向下运动，自由面快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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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0T                             (b)t=1/4T 

  
(c)t=1/2T                          (d)t=3/4T 

图 3-12 C=400N/(m/s)，T=1.67s 浮子附近自由面变化情况 

Fig.3-12 Free surface around cylinder, C=400N/(m/s)，T=1.67s 

  
(a)t=0T                             (b)t=1/4T 

  
(c)t=1/2T                          (d)t=3/4T 

图 3-13 C=400N/(m/s)，T=1.6s 浮子及水质点运动情况 

Fig.3-13 Motion of fluid particle around cylinder, C=400N/(m/s)，T=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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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单圆柱浮子在波高 0.1m 的波浪中 RAO 曲线 

Fig.3-14 RAO of single cylinder, H=0.1m 

 

图 3-14 为单圆柱浮体在波高为 0.1m 的波浪下的 RAO 曲线，图中为 CFD 与

AQWA 软件计算的势流的结果对比。结果显示，势流和 CFD 结果的变化趋势是

类似的，随着阻尼系数的提高，CFD 结果与势流结果的偏差在逐渐减小，这主要

是因为阻尼因素在对浮体运动的影响在不断加强，因此浮体运动非线性减弱，CFD

结果与势流结果更加趋近。 

通过对计算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 在无阻尼情况下，存在波浪周期使圆柱运动位移达到最大值，经验证该周

期与圆柱固有周期一致。 

(2) 在有阻尼条件下，圆柱运动位移整体随波浪周期的增加而增大。 

为了研究位移和速度在时间上的特征，选取了波浪周期 T=1.8s 时不同负载下

位移和时间，如图 3-15 所示。结果显示，圆柱位移和速度时间曲线均为正弦曲线；

位移和速度的幅值随阻尼系数的增加而减小；不同负载下圆柱运动相位会出现差

异，随负载增大圆柱运动曲线会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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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位移时间曲线                              (b)速度时间曲线 

 (a)Time series of displacement                   (b) Time series of velocity 

图 3-15 波浪周期 T=1.8s 时圆柱位移和速度时历曲线 

Fig.3-15 Time series of displacement and velocity of single cylinder, T=1.8s 

 

图 3-16 为周期 T=1.8s 时圆柱水平受力情况。圆柱受水平力随时间变化如图

3-16(a)所示，水平力随时间呈周期性变化，其周期与波浪周期相同。对水平力进

行傅里叶变换，如图 3-16(b)所示。结果显示，水平力频域主要由两个峰值构成，

其中较高的峰值对应 1 倍波浪频率，较低的峰值对应 2 倍波浪频率。对不同的负

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水平力在 1 倍波浪频率下的峰值相同，不同负载的差异主

要体现于二阶响应也就是 2 倍波浪频率的峰值上。其中，阻尼越高垂向力幅值越

大。 

  
(a)水平力时历曲线                          (b)对水平力傅里叶变换后的曲线 

(a)Time series of horizontal force               (b) Fourier transform of horizontal force 

图 3-16 T=1.8s 时圆柱水平受力情况 

Fig.3-16 Horizontal force of cylinder, T=1.8s 

 

图 3-17 为周期 T=1.8s 时圆柱垂向受力情况。垂向力随时间变化如图 3-17(a)

所示，其幅值随阻尼的增加而增大。与位移和速度类似，不同阻尼间垂向力相位

也存在着差异。对垂向力做傅里叶变换，结果如图 3-17(b)所示，其中垂向力仅有

一个峰值，对应 1 倍波浪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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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垂向力时历曲线                          (b)对垂向傅里叶变换后的曲线 

(a)Time series of vertical force                 (b) Fourier transform of vertical force 

图 3-17 T=1.8s 时圆柱水平受力情况 

Fig.3-17 Vertical force of cylinder, T=1.8s 

 

图 3-18 为在 0.1m 波高条件下，波浪能转化功率随波浪周期变动的计算结果。

与 RAO 的计算结果相比，功率计算结果在 CFD 和势流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根

据公式(2-35)，能量转化的功率与浮体运动的平方成正比，因此 RAO 的差别会被

进一步放大。总体而言，CFD 结果和势流结果在趋势上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图 3-18 单圆柱浮子能量吸收功率曲线 

Fig.3-18 Power absorption of single cylinder 

 

从功率曲线上看，每个阻尼系数下的功率随周期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具体而言，当附件阻尼系数 c=200N/(m/s)时，转化功率在波浪周期 T=0.9s 时达到

最大值 3.04W；当附件阻尼系数 c=400N/(m/s)时，转化功率在波浪周期 T=1.6s 时

达到最大值 3.08W；当附件阻尼系数 c=600N/(m/s)时，转化功率在波浪周期 T=1.85s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8 - 

时达到最大值 2.93W。可以发现，随着阻尼系数的增加，功率曲线的峰值向着周

期增加的方向移动，同时，各个曲线的峰值没有明显的差距。这意味着对于不同

的波浪条件，可以调节对应的负载，使能量转化效率达到最高。 

 
图 3-19 单圆柱浮子能量转化效率曲线 

Fig.3-19 Energy efficiency of single cylinder 

 

图 3-19 为各个阻尼系数下，波浪能量转化效率随周期的变动曲线。结果显示，

势流和 CFD 结果在整体变化趋势上是一致的，在个别位置上，两个结果有比较大

的差异。 

对比不同阻尼系数的转化效率的曲线，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三条曲线取

得最大值对应的周期很接近，这意味着能量转化效率最大值对应的周期受负载影

响较小。但同时，最大值对应的周期与浮体固有周期并不一致，影响该周期的因

素尚需进一步的探究。 

当波浪周期等于取得最大值对应周期时，阻尼系数最小的工况的能量转化效

率最高，能量转化效率随阻尼系数的增加而降低，当波浪周期增加，能量转化效

率均随着周期的增加而减小。其中阻尼系数最小的曲线下降最快，阻尼系数最大

的曲线下降最慢，随着周期的增加，阻尼最大的能量转化效率最终将超过阻尼最

小的工况。 

3.4 单浮子在聚焦波中水动力性能研究 

生存性能是研究波浪能装置的关注点之一，本节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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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则一般认为其重心为坐标原点，浮体静止时坐标方向与全局坐标系相同。 

（2）坐标系的位置关系 

如果浮体没有运动，根据全局坐标系和随体坐标系的定义，两个坐标系相互

平行，同一空间点在两坐标系上的位置信息仅有常数差。如果浮体产生运动，此

时同一空间点在两坐标系中的位置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此时需要对位置关系进行

数学上的变换。 

将全局坐标系下物体的位置信息用一列向量表示，如式(2-6)所示 

( ) ( )1 2,  ,  ,  ,  ,  ,  x y z     = =                   (2-6) 

式中，x，y，z 分别表示物体在三个水平运动自由度下的位置信息，φ，θ，

ψ分别表示物体在三个旋转运动自由度下的位置信息。 

同时，将随体坐标系下的物体的速度信息用一列向量表示，如下所示: 

( ) ( )1 2,  ,  ,  ,  ,  ,  u v w p q r  = =                   (2-7) 

式中，u，v，w 分别表示物体在三个水平运动自由度下的速度信息，p，q，r

分别表示物体在三个旋转运动自由度下的角速度信息。 

用 1J 和 1

1J − 分别表示两个坐标系间水平自由度运动信息的转化矩阵和转化矩

阵的逆矩阵，即： 

1

1 1 1 1 1 1, J J   −= =                       (2-8) 

其中， 1 表示全局坐标系下水平自由度位置信息对时间求一阶导数的结果。 

根据运动变换的原理，可得两坐标系间转化矩阵 1J 为： 

1

cos cos cos sin sin sin cos sin sin cos sin cos

cos sin cos cos sin sin sin sin cos cos sin sin

sin sin cos cos cos

J

           

           

    

− + + 
 = + − +
 
 −  

 (2-9) 

且
1

1 1

TJ J− = 。 

同样的，用 2J 和 1

2J − 表示旋转自由度运动信息的转化矩阵和转化矩阵的逆矩

阵，如下式所示： 

1

2 2 2 2 2 2, J J   −= =                      (2-10) 

其中， 2 表示全局坐标系下旋转自由度位置信息对时间求一阶导数的结果。 

2J
的计算表达式为： 

2

1 sin tan cos tan

0 cos sin

0 sin / cos cos / cos

J

   

 

   

 
 =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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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J −

的表达式为： 

1

2

1 0 sin

0 cos cos sin

0 sin cos cos

J



  

  

−

− 
 =
 

−  

                 (2-12) 

（3）受力方程 

浮体受力可以划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流体对浮体的作用力，一部分是其他

作用力。流体作用力也可以分为压力和剪切力两个部分。 

将物体表面单元用向量 i ，该向量的方向为物体表面的法相，模为该单元的

面积。将流体作用力在向量 i 的切向和法向进行分解，得到 niF 和 tiF ，也就是压

力和剪切力。 

浮体所受的合力就是单元压力和剪切力在湿表面上的积分，表示为： 

n ni i
S

F F =                          (2-13) 

t ti i
S

F F =                          (2-14) 

浮体所受的其他作用力包括浮体自身重力 gF ，带系泊系统的浮体所具有的系

泊力 miF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可以得到浮体平面运动加速度与受力的关系： 

n t g m wma F F F F F= + + + +                  (2-15) 

同样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到浮体转动加速度与受力的关系： 

( )i ni ti i mi mi
S
r F F r F =  + + I                 (2-16) 

式中， I 为浮体的转动惯量， 为角加速度， ir 和 mir 分别为浮体重心到浮体

表面和到锚泊连接点的向量。 

2.5 动网格和重叠网格技术 

在计算浮体的运动和受力时，会因为浮体的运动引起浮体表面周围网格的移

动和变形。动网格技术和重叠网格技术都是解决网格变形的重要方法，在本文中

这两种方法均有涉及。 

动网格技术的主要实现方法为：在浮体发生运动时，改变网格节点的位置使

网格发生变形，同时，要使网格节点与相邻网格的拓扑关系不改变。可以通过求

解拉普拉斯方程实现这一过程： 

( ) 0g   =X                         (2-17)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1 - 

式中，
gX 表示网格节点的位置变化， 表示网格变形系数，其表达式为： 

2

1

r
 =                             (2-18) 

式中，r 表示移动边界到该网格中心点的位置。 

重叠网格方法的主要原理为：将物体的各个部分分别划分网格，然后再嵌入

背景网格中。对于网格间重叠的部分，进行挖洞处理，挖去计算域以外的网格，

对于剩余部分重叠网格进行差值，以完成网格间的数据交换，其过程如图 2-4 所

示 

 
图 2-4 重叠网格示意图 

Fig.2-4 Schematic presentation of overset grid  

 

本文使用小组基于 OpenFOAM 自行开发的重叠网格求解器 naoeFOAM-os 求

解重叠网格问题。其中网格与网格的差值关系采用 DCI 数据计算进行复现，DCI

数据是由 SUGGAR 程序计算得到。SUGGAR（Structured, Unstructured, and 

Generalized overset Grid AssembleR）是 Ralph Noack 所开发的重叠网格计算程序，

其不仅可以用于结构化网格，还支持非结构网格。 

DCI 数据的求解有四个步骤。首先是挖洞，就是搜寻洞单元。这一步要确定

网格与物体表面的关系，同时要确认其与计算域的关系。排除掉处于物体内部的

网格以及处于计算域以外的网格，这些网格统称为洞单元。与洞单元相邻网格被

称作插值边界单元。 

第二步为寻找贡献单元，在插值边界单元的附近在另一套网格上找到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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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单元，并作为插值信息的来源。 

第三步为求得插值系数，并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进行插值。这一步要根据插

值边界单元和贡献单元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来求解。插值计算的表达式为： 

  
=

= 
1

n

I i i
i

                        (2-19) 

式中
I
 为插值边界单元的流场信息，包括速度或压力等，

i
 为第 i 个贡献单

元的权重系数，
i
 为第 i 个贡献单元的流场信息。 

此外，权重系数还需满足下面方程： 


=

=
1

1
n

i
i

                         (2-20) 

第四步为重叠网格的优化，这一步是为了提高插值精度以及去除多余网格以

提高计算效率。 

2.6 数值算法 

2.6.1 SIMPLE 算法 

SIMPLE 算法全称为压力耦合方程的半隐式算法（Semi-Implicit Method for 

Pressure-Linked Equations）。该方法的基本计算过程为：先通过预测或上一步迭代

的压力场代入动量方程得到速度场，再对速度场通过连续性方程进行修正。 

首先在二维空间中，假设一个压力场 *p ，代入下面的动量方程中求解速度场： 

( ) ( )* * * *

R R nb nb e e w w R

nb

a u a u p A p A b= − − +                (2-21) 

式中 * *,u v 为 x，y 方向速度场， ,e wA A 为不同方向单元面积， ,R nba a 为网格单

元中心和周围单元加速度， * *,R nbu u 为网格单元中心和周围单元速度。 

对于压力场和速度场进行修正，修正量分别为 cp 和 cu ，将修正后的方程与原

方程相减，可以得到修正的动量方程： 

( ) ( )c c c c

R R nb nb e w R

nb

a u a u p p A= − −                (2-22) 

在 SIMPLE 算法中，忽略 c

nb nba u 这一项，则速度修正仅为压力修正的函数，而

压力修正值可以利用连续性方程求解。通过对动量方程和连续性方程循环求解，

最终速度和压力收敛，得到真实流场信息。 

为了加快计算速度，增强方程收敛性，可以在压力修正项上乘松弛因子 p ，

则压力场表达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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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pp p p= +                         (2-23) 

p 的大小影响着迭代的收敛速度，该值一般取 0.3。 

对于速度修正项也乘上松弛因子 u ，该值一般取 0.7，结果如下： 

( ) ( ) ( ) ( )( )* 1 * * 1 *k k k k

uu u u u
+ +
= + −               (2-24) 

式中 k 为迭代步数 

2.6.2 PISO 算法 

PISO 算法全称压力的隐式算子分割算法（Pressure Implicit with Splitting of 

Operators），该算法是在 SIMPLE 算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PISO 算法在一次循

环中进行两次压力修正，在第一次压力修正时使用的方程与 SIMPLE 一样，第二

次压力修正方程与 SIMPLE 算法推导方式相同。 

经过第一次压力修正后的流场信息如下式： 

** *

** *

** *

c

c

c

p p p

u u u

v v v

 = +


= +


= +

                         (2-25) 

同样的，对第二次压力修正可以列出动量方程： 

( )** * ** **

, ,u R R u nb nb e w R R

nb

a u a u p p A b= − − +             (2-26) 

对于修正后的结果可以列出类似的动量方程： 

( )**

, ,u R R u nb nb e w R R

nb

a u a u p p A b= − − +               (2-27) 

将两个动量方程求差，可得： 

( )
( )

** *

,**

, ,

u nb nb nb Rnb R
R R e w

u R u R

a u u b A
u u p p

a a

− −
= + − −


        (2-28) 

将方程与连续性方程联立求解，可以推出第二次压力修正方程。 

2.7 势流理论 

在本文中，同样使用势流方法对振荡浮子装置进行模拟，本节将简要介绍势

流理论的基本概念。 

势流理论遵循不可压缩无旋的理想流体假设，并且波浪是微幅波，速度势 φ

满足拉普拉斯方程： 

2 0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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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流方程需满足自由表面边界条件（式 2-30）物面边界条件（式 2-31）和无

穷远条件（式 2-32），如下所示： 

 
2

0
z g

 



− =


                     (2-30) 

bV n
n


= 


                       (2-31) 

0 =                         (2-32) 

式中，
b

V 为物面运动速度，n 为物面法相量。 

AQWA 软件在处理作用在结构上的波浪力时，将其分解为 Froude-Krylov 力，

波浪绕射力，波浪辐射力和慢漂力。其中 Froude-Krylov 力波浪是由波浪引起的压

力，绕射力是由于静止浮体影响波浪分布引起的压力，辐射力是由浮体振荡引发

波浪带来的力，慢漂力是波浪力中的高阶成分。其中对绕射力的计算应用了面元

法。 

对于直径长度比小于 0.2 的细长管，波浪作用在单位长度的力可以由莫里森

方程计算，如下式所示： 

(1 ) 0.5a dF X C C V V D = +  +                (2-33) 

式中，
a

C 为附加质量系数，
d

C 为单元拉力系数，为单位长度体积，D 为单

元的直径。 

如果结构不满足细长管条件，则采用三维势流理论计算波浪力。 

2.8 波浪能装置的物理模型 

波浪能装置的物理模型如图 2-5 所示，浮体的几何模型为圆柱体，在垂直方

向上有运动，其重心与水平面处于同一高度。本文参照 Salter[81]等人的工作，将

能量转化系统（power take off system）简化为理想附加刚度系统和附加阻尼系统，

同时，不考虑锚泊系统以及能量转化系统非线性作用的影响。则其在垂直方向的

运动方程可以写为： 

2 ( ) ( ) WM A i B c A kA F  − + + + + =                 (2-34) 

式中，为浮体运动频率，M 为浮体质量，为浮体的附加质量，B 为波浪产

生的阻尼，c 为附加阻尼，A为浮体垂向位移，k 为浮体的总刚度系数，由于附加

刚度系统整体不做功，因此本文附加刚度设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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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波浪能装置物理模型 

Fig.2-5 Physical model of WEC 

 

基于式(2-34)，波浪吸收装置在规则波下初步吸收能量
0

P 的计算公式为： 

2 2

0

1

2
P c s=                         (2-35) 

其中，s 为浮体垂向运动幅值。 

根据 Toyata 等人的工作，单位宽度的波浪能量 波浪
P 可以用下式计算： 

  
2

π 2
g 1

2 2 sinh 2

H kh
P

kT kh


   
= +   

   
波浪                    (2-36) 

其中，H 为波浪高度，h 为水深，k 和 T 分别为波数和周期。 

由于本文不考虑能量转化装置的内部损耗，因此可得波浪能转化的初步效率

η： 

0P

P
 =

波浪

                            (2-37)      

2.9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数学方法，包括物理方程以及求解方法。其中

有计算流体力学控制方程、数值水池、六自由度方程、动网格及重叠网格技术、

数值求解过程、波浪能装置物理模型等。 

首先介绍了 naoe-FOAM-SJTU 求解器，介绍了其各个组成模块，下面几节对

组成模块进行了具体介绍。介绍了基本控制方程，基本方程基于不可压粘性流体

假设，采用的方法为 RANS 法。本文采用的自由面捕捉方法为 VOF 法，介绍了其

计算过程。接下来介绍了数值水池，本文采用 waves2FOAM 求解器产生兴波，其

利用松弛区对波浪产生和消灭进行控制。然后介绍了六自由度方程，介绍了在两

种参考体系下物理量的转化规则，并根据该规则推导了浮体运动的动量方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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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动网格和重叠网格方法基本原理和实现过程，介绍了重叠网格求解器

naoeFOAM-os。接着介绍了 SIMPLE 算法和 PISO 算法，这两种算法是 OpenFOAM

求解器的核心算法。然后介绍了势流理论的基本控制公式和基于势流理论的波浪

力求解方法。最后介绍了波浪能装置的物理模型，推导了波浪能转化效率的计算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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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单浮子装置水动力学性能验证与分析 

3.1 引言 

在波浪能装置的研究中，水动力学分析是最重要的一环，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本文选取了水平圆柱形浮子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单个浮子在波浪中的展现出的

水动力学性能进行了模拟和分析，再通过公式计算其能量转化效率，并将结果与

实验结果和势流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 

3.2 无阻尼单浮子在波浪中运动响应分析 

本文在这一小节主要研究水平圆柱形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在无负载阻尼条

件下的响应特点，研究基于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完

成的实验[76]，实验装置如图 3-1 所示。其中圆柱形浮体结构由有机玻璃制成，长

1m，直径 0.2m，质量为 15.70kg。整体圆柱中间由铁杆固定，使其仅在垂直方向

具有运动自由度，受实验条件限制，实验并没有模拟能量转化装置对浮体的阻尼

效应，因此实验和对比计算均为无阻尼情况。计算模型如图 3-2 所示，与实验装

置物理参数一致。 

 
图 3-1 实验装置图 

Fig.3-1 Experimen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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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装置模型图 

Fig.3-2 Model device 

 

计算域分布情况如图 3-3 所示，其中整个计算域长 10m，宽 4m，水深 1m。

为了保证造波区和消波区中波浪的充分演化，设置造波区消波区长度为 3m。浮体

为长 1m，直径 0.2m 的圆柱体，其附近以及自由面网格情况如图 3-4 所示，本文

使用网格求解器 snappyHexMesh 提取物体表面网格。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在浮体

附近和自由面处进行了多级加密，总网格数量 137 万。 

 
图 3-3 单圆柱计算域及边界情况 

Fig.3-3 Computational domain of single cylinder 

 

 
图 3-4 单圆柱浮子附近网格分布 

Fig.3-4 Mesh around the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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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断，浮体最优半径达到数十米，那么大的半径从经济性角度来讲并不适用。

受这一成果影响，当时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大尺度的浮子在吸收波浪能方面更具优

势，因此对小尺寸浮子的研究较少。 

（2）生存性能研究概述 

生存性能是设计波浪能转化装置必然考虑的因素。英国能源研究中心将生存

能力定义为“在风、浪和潮流条件下预测和意外极端情况下生存的能力，无论其

组合如何”[18]。对于波浪能吸收装置而言，经济性和生存性能都很重要[19]，因为

相比于其他可再生能源吸收装置而言，波浪能吸收装置所受的直接载荷更强烈，

载荷对设备的危害程度更高。研究者普遍认为，波浪能装置的设计过程必须包括

装置生存性的验证[20][21]。 

WEC 的生存性能包括长期的生存性能和短期的生存性能。长期的生存性能一

般指波浪能转化装置在普通海况中长期工作的能力[22]。在长期波浪载荷作用下，

波浪能转化装置中机械装置和电子设备的稳定性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需

要定时的检测和维修来维持装置的正常工作。短期的生存性能则指波浪能转化装

置在极端恶劣海况下保持结构和设备稳定性的能力。波浪载荷，上浪，偶发系泊

载荷都是在研究短时生存能力时需要关注的现象[23]，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将对波

浪能转化装置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3）多浮子系统水动力研究概述 

对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而言，单浮子的能量转化功率低下，因此实际

应用中，浮子往往以阵列形式存在，因此对多浮子系统的研究也是对振荡浮子式

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重要的一环。通过研究浮子间相互作用规律，合理优化浮子

空间排列，对提升整体能量转化效率有重要的意义。 

对多浮子发电装置的研究基于对单体浮子发电装置的研究，对多浮子发电装

置系统的研究则离不开对浮子间相互作用的分析。 一些研究者对装置之间的水动

力学问题的研究基于对单浮子装置的频域分析[24-28]。随着阵列中装置数量的增多，

简单分析难以满足对复杂作用的模拟，因此产生了一些诸如多次散射法、点吸收

近似法、平面波浪法等近似方法。 

1.4.2 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中数值方法的发展 

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在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中数值方法分别为解析法，

边界元法，计算流体力学法，本小节将对这几种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在波浪能装置

中的应用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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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析法 

理论上，对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建模可以通过数学解析，经验公式以及数

值拟合等方法进行。1950 年 Morison 利用半经验公式的方法，对海洋结构物所受

的力分解为波浪辐射力和波浪绕射力[29]，这一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较小尺度的平台

结构的计算。根据该理论，波浪的辐射力和绕射力均可以通过求解速度势得到，

而速度势则通过微幅波理论求得。 

很多研究者都曾利用解析法分析浮体在波浪中的响应特性。1962 年 Newman

计算了浮体所受的激励力以及激励力矩[30]。1980 年 Yeung[31]给出了有限深度水中

漂浮圆柱的一套完整的理论附加质量和波浪阻尼数据，并给出了在无限水深下漂

浮圆柱附加质量和阻尼的解析解。 

对于波浪能装置而言，粘性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流体的粘性既会对浮体的运

动响应产生影响，又会对整个装置能量转化效率产生影响，忽视粘性的作用会使

响应结果失真，特别是当波浪频率等于共振频率时。Falnes[32]曾在使用解析法研

究波浪能转化装置时分析了粘性造成的能量损失，Babarit[33]也曾进行类似的工作。 

除了上面的研究者以外，Erksson[34]也利用解析法研究圆柱形振荡浮子式波浪

能发电装置在波浪中的能量特性，并采用粘性阻尼器模拟能量转化装置。

Berggren[35]给出了包含浮体和垂荡板两部分的波浪能发电装置的水动力系数。文

章通过匹配特征函数展开法求解，给出了数值结果，研究了平板对浮标水动力系

数的影响。 

受 70 年代早期频域分析方法的影响，1984 年 Jefferys[36]对点吸式波浪能装置

进行了时域分析，并利用了傅里叶变换的方法，在船舶水动力学的基础上进行了

拓展和推广。时域分析与频域分析相比可以研究不规则波下发电装置的特性，其

计算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37]。该方法引入的模型为概率密度分布，其他研究者

也应用了该方法[38]。 

对单体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究成果也被多体系统所借鉴，Garnaud 和 Mei[39]

大对阵列式波浪能发电装置进行了理论研究。文章考虑了与典型波长相比具有类

似小间距的小浮标的周期性阵列。结果显示，阵列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与相同体积

的单个浮标相比具备优势。 

综合而言，解析方法在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结构

简单的装置，解析方法能迅速有效地给出分析结果。但是一旦情况变得复杂，解

析法往往无能为力。 

（2）边界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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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元法又名边界积分方程法，是一种针对势流的数值计算方法。根据计算

的需要，可以根据格林函数选取的不同分为时域和频域方法。 

A. 频域格林函数法 

频域格林函数法最初被用于空气动力学中对机翼的计算中，20 世纪 60 年代

后才开始被引入到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计算中，与解析法相比，频域格林函数

法的计算量更大，在 90 年代后才有比较大规模使用。在频域格林函数法中，依照

点源和偶极子的分布情况，又可以分为 Havelock 法和 Rankine 法。 

Havelock 法也被成为传统格林函数法，该方法利用在湿表面布置点源或偶极

子来计算流场的速度势，一般应用于无航速浮体在波浪中的响应。研究者利用该

方法进行了大量计算，分析了各种形状的浮体在波浪中的水动力学响应特征[40-47]。

1990 年 Li 和 Kareem[48]基于边界元法开发了一种计算机代码，用以分析张力腿平

台在随机风场和波浪场共同作用下的动态行为，并用粘性和势流共同效应模拟流

体动力载荷。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也很多，刘应中、缪国平[49]从理论上介绍了船舶在波浪中

运动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包括线性理论、频域分析、时域分析和波浪力的计

算等。王言英[50]和钱昆[51]采用格林函数法得到了浮体在波浪中的响应情况。 

与传统的解析法相比，频域 Havelock 法的计算结果更为准确，但是也存在着

问题。主要缺点在于形式比较复杂，在高频响应问题和奇点问题上难以精确计算。

为了使计算更为精确，需要增加单元格的数量，因此对计算机的计算性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Rankine 面元法被称为简单 Green 函数法，其通过在自由液面和浮体湿表面同

时布置点源和偶极子来计算流场的速度势，其计算相比于 Havelock 法更为简单容

易。但是，由于需要同时布置点源和偶极子，并且需要人工添加阻尼层来满足辐

射条件，而阻尼层的数据一般必须通过实验来获取。 

最初Rankine法由Hess和Smith[52]引入到海洋浮式结构物计算中。Poul和He[53]

利用 Rankine 法提出计算无限长的任意圆柱体的二维水动力系数的数值方法。也

考虑了辐射边界条件。1994 年 Kring 将 Rankine 法由频域扩展到时域中[54]。

Andersen 和 He[55]求解了三维浮体在水面和水下的水动力系数，提高了计算效率。 

B. 时域格林函数法 

从时间上看，频域格林函数法比时域格林函数法提出时间更早，其实时域的

耐波性理论出现的时间更早，但是由于计算能力的限制无法大规模的使用。一般

频域方法适宜解决周期性问题，时域方法则对非周期问题更为有效。时域理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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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含了几个分支，包括线性理论、部分线性理论以及非线性理论。 

在时域分析中，线性理论最好理解，计算中仅需要在湿表面和自由面考虑线

性的物面条件和自由面条件。Beck 和 Liapis[56]利用线性时域分析用于解决浮体在

零航速下强迫运动的辐射问题。张亮和戴遗山[57]运用线性时域方法分析了带航速

浮体的波浪中的绕射问题，推导了波浪作用在扶梯上绕射力与辐射势的关系式，

使对于不同频率只需要一次积分。 

线性理论忽略了物体表面的变化引发的非线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hapman

在线性自由面的基础上，在湿表面边界条件中加入了非线性的因素，形成了部分

线性的理论。Kring 和 Sclavounos[58]研究了在时域中船舶在波浪中前进时刚体运动

方程的数值稳定性。利用连续问题的物理性质，发展了一种允许建立多步或龙格-

库塔型稳定有效的积分方法的稳定性理论。  

完全非线性理论是将湿表面和自由面边界条件都进行非线性化，完全非线性

理论使用混合欧拉-拉格朗日法（MEL），利用边界元方法求解欧拉形式的控制方

程，并采用拉格朗日法对自由面水质点进行追踪。Dommermuth 和 Yue[59]在势流

假设下，采用欧拉-拉格朗日混合格式，发展了一种求解非线性三维轴对称自由表

面问题的数值方法。Isaacson[60]描述了一种计算非线性海浪与任意形状的大型固定

或浮动结构相互作用的数值方法，通过时间步进程序计算流体力和结构运动，通

过基于格林定理的积分方程法来计算每一步的结果。Romate[61]提出了用以描述非

线性波浪的三维模型，该模型使用边界元方法进行空间上的离散，使用常微分方

程求解器(四阶 Runge - Kutta)进行时间上的开发。Kring[62]等人描述了预校正 FFT

加速边界元法在完整 MOB 线性、频域和非线性时域耐波性分析中的应用，利用

加速方法减少 CPU 工作时间和占用内存，提高了计算效率。非线性格林函数法可

以解决诸如孤立波等非线性问题，但是由于其计算比较复杂，工程中实用性比较

差，因此线性理论在目前实际工程中使用较多。 

在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究中，频域方法一直是主流的方法。Mccabe[63]等提

出了一种在不规则海洋中控制波浪能转化器的方法，使位移频率响应达到预定的

特性而提高性能。Ringwood 和 Butler[64]分析了波浪能转化效率在不同阻尼条件下

随波浪频率的关系。Teillant [65]等计算了最佳的阻尼系数，使波浪能装置在确定的

波浪条件下能量转化效率达到最大。Pastor 和 Liu[66]研究了装置效率与装置大小之

间的关系，发现随着浮子直径的增加，波浪能量转化效率也随之提升。 

随着波浪能装置研究的拓展，单点吸收的波浪能装置难以满足大规模发电的

要求，组合式乃至阵列式的装置也被研究者所重视。Child[67]对 5 个浮子在不同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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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况下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合理分布的前提下，多浮子比单浮子具

有更高的采能效率。Babarit[68]研究了距离对波浪中多浮体组合装置的影响，结果

显示随着距离的增加，波相互作用效应引起的能量吸收的变化逐渐减小。Andrés[69]

等研究了波浪能装置在多向波浪和不定向波浪中的响应特点。 

Chen[70]考虑了包括升沉、俯仰和横摇运动在内的三自由度振荡浮子式波浪能

发电装置。研究了三角形阵列的分离距离影响和波向的影响，得出了破坏性的影

响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论。 

（3）计算流体力学方法 

随着计算机设计和制造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计算方法应运而生，其中计算

流体力学方法渐渐成为研究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问题的热点方法。计算流体力学

方法基于 Navier-Stokes 方程对整个流场信息进行求解更为直观地将整体流场的结

果展示出来。与解析法和边界元法相比，计算流体力学方法不再对浮体受力进行

理论拆分，而是直接进行全流场模拟，不再对流体的力学特性进行线性近似，因

此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可以处理非线性更强的问题，对流体的粘性作用有很好的模

拟精度。 

目前计算流体力学中根据适用的湍流模型的不同进行划分有下面几种方法：

直接模拟（DNS）[71]、大涡模拟（LES）[72][73]、雷诺时均模拟（RANS）和分离

涡模型（DES）。其中直接模拟和大涡模拟有着较高的精度，对于细节流场的描述

更为准确，但是直接模拟和大涡模拟计算量相对较大，目前不适宜对所有问题进

行研究。RANS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湍流模型，其将湍流中的不确定性在时间上

平均化，计算量相对前两种方法更低。DES 结合了 RANS 和 LES 方法的特点，在

近壁面运用 RANS 方法，在远场运用 LES 方法。 

在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究中，粘性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流体的粘性不止对

发电装置的运动响应产生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粘性会带来能量的损耗，降低波

浪能发电装置的工作效率。传统的解析法和边界元法难以准确模拟粘性对波浪能

发电装置的作用，只能以额外的参量对粘性带来的能量损失进行估计。而计算流

体力学方法从理论上就考虑了这一部分的影响，在对波浪能发电的研究过程中有

着精度的优势。 

除此之外，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生存特性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稳定性

一直是制约波浪能装置大规模应用的瓶颈之一，因此装置在非线性海况中的生存

特性，是波浪能装置特性研究中的一大课题。由于解析方法和边界元方法对强非

线性问题束手无策，因此面对波浪能装置在极限海况下的生存问题，计算流体力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4 - 

学方法是首先考虑的选项。 

近几年，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波浪能发电装置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多，Yu

和 Li[74]在对波浪能装置的 CFD 研究中，使用线性弹性力模拟系泊力。Palm[75]等

提出了非线性波浪中波浪能装置运动的计算模型，Chen[76]等通过实验和数值计

算，对两个浮体的系统在波浪中的特性进行了分析。Ahmed[77]在三维数值波浪水

槽中研究了尺度和空气压缩性对海上静止 OWC 波能转化器性能的影响，并通过 1 : 

50 模型比例 OWC 的物理测量进行了验证。SjÖKvist[78]提出了两种基于全非线性

计算流体动力学(CFD)的数值方法，并与简单的线性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采

用 OpenFOAM 软件计算结果精度更高，但计算成本也高于使用 ANSYS Fluent 软

件。Ransley[79]描述了一种完全非线性的耦合工具，用于模拟聚焦波对波浪能吸收

装置的作用。文章数值再现了两个独立的设计波浪，分析了固定圆柱体和漂浮半

球形受到这些聚焦波浪的影响。Chen[80]等基于 RANS 方程，建立了在不规则波和

极端波中具有冲程控制系统的浮点吸收式波浪能转化装置流体力学和结构动力学

的三维数学模型。结果显示无粘流体和粘性流体表现出的波浪能转化器性能差异

可以忽略，边界元法和基于 RANS 的方法的结果差异随波高变化差异很大。总体

而言，采用 CFD 方法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研究仍然偏少。 

1.5 本文主要工作 

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水动力学性能进行了

系统的分析，包括对单浮子水动力学性能的分析以及对双浮子系统中水动力相互

作用的分析。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在规则波和聚焦波

中运动响应和载荷的分析，以及能量转化效率的计算。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研究背景。首先介绍了波

浪能的相关知识，介绍了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几种类型，分析了振荡浮子式波浪能

装置的优势，介绍了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发展现状。然后介绍了振荡浮子波

浪能发电装置所关注的水动力学问题，对研究发电装置的数值方法发展过程进行

了简要介绍。 

第二章为数值方法介绍，介绍了流体力学求解器 naoe-FOAM-SJTU 的各个组

成模块，包括计算流体力学控制方程、数值水池、六自由度方程、动网格及重叠

网格技术、数值求解过程、波浪能装置物理模型等。 

第三章为单浮子装置水动力学性能验证与分析。首先对无阻尼浮体的水动力

学性能进行了研究，并将 CFD 结果与试验结果以及势流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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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方法的准确性。 

然后对单浮子装置影响性能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首先研究了圆柱直径对浮体

运动影响和载荷影响，对比了不同直径下能量转化效率的差别，研究了同一直径

下，负载阻尼系数对波浪能转化装置水动力响应的影响；对不同周期下单浮子波

浪能装置的进行了模拟，研究了其运动，受力以及能量转化效率与波浪周期的关

系。 

接下来对单浮子装置在聚焦波中的水动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通过聚焦波模

拟，发现了聚焦波聚焦位置与聚焦时间的变化规律，与实验进行了对比。通过模

拟固定圆柱和单自由度圆度浮子在聚焦波中的水动力响应，对比了自由面在两种

情形下的不同。通过在浮子表面设计测压点，对浮子表面的压强分布规律进行了

分析。通过对比水平力和垂向力，分析了两种工况下浮子受力的不同 

第四章为双浮子系统水动力学分析和计算。研究了在双浮子系统中浮子间相

互作用特点，研究了通过不同周期的模拟，研究了双浮子系统运动响应与周期的

关系，发现了系统能量转化随波浪周期波动性变化的规律。通过与单浮子系统对

比，研究了布置对于各个浮子波浪能转化的作用，发现通过合理的布置可以有效

提升系统整体效率。 

第五章是本文的总结与展望，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整

理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在展望中，指出了本文工作的不足，对未来几种可能

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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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值方法介绍 

2.1 Naoe-FOAM-SJTU 求解器介绍 

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动力学求解器 naoe-FOAM-SJTU 是上海交通大学万德成教

授的科研团队基于开源 CFD 软件 OpenFOAM 开发的，该求解器在 OpenFOAM 平

台上，开发了六自由度运动模块，数值波浪水池以及系统，其框架如图 2-1 所示。 

 
图 2-1 Naoe-FOAM-SJTU 求解器框架 

Fig.2-1 Structure of naoe-FOAM-SJTU solver 

 

本文使用 naoe-FOAM-SJTU 求解器对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进行研究，其中

涉及到六自由度运动，数值波浪水池等模块，下面几个小节本文将对计算中使用

的模块功能和原理进行详细介绍。 

2.2 流体力学控制方程 

2.2.1 基本控制方程 

本文中，计算流体力学方法依照不可压缩粘性流体假设，湍流模型采用雷诺

平均的 Navior-Stokes 方程，其基本控制方程为： 

= 0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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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式中，U 表示流场速度。 gU 为流场中网格节点的运动速度，  为海水密度，

dp p g x= −  为总压力减去静水压力的值； g 表示重力加速度； ( )eff t   = + 表示

动力粘度； f 表示仅作用于自用表面的张力项； sf 表示消波源项。表面张力项的

f 计算公式为 

 = 
σ

f                            (2-2) 

式中， 为表面张力系数，该系数取 0.07kg/s2； 为自由面曲率。 

2.2.2 自由面捕捉方法 

目前，预测自由面的方法主要由两种，分别为自由面追踪法和自由面捕捉法。

自由面追踪法假设自由面为随时间变动的刚性界面，自由面捕捉法则通过在网格

中计算流体液相参数寻找自由液面。相比于自由面追踪法，自由面捕捉法可以模

拟波浪破碎过程，应用更为广泛。在自由面捕捉法中，最常用的方法为流体体积

法（VOF），也是本文模拟所采用的方法。 

流体体积法通过体积分数来表示网格内液体所占据的空间比重，一般用 表

示，并且0 1  ， =0 时表示网格内充满空气， =1 表示网格内充满流体，

0< <1 表示网格既存在空气也存在流体，此时正处于气体和水的交界面上，其控

制方程为： 

[( ) ] [ (1 ) ] 0g rU U U
t


  


+ − + − =


             (2-3) 

式中， gU 表示节点网格移动的速度， rU 表示压缩界面移动的速度。 

2.3 数值波浪水池 

本文使用 OpenFOAM 中 waves2Foam 数值造波模块模拟波浪生成。在该模块

中提出了松弛区的概念，其控制方程如式(2-4)所示。造波模块通过设置入口和出

口边界条件进行造波和消波，并通过调整松弛因子调节造波区和消波区中的波浪

强度，在入口松弛区，波浪从零增大直至稳定，而在出口松弛区波浪强度会由大

变小最终降至零。 

3.5exp( ) 1
( ) 1 [0,1]

exp(1) 1

R
R R Rfor


  

−
= −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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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为松弛因子， R


为距离的函数。其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图 2-2 变量 R

 在入口和出口松弛区中变化情况 

Fig. 2-2 R
  in the inlet and outlet relaxation zone 

 

松弛因子
R

 的影响为： 

= (1 )R R    + −
 计算值  目标值

                 (2-5) 

其中为自由面速度或者流体液相参数。 

2.4 六自由度运动 

计算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需要了解其在波浪载荷下各个自由度上运动

相应特点，按照自由度进行划分，海上结构物的运动可以分为三个水平运动，分

别为纵荡、横荡、垂荡，以及三个旋转运动，分别为横摇、纵摇和艏摇。为了辅

助运算，将空间坐标系区分为全局和随体两种坐标系。 

（1）空间坐标系 

如图 2-3 所示，将空间区分为全局坐标系OXYZ和随体坐标系O X Y Z   ，其中全 

 
图 2-3 全局坐标系与随体坐标系定义 

Fig.2-3 Definition of coordinate systems 

 

局坐标系不随着浮体的运动而运动，其坐标原点可以进行人为的定义，随体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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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后排列的双浮子系统相互作用对运动的作用是明显的，两浮子通过改

变自由面互相施加影响，其中后面的浮子对前面浮子的作用以反射为主，前面浮

子对后面浮子的作用以衍射为主。 

（3）前后排列的双浮子系统波浪能转化功率随波浪周期变化有波动性，其中

前面的浮子波动性更为显著，后面的浮子波动性较弱；双浮子相互作用对前面圆

柱能量转化有促进或抑制作用，对后面圆柱为抑制作用。 

（4）一般而言，前后排列的双浮子系统平均功率低于单浮子的能量转化功率，

但根据势流结果，在特定情况下，双浮子系统的平均转化功率可以高于单浮子系

统，通过合理布置可以提高整体能量转化效率。 

（5）在波浪周期很高或很低的时候，并列的双浮子系统的平均功率与单浮子

能量转化功率相等。当波浪周期与系统固有周期相近时，调整两浮子间距离可以

有效提高系统整体能量转化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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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1 全文总结 

波浪能是海洋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藏的潜力十分巨大。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人们研究出多种波浪能发电装置，诸如 “点头鸭”式、振荡水柱式、

摆式、振荡浮子式、筏式、收缩坡道式等等，每种装置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由

于种种因素限制，目前波浪能发电装置仍未大规模使用。在目前研究的装置中，

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转化能量效率高，成本低廉且布置方便，逐渐在研究中脱

颖而出，成为未来波浪能发电装置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对波浪能装置的水动力学研究中，波浪转化效率和波浪能装置的生存性能

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能量转化效率直接关系到波浪能装置在经济上的可

行性，而生存性能则影响了波浪能装置的工作周期，也会影响维修成本等关系到

装置经济性问题。 

对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而言，单浮子的能量转化功率低下，因此实际

应用中，浮子往往以阵列形式存在，因此对多浮子系统的研究也是对振荡浮子式

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重要的一环。通过研究浮子间相互作用规律，合理优化浮子

空间排列，对提升整体能量转化效率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水动力学性

能，数值方法具体为边界元法和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其中边界元法本文使用商业

软件 AQWA，计算流体力学方法使用基于开源 CFD 软件自主开发的船舶海洋工

程求解器 naoe-FOAM-SJTU。在数值方法介绍中，本文介绍了 CFD 计算使用的控

制方程、数值水池、六自由度运动理论、网格理论、CFD 数值算法，还介绍了势

流计算软件 AQWA 的基本理论，介绍了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物理模型。 

为了验证数值方法的可行性，本文对于无负载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波浪中的响

应进行了模拟，并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CFD 数值计算结果与实验

结果吻合度较高，势流结果吻合度稍差。CFD 结果可以反映出波浪所具有的非线

性特点，而势流结果不能。通过对无阻尼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波浪中的响应的研究，

证明了数值方法的可行性。 

本文对圆柱浮子直径对波浪能发电装置水动力性能影响展开了研究，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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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浮子的运动幅度随着浮子直径的增加而增加，其所受水平力和垂向力也随着

直径的增加而增大。随着负载的增加，浮子的运动幅度减小，直径越大的浮子减

小的速度越慢。随着负载阻尼系数增加，浮子所受的水平力和垂向力增加，水平

力和垂向力增加的幅度不同。 

本文对波浪周期对波浪能发电装置水动力学性能影响展开了研究，结果显示：

带阻尼浮子的运动幅度会随着波浪周期的增加而增加，波浪能转化功率随波浪周

期先增加后减小，在某一波浪周期下达到峰值。浮子运动会因为阻尼的作用产生

滞后，阻尼越大滞后越明显。浮子水平力频谱中有 1 倍波浪频率的峰值和 2 倍波

浪频率的峰值，浮子受垂向力频谱只有 1 倍波浪频率的峰值。 

本文对单浮子在聚焦波中的水动力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聚焦波波高

越大，实际聚焦位置和时间和设定位置之间的距离越远。浮子迎浪处压强变化最

大，最低点压强绝对值最大。固定浮子与浮体迎浪处压强变化规律比较近似，最

低点处圆柱浮体压强变化更滞后。 

本文对双浮子波浪能装置的水动力学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系统的运

动和波浪能吸收性能随波浪周期有波动性的规律。前后布置的波浪能发电装置中，

前面浮子水动力响应波动性更为明显。在前后布置的波浪能发电中，前面的浮子

会受促进或抑制作用，后面的则受抑制作用。在波浪周期很高或很低的时候，并

列的双浮子系统的平均功率与单浮子能量转化功率相等。两种排列方式下，通过

优化两浮子间位置关系，系统的能量吸收效率都会提高。 

5.2 研究展望 

本文主要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

水动力学性能，但由于研究时间较短，很多问题没有深入展开，另外还有一些重

要的方面没有涉及。针对这些问题，未来可以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

分析： 

（1）本文对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水动力学性能进行了分析，但是研究模

型仅仅局限于水平放置的圆柱形浮子。由于浮子形状对浮子水动力性能具有较大

的影响，因此，对于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形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当然，对于波浪能发电装置而言，不仅要考虑能量转化因素，也要考虑安装、布

置、维修等等因素，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2）本文对浮子在规则波和聚焦波中的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但是没有考虑

到实际海况波浪因素。因此未来可以对更多波浪条件进行研究，诸如单向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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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向不规则波等，都是可以研究的方向。 

（3）本文研究了双浮子系统的水动力学性能，未来可以对排列更加复杂的浮

体系统进行研究，特别是研究系统排列优化问题，不仅牵涉到水动力学问题，也

牵涉到优化问题。可以考虑从算法的角度，与计算机科学理论相结合，寻找提升

波浪能系统效率的解决之道。 

（4）本文在对浮子运动的研究中，仅考虑了在垂向上的运动，未来可以放开

自由度，考虑通过浮子的横荡，纵荡，横摇和纵摇运动进行波浪能的转化。还可

以引入锚泊系统，研究波浪能装置的系泊问题，使数值模拟更贴近实际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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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波浪能概述 

随着人类经济的不断发展，化石能源的种种缺点也暴露出来，世界各国对于

清洁能源的要求在逐渐提高，诸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也开始进入人们的

视野。海洋占地球面积大于 70%，其中储藏着巨大的能量，诸如风能、波浪能、

潮汐能、温差能，洋流能等都是人类应用可再生能源一直研究的对象。在海洋可

再生能源中，波浪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波浪能是海浪所具备的动能和势能的总和，其广泛分布于海洋的各个角落，

全球可利用的波浪能总量超过 92 10 kW，是当前全球所有国家发电量的 2 倍[1]。

海洋表面上方空气流动产生风，能量由交界面传递给水质点，水质点产生速度具

有动能，并随着位置变化产生了势能，随着水质点之间的相互作用，能量在水质

点间进行传递，波浪由此产生并向外传播。波浪的能量与海洋表面风速有关，也

与风作用在海面的距离有关。由于风本质还是太阳照射引起，因此波浪能实际起

源于太阳能量，是典型的可再生能源。 

1.2 波浪能发电装置介绍 

波浪能发电的原理为：波浪带动能量吸收装置运动，将波浪的动能和势能转

化为装置的机械能或液压能，而后通过次级转化装置将机械能或液压能转化为电

能。通常可以把波浪能转化过程分为一次转化、中间转化和二次转化这三个过程。

同时，可以依据能量转化过程对波浪能装置进行分类。 

依照一次转化过程对波浪能转化装置进行分类，能够分为“点头鸭”式、振

荡水柱式、摆式、振荡浮子式、筏式、收缩坡道式等。按照中间转化过程对波浪

能装置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机械转化、气动转化和液压转化和非接触转化等。按

照二次转化过程对波浪能装置进行分类，可以分为直流发电机、磁流体发电、压

电波能技术等。 

由于本文主要侧重于一次转化过程，因此将对该分类下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做

简要介绍: 

(1)点头鸭式 

点头鸭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在 1974 年出现，该装置以设计巧妙，波浪能转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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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著名,如图 1-1 所示。根据 Mynett 等人的研究结果，点头鸭式波浪能吸收装置

在规则波中的理想转化效率接近 90%[2]，是理论效率极高的波浪能装置。点头鸭

的结构如图所示，其由一系列漂浮于水面的凸轮构成，凸轮的形状如同鸭头一般。

在波浪经过时，装置随着相位进行着旋转和上升下沉两种往复运动，再利用电机

装置完成机械能到电能的转化。 

 
图 1-1 一组“点头鸭”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工作图 

Fig.1-1 A group of Salter duck WEC 

 

虽然点头鸭理论能量转化效率很高，但在非规则波作用下吸收效率会显著降

低。并且，由于其结构过于精密，与海水接触的结构很容易损坏，整体可靠性比

较差，难以支持大规模应用的要求，因此不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2)振荡水柱式 

振荡水柱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在世界上的应用很广泛，其结构如图 1-2 所示。

当装置外部的波浪起伏时，装置内部的自由液面也会随之振荡，压缩气室中空气

被压缩，从而将波浪能转化为空气的动能。流动空气通过透平带动发电机，发电

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图 1-2 振荡水柱式装置发电原理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oscillating water column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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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水柱式发电装置具有结构简易可靠性较高的特点，但其建造费用昂贵，

并且能量转化效率低，比较适合大风浪的区域。 

(3)摆式 

摆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受波浪的推动下，其摆体在摆动的过程中，将波浪能转

化为摆的动能。摆轴连接的是电机装置，该装置能够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摆式

装置的优点为成本比较低廉，同时能量吸收效率高。但是由于其直接受到波浪的

冲击，因此装置的可靠性比较差，极容易被破坏，因此也没有成为主流的发电装

置。 

(4)筏式 

筏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结构由几个海面上漂浮的筏体构成，筏体与筏体之间利

用铰链连接在一起。液压装置安装在铰链上，一旦相邻筏体出现相对位移，液压

系统带动发电机将液压能转化为电能。筏式波浪能发电装置效率比较高，并且可

以随浪自由漂浮，对风浪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是其实体尺寸大，制造成本很高，

海上维护的压力很大。 

 
图 1-3 在 Portugal 进行海试的“海蟒”装置 

Fig.1-3 Pelamis wave farm in calm sea off northern Portugal 

 

Pelamis 又名海蟒，是由筏式波浪能发电装置改进而来的，如图 1-3 所示。相

比于传统的筏式装置铰接处只有单方向的旋转自由度，海蟒铰接有两个方向的自

由度，这使得其随波浪的运动更为灵活，提高了在狂风巨浪中的生存能力。Pelamis

最初出现于 2004 年，为 4 个圆筒铰接而成，总长度在 150m 左右。改进后的 Pelamis

在 2010 年投入海试，进行了 3 年的试验[3]。 

(5)收缩坡道式 

收缩坡道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利用了波浪的聚焦特性。装置设置了高于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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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蓄水池，蓄水池与海平面之间的通道逐步变窄，当波浪运动到通道中时，其波

高会因为通道变窄而不断增加，接着进入位于高处的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波

浪的动能转化为蓄水池中海水的势能。装置发电时，蓄水池中的海水排出，通过

水轮机组，流动的海水带动水轮机叶片，水轮机叶片转动产生电能。典型的收缩

坡道式波浪能发电装置有丹麦的 Wave Dragon[4]，如图 1-4 所示。收缩坡道式波浪

能发电装置可靠性较高，后期易于维护，但其要在比较苛刻的地形上才能建造。 

 
图 1-4 丹麦的“Wave Dragon”装置 

Fig.1-4 Wave Dragon operating in Denmark 

 

(6)振荡浮子式 

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把浮子当作波浪能吸收的载体，波浪驱动浮子进

行垂荡、横荡或纵荡、纵摇等运动，再通过与浮子相连的电机结构将浮子运动的

动能转化为电能。浮子可以是单个的，也可以是成组的，浮子的运动可以是相对

于固定坐标系的，也可以是浮子之间产生的。振荡浮子式发电装置浮子的形状也

没有确定的标准规范，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计使用的浮子形状。振荡浮子式波浪

能装置结构较为简单，经济性较好，同时发电效率高，但单个功率小，在大规模

应用中才能体现出优势。 

1.3 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发展现状 

与风能相对比，波浪能发电装置的使用还停留在试验阶段，这主要是由于波

浪能的吸收装置往往直接与海水进行接触，会长久承受海浪载荷和海水的腐蚀作

用，并且也会直接受海洋生物的影响等等，因此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一直是学界和产业界难以克服的问题。但是，对于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科研工

作一直有所进展。  

相比于其他波能发电装置，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主要有下面几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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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能量转化效率高。由于浮子直接漂浮在海面上，中间没有其他能量传输

过程，减少了能量在转化过程中的损耗，提高了能量转化效率。 

（2）装置简单影响小。由于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尺寸较小，其对于海

洋自然生态的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对大范围波浪场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3）排列方式灵活。在大规模使用时，一般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以点

阵形式进行排布，因此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合理排布，以满足不同装机容量的需

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研发了升沉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G-1T，其动力输出设

备为液压油缸，油缸中有充气储能器。该装置曾在东京湾进行了海上试验[5]。同

时，浮标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也在挪威出现，该装置包括一个球形浮子和一个固定

在海底的立柱,如图 1-5 所示。球形浮子在波浪中会与立柱产生相对运动，在浮子

上装有空气轮机。该装置半径 1m，曾于 1983 年进行海上试验[6]。 

 
图 1-5 挪威球形波浪能发电装置 

Fig.1-5 Spherical wave energy converter in Norway 

 

1990 年，升沉式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在丹麦研发成功，其海面上的浮子通过缆

绳与固定在海底的能量转化装置相连接，其海底的活塞泵通过水流驱动马达，带

动电机完成能量转化[7]。瑞典研发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如图 1-5 所示，该装置借鉴了

丹麦发电装置的工作方式，其中浮体和底部的能量转化装置通过缆索相连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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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升沉式的波浪能发电装置 

Fig.1-6 Heaving wave energy converter in Norway 

 

荷兰研发了一种新型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名字叫做阿基米德[9]，图 1-7 为其装

置原理图，该装置在工作时完全浸没于水下，装置由两部分构成，其中上半部分

为随波浪进行垂荡运动的浮体，下半部分为固定在海底的基座，基座中包含了以

直线发电机为主体的能量转化装置。由于装置的水下安装非常困难，前后几次海

试均失败了，最后在 2004 年才开展了海试。 

 

 
图 1-7 阿基米德波浪能装置原理图 

Fig.1-7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Archimedes Wave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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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研发了名为 L-10 的波浪能发电装置[10]，如图 1-8 所示，

该装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漂浮于海面上飞碟形的圆盘，另一部分为圆柱形沉

没于海水中。整个装置与海底通过缆索相连接，下半部分将浮体的自由度限制住，

使其仅在垂向上有运动的自由度。该装置曾于 2008 年进行海试，海试样机装机功

率 10kW。 

 
图 1-8 L-10 波浪能装置原理图 

Fig.1-8 L-10 wave energy converter developed a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上面介绍的波浪能发电装置都是单体结构，没有考虑到潮汐引起海平面变化

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影响，此时，双体结构就应运而生。一般来讲，双体的波浪

能发电装置中两个浮体设计的共振频率不同，较高共振频率的浮体与海浪周期近

似，其会随着海洋自由表面的起伏而运动，而较低共振频率的浮体则运动幅度较

小。当两个浮体之间出现相对运动，能量就可以被其中的发电装置转化和吸收。 

在双体结构的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最为出名的就是 IPS 波浪能发电装置[11]，

如图 1-9，该装置由一个浮体和立管组成，立管中含有一个活塞，一旦两个部分出

现相对运动，活塞移动驱动发电系统，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爱尔兰研发了另一种双体结构的波浪能发电系统，名为“Wavebob”，如图

1-10，该装置由两个圆柱形浮体构成，并通过刚性连接，该浮体的工作原理与 IPS

类型，最终通过液压设备实现两浮体的相对位移实现能量的转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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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IPS 波浪能装置示意图 

Fig.1-9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IPS buoy 

 

 
图 1-10 Wavebob 波浪能装置示意图 

Fig.1-10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Wavebob 

 

国内对于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一些学者也开展了研究，例如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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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研发了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并于 2006 年进行了海试，整体装机容量达

到 50kW。浮子在轨道上随着波浪起伏运动，波浪能转化为机械能再转化为电能，

根据海试结果，系统总体工作效率达到 50%[13]。 

1.4 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现状 

1.4.1 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水动力学研究概述 

波浪能发电装置是一个复杂系统，研究设计很多学科领域，是综合性很强的

课题。对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研究既包括水动力研究，也包括结构优化，能

量转化系统设计，可靠性研究，控制方法等。其中水动力性能是影响发电装置整

体性能的重要因素。 

振荡浮子式波浪能装置的水动力学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装置的能

量转化效率，另一个是装置的生存性能。另外，对于多浮子系统，还要关注浮子

之间的水动力相互影响。 

（1）能量转化效率概述 

对波浪能发电装置的理论研究最初基于船舶水动力学的研究，研究重点在于

波浪能装置在波浪中的受力特性，后面随着能量输出系统的出现，为了满足实际

应用中能量最大化的需求，出现了新的理论。 

1975 年，Budal 和 Falnes[14]讨论了吸收和利用海浪能量的系统，这是最早的

关于点吸式能量吸收装置的文章。文章将点吸收装置假设为一个水平范围远小于

一个波长的系统。点吸收装置经过优化以实现高效的能量转化。 

而后，1976 年 Evans[15]提出了研究二位振荡圆柱体在规则正弦波中的能量吸

收理论，并推导了圆柱体在单一模式下震荡时圆柱体功率吸收效率的表达式，同

时，Mei[16]提出了一个或两个自由度下浮式圆筒要取得最大功率，浮体需要产生

共振，能量提取率需要等于辐射阻尼率。他们引入了捕获宽度的概念，即 P
L =

E
，

其中 P 表示振荡浮子吸收的能量，E 表示单位长度能流密度。并且指出振荡浮子做

升沉运动时捕获宽度为
2




。 

为了使装置能够获取最大的波浪能效率，Hulme[17]分析了漂浮半球在深水中

的运动性能，文章考虑了浮子的垂荡运动和水平运动，给出了其附加质量和阻尼

系数在不同频率波浪中的理论推导数值。文章认为由于波浪中实际包含频率非常

丰富，因此较为平缓的曲线更应当被研究人员所重视。根据 Hulme 的研究理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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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非正弦的，不同阻尼系数情况中频谱的差别在于波浪频率 2 倍的峰值；浮子

受垂向力是正弦的，不同阻尼系数情况中频谱的差别在于波浪频率的峰值。 

（4）势流结果和 CFD 结果对比，波浪周期小，非线性作用明显，势流结果

与 CFD 结果的差距更大，波浪周期大，非线性作用不明显，势流结果与 CFD 结

果更相近。 

（5）在同一负载下，波浪能转化功率随波浪周期先增加后减小，在某一波浪

周期下达到峰值，这个峰值会随负载的变化移动，在同一负载下波浪能效率随波

浪周期先增加后减小，在势流结果中达到峰值的波浪周期非常接近。 

（6）聚焦波的聚焦位置和聚焦时间随波高而变化，波高越高，聚焦位置和时

间距设定位置偏离越远。 

（7）浮子迎浪处压强变化最大，最低点压强绝对值最大。迎浪处固定圆柱和

圆柱浮子压强变化相位相同，固定圆柱压强更大。最低点处圆柱浮体变化滞后，

但绝对值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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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双浮子波浪能系统分析与计算 

4.1 引言 

即使能量转化效率再高，单个波浪能浮体发电规模是极为有限的，在应用中

波浪能发电装置往往会成组成列出现，形成整体发电系统。对于系统而言，浮子

与浮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很重要的，其相互作用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

的。这往往就意味着，对于多浮子波浪能发电系统而言，一个合适的排列方式，

对于提高系统整体发电效率是重要的。本节主要研究的是双浮子波浪能发电系统

的水动力响应特点，利用双浮子研究浮子间基本的相互作用原理，为以后多浮子

系统研究乃至阵列式浮子研究打下基础。 

4.2 前后排列的双浮子系统性能分析 

本节选取了前后排列的两圆柱浮体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两圆柱均长 1m，直径

0.2m，重心距离为 1m。方向均垂直于波浪传播方向，如图 4-1 所示。网格分布情

况如图 4-2 所示。其余计算域设置与单圆柱情况相同，不再赘述。 

 

图 4-1 双圆柱计算域及边界情况 

Fig.4-1 Computational domain of double cyl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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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双圆柱浮子模型及附近网格分布 

Fig.4-2 Model of double cylinders and mesh around them 

 

本文对双圆柱浮体系统在不同频率下的性能进行计算，其中附加阻尼系数设

置为 400N/(m/s)，波高 H 设置为 0.1m。图 4-3 为双圆柱的 RAO 响应 CFD 与 AQWA

软件势流计算结果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到，势流和 CFD 计算结果在趋势上有较高

的相似性，具体到每个工况比单圆柱的差值更大，这主要是由于双圆柱工况牵涉

到两圆柱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更强的非线性。 

 
图 4-3 双圆柱浮子在波高 0.1m 的波浪中阻尼系数为 400N/(m/s)的 RAO 曲线 

Fig.4-3 RAO of double cylinders, H=0.1m, C=400N/(m/s) 

 

在单圆柱工况中，浮体位移运动幅度随着波浪周期的增大单调增加，而在双

圆柱工况中 RAO 随周期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并且在波浪周期 T<1.0s 时波动性

变化更为显著。圆柱 1 与圆柱 2 相比较，圆柱 1 的位移波动性表现更为明显，这

主要是由于圆柱 1 主要受到圆柱 2 反射波浪的影响，波动性较强，而圆柱 2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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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圆柱 1 波浪衍射的影响，波动性较弱。从运动幅值比较，圆柱 1 的运动幅值

比圆柱 2 更大，这主要是由于圆柱 1 对波浪产生了一些阻挡作用，并因为能量的

吸收减少了波浪向后传播时的波高。 

  
(a)波峰出现于圆柱 1 位置                      (b)波谷出现于圆柱 1 位置 

(a)peak at cylinder 1                            (b) Trough at cylinder 1 

  
(c)波峰出现于圆柱 2 位置                      (d)波谷出现于圆柱 2 位置 

(c)peak at cylinder 2                            (d) Trough at cylinder 2 

图 4-4 双圆柱浮子 T=0.95s 时自由面情况 

Fig.4-4 Free surface of double cylinders, T=0.95s 

 

通过自由面分布情况，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波动性出现的原因，本文选取了

T=0.95s 和 T=1.2s 两个工况，分别对应两个圆柱的峰值和谷值出现的周期，如图

4-4 和图 4-5 所示。从图 4-4(a)(b)可以看到，当波峰和波谷出现于圆柱 1 的位置时，

波峰带和波谷带面积宽大，颜色更深，表明此时自由面高度更大。观察其形状分

布，可以发现圆柱 1 右侧的波峰/波谷带明显向圆柱 1 弯曲，这表明该处受到圆柱

2 反射波浪的显著作用，并在圆柱 1 的位置上形成波峰，从而增加了圆柱 1 处的

波高。再对比图 4-4(c)(d)，处于圆柱 2 的波峰/波谷带面积狭小，成长条状，且颜

色较浅，表明此处自由面高度较小。观察形状分布，发现圆柱 2 两侧向后偏移，

这主要是由于波浪受圆柱 1 的阻挡，从圆柱 1 两侧向前传播，对圆柱 2 形成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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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体形状向后偏移。 

再观察 T=1.2s 时的自由面情况，情况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从图 4-5(a)(b)可以

看到，浮子间相互作用对自由面的影响在减弱。圆柱 1 所处的位置上，其波峰/波

谷带宽度比两侧更窄，并且颜色更浅，这主要是因为圆柱 2 的反射波浪在此处形

成了波谷/波峰，抵消了一部分原有波浪的波高。再观察图 4-5(c)(d)，可以发现由

于波浪的波长随着周期增加而变大，衍射效应变得不明显。这一点也被计算结果

所证实，因为当 T>1.2s，圆柱 2 的位移基本均匀变化，波动性完全消失。 

  
(a)波峰出现于圆柱 1 位置                  (b)波谷出现于圆柱 1 位置 

(a)peak at cylinder 1                        (b) Trough at cylinder 1 

  
(c)波峰出现于圆柱 2 位置                  (d)波谷出现于圆柱 2 位置 

(c)peak at cylinder 2                        (d) Trough at cylinder 2 

图 4-5 双圆柱浮子 T=1.2s 时自由面情况 

Fig.4-5 Free surface of double cylinders, T=1.2s 

 

图 4-6 为双圆柱浮体能量吸收的功率随波浪周期变化的曲线，结果显示，能

量吸收功率的波动性更为明显，这与 RAO 的特性是类似的。并且在波浪周期

T<1.2s 的范围内，两圆柱的吸收功率呈现对称分布的形态，具体而言，当一个圆

柱功率处于最高点时，另一个圆柱功率往往处于最低点，当周期大于 1.2s 后这种

规律不再明显，由于 CFD 算例没有选取周期小于 1s 的情况，因此除了 T=1.2s 的

结果符合该规律，其他波动性表现均有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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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双圆柱浮子能量吸收功率曲线 

Fig.4-6 Energy absorption of double cylinder 

 

 
图 4-7 双圆柱浮子平均功率与单圆柱比较 

Fig.4-7 Comparison of average power of double cylinder with single cylinder 

 

双浮体系统平均功率与单圆柱的比较如图 4-7 所示，我们可以通过该图分析

双浮体系统对能量转化的作用。一般而言，由于两浮体排列方式为前后排列，因

此前一个浮体对波浪能量的吸收将阻挡波浪的传播，阻碍后面浮体对波浪能量的

吸收。我们对比平均功率与单圆柱功率的曲线，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中双浮体系统

的平均功率要低于单浮体功率，但在 T 大于 0.9s 小于 1s 的范围内，系统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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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单圆柱功率更高，同时在 T 大于 1.6s 小于 1.7s 的范围内，系统平均功率和单圆

柱功率几乎相等。这意味着通过合理的排布，在一定波浪条件下，可以有效地提

高整体能量吸收水平，从而提高波浪能的利用效率。通过观察两个圆柱分别的功

率表现，可以发现，波浪能利用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于圆柱 1 功率的提升，而圆

柱 2 整体功率仍小于圆柱 1 的功率，处于受抑制的状态。 

4.3 并列双浮子系统性能分析 

本节选取了并列的两圆柱浮体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两圆柱长 1m，直径 0.2m，

重心距离为 2m。方向均垂直于波浪传播方向。为了适应并列圆柱，对计算域进行

了调整，新的计算域长度 7m，宽 6m，高 1.5m，其中水深 1m。浮体模型及周围

网格分布如图 4-8 所示，总网格数量约为 160 万。 

  
图 4-8 并列双圆柱浮子模型及附近网格分布 

Fig.4-8 Model of parallel double cylinders and mesh around them 

 

在并列的双圆柱浮子算例中，仍设置其附加阻尼系数 C=400N/(m/s)，设置波

高 H=0.1m，图为双圆柱浮子 RAO 响应的计算结果对比。由于双圆柱浮子对称排

布，计算结果中两浮子的 RAO 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视为两浮子运动幅度

相同，不再分别进行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势流结果与 CFD 结果在趋势上是非

常近似的，在个别的波浪周期时会有一定的差距。浮子运动的幅度随波浪周期的

增加而增加，这与单圆柱工况下的结果相同。同时由于两圆柱间的相互作用，RAO

随波浪周期同样出现了波动性的特征。相比于前后排列的双圆柱浮子，并列系统

的波动性更小，这是由于在并列系统中，浮子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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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并列双圆柱浮子的 RAO 曲线，H=0.1m, C=400N/(m/s) 

Fig.4-9 RAO of parallel double cylinders, H=0.1m, C=400N/(m/s) 

 

  
(a)T=0.95s，波峰出现于圆柱位置               (b)T=0.95s，波谷出现于圆柱位置 

(a)T=0.95s, peak at cylinder                     (b) T=0.95s, Trough at cylinder  

  
(c) T=1.1s，波峰出现于圆柱位置               (d) T=1.1s，波谷出现于圆柱位置 

(c) T=1.1s, peak at cylinder                     (d) T=1.1s, Trough at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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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1.6s，波峰出现于圆柱位置               (f) T=1.6s，波谷出现于圆柱位置 

(e) T=1.6s, peak at cylinder                     (f) T=1.6s, Trough at cylinder  

图 4-10 波浪周期 T=0.95s，1.087s，1.6s 时圆柱附近自由面 

Fig.4-10 Free surface around cylinder when T=0.95s,1.087s,1.6s 

 

为了研究双圆柱的相互作用，分别选取了三个波浪周期 0.95s，1.1s，1.6s 进

行研究，其自由面情况如图 4-10 所示。其中周期 0.95s 为 RAO 曲线波动中相对高

点，周期 T=1.1s 对应曲线中相对低点，周期 1.6s 则邻近整个曲线中响应最大的点。

图像显示，当波浪周期 T 为 0.95s 和 1.1s 时，自由面会因圆柱的作用而发生较大

变化。其中当 T=0.95s 时，两圆柱间的自由面曲线向后偏移，两圆柱前的自由面

曲线向前偏移；当 T=1.1s 时，两圆柱间的自由面曲线向前后两侧偏移，量圆柱前

的自由面出现凹陷；当 T=1.6s 时，圆柱对自由面仅有轻微的扰动作用。浮子间产

生的相互作用有下面几种来源：（1）圆柱的垂荡运动引起自由面变化。（2）波浪

在圆柱两端反射引起自由面变化。（3）波浪在圆柱侧面反射，反射波传播到另一

个圆柱上。这几种作用相叠加，使得圆柱的运动响应出现了波动性的特征。 

根据上面的分析还可以得出结论：当波浪周期较小时，并列浮子间的相互作

用较为明显，当波浪周期较大时，浮子的运动响应以波浪对浮子的作用为主，浮

子间相互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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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并列圆柱浮子功率与单圆柱比较 

Fig.4-11 Comparison of power of parallel cylinders with single cylinder 

 

并列双浮子系统功率及单圆柱的比较如图 4-11 所示。图像显示，CFD 和势流

计算结果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并且相比于 RAO 曲线差距更大。但其基本的走势仍

然是一致的。 

对比势流计算结果中，并列浮子功率与单圆柱功率的曲线，发现在周期很小

和很大的情况下，两种功率基本相同。在波浪周期大于 0.8s 小于 2s 的范围内，由

于并列浮子波动性的影响，双圆柱系统能量转化效率可能高于单圆柱，也可能低

于单圆柱。由此可以推测，对于某个特定的波浪周期而言，如果其相对于波浪能

浮子固有周期过高或者过低，那么并列圆柱间的距离对整体系统转化效率几乎没

有影响，而当波浪周期与并列圆柱系统固有周期近似，那么可以通过合理的排列

有效提高系统整体的能量转化效率。 

4.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研究了双浮子系统在规则中的水动力学性能。研究了波浪周期对双

浮子系统运动性能的影响以及能量转化效率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整体上双浮子波浪能装置的运动幅度随波浪周期的增加而增大。其中前

后排列的双浮子系统运动响应随波浪周期的变化显示出更强的波动性，并列的双

浮子系统波动性较低。前后排列的双浮子系统波动性在波浪周期较小的时更为明

显，在波浪周期大于 1.2s 后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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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极端海况中的水动力特性。其中极端波浪海况通过 wave2Foam 产生的聚焦波

进行模拟，造波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照。对固定圆柱和漂浮圆柱单圆在聚焦

波中的运动和受力进行了模拟和分析，研究了两种情况下圆柱的受力特点和载荷

分布情况。 

3.4.1 聚焦波模拟与验证 

本节造波参考了 Baldock[82]的实验结果，聚焦波成分 29 个组成波浪，其周期

在 0.5s 至 1.5s，每个成分波间隔的周期相同，波幅也一致。波浪的聚焦位置设置

为距入口处 3.9m，聚焦时间设定为 10s。 

 
图 3-20 聚焦波数值水池排布 

Fig. 3-20 Configuration of numerical wave tank 

 

由于波浪的相互作用，实际的聚焦位置和聚焦时间会有所偏移。为了确定最

终的聚焦位置，每隔 0.05m 设置一个测波点，如图 3-20 所示。图 3-21 为波高为

0.06m 时各个测波点处的波面的时历曲线，其中波面最高的点为数值模拟结果的

聚焦点，通过比较各个测波点的波面值，确定波浪聚焦位置为 wavegauge6，对应

位置距入口 4.2m，对应聚焦时间 10.1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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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测波点记录的自由面高度变化 

Fig. 3-21 Surface elevation recorded by each gauge 

 

表 3-2 为聚焦位置随波高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观察到，随着波高的增加，

聚焦位置偏移设定位置越远，同时聚焦时间也相应向后偏移。 

表 3-2 聚焦位置随波高变化情况 

Table. 3-2 Relationship between focusing position and wave height 

波高(m) 聚焦时间(s) 聚焦位置(m) 

0.03 0 0 

0.04 +0.04 +0.1 

0.05 +0.09 +0.2 

0.06 +0.13 +0.3 

 

图 3-22 为数值模拟与实验和二阶波浪理论的对比结果。数值模拟与实验结果

有很好的吻合度，证明了数值模拟结果是准确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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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数值造波结果与实验结果和二阶波浪理论结果对比 

Fig. 3-2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oretical 

results 

 

3.4.2 水平圆柱在聚焦波中载荷情况分析 

本小节研究了聚焦波与水平圆柱的相互作用，圆柱长 1m，直径 0.25m，放置

在聚焦波聚焦位置上，距离入口 4.2m。由于浮子在聚焦波中运动幅度很大，动网

格难以满足计算要求，因此本节采用重叠网格技术对浮子的运动进行数值模拟。

浮子模型及附近网格分布如图 3-23 所示，重叠网格分布情况如图 3-24 所示，其中

背景网格约 150 万，物体网格为 75 万，总体网格约 230 万。计算时，分别选取了

固定圆柱和放开垂荡自由度两种运动情况，对圆柱浮体所受载荷进行分析。 

 
图 3-23 圆柱模型及周围网格分布 

Fig. 3-23 Geometry of the cylinder and mesh distribution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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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重叠网格分布 

Fig.3-24 Distribution of overset grid 

 

图 3-25 为圆柱的位移曲线。当聚焦波的峰值与圆柱体相遇时，圆柱体移动到

最高点。最大移动幅度出现在 10.7 秒。由于此时圆柱体的移动方向与波相一致。 

 
图 3-25 圆柱浮体的垂荡运动曲线 

Fig.3-25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floating cylinder 

 

聚焦波与固定圆柱体及圆柱浮体相遇时的自由面情况如图 3-26 所示，流体的

速度场如图 3-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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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固定圆柱自由面 

(a)Free surface around fixed cylinder 

  

  
(b)圆柱浮体自由面 

(b)Free surface around floating cylinder 

图 3-26 聚焦波与圆柱体相遇时自由面情况 

Fig. 3-26 Free surface around the cylinder when the focused wave meet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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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固定圆柱速度场 

(a) Velocity field of fixed cylinder 

  

  
(b)圆柱浮体的速度场 

(b)Velocity field of floating cylinder 

图 3-27 圆柱与波浪相遇时附近的速度场 

Fig. 3-27 Velocity field when the focused wave meets the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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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显示在圆柱前侧（x=4.05m）波面随着时间变化的图像。在波浪幅值

较小时，不同情况之间波面幅值差别很小。当处于聚焦时间时，在由于圆柱对波

浪产生了阻挡，波面位置出现了明显的升高。漂浮圆柱与固定圆柱相比，由于其

与波浪产生耦合，其前侧的波面升高值更大。波峰通过圆柱后，固定圆柱与没有

圆柱的情况波面幅值差距很小，并且随着时间推进差值变得更小，漂浮圆柱与固

定圆柱和没有圆柱在幅值差别明显，圆柱兴波使自由面相位产生了变化。 

图 3-29 显示波面高度在圆柱后侧（x=4.35m）的时历曲线。在聚焦时间之前，

三种情况下波面高度相差都不大，在无圆柱情况中由于波浪前进未受阻挡，波面

高度更大。在聚焦波通过时，无圆柱情况中由于波浪没受到影响其波面高度最大，

漂浮圆柱与固定相比，圆柱对波浪的阻挡作用更小。在聚焦波通过圆柱之后，漂

浮圆柱的幅值明显要大于另外两种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漂浮圆柱运动产生波浪，

与原有波浪叠加，增大了波浪的幅值。 

 
图 3-28 圆柱前侧（x=4.05m）波面变化情况 

Fig. 3-28 Surface elevation at x=4.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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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圆柱后侧（x=4.35m）波面变化情况 

Fig. 3-29 Surface elevation at x=4.35 m 

 

浮体在表面所受的冲击力会破坏装置的结构，危害装置的稳定性。为了研究

在波浪作用下浮体表面的所受的压力，在圆柱的表面上设置 8 个测压点，如图 3-30

所示。 

图 3-31(a)(b)分别显示了测压点 1 和测压点 7 的情况，测压点 1 对应压强变化

最大的位置，测压点 7 对应压强绝对值最大的位置。 

 
图 3-30 测压点分布情况 

Fig. 3-30 Location of pressure sensors on the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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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测压点 1 的压强曲线                   (b)测压点 7 的压强曲线 

(a) Pressure recorded by Sensor 1            (b) Pressure recorded by Sensor 7    
图 3-31 测压点 1 和测压点 7 的压强曲线 

Fig. 3-31 Pressure recorded by Sensor 1 and Sensor 7 on the cylinder 

 

对于测压点 1，固定圆柱在聚焦时间处位置所受的压强大于漂浮圆柱的压强，

这说明浮体与波浪适当的相互作用可以减少浮体所受的压力，提高装置在极端海

况下的生存性能。 

测压点 7 记录的是浮体所受的最大压强，其所受压力主要由于液面高度变化

引起压力变化。由于圆柱的运动，其底部所受压力的周期和峰值都与固定圆柱出

现了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漂浮圆柱所受的压力峰值比固定圆柱还要更大。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锚泊系统固定波浪能装置的位置。因此，浮体的波浪载

荷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图 3-32 和图 3-33 分别是圆柱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所受

的合力。固定圆柱所受的水平力峰值比漂浮圆柱略高，其变化周期基本一致。两 

 
图 3-32 聚焦波中圆柱所受水平力 

Fig.3-32 Horizontal force of cylinder in focused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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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垂直受力由于圆柱的运动影响，周期和幅值都有较大的差别，垂直力变

化规律与最低点压强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图 3-33 聚焦波中圆柱所受垂向力 

Fig.3-33 Horizontal force of cylinder in focused wave 

 

3.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研究了单浮子波浪能装置的水动力性能，首先进行验证性计算，将

无阻尼装置在波浪中响应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然后分别研究了浮子直径和波浪

周期对浮子运动响应和受力的影响，最后研究了在聚焦波中浮子载荷特点。可以

得到如下结论： 

（1）无阻尼装置在波浪中响应的 CFD 数值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误差很小；

采用 naoe-FOAM-SJTU 求解器计算的 CFD 结果与采用 AQWA 软件计算的势流结

果相比，在精度上更高，并且反映出波浪所具有的非线性特点。因此，采用

naoe-FOAM-SJTU 求解器计算该问题是适当的。 

（2）对不同直径的圆柱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发现：在相同的负载阻尼系数情况

下，浮子的运动最大位移和最大运动速度均随着浮子直径的增加而增加，浮子所

受水平力和垂向力也随着直径的增加而增大；直径相同时，浮子的运动最大位移

和最大运动速度随阻尼的增加而减小，直径越大减小的速度越慢；浮子所受的水

平力和垂向力随阻尼系数的增加而增加，水平力的增加幅度会逐渐趋缓。 

（3）在有负载情况下，浮子的运动幅度会随着波浪周期的增加而增加，在负

载情况下，存在一个最适周期使浮子运动幅度达到最大值；同一周期不同负载时，

浮子运动的幅值和相位均不相同，阻尼系数越大，浮子运动越滞后；浮子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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