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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影响

摘 要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开采深度的日益增长，传统的固定式平台由于

其建造条件的限制难以满足工程实际的要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建造浮式海洋平台成为了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在此之中，半潜式

平台由于其装载能力更强等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表明，通过

增加平台吃水可以显著改善平台的垂向运动性能，然而这却导致了另

一个问题，即与传统半潜式平台相比，深吃水半潜式平台会引起更加

明显的涡激运动（Vortex-induced motion，VIM）现象。

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是由于立柱受来流作用产生交替漩涡脱落

引起立柱产生周期性的脉动压力所导致的往复运动，半潜式平台多立

柱之间漩涡脱落的相互干扰也使得其涡激运动问题相较于单柱式浮体

更加复杂。因此，立柱几何形状的改变会对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征产

生显著的影响。目前，对于半潜式平台，其立柱水平截面的形状多数

为方形截面且经过一定的倒圆角处理，然而立柱倒角半径对于半潜式

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性影响的研究还鲜有展开。因此研究立柱倒角半

径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性的影响对于从几何形状参数控制

平台的涡激运动以及平台的设计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采用课题组基于开源平台 OpenFOAM 自主开发的深海平台

涡激运动流固耦合求解器 vim-FOAM-SJTU，首先对基础方柱式半潜式

平台进行了两种来流角工况下的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数值模拟，通

过收敛性验证证明本文使用网格尺寸以及时间步长的合理性；通过将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和试验数据进行比对，证明了求解器以及本文数值

方法的准确性。

在此基础上，选取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进行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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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况下的固定绕流数值模拟。从立柱表面压力系数周向分布、立柱

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特性、漩涡脱落频率的角度总结了立柱倒角半径

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特性影响的相关规律；从立柱近尾流场平均流

向速度以及流场涡量图像研究了对流场的影响。

同时，进行了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两种来流角工

况下的涡激运动数值模拟。总结了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

动横荡、纵荡以及艏摇运动三自由度的位移响应、运动轨迹以及流体

力系数的影响规律。选取典型折合速度，进行了细致的流场分析，探

究了立柱倒角半径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影响的机理机制。结果表

明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会影响流动分离点的位置，从而影响立柱尾部

回流区宽度和长度，导致流场以及平台表面压力分布产生变化，并且

对立柱之间的漩涡脱落相互干扰造成影响，从而造成不同立柱倒角半

径的平台流体力特征有所区别，进而影响了平台运动位移响应。而涡

激运动作为一种复杂的流固耦合现象，平台不同的位移响应又会对流

场造成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涡激运动、半潜式平台、立柱倒角半径、vim-FOAM-S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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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OF COLUMN ROUNDED
CORNER EFFECTS ON VORTEX-INDUCED MOTIONS

OF SEMI-SUBMERSIBLES

ABSTRACT

As the increase of the depth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exploitation, The
traditional fixed platform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of the
project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its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concept of floating platform came up,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ocean
engineering because of their strong loading capacit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heave motion performance can be improved by increasing the
platform draft. But it leads to another problem, which i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emi-submersible, the Vortex-Induced Motions (VIM) respons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The VIM of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is caused by periodic
fluctuating pressure of column caused by alternating vortex shedding, the
interaction of vortex shedding between the multiple columns makes the
VIMs of the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s more complex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column floating platforms. Therefore, colum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tructure that affects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M of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At present, most of the columns are square
section with corner rounding, but the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the column
rounded corner on the response of the platform are still very few.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lumn rounded corner on the VIMs of
semi-submersibles platform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sign of platforms.

In this thesis, numerical simul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an
in-house CFD code vim-FOAM-SJTU, which is developed on th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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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latfom OpenFOAM. Firstly,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flow past
and VIM of a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with square columns are carried
out under two current headings. The rationality of grid size and time step is
proved by convergence verification,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olver and the
numerical method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is basis, three other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s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a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 past them. The circumferential distribution of pressure coefficient on
the surface of column, the fluid force of column and platform and the
frequency of vortex shedding have been studied to summarize rules of the
effect of corner radius, the average flow velocity near the wake of column
and vorticity images are shown to study the effect on flow field.

Three other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s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were simulated. The motion response, trajectory and fluid forces are
presented to summarize the rules of column rounded corner effect on VIMs
of semi-submersibles. Selecting the typical reduced velocity, the detailed
flow field have been studie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column corner radius on the VIM of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of column corner radius will affect the
position of flow separation point, thus affecting the width and length of the
recirculation region at the rear of the column,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flow field and the platform surface, the interaction
of vortices shedding between the columns are also been influenced,
resulting in the difference of 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tform,
and thus affecting the motion of the platform. VIM is a complex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phenomenon, and different displacement
responses of the platform wil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flow field.

KEY WORDS: Vortex-Induced Motion,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column corner radius, vim-FOAM-S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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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半潜式平台应用背景

人类对于石油以及天然气等资源的需求量伴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与日俱增。油气资源既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主要能源，也

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基本资源。人类对于陆地石油的勘

探开发至今已经超过了 130年的历史，长期大量过度的开采导致陆上油气资源已

经日趋枯竭。1973 年和 1979 年爆发的两次能源危机也同样体现出了能源开采的

重要性。根据 Energyfiles[1]测算，伴随陆上新增油田的逐年减少，陆地石油供应量

的逐年上升趋势将在 2020 年后就将开始转变，另外陆地天然气供应总量也将在

2025年达到顶点。据统计[2]，全世界石油全部可挖掘总量为 4138亿吨，陆地石油

储量占到了 67.4%，其中已有 75%的石油资源被发现。这表明了陆地主要油气开

采已经到了晚期阶段。

因此，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将油气资源开采的目光转向了幅

员辽阔，占地球表面面积 71%的海洋领域。海洋中蕴藏着大量的油气资源。据估

算，全球海洋范围内，尚未被发现的石油资源量达到 548亿吨，而天然气资源量

也达到 78.5万亿立方米。油气开采经历了从陆上走向海洋的阶段，也必然将经历

从近海走向深海的过程。据统计结果表明[3]，人类开发海洋石油资源的深度按照

如下公式变化的规律在递增：

5.3)540/1( Nh  (1-1)

其中 h 代表水深，N 代表年份。海洋石油资源开采深度随时间变化趋势如图

1-1所示。

伴随着海洋油气开采深度的日趋增长，海洋工程对于深海油气开采系统的要

求也日益严格。当水深超过 300 米以后，海洋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传统的固定式

平台因其建造条件的限制已经难以满足深海工程的需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单立柱浮式平台例如 Spar平台以及多立柱浮式平台例如半潜式平台等浮式生产系

统应运而生。现如今，这些浮式生产系统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许多重要的海洋资源

开采现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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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海洋石油资源开采深度随时间变化趋势
Fig.1-1 Trend of exploitation depth of offshore oil resources

1.1.2 半潜式平台结构特征

浮式海洋平台中可以划分为包括单柱式平台以及多立柱式平台。其中，半潜

式平台作为一种多立柱式浮体，其诞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墨西哥湾的油

气开采已经有了近 40年的历史，海岸周围的油气资源几近枯竭，美国壳牌公司因

此将目光转向了更深的海洋领域，为了满足深海领域油气开采的要求，半潜式平

台应运而生[4]。半潜式平台一般由上层主体、立柱以及浮筒三部分构成[5]，其各部

分之间采用一定的支撑方式进行连接。平台本体位于水面以上一定距离从而可以

避免波浪的冲击。浮力主要由水面以下部分以及浮筒提供。平台主体与浮筒之间

连接的立柱之间通过保持一定间隔，可以使得平台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半潜式平

台的优点在于与 TLP和 Spar平台相比，其对水深不敏感且可变载荷更大，甲板面

积更大，装载能力更强[6]。

尽管半潜式平台具有上述优点，但同时仍存在限制着半潜式平台进一步发展

的障碍，其中比较突出的缺点则是半潜式平台较差的垂荡运动性能[7]。由于半潜

式平台 0.05Hz左右的垂荡固有频率与主要波浪频率较为接近，因此半潜式平台的

垂荡运动幅度一般较大，甚至会导致立管的垂向运动，而垂向运动对立管的总冲

程造成的影响最大[8]。立管垂向运动的补偿能力有一定限度，很显然半潜式平台

较差的垂荡运动性能不利于平台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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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半潜式平台
Fig1-2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因此学者们为了对传统半潜式平台较差的垂荡运动进行改善从平台设计的角

度进行了很多研究，最终发现通过增加平台吃水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平台的垂

荡运动性能，因此深吃水半潜式平台（Deep Draft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DDS）
的概念应运而生。然而平台吃水的增加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深吃水半潜式平台会

引起更加明显的涡激运动（Vortex-induced motion, VIM）现象。

1.1.3 涡激运动概述

当流体以一定流速流经大尺度柱体结构时，由于流体具有粘性，会产生边界

层分离现象，柱体两侧将产生交替性的漩涡脱落。交替的漩涡脱落会引起柱体结

构产生周期性的脉动压力，使得结构在水平面内产生运动。这种现象最早对于细

长结构例如立管以及海洋管道等细长结构称为 “涡激振动 (Vortex-Induced
Vibration，VIV)[9-11]”，而对于长细比(L/D)较小的刚性结构，由于漩涡脱落产生的

脉动压力引起结构运动的现象被称为“涡激运动(VIM)”，尽管涡激运动与涡激振动

都是流体和结构物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现象，涡激运动特性和立管的涡激振动特

性相比仍有很大区别，其一方面表现在与涡激振动相比，涡激运动幅值响应较大，

运动周期也较长；并且另一方面表现在由于发生涡激运动的平台一般具有系泊系

统，因此系泊系统还将对结构物的系统回复特征造成影响。

传统半潜式平台由于水下立柱高度较低，因此传统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现

象很不明显，然而由于深吃水半潜式平台水下立柱高度的增加导致了水下激励面

积增加，因此使得立柱受到的脉动压力也更大，从而导致深吃水半潜式平台将产

生非常明显的涡激运动现象。特别是当结构运动频率接近漩涡脱落频率时，流体

与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达成了动态平衡，这种现象被称为“锁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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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in）[12,13]。“锁定”现象发生时，结构的运动幅值将显著增加。研究表明[14,15]，

涡激运动会显著降低系泊系统以及刚悬链线立管的疲劳寿命。另外，涡激运动的

纵荡位移会影响平台的流向位移，增加平台受到的阻力，干扰平台的正常作业。

因此有必要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响应特性以及其形成的机理机制进行研究。

1.1.4 本文研究意义

半潜式平台作为一种多立柱浮体平台，通常具有四个立柱。多立柱之间的漩

涡脱落的相互干扰使得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问题相较于单柱式浮体而言更加复

杂。另外尽管深吃水半潜式平台的吃水有所增加，但相对于 Spar平台仍然很小，

并且半潜式平台的浮筒等其他结构使得其三维特性更加显著[16]。半潜式平台由于

其具有复杂的结构特性，因此其涡激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平台结构的几何形状影响，

而又由于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水下立柱在一定来流作用条件下

两侧交替的漩涡脱落引起的周期性的脉动压力所导致的，因此立柱是影响半潜式

平台涡激运动相当重要的结构。立柱的截面形状各式各样，目前，对于半潜式平

台，其立柱水平截面形式多数为方形截面且经过一定的倒圆角处理，倒圆角的半

径长度被称为立柱倒角半径，当立柱倒角半径增大到立柱宽度的一半时，方形截

面立柱则会成为圆形截面立柱。

a)圆柱式半潜式平台 b)圆角立柱半潜式平台
a) semi-submersible with circular column b) semi-submersible with rounded corner column

图 1-3 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
Fig.1-3 Semi-submersible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涡激运动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浸没结构的几何形状，以往的研究大多针对

立柱长径比以及立柱间距展开，然而当以上参数条件确定后，立柱的截面设计形

状同样会对涡激运动响应特性产生很大影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开鲜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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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研究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的影响，总结半

潜式平台涡激运动随立柱倒角半径变化的规律并从流场角度解释立柱倒角半径对

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影响的机理机制对于半潜式平台的设计建造以及控制半

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涡激运动研究方法包括试验研究以及计算流体力学（CFD）方法。其中试验

研究一般设计一定缩尺比的模型在拖曳水池中造流进行。王颖等[17]详细介绍了物

理模型试验的优势和不足。关于物理模型试验方法，其优势在于得到的试验结果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而试验研究的缺点在于受试验条件限制，多数试验研究是在

雷诺数亚临界区域进行的，因此尺度效应导致其与真实海况下的涡激运动现象有

所区别[18]，而且试验测量结果受探测设备和技术的约束；另一方面，试验研究还

会花费较高的费用并且试验周期也普遍较长。

而伴随着计算机科技和数值计算方法的不断进步，计算流体力学（CFD）方

法开始广泛应用于工程实际应用中。尽管 CFD模拟涡激运动需要面临诸多困难例

如网格尺寸敏感度、湍流模型[19-22]以及如何采用合适的方法得到准确的模拟结果，

但与模型试验相比，CFD方法具有节约时间和费用成本，方便实施等优势，特别

是对于在平台前期设计期间进行参数敏感度分析具有很高的便利度。除此以外，

通过 CFD研究方法模拟涡激运动还可以提供全流场信息，可以从流场细节分析涡

激运动形成的机理机制。本节从涡激振动到单柱式浮体涡激运动，进而延伸到半

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最后介绍了几何形状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影响的国内外研

究进展。

1.2.1 涡激振动问题研究进展

早在涡激运动问题提出之前，学者们已经对实际工程中的涡激振动问题进行

了众多研究。

Feng(1968)[23]通过在风洞中进行的涡激振动试验，开启了试验手段研究涡激

振动现象的先河。Vikestad(2000)[24]通过在 NTNU的拖曳水槽中开展圆柱涡激振动

实验，研究了圆柱在强迫振动以及自激振动两种情况下的水动力学系数，总结了

流体力系数随约化速度变化关系的相关结论。Trim等(2005)[25]通过在Marintek的
海洋水槽中开展长径比为 1400 的柔性立管在均匀流及剪切流两种情况下的涡激

振动实验，阐述了纵向振动虽然幅度相较于横向较低，但由于其频率是横向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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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倍，研究表明流向振动对立管疲劳的贡献与横向处于同一数量级，因此在研

究工作中不应忽略。

而随着浮式海洋平台开始应用于工程实际中，学者们发现这种基于相同原理

诱发的现象对于长细比很低的结构有着明显的区别。学者们将这种针对长细比较

低结构的“涡激振动”现象定义为“涡激运动”。涡激运动问题最早通过 Spar平
台等单立柱式浮体提出。

1.2.2 单柱式浮式平台涡激运动研究进展

Spar平台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于海洋开发事业中以来，由于涡

激运动引起的平台大尺度往复运动对于工程作业的干扰以及系泊系统的破坏使得

其迅速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问题。

Van Dijk等[26]在荷兰MARIN水池中；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的方式，研究了 Spar
平台在均匀来流条件下的 VIM 特性，通过改变来流角度以及折合速度的方式研究

了涡激运动模型试验预报实尺度平台涡激运动的可靠性。

Finn[27]等通过拖曳水池物理模型试验的方式研究了 Spar平台主体几何尺寸以

及系泊系统对涡激运动的影响，研究了螺旋侧板对 Spar 平台 VIM 的抑制作用以

及抑制机理。

Bybee（2005）[28]对 Spar平台涡激运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包括

理论研究、模型试验以及实地测量等，研究重点关注了立管和系泊系统受涡激运

动影响的疲劳特点。

Thiagarajan等（2005）[29]利用 CFD研究方法对普通圆柱以及加装螺旋侧板的

圆柱在雷诺数 50000到 100000范围内的涡激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了两种圆

柱的横荡位移响应并从运动频率的角度对螺旋侧板对平台涡激运动影响的成因进

行了分析。

Holmes等[30]利用CFD研究方法对一座 Spar平台VIM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将结

果与试验进行对照。数值模拟对两种网格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湍流模型使用

分离涡模拟方法，结果表明该数值模拟方法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虽然低估了阻

力但捕捉到了流动的其他特征。作者证明了利用 CFD方法对涡激运动问题进行研

究的可靠性。

王颖[31]对 Spar平台涡激运动的形成原理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总结归纳了抑制

涡激运动的方式。阐述了涡激运动三种研究方式包括模型试验，CFD方法以及实

尺度考察各自的优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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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vre[32]对一座 Spar 平台主体的进行了涡激运动 CFD 模拟。结果显示出平

台涡激运动对于来流角度具有与折合速度相同的敏感程度。文章对数值模拟方法

网格尺寸以及时间歩长的选取具有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多立柱浮式平台的出现[33,34]，学者们才开始重视起多柱式海洋

平台的涡激运动问题，因此有关多柱式海洋平台的涡激运动问题的研究工作还比

较少。

1.2.3 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研究进展

Rijken等（2004）[35]第一次对四方柱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进行了研究，试

验结论包括平台的位移响应特征等。

Hong等（2008）[36]对深吃水半潜式平台的总体运动性能进行了研究，试验模

型受到包括风、浪、流的共同作用。作者指出，深吃水半潜式平台在横流向上的

涡激运动响应幅值最为明显。另外，试验结果还表明在流速较高的工况下，平台

横向运动幅值与波浪幅值成反比关系。

Rjiken等（2008）[37]对方柱式半潜式平台进行了涡激运动试验研究。研究结

果表面，在一定流速工况下，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会发生“锁定”现象。另外

通过立管以及系泊系统的阻尼对半潜式平台 VIM 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

条件下外部阻尼的存在会延后平台发生 VIM的折合速度。

Goncalves等（2011）[38]开展了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模型试验，作者重点研究

了立柱间距以及来流角度对涡激运动的影响。

Magee等（2011）[39]探究了折合速度以及质量比对一座 TLP平台涡激运动的

影响，研究了平台涡激运动受力特点。通过研究得出了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因素

包括来流角度以及折合速度，且横荡响应幅值发生在折合速度 Ur=8-10之间。

Fujarra等[40]通过试验手段探究了外部附属物以及来流角度对平台涡激运动的

影响，总结了其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水平面三自由度运动幅值以及平台 VIM 轨

迹的影响规律。

Liu 等[41]（2016）进行了缩尺比为 1:64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试验研究，研

究了来流角度以及立柱长细比对涡激运动的影响。作者提出了今后研究立柱形状

对于半潜式平台 VIM影响的必要性。

刘为民等[42]引入雷诺平均法求解 N-S方程，结合 SST k-ω湍流模型对不同来

流角度的简化二维阵列四立柱固定绕流进行了 CFD研究，结果表明上游立柱迎流

面的拐点处是泻涡涡强最大的位置，立柱后方的尾部泻涡结构形式均为 2S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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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等[43]使用商业软件AcuSolve和 StarCCM+对一座 TLP平台的涡激运动进

行了 CFD研究并与试验数据进行比对。作者提出了相对于最大响应幅值，由于平

台涡激运动随时间变化很强的非定常性，标称响应幅值更能体现平台的运动特性。

刘正浩等[44]利用基于剪切应力运输（SST）模型的分离涡模拟（DES）方法，

对一座半潜式平台在不同折合速度，45°来流角工况的涡激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

通过比较本文 CFD 计算的横荡运动标称响应幅值与实验数据得出了

naoe-FOAM-SJTU求解器可以有效地预报半潜平台的涡激运动响应。作者指出了

平台微小的几何形状改变会导致涡激运动响应的改变。

吴凡等[45]采用有限体积法求解非定常 N-S方程，采用 SST-RANS湍流模型对

一座矩形立柱截面的半潜式平台在波浪来流联合作用工况的涡激运动响应进行模

拟，探究了波浪对半潜式平台 VIM的影响。

张新曙等[46]基于改进延迟分离涡模拟方法(IDDES)，数值研究了深海多立柱浮

体平台在均匀来流工况下的涡激运动响应特性。研究了涡激运动响应能量的分布

趋势，进一步分析了多立柱平台涡激运动中的三维流场结构。

Jang 等[47]利用 StarCCM+对一座考虑真实系泊以及立管系统的半潜式平台的

涡激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探究了完整系泊和立管的外部阻尼对于半潜式平台涡

激运动的影响。

1.2.4 几何因素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影响研究进展

而近年来，随着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几何参数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特性的影响。

Waals等（2007）[48]开展了四种不同结构的浮式平台的涡激运动模型试验。

作者通过比较四种模型的涡激运动响应特性，探究了质量比、吃水以及几何形状

对于涡激运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平台几何形状的区别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涡激

运动响应特性，作者特别指出了今后应当开展立柱倒角以及立柱间距对于涡激运

动影响研究的必要性。

Rijken（2014）[49]通过 CFD方法研究了立柱形式、平台缩尺比以及质量比对

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在立柱形状方面，作者比较了三种立柱截面形状的

二维涡激运动横荡时历曲线，得出了除正方形立柱以外的立柱截面形式也会引起

相当的涡激运动的结论。然而由于该文的数值模拟对象是二维的，因此得出的结

论只能定性的反映影响趋势。

Goncalves等（2015）[50]开展了缩尺比为 1:100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物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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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试验，目的在于研究两种立柱形式包括圆角截面与圆形截面对涡激运动的影响。

作者设置了三种来流角度，利用光学运动捕捉系统测量了系统 6个自由度的运动。

作者通过比较三种来流角度下的两种立柱形状的平台的涡激运动横荡响应幅值以

及首摇响应幅值，总结了相关规律，发现圆柱形式的平台在 0度来流角下，折合

速度 7到 10之间的横荡响应幅值最大。

Vinayan等（2015）[51]利用 AcuSolve数值模拟了一座缩尺比为 1:54的八柱式

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从标称响应幅值以及平均过零周期的角度研究了内外侧立

柱间距以及立柱截面积对涡激运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立柱截面积变化对于平均过

零周期影响程度很低。

Chen等（2016）[52]对缩尺比为 1:70的四立柱深吃水半潜式平台在 45°来流

角工况下的涡激运动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其中作者采用有限分析 N-S方法[53]，

比较了三种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特性。研究结果表明，相

较于方柱式半潜式平台，立柱经过倒圆角处理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横荡运动幅

值更大，且随着倒角半径的增大而增大。

Minoru等（2017）[54]开展了不同形状的多柱式浮体的涡激运动试验研究。作

者设置了方柱和圆柱两种形式，通过改变立柱的特征长度保证了水线面积相同。

作者除立柱形状外还考虑了立柱间距以及系泊弹性系数对涡激运动的影响。该试

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多柱式浮体立柱排列对涡激运动的影响，因此作者测

量了每个立柱的受力情况，可以为 CFD和试验的对比提供基础。

Goncalves等（2017）[55]进行了三种立柱截面形状的阵列四柱在三种来流角度

下的多柱绕流模型实验，本实验开展的目的在于为了研究立柱相对位置对多住体

绕流的影响，为 CFD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作者在结论部分展示了每个立柱以及

整体系统的升阻力系数并与单根立柱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了研究不同几

何形状多柱绕流的重要性。

Liu 等（2017）[56]采用 CFD 软件 STAR-CCM+，利用分离涡模拟（DES）方

法数值对不同立柱倒角半径以及浮筒圆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进行了涡激运动 CFD
研究。作者利用控制变量的方法，从运动位移响应、流体力系数，流场图像等角

度研究了立柱以及浮筒倒角半径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作者在探究立

柱倒角半径对涡激运动响应影响时，表明立柱形状的改变会引起流场特性的改变，

不同截面形状的立柱的分离点位置不同。由于半潜式平台多个立柱之间漩涡脱落

的相互干扰作用，立柱形状的改变对于多立柱涡激运动的影响更为复杂。

Hu等（2017）[57]年利用改进延迟分离涡模拟方法（IDDES）[58]对一座半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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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三个来流角度工况的涡激运动进行 CFD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位移以及流体力

等角度。另外，作者还对比了两种立柱形式的不同倒角半径在折合速度为 6时的

横荡以及首摇运动幅值。

谷家扬等（2005）[59]采用有限体积法对不同倒圆角的方形柱体的涡激运动问

题进行了数值模拟。从横顺流向振幅、流向平衡位置和泄涡频率，运动轨迹等角

度探究了倒角半径对方柱涡激特性的影响。

李磊等（2016）[60]指出，过去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多数为对不同截面形式的单

柱结构进行 CFD研究，并且模型试验也鲜有涉及不同立柱截面平台之间的涡激运

动的探究。因此作者对圆形立柱和方形立柱的两个四立柱平台模型进行了涡激运

动试的试验研究。作者通过从流体力，运动时历曲线等角度比较了两种立柱截面

形式平台的涡激运动响应区别。

1.3 本文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本文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采用基于开源平台 OpenFOAM开发的，利用

分离涡模拟方法处理三维高雷诺数流动，结合物体六自由度运动理论和动态变形

网格技术的深海平台涡激运动流固耦合求解器 vim-FOAM-SJTU对立柱倒角半径

对于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的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本文共分为

以下七章内容：

第一章阐述了半潜式平台的应用背景，介绍了半潜式平台的结构特征以及其

优劣势，说明了涡激运动对于半潜式平台的危害，进一步引出了研究立柱倒角半

径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对于平台设计建造的指导意义。介绍了关于涡

激运动的研究进程。

第二章介绍了与涡激运动有关的流体力学基本原理，详细阐述了涡激运动现

象产生机理，并对涡激运动研究中涉及到的基本参数做出定义，为后文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阐述了本文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介绍了数值模拟采用的求解器

vim-FOAM-SJTU的组织框架与核心功能模块，阐述了本文采用的湍流模型，介绍

了求解器应用的刚体六自由度运动理论以及系泊系统求解方法。

第四章对方柱式半潜式平台进行了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数值模拟。介绍了

方柱式半潜式平台的计算模型、网格划分以及固定绕流与涡激运动数值模拟的计

算工况。在固定绕流部分进行了网格尺寸以及时间步长的收敛性验证，对立柱以

及平台整体的升阻力特性进行了分析；在涡激运动部分将本文计算的数值模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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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试验数据进行了比对，证明了求解器以及本文数值方法的可靠性。为后文立

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影响的参数敏感性研究提供了基

础。

第五章对三种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进行了数值模拟。介

绍了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计算模型与计算工况。开展了 0°和 45°来流角工况的

另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的固定绕流数值模拟，从立柱表面压力系数、

流体力系数、近尾流场速度分布以及全流场分析的角度展示了相关结论，研究了

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对于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的影响。

第六章对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在开展

涡激运动数值模拟之前进行了另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自由衰减数值

模拟。开展了 0°和 45°来流角工况下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

数值模拟，从三自由度位移响应、横荡运动频率、平台运动轨迹以及流体力系数

的角度定量的总结了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规律；从流场角

度分析了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性影响的机理机制。

第七章对全文研究工作内容进行总结，归纳本文研究得到的结论，同时指明

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今后的工作展望。

1.4 本文主要特色

基于上述背景阐述以及前人开展研究，表明了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响应会

受立柱倒角半径变化的影响。前人的研究大多仅从现象的角度总结了立柱倒角半

径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规律，鲜有研究试图从机理机制的角度分析立

柱倒角半径引起平台涡激运动响应区别的原因，因此本文的开展工作对于从几何

参数角度控制平台的涡激运动以及半潜式平台的设计建造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主要特色包括：

1）数值模拟求解器采用课题组基于开源平台自主开发的深海平台涡激运动流

固耦合求解器 vim-FOAM-SJTU。通过开展收敛性验证工作以及与试验数据进行比

对证明了求解器研究涡激运动问题的可靠性。

2）针对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固

定模式下平台立柱以及平台之间的升阻力特性以及对立柱倒角半径变化对流场的

影响，研究结果可以对立柱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性影响的机理进行补充。

3）目前有关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影响的研究还鲜有展开。本

文在得到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固定绕流数值模拟基础上，针对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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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柱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总结相关影响规律并从流场

角度解释了影响的机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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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涡激运动理论基础

涡激运动的形成机理与流体力学中很多基本原理相关，例如流体的粘性、边

界层理论、漩涡的形成与脱落以及诱发结构升阻力等。本章对涡激运动相关流体

力学基本原理进行阐述，详细解释了涡激运动产生机理，并对涡激运动研究中涉

及到的基本参数做出定义，为后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1 流体力学基本原理

2.1.1 粘性

粘性（viscosity）是流体具有的基本固有属性之一。流体在运动时，邻层流体

之间会发生相对运动并且形成阻碍相对运动的力，这种抵抗邻层流体间相对运动

的属性被称为粘性。早在 17世纪，牛顿便通过试验得到了粘性剪切应力与速度变

化率之间的关系表达式：

n
u

n
u

n 










0

lim (2-1)

式中，n代表法线方向， u相对于 n的速度增量。 nu  / 代表法向速度变

化率。这一定律被称为牛顿内摩擦定律，它表明流体剪切应力与法向速度变化率

成正比。实际流体流经结构时，粘性不能被忽略。正是因为实际流体具有粘性，

流经结构表面时才会形成边界层分离现象。

2.1.2 边界层理论

L.Prandtl与 1904年首次指出，粘性对流动的影响实际上只存在于很贴近固壁

的一个薄层内，在这一薄层以外，粘性完全可以不予考虑而不影响计算的准确程

度。而在固壁周围的流场中，明显受粘性影响的这一薄层，Prandtl将其定义为“边

界层（Boundary Layer）”。通常将层内流速与主流速相差 1%的区域称为“边界

层边缘”[61]。边界层内的雷诺数 Re可以表达为：


Ux

Re (2-2)

其中，U代表来流速度，x代表距边界层形成位置的距离。因此雷诺数随着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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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高而上升，当 Re上升到一定大小，流动将由层流转化为湍流。

2.1.3 基本控制方程

涡激运动属于粘性不可压缩非定常流动问题，这类问题的控制方程可以表达

为 Navier-Stokes方程以及连续性方程如下所示：

连续性方程：

0 V (2-3)
动量方程：

VpF
t
V 21
D
D

 


(2-4)

其中，V代表速度矢量，F代表单位质量流体上的质量力，p代表压力，代

表哈密顿算子。

2.2 涡激运动形成机理

2.2.1 漩涡的形成

研究表明，漩涡的形成与边界层的分离有着紧密的联系。

图 2-1 边界层分离[62]

Fig.2-1 Separation of boundary layer[62]

从图 2-1中可以看出，假定 B点边界层外势流速度达到最大值 Umax，根据伯

努利方程可得，B点的压力达到最小值 pmin。因此从 A到 B点外部流动中速度递

增，压力递减，压力梯度
x
p

 <0，称为顺压梯度。边界层内部的流体在这一区域运

动时，部分压能转化为动能，因此即使流体微团受粘性力影响而消耗动能，仍有

足够的动能可以向前继续运动。而到达 B 点后，压力开始逐渐升高，压力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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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p

 >0，流体微团进入了逆压梯度区段，不仅流体的部分动能开始转化为压能，并

且同时粘性力同样对动能有消耗作用，因此流速不断降低，直到 C点，动能消耗

殆尽，从速度分布曲线上可以看出(
y
vx

 )y=0=0。在 C 点之后，由于逆压梯度的反

推作用，因此动能消耗殆尽的流体微团开始产生倒流，然而靠近边界层外边界的

微团仍然继续流向后方，因此产生了如 C’点所示的速度曲线，即在速度曲线上

存在速度为零的点。将 C点后各个速度剖面曲线上 vx=0的点连接起来，即可得到

主流与倒流的分界面。主流与倒流在 C点附近的碰撞会导致分界面的流体微团发

展混乱，进而破裂成大漩涡，从而导致边界层分离现象的发生。产生的漩涡形成

尾涡区，并且由于产生的漩涡耗散能量，使得分离点后的压力不能继续升高，因

此圆柱体后部的平均压力小于前部。由于存在压差阻力，圆柱的后方会形成交替

的漩涡脱落，如图 2-2 所示，这一系列的漩涡即为“卡门涡街（Karman Vortex
Street）”。

图 2-2 卡门涡街
Fig.2-2 Karman vortex street

通过观察发现，结构后方的尾涡脱落形式并非保持不变。尾涡脱落形式将随

雷诺数 Re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圆柱结构后方尾涡脱落形式的不同，可以将雷诺数

范围定义为以下 4 个区域：

1）层流区：Re<300
2）亚临界区：300≤Re<1.5×105

3）超临界区：1.5×105≤Re<3.5×106

4）超高临界区：Re≥3.5×106

图 2-3 展示了漩涡脱落形式随雷诺数 Re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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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尾涡脱落形式与雷诺数 Re的关系[63]

Fig.2-3 Wake pattern under different Reynolds numbers[63]

从图 2-3 中可以看出，漩涡脱落伴随 Re的升高经历了从有规律到混乱无规

律再到有规律的变化过程。1878年，Vincenz Strouhal[64]通过研究总结出如下公式：

U
DfSt s  (2-5)

式中，fs表示泻涡频率，U表示流体速度，D表示结构的特征长度，St表示

Strouhal数。经过之后的研究表明，St数并非一个常数，它受雷诺数 Re、结构形

状以及表面粗糙度等因素影响，其中主要与 Re数有关。St数与 Re数的关系如图

2-4所示。

图 2-4 St数随 Re的变化关系[65]

Fig.2-4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uhal Number and the Reynolds number[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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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4中可以看出，当 300≤Re<1.5×105，St数维持在 0.2左右，因此漩涡

脱落频率约等于一个常数，涡的脱落形式也将比较规律。而当雷诺数大于 105时，

St数不再稳定，因此涡的脱落频率也将不断变化。实际海洋环境中，雷诺数往往

很大，因此诱发结构的运动将更加复杂。

2.2.2 涡激运动成因

当漩涡脱落产生于结构一侧的分离点，结构表面会形成与环向流速 v1，而环

流速度的方向与漩涡旋转方向相反。因此这一侧沿表面的流速变为 U-v1，低于原

流速 U，同时对侧表面流速变为 U+v1，高于原流速 U。根据伯努利方程，流速的

差别导致圆柱两侧压强的差别，使得结构形成了与来流方向垂直的压力差，此压

力差即为升力 FL。随着此漩涡逐渐向下游脱落，其对圆柱体的表面流速的影响也

逐渐减小，因此升力 FL也随之减小，直至降低为零。由于漩涡脱落是在圆柱结构

两侧有序交替发生的，因此此时对侧开始发生漩涡脱落，过程相同并且产生一个

同之前方向相反的压力差，即产生一个反向升力 FL。此过程在流体流经圆柱体过

程中持续发生，因此构成了一个垂直于流向（横流向）的周期性变化的力，同时

横流向的往复运动被定义为横荡运动。

图 2-5 横流向与顺流向
Fig.2-5 transverse and inline direction

与此同时，由于漩涡脱落的影响，圆柱后部的平均压力始终小于前部，因此

将形成一个平行于流向的压力差，圆柱体还将产生与流向平行（顺流向）的交变

周期力，此力即阻力 FD。其特点是方向不变，大小呈现周期性的改变，因此其频

率是升力 FL的二倍。顺流向的周期往复运动被定义为纵荡运动。

综上所述，涡激运动是由于流体具有粘性所产生的边界层分离现象引起交替

性的漩涡脱落使结构产生周期性的升阻力引起的，并在系泊系统的作用下往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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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一种现象。

2.3 涡激运动参数概述

根据相似理论，无量纲参数可以对现象进行同一性的描述，便于总结探究物

理规律。在涡激运动的研究历史过程中，学者们从很多角度出发，定义了多种无

量纲参数的概念并从这些参数的角度出发对涡激运动进行研究。Halse[66]将众多的

参数划分为三个类别，包括流体参数、结构参数以及流固耦合参数。

2.3.1 流体参数

1、雷诺数(Reynolds number)，Re
雷诺数是表达流体运动的最基本的参数。雷诺数的表达式如下：


UD

Re (2-6)

其中 U表示流体速度，D表示结构直径。ν表示流体的运动粘性系数。

随着雷诺数 Re的增加，粘性力相对于惯性力的作用逐渐降低，流动不再稳定，

最终发展形成湍流。对于柱体绕流问题，雷诺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漩涡脱落的模

式以及分离点的位置，因此雷诺数在研究 VIM问题中显得格外重要。

2.3.2 结构参数

1、倒角比(rounded ratio)，α
倒角比α是本文研究中用来衡量立柱倒角半径大小所定义的无量纲参数，其表

示为立柱倒角半径与立柱宽度的比值，公式如下所示：

L
R

 (2-7)

其中，R代表立柱倒角半径，L代表立柱宽度。值得注意的是，立柱倒角比α
的取值范围从 0到 0.5。当α=0时，立柱为方柱形式；当α=0.5时，立柱为圆柱形

式；当 0<α<0.5时，立柱为圆角边缘立柱形式。

2.3.3 流固耦合参数

1、折合速度(reduced velocity)，Ur
折合速度 Ur是描述涡激运动响应时最重要的无量纲参数之一[67]，是为了更简

便的进行研究而将速度与频率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参数，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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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UUr
n

 (2-8)

其中，U代表来流速度，fn通常代表结构在静水中的横流向运动的固有频率，

D代表特征长度，对半潜式平台而言，D代表立柱垂直于来流方向的投影长度。

其与立柱宽度 L和来流角度Φ相关，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cossin( ΦΦLD  (2-9)

2、无量纲频率(dimensionless vibration frequency)，fr
无量纲频率形式上实际为折合速度的倒数，其表达式为：

U
fDfr  (2-10)

然而是式中的 f并不代表横荡固有频率，而是代表结构的横向运动频率。

2.3.4 其他参数

其他参数中主要包括考察涡激运动响应所定义的无量纲参数。其中包括位移

响应参数、流体力响应参数以及流场分析参数。

1、无量纲位移

位移响应是涡激运动中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响应结果。研究表明，涡激运动

主要是水平面内的往复运动，因此本文研究中，涡激运动被限制为三自由度运动，

包括纵荡、横荡以及艏摇。三自由度的位移响应都用立柱宽度进行了无量纲化处

理。以涡激运动中最为明显的横荡位移响应为例，位移响应有两种统计方法，一

种方法用标称横荡响应幅值表示，其表达式为：

LtYLA alnoy /))((2)/( min  (2-11)

其中，Y(t)代表横荡时历位移，σ(Y(t))代表横荡位移的标准差。

另一种位移响应的统计方法为最大幅值，其表达式为：

L
tYtYLAy 2
)()()/( minmax

max


 (2-12)

由于平台涡激运动随时间变化很强的非定常性，因此相较于最大响应幅值，

标称响应幅值更能体现平台的运动特性，在涡激运动位移统计信息中往往采用标

称响应幅值。

2、无量纲流体力系数

流体力响应主要是指平台所受水动力在横向以及纵向的分量。与位移响应相

类似，为了更好地总结涡激运动相关规律，由于漩涡脱落引起结构产生的脉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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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阻力也同样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流体力系数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2)( 2AUtFtC xD  (2-13)

)/()(2)( 2AUtFtC yL  (2-14)

其中，Fx(t)与 Fy(t)分别表示顺流向与横流向的阻力与升力，ρ表示流体密度，

A表示垂直于来流方向的平台投影面积。

3、流场参数

CFD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直观的分析流场情况，因此可以对现象的机理机制

进行研究。在流场分析中，为了统一来流速度以及几何参数改变对流场信息的影

响，便于比较分析，流场参数包括流场速度、流场压力以及涡量也进行了无量纲

化处理，具体处理方式如下所示：

0/UUU  (2-15)
2
0/2 Upp  (2-16)

UDzz /  (2-17)

其中，U表示流场流速，U0表示初始来流速度；p表示流场压力；ωz表示流

场涡量。

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展示了与涡激运动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相关流体力学知识。

之后，从边界层理论延伸到漩涡脱落最后阐明了涡激运动的形成原因。最终，将

涡激运动问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参数按照流体参数、结构参数、流固耦合参数以

及其他参数的角度进行了分类并详细定义了各个参数，为后文的研究工作奠定了

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1 -

第三章 数值计算方法

数值模拟方法是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有效研究手段，数值模拟方法的优势

在于可以直观的显示全流场信息，因此可以对流场进行精细化的细节分析。但是

为了获得准确的计算结果，采用 CFD研究方法需要考虑诸多问题，例如湍流模型

的选择，流场网格的划分等。本文研究方法采用 CFD方法，求解器采用基于开源

平台 OpenFOAM自主开发 vim-FOAM-SJTU求解器。本章对 vim-FOAM-SJTU求

解器中与涡激运动数值模拟相关的基本框架以及包含模块中涉及的数值计算方法

进行了详细说明。

3.1 vim-FOAM-SJTU求解器介绍

本文 CFD 求解器采用基于开源平台 OpenFOAM 自主开发的深海平台涡激运

动流固耦合求解器 vim-FOAM-SJTU[68,69]，该求解器采用有限体积法(FVM)对控制

方程进行离散，引入分离涡模拟方法处理高雷诺数下的流动分离问题，采用成熟

的六自由度运动理论求解平台运动，利用动态变形网格处理运动带来的动边界问

题，采用静态分析模型模拟系泊系统，该求解器可以实现平台的涡激运动数值模

拟，适用于浮筒，Spar、半潜式等浮式海洋平台的涡激运动预报。求解器的核心

功能模块包括三维高雷诺数求解模块、六自由度运动求解模块和动态变形网格求

解模块，如图 3-1所示。

图 3-1 vim-FOAM-SJTU 核心功能模块
Fig.3-1 functional module of vim-FOAM-S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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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湍流模型——SST-DDES

涡激运动的流动发生在高 Re数下，且伴随着大分离湍流流动。为了准确预报

高雷诺数下的流动分离以及分离后的流体流动，课题组在求解器中的三维高雷诺

数湍流模拟模块中，以 OpenFOAM湍流模型框架为基础，开发了 kOmegaSSTDES
和 kOmegaSSTDDES 模块。本文湍流模型选取基于剪切应力运输（Shear Stress
Transport, SST）的延迟分离涡模拟（Delayed Detached-Eddy Simulation, DDES）方

法。

3.2.1 DES方法的提出

N-S方程是描述牛顿流体力学的基本方程之一，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方

程。雷诺平均（RANS）方法的基本思想在于将流场信息如速度、压力等进行时间

平均，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与时间无关的定常部分，另一部分是脉动部分。

从而通过忽略流场中每个点瞬时的真实速度，而只关心平均的流动的方式从而对

湍流进行简化求解。RANS方法的优势在于由于 RANS求解的是通过时间平均后

的方程，求解得到的量也只反映了流动的平均量，因此 RANS方法对于网格以及

时间步长的要求都偏低。

另一种方法大涡模拟（LES）的思想是通过引入某种过滤尺度，对 N-S方程

进行空间过滤，同样把流场信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随时间变化的大周期波动，

另一部分为高频脉动。它将 N-S方程中的小尺度的湍流过滤掉，然后用亚格子模

型来计算小尺度的湍流。LES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计算结果，

但需要依靠巨大的计算资源。

通过比较 RANS方法和 LES方法，可以发现二者都有各自的优势以及短处，

且二者的优缺点是相对而言的，同时观察二者的动量方程，发现二者的数学表达

十分相似，区别仅在于最后一项应力项有所区别。因此综上，学者开始思考可以

自动转换 RANS 与 LES 方法的湍流模型。基于这种思想，Spalart[70]于 1997年首

次提出了混合 RANS和 LES方法的分离涡模拟（DES）方法。DES方法基于一种

单一的湍流模型，如果网格的尺度足够进行 LES求解时，这种单一的湍流模型会

自动的转化成一种亚格子模型，相反，如果网格密度不支持大涡模拟时，这种模

型就是普通的雷诺平均的湍流模型[71]。DES方法作为一种混合 RANS和 LES的方

法，其优势在于既可以保证求解的精度，又可以通过减少近壁面处的边界层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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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降低计算量。Spalart[72]估计了不同方法计算工程湍流（雷诺数为 106-107）所需

的计算资源和时间，如表 3-1所示。

表 3-1 不同湍流模型计算方法对比[72]

Table 3-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urbulence models[72]

模拟方法
网格对雷诺数

的依赖程度
经验性 网格量 时间歩数

运用到工程预

测中的年限

2D RANS 弱 强 105 103.5 1980
3D RANS 弱 强 107 103.5 1995

LES 弱 弱 1011.5 106.7 2045
DNS 强 无 1016 107.7 2080
DES 弱 强 108 104 2000

DES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不断改进并形成了众多版本，本文 CFD计算采用

基于剪切应力运输（Shear Stress Transport, SST）的延迟分离涡模拟（Delayed
Detached-Eddy Simulation, DDES）方法。下节将对该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3.2.2 SST-DDES湍流模型

粘性不可压缩流体的控制方程为质量和动量守恒方程：

0
i

iu
x



 (3-1)

1j i j iji i

j i j j i j

u u uu uP
t x x x x x x






      
                 

(3-2)

其中，ν代表分子粘度，τij代表雷诺应力或亚格子应力张量。根据 Boussinesq
假设，可以表示为：

2
3

ji
ij ij t

j i

uuk
x x

  
 

       (3-3)
SST-DDES方法对于靠近壁面区域的流动采用 SST模型进行处理。SST模型

作为一个两方程湍流模型，最早由Menter[73]提出。在 SST模型中，湍动能 k与特

定湍流耗散率ω的运输方程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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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模型中的湍流长度尺度定义为：

*/ ( )kl k    (3-6)
Travin[74]等人于 2000年提出了基于 SST模型的 DES方法，其通过将 SST模

型的湍流长度修改为如下形式实现了 RANS和 LES的自动切换：

 min ,k DESl l C  (3-7)

而为了解决 DES方法中边界层突然转换到剪切层时，网格密度通常不足以解

析大部分雷诺应力，导致此处的解析和模化的应力都不足导致的模化应力损失

（modeled stress depletion，MSD）问题[75]。学者提出了延迟分离涡模拟方法 DDES。
SST-DDES模型中将湍流长度尺度修改为如下形式：

 max 0,DDES k d k DESl l f l C      (3-8)

其中，  1 11 k k
DES DES DESC F C FC   ε ω

，
  2

11 tanh dC
d d df C r     ，

2 2 2 20.5 ( )
t

dr
S d

 






 
。

经过这样的修改，SST-DDES模型通过 lDDES控制 RANS和 LES方法的自动切

换。在边界层内部靠近壁面的位置包括对数层，rd函数取 1，fd为 0，使得 lDDES=lk-ω，
保证了在此区域内湍流模型退化成雷诺平均模型，而随着边界层向外发展，rd逐

渐变为 0，fd取为 1，因此有  max 0,DDES k k DESl l l C      ，模型变成 DES的形

式，DDES利用 fd函数延迟了 DES模型转换为 LES模型，实现了延迟效果。

经过这样的修改，唯一需要改动的是 k方程中的耗散项，将这一项用新修改

的湍流长度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 3 2 /k
DES DDESD k k l   (3-9)

因此可以得到新的 k方程：

3/2( )
( )j

k t
j DDES j j

u kk k kG
t x l x x

   
     

     
 ν α ν

(3-10)
具体方程中的常数可以参考文献[76]。

3.3 刚体六自由度运动求解方法

平台的涡激运动严格上来讲是六自由度的运动，包括横荡、纵荡以及艏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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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面以及垂荡、横荡、纵摇共计六个自由度运动的耦合，实际海洋工程中一般

将涡激运动的运动自由度进行简化，通常只考虑水平面内三个自由度即横荡、纵

荡以及艏摇运动。

图 3-2 vim-FOAM-SJTU 坐标系定义
Fig.3-2 Definition of coordinate systems of vim-FOAM-SJTU

vim-FOAM-SJTU 求解器中具有六自由度运动求解模块，该求解模块基于

Euler 角表述六自由度运动模型，定义了两个坐标系如图 3-2 所示。大地坐标系

（Earth system）也称惯性坐标系，其固定在地球参考系上，或者以恒定速度相对

于大地移动。随体坐标系（Local system）也称为非惯性坐标系，它始终固定在物

体上，原点在旋转中心或者物体重心上。随体坐标系与大地坐标系通过转化实现

六自由度的运动，具体的坐标转化可以参考文献[77,78]。具体求解步骤可以表示为：

1）计算大地坐标系下的速度、压力场，以此计算力和力矩（Fe,Me）；

2）通过坐标转化到随体坐标系下（Fs,Ms）；

3）在随体坐标系下求解运动微分方程，得到六自由度的加速度

）（ rqpwvu  ,,,,, 。式 3-11展示了六自由度运动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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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其中，（xg,yg,zg）为物体重心到旋转中心的向量的三个分量；（Ix,Iy,Iz）为绕

旋转中心点的主转动惯量。

4）对六自由度加速度进行积分，得到在随体坐标系下的六个自由度速度

（u,v,w,p,q,r）；

5）将随体坐标系的速度转化到大地坐标系下 ）（   ,,,,, 321 xxx ，计算得到物

体表面网格节点的速度，并作为边界条件代入，求解得到网格移动速度。更新网

格节点位移；

6）根据移动到新的位置的网格节点，计算网格节点移动的通量；

7）进行下一步迭代。

平台发生六自由度运动时必然会导致计算网格发生变形。本文处理网格变形

采用 vim-FOAM-SJTU求解器中的动态网格变形技术。当平台模型运动时，计算

域网格节点与临近单元间的拓扑关系不改变，通过移动节点的位置使网格单元的

形状发生拉伸或者压缩。网格节点位置变化依靠求解 Laplace方程得到，其表达式

为：

0 ）（ gX (3-12)

其中，Xg代表网格节点的位移， 代表变形系数，其计算方法为：

2

1
r

 (3-13)

其中，r代表单元中心与运动边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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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六自由度运动求解模块流程图
Fig.3-3 Flow chart of six-degree-of-freedom motion solving module

3.4 系泊系统求解方法

系泊系统对于浮式平台而言非常重要，对涡激运动特性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模型试验中一般采用空气轴承和水平系泊系统模拟实际工程中的系泊系统以此来

限制平台运动[79]。其中，空气轴承保证平台模型在水平面做自由运动，因此这种

系泊系统限制平台只能做水平面三自由度，即纵荡、横荡和艏摇运动。系泊系统

采用四根等角度布置的弹簧模拟，保证系泊系统全局刚度在各个方向上都是相等

的，物理模型试验的有效刚度由实尺度的系泊系统提供的等效刚度通过缩尺比换

算得到。整个系统可以视为弹簧质量系统，其横荡和艏摇固有频率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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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和 Kt代表有效平移刚度和有效扭转刚度，m和 J分别代表平台的质量

和惯性矩，M和 Ja代表平台在水中的附加质量和附加惯性矩。可以看出，弹簧系

统对系统的固有频率具有显著的影响，是能够准确预报锁定区间的关键。

在涡激运动数值模拟研究中，以往通常将系泊系统提供的力施加到非耦合自

由度的运动方程中，本文采用考虑水平面内三自由度耦合的方法求解平台运动。

如图 3-4所示，水平等角度布置四根弹簧模拟系泊系统，单根弹簧的物理参数包

括预张力 P、弹簧刚度 ks、动端位置以及定端位置。四根带有预张力的弹簧将定

端与动端连接起来。通过预张力和弹簧刚度可以得到该弹簧的伸长量，这两个参

数需要保证平台在涡激运动时所有弹簧的伸长量始终大于零，即弹簧始终保持张

紧状态。

图 3-4 系泊系统示意图
Fig.3-4 Mooring system

弹簧力的求解过程如下：

1）根据每根弹簧的定端和动端的初始位置，刚度以及预张力求解初始松弛状

态下的弹簧长度；

2）根据平台时刻的运动状态，求解该时刻的动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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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动端位置求解弹簧伸长量，并以此求解每根弹簧施加在平台上的弹簧力；

4）将所有弹簧的作用力相加得到总弹簧力。

在得到系统的弹簧力以及力矩以后，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外力施加到平台的六

自由度运动方程中，通过求解运动微分方程，获得平台在各自由度上位移响应。

图 3-5展示了弹簧系统求解模块的流程。

由于整个系泊系统的有效刚度由四根线性刚度的弹簧提供，因此需要调整单

根弹簧的参数来调整有效刚度，使之能够与模型试验提供相同的有效刚度。因此

在涡激运动数值模拟之前需要开展静态位移试验与自由衰减试验验证系泊系统的

有效刚度。静态位移试验是指将平台向某个方向平移或旋转，测量其回复力或力

矩，以此计算出系统的有效刚度，弹簧系统的参数需要反复调节以确保最后得到

的有效刚度符合要求。自由衰减试验则是在无来流的情况下通过给平台一个初始

位移或速度，使其自由衰减运动以此计算自由衰减运动周期。

图 3-5 弹簧求解模块流程图
Fig.3-5 Flow chart of spring solutio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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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本文数值模拟计算方法，首先介绍了基于开源平台 OpenFOAM自

主开发的深海平台涡激运动流固耦合求解器 vim-FOAM-SJTU的基本框架以及核

心功能模块。之后分别阐述了三维高雷诺数求解模块中涉及的延迟分离涡模拟

DDES湍流模型，六自由度运动求解模块中的六自由度求解理论和动网格技术以

及动边界弹簧网格求解模块中的系泊系统求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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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与涡激运动数值模拟

涡激运动主要是水平面三自由度的运动，而半潜式平台的多柱绕流是研究半

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基础。本章对基础的方柱式半潜式平台进行了固定绕流以及

涡激运动数值模拟。在固定绕流部分，从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升阻力特性对半潜

式平台的涡激运动进行解释；在涡激运动部分，将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数值模拟

结果与模型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本章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

开展验证性工作，另一方面在于为后文立柱倒角半径影响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以

及涡激运动提供基础。

4.1 数值模型

4.1.1 计算模型

本文计算模型选取Waals[48]于 2007年所进行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试验所采

用的深吃水半潜式平台试验模型。对于该模型而言，立柱是方柱形式，即α=0。模

型缩尺比为 1:70。图 4-1展示了该平台的试验模型，主要参数如表 4-1所示。

图 4-1 方柱式半潜式平台试验模型
Fig.4-1 Test model of square column semi-submersibl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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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计算模型参数

Table 4-1. Parameters of the calculating model

参数名称 实尺度 模型尺度

缩尺比（λ） 1:1 1:70

吃水（T） 35 m 0.5 m

宽度（D+S） 70 m 1 m

立柱中心间距（S） 56 m 0.8 m

立柱截面尺寸（D×D） 14m×14m 0.2m×0.2m

立柱高度（L） 24.5 m 0.35 m

浮筒宽度（B） 14 m 0.2 m

浮筒高度（Hpon） 10.5 m 0.15 m

排水量（Δ） 53000 t 0.158 t

本文通过 SolidWorks软件进行建模，在平台固定绕流数值模拟研究中，为了

能够单独分别输出每一个立柱以的受力信息，因此对各个立柱以及浮筒独立建模，

图 4-2展示了最终形成的平台模型。

图 4-2 计算模型
Fig.4-2 Computational model

4.1.2 网格划分

为了保证数值模拟的一致性，本文半潜式平台静止绕流与涡激运动采用相同

的计算网格。本文采用 OpenFOAM 网格划分工具 blockMesh 和 snappyHexMesh
进行网格划分，首先利用 blockMesh 设置计算域大小并生成结构化六面体背景网

格。计算域以平台顶部中心为坐标原点，计算域范围为：-15L≤x≤40L, -15L≤y
≤15L, -9L≤z≤0，其中 L代表立柱宽度。计算域如图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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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计算域
Fig.4-3 Computational domain

之后在背景网格中利用 snappyHexMesh捕捉模型表面并进行局部网格的加密

以及边界层的添加，边界层网格数量设置为 8层。半潜式平台近尾流场以及平台

周围的流动相对复杂，网格的质量会对求解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平台周围区

域进行了网格的局部加密，而在其他区域为了提高计算效率，节约计算成本设置

了相对稀疏的网格。计算网格顶部俯视图以及物面与周围局部网格如图 4-4和图

4-5所示。

图 4-4 计算网格顶部俯视图
Fig.4-4 View of the global mesh from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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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物面网格
Fig.4-5 Grids on the hull surface

计算域的边界条件设置为：上游入口采用均匀来流速度入口，下游出口采用

压力积分为零，平台模型表面边界采用无滑移固壁边界，其余边界均采用对称边

界条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弗汝德数较低，因此自由液面效应可以忽略，

本文计算模型也仅限平台水面以下部分，因此顶部边界同样采用对称边界条件。

湍流粘度νt 的近壁面函数采用 nutUSpaldingWallFunction，这个壁函数是基于

Spalding[80]提出的一个拟合的 y+与 u+的关系式，本文 y+在 2.6左右。

4.1.3 离散方法

OpenFOAM在求解控制方程时使用有限体积法进行离散，时间项使用二阶隐

式格式进行离散，对流项使用二阶线性迎风稳定化输运(LUST)格式进行离散，扩

散项采用高斯线性守恒格式离散。本文压力与速度耦合求解采用 PIMPLE（混合

PISO[81]和 SIMPLE）算法。PISO 方法通过先预估一步，再修正两步的方法求解

N-S方程，在 OpenFOAM 中，PISO 方法用来进行瞬态计算，需要使用较小的时

间歩长，而 SIMPLE 方法在 OpenFOAM 中用来进行稳态计算。PIMPLE 算法在

PISO的基础上，对同一时间歩内进行多次循环修正，取其中最后一次修正的结果

作为下一时间歩的初始值继续迭代，它作为混合 PISO 和 SIMPLE 的算法，允许

在计算过程中，使用较大的时间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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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数值模拟

半潜式平台的多柱绕流问题是研究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基础，静止平台虽

然没有发生流固耦合现象，但研究该过程中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升阻力特性，从

流场的角度分析多柱体之间的漩涡脱落干扰，可以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发生

机理进行研究，并为后文研究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影响提供基础。

本节对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在 45°和 0°来流角工况下的固定绕流进行了数值模拟

研究。通过网格尺寸以及时间步长收敛性验证，证明了数值模拟网格以及时间步

长选取的合理性。

4.2.1 计算工况

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数值模拟中的运动自由度被限制为零，考察了方柱式半

潜式平台在 0°与 45°来流角，四种来流速度工况下的固定绕流特性。

平台的四个立柱分别定义为 col1、col2、col3 以及 col4，四个立柱在 45°以

及 0°来流角工况下的布置形式如图 4-6所示。

a)45°来流角 b) 0°来流角

图 4-6 立柱布置形式
Fig.4-6 Column layout

本文根据实际海洋环境[82]，选取四种典型来流度，而实际海洋流速 U与模型

尺寸下的流速 Um具有如下对应关系：

/mU U  (4-1)
其中，λ代表缩尺比，对应本文取 1/70。因此本研究中的来流速度工况如下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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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计算速度工况
Table 4-2 Velocity cases

来流速度 U（m/s）

实际尺度 0.50 0.75 1.00 1.25

模型尺度 0.0598 0.0896 0.1195 0.1494

4.2.2 收敛性验证

为了保证本文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数值模拟的准确性并且在确保精度的基础

上尽量节省计算成本。在开展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数值模拟前，选取 45°
来流角度，U=0.0896m/s来流速度工况下进行了网格尺寸以及时间歩长的收敛性

验证。表 4-3 展示了收敛性验证工作的全部计算工况，其中，网格总数的递增数

量为 100万，时间步长的缩小比例为 2倍。

表 4-3 收敛性验证工况
Table 4-3 Convergence verification conditions

工况 网格数量 时间步长

网格 1 ≈400万 0.005s
网格 2 ≈500万 0.005s
网格 3 ≈600万 0.005s

时间歩长 1 ≈500万 0.01s
时间步长 2 ≈500万 0.005s
时间步长 3 ≈500万 0.0025s

比较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平均阻力系数（CDMean）以及升力系数均方根

（CLRMS）作为观察结果，图 4-7和图 4-8分别展示了网格以及时间歩长的收敛性

验证结果。

通过网格以及时间歩收敛性验证图像可以看出，网格 1与网格 2之间以及时

间步长 1与时间步长 2之间的计算结果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但网格 2与网格 3以
及时间步长 2与时间步长 3之间的结果则相当接近。表 4-4展示了各收敛性验证

工况的计算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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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阻力系数平均值 b) 升力系数均方根
a) Mean drag coefficient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图 4-7 网格收敛性验证
Fig.4-7 Convergence verification of mesh

a) 阻力系数平均值 b) 升力系数均方根
a)Mean drag coefficient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图 4-8 网格收敛性验证
Fig.4-8 Convergence verification of tim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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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各工况计算时长
Table 4-4 Computation time

工况 计算时长

网格 1 1d5h

网格 2 1d9h

网格 3 1d16h

时间歩长 1 17h

时间步长 2 1d9h

时间步长 3 3d8h

因此在确保计算结果准确的前提下，为了降低消耗计算资源，提高计算效率，

选取网格 2以及时间步长 2作为计算条件。

4.2.3 流体力系数

本文利用 OpenFOAM函数库中的 Force函数工具进行后处理计算，可以得到

各工况下四立柱以及浮筒的受力时域变化数据，之后通过前文阐述的无量纲化处

理方法得到流体力系数相关信息。

图 4-9和图 4-10展示了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在 45°来流角，来流速度 U=0.0896
和 0.1494m/s工况下，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阻力系数与升力系数时历变化情况。

a) 阻力系数 b) 升力系数
a) Drag coefficient b) Lift coefficient

图 4-9 U=0.0896m/s工况下的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系数时历曲线
Fig.4-9 Time histories of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umns and platform when U=0.0896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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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阻力系数 b) 升力系数
a) Drag coefficient b) Lift coefficient

图 4-10 U=0.1494m/s工况下的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系数时历曲线
Fig.4-10 Time histories of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umns and platform when U=0.1494m/s

观察图 4-9 a)和图 4-10 a)展示的阻力系数图像可以发现，在 45°来流角工况

下，低流速与高流速下的方柱式半潜式平台的四立柱阻力系数均呈现相似的规律，

上游相较于对侧立柱的阻力系数稍低。而对侧两立柱的相位差相差 90°，时历曲

线最为规则。下游立柱受上游以及对侧立柱尾部泻涡的干扰，阻力系数明显低于

其他立柱。而平台整体的阻力系数高于单独立柱。

观察图 4-9 b)和图 4-10 b)展示的升力系数图像可以发现，受上游以及对侧立

柱泻涡干扰，下游立柱的升力系数波动明显高于其他立柱。对侧立柱升力系数高

于上游且相位相同。平台整体的升力系数与上游立柱相近。

为了更直观的观察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升阻力系数对比，图 4-11展示了

45°来流角工况下，方柱式半潜式平台上游（col1），下游（col3），对侧立柱（col2）

以及平台整体（total）的阻力系数平均值（ DC ）与升力系数均方根（CLRMS）随来

流速度的变化曲线。

从图 4-11中可以看出，单独立柱或者平台整体的阻力系数平均值与升力系数

均方根随来流速度的变化均不明显，但各立柱与平台之间的流体力系数却有明显

差别。下游立柱平均阻力系数最低，而升力系数均方根最大；对侧立柱的平均阻

力系数与升力系数均方根均高于上游立柱，而平台整体的阻力系数平均值大于单

独立柱，升力系数均方根小于单独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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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阻力系数平均值 b) 升力系数均方根
a) Mean drag coefficient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图 4-11 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系数统计值
Fig.4-11 statistical value of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umns and platform

研究表明，来流角度对多柱绕流会有明显的影响。图 4-12和图 4-13展示了方

柱式半潜式平台在 0°来流角，来流速度 U=0.0896和 0.1494m/s工况下，四立柱

以及平台整体的阻力系数与升力系数时历情况。

从图 4-12以及图 4-13中可以看出，0°来流角工况下，由于立柱沿来流方向

对称分布，因此对侧立柱流体力时历曲线相类似，且对侧立柱的升力系数时历曲

线相位相差 90°。与 45°来流角工况类似，下游立柱受上游立柱尾部泻涡的干扰，

具有较低的阻力系数以及更高的升力系数。

a) 阻力系数 b) 升力系数
a) Drag coefficient b) Lift coefficient

图 4-12 U=0.0896m/s工况下的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系数时历曲线
Fig.4-12 Time histories of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umns and platform when U=0.0896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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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阻力系数 b) 升力系数
a) Drag coefficient b) Lift coefficient

图 4-13 U=0.1494m/s工况下的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系数时历曲线
Fig.4-13 Time histories of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umns and platform when U=0.1494m/s

图 4-14 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方柱式半潜式平台上（col1）、下游立柱

（col4）以及平台整体（total）的阻力系数平均值（ DC ）与升力系数均方根（CLRMS）

随来流速度的变化情况。

a) 阻力系数平均值 b) 升力系数均方根
a) Mean drag coefficient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图 4-14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系数统计值
Fig.4-14 statistical value of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umns and platform

结合以上图片可以看出，上游立柱阻力系数明显大于下游立柱，与 45°来流

角工况不同的是，下游立柱的拖曳力系数均值为负，上、下游立柱可能出现“相

吸”现象。平台整体的阻力系数与上游立柱相接近但从时历曲线上来看波动性明

显更强；图 14 b)也显示出下游立柱的升力系数均方根大于上游，而平台整体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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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数均方根也与上游立柱相接近。

4.3 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数值模拟

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而言，平台立柱受来流的影响发生漩涡脱落现象从

而产生周期性的脉动压力，导致平台发生往复性的运动，平台的运动又对平台周

围流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流体力的改变。本研究部分内容旨在进行方柱式半潜式

平台涡激运动数值模拟，将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比对，证明本研究求解器的

可靠性以及数值模拟方法的准确性。探究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相关特性，

为后文立柱倒角半径的几何参数因素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提供基础。

4.3.1 计算工况

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六自由度的运动，然而研究表明，半潜

式平台的涡激运动更多的是水平面内的运动，横荡、纵荡以及艏摇运动占到了主

导，而横摇、纵摇以及垂荡运动并不是涡激运动考虑的主要问题，因此以往的研

究往往将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限制为三自由度的运动。本研究中数值模拟为了

与试验内容保持一致，设置半潜式平台的自由度限制为纵荡、横荡以及艏摇。考

察了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在 45°和 0°来流角，8种折合速度工况下的涡激运动特

性。0°与 45°来流角工况下的立柱布置形式与固定绕流的情形相同。折合速度

的选取范围从 4到 20，包含了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中的前“锁定”区域、“锁定”

区域以及后“锁定”区域。45°来流角下的计算工况如表所示。

表 4-5 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计算工况
Table 4-5 Test cases of VIM of platform with square columns

Ur U(m/s) Re

4.00 0.0453 9060

5.00 0.0566 11320

6.00 0.0679 13580

7.00 0.0792 15840

8.00 0.0905 18100

11.00 0.1245 24900

15.00 0.1697 3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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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续）

Ur U(m/s) Re

20.00 0.2263 45260

4.3.2 自由衰减数值模拟

在开展涡激运动数值模拟前，为了验证当前采用的弹簧系统能够提供和模型

试验相同的有效刚度，有必要开展半潜式平台的自由衰减试验，包括：横荡、纵

荡以及艏摇摇自由衰减试验。而另一方面，衡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特性的重要

参数折合速度 DfUUr n/ ，其中 fn即为半潜式平台静水横荡固有频率，因此涡激

运动的自由衰减数值模拟计算得到的横荡固有频率也为涡激运动的数值模拟提供

了基础。

本文系泊系统参数配置参考 Chen[52]的数值模拟所设置的弹簧参数，系泊系统

参数如表 4-6所示。

表 4-6 系泊系统参数
Table 4-6 Parameter of mooring system

参数名称 模型尺度

初始长度 3m

X方向刚度系数 46.99N/m

Y方向刚度系数 18.44N/m

X方向预张力 22.716N

Y方向预张力 9.041N

通过分别在 X方向，Y方向施加初速度以及在 Z方向上施加初始旋转速度，

使平台在来流速度 U=0m/s 的静水条件下做纵荡、横荡以及艏摇衰减振荡运动，

得到运动时历曲线，并通过傅里叶变换（FFT）得到平台三自由度的固有频率。

表 4-7展示了数值模拟自由衰减试验与试验的对比情况。

表 4-7 固有周期结果对比
Table 4-7 Nature period

来流角度 固有周期 Tny(s) 纵荡 横荡 艏摇

45°
Waals et al.(2007) 15.77 24.50 5.85
Present(2018) 15.78 24.99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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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续）

来流角度 固有周期 Tny(s) 纵荡 横荡 艏摇

45° 误差(%) 0.05% 1.97% 6.20%

0°
Waals et al.(2007) 15.77 24.50 5.85
Present(2018) 15.78 24.99 6.37

误差(%) 0.05% 1.97% 8.16%

观察表 4-7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证

明了当前采用的弹簧系统能够提供和模型试验相同的有效刚度。

4.3.3 纵荡、横荡与艏摇响应结果与分析

为了保证统计信息的有效性，位移时历数据均选取剔除初始过渡时间的稳定

区间。横荡是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中最为显著的自由度响应。图 4-15 和图 4-16
分别展示了 45°和 0°来流角工况下的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最大横荡响应

幅值Max Ay/D以及标称横荡响应幅值 Nominal Ay/D随折合速度变化与试验的对

比情况。

从图 4-15和图 4-16中首先可以看出，通过将本文计算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

横荡标称响应幅值以及最大横荡响应幅值与试验以及前人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计算结果吻合良好，证明了求解器的可靠性以及本文数值模拟方法

的准确性。

通过四组图像可以看出，两种来流角度下的标称横荡响应幅值与最大横荡响

应幅值随折合速度分别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但两种来流角度的横荡响应幅值伴

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有明显的区别。在 45°来流角工况下，可以观察到明显的“锁

定”区域，当 6≦Ur≦8时，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标称以及最大横荡幅值均显著

增大。随着折合速度 Ur的进一步增大，横荡响应幅值大幅降低，而后缓慢上升；

而 0°来流角工况下，没有观察到明显的“锁定”区间。随着折合速度的上升，

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横荡响应幅值先明显上升，而当 Ur≧11后，横荡响应幅值

则维持相对稳定。

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纵荡运动将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我们研究纵

荡运动的平衡位置；另一方面，我们研究纵荡运动过程中偏离平衡位置的情况。

这两方面分别用无量纲纵荡平均值Mean X/D以及纵荡标准差 STD X/D来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5 -

a) 最大横荡响应幅值 b) 标称横荡响应幅值
a ) Max sway amplitude b) Nominal Sway amplitude

图 4-15 45°工况下横荡响应幅值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4-15 Sway amplitude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45°current heading

a) 最大横荡响应幅值 b) 标称横荡响应幅值
a) Max sway amplitude b) Nominal Sway amplitude

图 4-16 0°工况下横荡响应幅值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4-16 Sway amplitude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0°current heading

图 4-17展示了 45°和 0°来流角工况下，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纵荡平

衡位置以及纵荡位移标准差随折合速度变化情况。

观察图像可以看出，两种来流角度下平台的纵荡平衡位置以及位移标准差都

随着折合速度 Ur的增大而增大。但是 45°来流角工况下的平台在相同折合速度

时的平衡位置均大于 0°来流角工况；而反映纵荡位移相较于平衡位置离散程度

的位移标准差则显示出在较高折合速度下，0°来流角具有更大的纵荡位移标准

差。这一结果表明 0°来流角工况下的半潜式平台相较于 45°来流角工况将在更

靠近初始原点的位置做波动范围更大的纵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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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均纵荡位置 b) 纵荡标准差
a) Mean Surge motion b) STD of surge motion

图 4-17 0°和 45°工况下纵荡响应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4-17 Surge motion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0°and 45°current heading

根据前文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中各立柱的升力系数结果可以表明，半潜式平

台各立柱升力的差别将使得平台发生明显的艏摇运动。图 4-18展示了 45°和 0°
来流角工况下，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艏摇角度标准差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

线以及与试验的对比情况。

a) 45°来流角 b) 0°来流角

a) 45°current heading b) 0°current heading
图 4-18 45度和 0度来流角工况下艏摇角度标准差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4-18 STD of yaw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0°and 45°current heading

观察图 4-18可以表明，艏摇运动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吻合良好。45°和 0°
来流角工况下的艏摇角度标准差均随折合速度的上升而增大，说明了在较高速度

工况下，半潜式平台的艏摇问题同样应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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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流体力结果与分析

涡激运动是由于结构两侧交替性的漩涡脱落引起的周期性脉动压力造成的，

因此涡激运动的响应与流体力应当具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前文的涡激运动位移响

应结果与分析可以看出，0°与 45°来流角工况下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位移响

应具有明显的区别，本节从流体力的角度出发，探究了两种来流角度工况下半潜

式平台涡激运动流体力的相关结论。

图 4-19展示了 45°和 0°来流角工况下平均阻力以及平均阻力系数随折合速

度的变化曲线。从图 4-19中可以看出，两种来流角度的阻力平均值均随折合速度

的增大而增大，并且 45°来流角工况下的平均阻力在各折合速度下均大于 0°来

流角工况，这解释了 45°来流角工况下的半潜式平台具有更大的纵荡运动平衡位

置。然而阻力系数由于剔除了来流速度以及来流角度对于半潜式平台迎流面积改

变的因素，因此结论有所区别。两种来流角度的阻力系数均随折合速度的上升先

增大而后下降并保持稳定，并且 0°来流角工况的平台阻力系数平均值大于 45°
来流角。

a) 阻力平均值 b) 阻力系数平均值
a) Mean drag b) Mean drag coefficient

图 4-19 45°和 0°来流角工况下阻力以及阻力系数平均值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4-19 Mean drag and drag coefficient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45°and 0°current heading

图 4-20展示了 45°和 0°来流角工况下升力以及升力系数均方根随折合速度

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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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升力均方根 b) 升力系数均方根
a) RMS of lift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图 4-20 45°和 0°来流角工况下升力以及升力系数均方根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4-20 RMS of lift and lift coefficient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45°and 0°current heading

从图 4-20中可以看出，两种来流角度工况下的升力均方根与横荡响应幅值随

折合速度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然而观察升力均方根与横荡位移的差别可以看出，

在 45°来流角且折合速度很高工况下的升力大于发生“锁定”现象时的升力，然

而这却没有使得平台在高折合速度工况下的横荡位移高于“锁定”现象发生时的

横荡位移，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将在下节进行阐述。而观察升力系数均方根图像

可以看出，两种来流角度的升力系数均方根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且 0°来流角工

况大于 45°来流角工况。

4.3.5 涡激运动响应频率结果与分析

由前文可知涡激运动的位移响应并不仅取决于所受流体力的大小，因此本节

从频率分析的角度，探究了 0°和 45°来流角工况下涡激运动响应频率以及导致

其位移响应差异的原因。

图 4-21展示了 0°和 45°来流角工况下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横荡无量纲运

动频率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线。

从图 4-21中可以看出，0°与 45°来流角工况下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横荡

响应频率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有所区别。0°来流角工况下，横荡响应频率不断增加，

且仅在折合速度 Ur=11时与横荡固有频率相接近，通过观察 0°来流角下的横荡

响应位移也可以发现 Ur=11时对应的横荡位移幅值最大；而 45°来流角工况下当

折合速度较小时，横荡运动频率始终在固有频率附近，而当折合速度进一步上升，

平台横荡脱离固有频率的锁定，开始随折合速度的上升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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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0°和 45°fy/fn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4-21 fy/fn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45°and 0°current heading

上文提到 45°来流角工况下折合速度较高时的升力均方根大于“锁定”区间

却没有使得平台横荡幅值上升到与“锁定”区间相接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要

从“锁定”现象的产生以及频率分析的角度出发。

图 4-22 分别给出了 45°来流角工况下，折合速度 Ur=5、7、20 时的无量纲

横荡响应、升力系数、艏摇响应的时历曲线以及频谱图像。三种折合速度分别对

应了 45°来流角工况下涡激运动的前“锁定”区间，“锁定”区间以及后“锁定”

区间。

观察图 4-22a)可以看出，当折合速度较低时，涡激运动没有进入“锁定”范

围，平台的横荡运动以及艏摇运动幅值均很低，且二者与升力系数的频谱图像图

像均显示单一峰值，升力系数频率与横荡以及艏摇运动频率相同，接近平台的横

荡固有频率。观察图 4-22b)可以发现当平台涡激运动进入“锁定”区间，平台的

横荡与升力幅值均明显上升，二者频率一致且接近横荡运动固有频率。艏摇运动

频谱图像显示出了两个明显的峰值，其中一个与升力频率相同，另一个频率更高。

观察图 4-22c)可以发现，升力与横荡运动时历曲线不再规则，而艏摇运动时历曲

线则较为规则。通过频谱图像可以看出，升力与横荡均显现出多个峰值，但对应

关系仍然保持一致且频率均远离横荡运动固有频率，艏摇运动频率则同样与升力

频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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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r=5

b) U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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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r=20
图 4-22 横荡位移 y/L，艏摇响应 yaw以及升力系数 CL时历曲线以及频谱图像

Fig.4-22 Time histories and spectra of y/L, yaw motion and lift coefficient

综上所述，平台的运动主要受流体力控制，而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大小和

频率。因此，45°来流角工况下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三个阶段及其成因可以

概况为：

1）前“锁定”区间：在较低折合速度区间，平台流体力频率与横荡运动固有

频率相接近，但此时的升力较低，因此不能使得平台发生大范围的横荡以及艏摇

运动。

2）“锁定”区间：在此区间，平台流体力频率决定横荡运动频率被“锁定”

在固有频率附近，且升力较大，平台发生共振现象，因此横荡运动幅值显著上升。

3）后“锁定”区间：当折合速度较大时，升力出现多个峰值，使得升力以及

横荡运动随机性增强，尽管升力仍然很大，但升力与横荡频率均脱离横荡固有频

率，因此平台没有发生很大的横荡运动。而艏摇运动的频率却受升力频率影响开

始接近艏摇的固有频率，因此艏摇运动幅值开始增大。

4.4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四方柱半潜式平台模型，进行了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在 0°和 45°来

流角工况下的固定绕流和涡激运动数值模拟，为后文研究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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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影响提供基础。在固定绕流数值模拟中，首先进行了

网格以及时间歩的收敛性验证。分析了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流体力特性，总结

了来流角度对半潜式平台绕流的影响，从流体力的角度对涡激运动的产生原因进

行了解释。在涡激运动数值模拟中，首先进行了自由衰减试验，验证了本文采用

的系泊系统能够提供与试验相同的有效刚度。之后总结了两种来流角度的半潜式

平台涡激运动位移响应特征，并与试验数据进行比对，证明了本文求解器的可靠

性以及数值模拟方法的准确性。从流体力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最终从频率角

度解释了两种来流角度位移响应区别以及“锁定”现象发生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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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固定式半潜式平台绕流数值模拟

半潜式平台多柱之间漩涡脱落的相互干扰使得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对半潜式

平台绕流影响更为显著。本章目的在于在已有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结论基

础上，开展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数值模拟。总结立柱倒角半

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特性的影响，并从流场的角度

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为后文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性影响数

值模拟提供基础。

5.1 数值模型与计算工况

5.1.1 计算模型

本文在第四章所述方柱式半潜式平台的基础上参照 Chen[52]的文章选取两种

倒圆角立柱式半潜式平台，平台立柱倒角半径比分别为α=0.035和 0.155。除此以

外，本文还添加了一种立柱倒角半径比即α=0.500，在这种情况下，立柱成为圆柱

形式。图 5-1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立柱四分之一横截面形式。表 5-1展示了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立柱几何参数。

图 5-1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立柱四分之一横截面形式
Fig.5-1 A quarter of the column cross section with different corner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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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四种倒角半径的立柱几何参数
Table 5-1 Parameter of column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corner

立柱截面形式 立柱倒角半径 R 立柱倒角半径比α 立柱截面面积 A

方柱 0m 0 0.04m2

圆角矩形 0.007m 0.035 0.04m2

圆角矩形 0.031m 0.155 0.039m2

圆形 0.100m 0.500 0.031m2

值得注意的是，在来流角度为 45°时，由于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会导致立柱

特征长度发生变化，正如前文所述，特征长度与立柱宽度和来流角度有关，因此

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平台立柱特征长度如图 5-2所示。

图 5-2 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立柱特征长度
Fig.5-2 Characteristic length D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5.1.2 计算工况

由于研究主题在于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的影响，因此其他三

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绕流与方柱式平台绕流具有相同的工况，即来流角

度选取 45°和 0°，来流速度与方柱式平台保持一致。具体研究工况如表 5-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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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不同立柱倒角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计算工况
Table 5-2 Test cases of flow past platform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来流角度 来流速度
立柱倒角比

α=0 α=0.035 α=0.155 α=0.500

Φ=0/45°

U=0.0598m/s √ √ √ √
U=0.0896m/s √ √ √ √
U=0.1195m/s √ √ √ √
U=0.1494m/s √ √ √ √

5.2 45°来流角下的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

5.2.1 立柱表面压力系数结果与分析

立柱作为半潜式平台最重要的水下浸没结构，其两侧交替的漩涡脱落引起立

柱结构表面脉动压力是诱发结构升阻力的主要原因，因此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会

影响立柱表面压力周向分布。本小节对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四立柱表面压力系数

周向分布进行了定量分析。图 5-3展示了研究时定义的立柱周向正方向。

图 5-3 立柱周向正方向
Fig.5-3 Positive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 of column

图 5-4展示了来流速度 U=0.0896m/s工况下的上（col1）、下游（col3）以及

对侧立柱（col2）的表面平均压力系数周向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出，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上游立柱立柱平均压力系数周向分布

关于流向对称；而对侧立柱的内侧受上游立柱尾流场干扰，两侧平均压力系数并

不对称；下游立柱受上游以及对侧立柱尾流场影响，相较于其他立柱迎流面压力

系数较低且尾部压力系数较高。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会显著影响立柱表面压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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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周向分布，其一方面表现在进入立柱表面压力系数进入负压的位置有所区别，

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升高，进入负压的位置逐渐向上游移动；一方面表现在压力

系数出现拐点的位置有所区别，分离点位置与压力系数拐点位置相关，而拐点随

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向上游移动；还有一方面表现在立柱尾部平均压力系数有

所不同，这将对立柱的阻力产生影响，上游立柱尾部平均压力系数随着立柱的倒

角半径的增大而降低。

a) col1 b) col2

c)col3
图 5-4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立柱表面压力系数周向分布

Fig5-4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column surface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5.2.2 立柱与平台流体力系数结果与分析

半潜式平台等多柱式浮体固定绕流的复杂性体现在多柱之间漩涡脱落的相互

干扰，本小节总结了 45°来流角工况下四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升阻力系数变化规

律。图 5-5、图 5-6、图 5-7 以及图 5-8 分别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

固定绕流中上（col1）、下游（col3），对侧立柱（col2）以及平台整体（total）
的升阻力系数随来流速度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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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游立柱（col1）阻力系数图 5-5a)中，可以看出上游方柱具有最大的平均

阻力系数，而圆柱的平均阻力系数最低，倒圆角立柱平台的平均阻力系数较为接

近；而升力系数均方根图像显示出，升力系数均方根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升高先降

低后上升，上游圆柱具有最大的升力系数均方根。

a) col1阻力系数平均值 b) col1升力系数均方根

a) Mean drag coefficient of col1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of col1
图 5-5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上游立柱 col1流体力系数

Fig.5-5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1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对侧立柱的阻力系数平均值从数值以及随立柱倒角的变化规律均与上游立柱

相类似；而对侧立柱的升力系数均方根受上游立柱泻涡影响大于上游立柱，且在

高流速下，对侧方柱具有最大的升力系数均方根。

a) col2阻力系数平均值 b) col2升力系数均方根

a) Mean drag coefficient of col2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of col2
图 5-6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上游立柱 col2流体力系数

Fig.5-6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2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如图 5-7 所示，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下游立柱的阻力系数均低于上游以及对

侧立柱，且阻力系数平均值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升高先上升后下降，其中圆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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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阻力系数平均值；立柱倒角比α=0.155的下游立柱具有最大的升力系数均方

根，而下游圆柱最低。

a)col3阻力系数平均值 b) col3升力系数均方根

a) Mean drag coefficient of col3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of col3
图 5-7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上游立柱 col3流体力系数

Fig.5-7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3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对于平台整体而言，方柱式半潜式平台的阻力系数平均值最高，同时圆柱式

半潜式平台具有最低的阻力系数平均值以及最大的升力系数均方根。

a) 平台整体阻力系数平均值 b) 平台整体升力系数均方根

a) Mean drag coefficient of platform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of platform
图 5-8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平台整体流体力系数

Fig.5-8Force coefficient of platform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图 5-9展示了来流速度 U=0.0896 m/s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上（col1）、
下游（col3）以及对侧立柱（col2）的升力系数时历曲线以及频谱图像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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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立柱升力系数时历曲线与频谱图像
Fig.5-9 Time histories and spectra of the lift coefficient of column column corner radius

通过观察图像可以发现半潜式平台四立柱的漩涡脱落频率基本保持一致，而

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会影响立柱的漩涡脱落频率，漩涡脱落频率随着立柱倒角半

径的增加而升高。立柱倒角半径对于立柱漩涡脱落频率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半潜式

平台涡激运动发生“锁定”现象的速度区间。

5.2.3 近尾流场速度分布结果与分析

前文关注了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在固定绕流中对立柱以及平台自身的影响，

本小节关注立柱倒角半径变化对于流场的影响，分析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平台

的上、下游以及对侧立柱近尾流场流速分布特点。图 5-10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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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平台在来流速度 U=0.0896m/s时的流场平均流向速度云图。

a)α=0 b) α=0.035

c)α=0.155 d)α=0.500
图 5-10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流场平均流向速度云图

Fig.5-10 Mean velocity contours of platform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ner radius

通过观察图 5-10可以发现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会改变立柱后方流场的速度分

布。一方面这将影响立柱的升阻力特性，而另一方面上游立柱尾流场的改变又会

对下游立柱造成不同的影响作用。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上游立柱对对侧立柱以

及对侧立柱对下游立柱尾流场明显的干扰作用，并且可以明显发现立柱倒角半径

的改变会影响尾部回流区宽度。

本小节在此基础上定量考察了 45°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上、下

游以及对侧立柱在 X/D=1.0、1.5和 2.0三处近尾流场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其中 X
为距上、下游立柱中心的距离。图 5-11展示了立柱尾侧三处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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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游立柱(col1)三处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分布
a)Mean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col1 at three position

b)对侧立柱(col2,col3)三处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分布
b)Mean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col2 and col3 at thre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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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下游立柱(col3)三处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分布
c)Mean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col3 at three position

图 5-11 近尾流场平均流向速度分布
Fig.5-11 Mean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wake

从图 5-11a)中可以看出，尾流场平均流向速度分布随着向下游移动逐渐由“U”
型并为“V”型。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对尾流场平均流向速度的影响一方面在立

柱倒角半径的增大会降低尾部回流区宽度，另一方面，立柱倒角半径的上升会减

小尾部回流区的长度。立柱两侧平均流速随着倒角半径的增大而增大，圆柱两侧

的平均流速最高使得上游圆柱具有最大的升力。

而图 5-11b)显示对侧立柱与上游立柱尾流场相同的变化趋势，并且仍然可以

在流场中部观察到上游立柱倒角半径变化对尾流场速度分布的影响，流场流速伴

随着倒角半径的上升而提高，这将对下游立柱造成不同的影响。

观察图 5-11c)依然可以发现与上游以及对侧立柱相同的结论，且下游立柱两

侧流场流速差更加明显。

5.2.4 全流场情况分析

图 5-12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来流速度 U=0.0896m/s时立柱

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以及上游立柱（col1）附近流

场流线图。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63 -

a)α=0无量纲涡量 b)α=0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a)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 b)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

c)α=0.035无量纲涡量 d)α=0.035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c)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035 d)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035

e)α=0.155无量纲涡量 f)α=0.155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e)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155 f)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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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α=0.500无量纲涡量 h)α=0.500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g)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500 h)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500

图 5-12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立柱中部截面无量纲涡量以及上游立柱 1流线图
Fig.5-12 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ωzD/U) contours and streamline of col1on the z/H=-0.5

plane

从无量纲涡量图以及立柱流场流线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上升，

上游以及对侧立柱尾部漩涡脱落位置更加靠近立柱尾部，立柱两侧泻涡涡街宽度

逐渐降低。通过观察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上游立柱流场流线图，可以明显的观察

到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对分离点位置的影响，方柱的分离点位于立柱直角处，而

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分离点位置逐渐前移；且可以发现回流区长度明显的

下降。

5.3 0°来流角下的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

5.3.1 立柱表面压力系数结果与分析

0°来流角工况下的立柱周向分布方向定义如图 5-13所示。

图 5-13 立柱周向正方向

Fig.5-13 Positive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 of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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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展示了来流速度 U=0.0896m/s 工况下的上（col1）、下游（col4）的

表面平均压力系数周向分布。

a)col1 b)col4
图 5-14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立柱表面压力系数周向分布

Fig5-14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column surface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从图 5-14中可以看出 0°来流角工况下的立柱表面压力系数周向分布与 45°
来流角工况有所不同，受对侧立柱的影响，立柱的表面压力系数周向分布的呈不

对称分布。上、下游立柱的表面压力系数周向分布差异较大，下游立柱受上游立

柱尾流场影响，表面压力系数为负。通过图像同样可以发现立柱倒角半径对表面

压力系数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进入负压位置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向上游移

动；另一方面与分离点相关的压力系数拐点位置也有所区别，拐点位置随立柱倒

角半径的增大向下游移动。

5.3.2 立柱与平台流体力系数结果与分析

图 5-15展示了来流速度 U=0.0896 m/s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上、下游

立柱的升阻力系数对比情况。观察图 5-15a)、b)可以发现立柱倒角半径对上游立柱

阻力系数的影响十分规律，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加，拖曳力系数呈现下降的趋

势；下游立柱由于受上游立柱尾部流场干扰，没有呈现出与上游立柱相同的规律。

当立柱倒角比α=0 和 0.035时，下游立柱拖曳力系数平均值较低甚至为负，上下

游立柱可能出现“相吸”现象；而当立柱倒角比α=0.155和 0.500时，拖曳力系数

均值较高且为正。然而通过观察图 5-15(c)、(d)可以看出，升力系数并没有体现出

与拖曳力系数相似的随倒角半径变化的单调性，圆柱的升力系数时历波动性最弱。

下游立柱受上游立柱尾流场干扰作用，升力系数具有更强的波动性。受对侧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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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升力系数时域曲线并不关于 0对称。

a)上游立柱(col1)阻力系数 b)下游立柱(col4)阻力系数
a)drag coefficient of col1 b)drag coefficient of col4

c)上游立柱(col1)升力系数 d)下游立柱(col4)升力系数
c)lift coefficient of col1 d)lift coefficient of col4

图 5-15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立柱流体力时历曲线
Fig5-15 Time histories of fluid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1 and col4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图 5-16、图 5-17 以及图 5-18 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的上、

下游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阻力系数平均值以及升力系数均方根随来流速度的变化

曲线，直观的展示了立柱倒角半径对 0°来流角工况下的半潜式平台绕流时上、

下游立柱以及平台整体升阻力系数的影响规律。

图 5-16a)显示出上游立柱阻力系数均值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下降；而

从图 5-17a)中可以观察到，下游立柱阻力系数平均值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先

增大后降低，且当立柱倒角半径较小时，阻力系数平均值在较高流速工况下可能

为负，上下游立柱出现相吸现象。图 5-18a)展示的整体平台阻力系数平均值随来

流速度变化曲线显示出，立柱倒角半径较大的平台阻力系数平均值整体偏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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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柱倒角比α=0.500对应的圆柱式半潜式平台阻力系数平均值最小。

升力系数均方根图显示出上游立柱的升力系数均方根随立柱倒角比的上升先

增大后下降，上游圆柱具有最低的升力系数均方根，而图 5-17b)均显示出随着来

流速度的增大，下游圆柱以及圆柱形式的半潜式平台整体的升力系数均方根大于

其他倒角形式的立柱以及平台。

a)col阻力系数平均值 b)col1升力系数均方根

a)Mean drag coefficient of col1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of col1
图 5-16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 col1流体力系数

Fig.5-16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1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a)col4阻力系数平均值 b) col4升力系数均方根

a)Mean drag coefficient of col4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of col4
图 5-17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 col4流体力系数

Fig.5-17 Force coefficient of col4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68 -

a)平台整体阻力系数平均值 b) 平台整体升力系数均方根

a)Mean drag coefficient of platform b) RMS of lift coefficient of platform
图 5-18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平台整体流体力系数

Fig.5-18Force coefficient of platform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5.3.3 尾流场速度分布结果与分析

图 5-19 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在流速

U=0.0896m/s时的平均流向速度云图。与 45°来流角工况相类似，从图中可以看

出立柱倒角半径对于立柱尾部回流区宽度以及长度具有明显的影响。当立柱倒角

半径比α=0和 0.035时，上游立柱尾涡的回流区长度较大，下游立柱位于上游立柱

尾涡回流区内。

a) α=0 b) α=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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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α=0.155 d)α=0.500
图 5-19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流场平均流向速度云图

Fig.5-19 Mean velocity contours of platform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ner radius

在平均流向速度云图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上游（col1）
以及下游立柱（col4）在 X/D=1.0、1.5和 2.0三处近尾流场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

a)上游立柱(col1)三处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分布
a)Mean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col1 at thre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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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下游立柱(col4)三处位置的平均流向速度分布
b)Mean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col4 at three position

图 5-20 近尾流场平均流向速度分布
Fig.5-20 Mean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wake

图 5-20a)和图 5-20b)分别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在来流速度

U=0.0896m/s工况下的上游（col1）以及下游立柱（col4）近尾流场在三处位置的

平均流速曲线。由图可知，受上游立柱尾流场影响，下游立柱尾部回流区长度明

显低于上游立柱。并且，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会影响尾部回流区宽度。随着立柱

倒角半径的增大，分离点位置的变化使得上、下游立柱外侧回流区逐渐向内偏移，

与 45度来流角工况不同，上游立柱两侧以及尾部流场最大平均流向速度均呈现降

低的趋势。另外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立柱倒角半径较大时的回流区宽度相对较小，

且尾部流场最小平均速度相对大于立柱倒角半径较小时的情况。

5.3.4 全流场情况分析

图 5-21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来流速度 U=0.0896m/s时立柱

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以及上游立柱（col1）附近流

场流线图。

观察平台整体涡量图像可以发现，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平台的上游立柱泻涡均

会影响到下游立柱，因此下游立柱自身的泻涡并不明显。当立柱倒角半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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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0.155和 0.500时，通过观察上、下游立柱的涡量图像可以发现随着立柱倒角半

径增加，上游立柱对下游立柱泻涡的干扰作用呈现降低的趋势，即对下游立柱的

干扰降低。这一现象也解释了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加，下游立柱的拖曳力系数

逐渐上升，升力系数波动幅值增大。

a)α=0无量纲涡量 b)α=0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a)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 b)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

c)α=0.035无量纲涡量 d)α=0.035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c)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035 d)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035

e)α=0.155无量纲涡量 f)α=0.155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e)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155 f)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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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α=0.500无量纲涡量 h)α=0.500上游立柱（col1）流线图
g)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when α=0.500 h)Streamline of col1 when α=0.500

图 5-21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立柱中部截面无量纲涡量以及上游立柱 1流线图
Fig.5-21 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ωzD/U) contours and streamline of col1on the

z/H=-0.5 plane

观察上游立柱（col1）的流场流线图可以发现，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

分离点位置逐渐向后偏移，降低了回流区宽度，并且受对侧立柱的影响，立柱两

侧分离点不对称，立柱内侧的流线更加贴近壁面，且在倒角半径比α=0.155 时尤

为明显。这种现象解释了倒角半径比α=0.155时的立柱表面压力系数分布的不对称

也解释了立柱的升力系数时域曲线关于 t=0不对称，即升力系数平均值不在零附

近，同时由于这种不对称性在倒角半径比α=0.155的上游立柱最为明显，因此使得

其具有最大的升力系数均方根。

5.4 本章小结

本章建立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进行了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

半潜式平台在 0°和 45°来流角工况下的固定绕流数值模拟。分析了立柱倒角半

径对两种来流角工况下的四立柱的表面压力系数周向分布影响，进而延伸到流体

力系数，比较了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立柱以及平台整体的升阻力系数，解释了涡

激运动形成机理。研究了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对于绕流流场的影响，包括定性以

及定量的总结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立柱尾侧近尾流场平均流向速度分布规律。从

涡量以及上游立柱流线图的角度解释了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影响

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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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数值模拟

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是由于立柱漩涡脱落所产生的脉动压力所导致的平面

运动现象，并且半潜式平台作为一种多立柱浮式平台，其涡激运动问题由于立柱

之间的相互干扰相较于单柱式浮体更加复杂。因此立柱对于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

动响应特性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章在已有方柱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工作基础

上，对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进行了相同工况下的涡激运动数值模

拟，定量总结了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性的相关规律，并从

流场的角度解释了其影响的机理机制。

6.1 数值模型与计算工况

6.1.1 计算模型

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数值模拟模型与固定绕流保持

一致，具体平台参数如前文所述。图 6-1 展示了全部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

平台模型。

图 6-1 计算模型
Fig.6-1 Computational model

6.1.2 计算工况

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数值模拟工况与方柱式平台涡

激运动工况保持一致，即来流角度选取 0°和 45°，折合速度 Ur范围从 4到 20。
计算工况如表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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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数值模拟工况
Table 6-1 Test case of VIM of platform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6.2 自由衰减数值模拟

在进行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数值模拟前，为了得到

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平台运动三自由度的固有周期 Tn以计算折合速度 Ur，同

样开展了其他三种半潜式平台的自由衰减试验。图 6-2展示了其他三种立柱倒角

半径平台在 45°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对应的纵荡、横荡以

及艏摇自由衰减试验得到的时历曲线。

来流角度 U(m/s)
Ur

α=0 α=0.035 α=0.155 α=0.500

45°

0.0453 4.00 4.02 4.07 5.03
0.0566 5.00 5.02 5.08 6.29
0.0679 6.00 6.03 6.10 7.54
0.0792 7.00 7.03 7.11 8.80
0.0905 8.00 8.03 8.12 10.06
0.1245 11.00 11.05 11.18 13.83
0.1697 15.00 15.06 15.24 18.86
0.2263 20.00 20.08 20.33 -

0°

0.0320 4.00 3.93 3.69 3.57
0.0400 5.00 4.92 4.61 4.46
0.0480 6.00 5.90 5.54 5.35
0.0560 7.00 6.88 6.46 6.25
0.0640 8.00 7.87 7.38 7.14
0.0880 11.00 10.82 10.15 9.81
0.1200 15.00 14.75 13.84 13.38
0.1600 20.00 19.67 1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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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ge

b)Sway

c)Yaw
图 6-2 45°来流角工况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自由衰减时历曲线及频谱图像

Fig.6-2 Time histories and spectra of the free decay motions of semi-submersible with four column
corner radius at 45°current heading

0°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对应的纵荡、横荡以及艏摇自

由衰减试验得到的时历曲线如图 6-3所示。

通过将傅里叶变换得到的两种来流角度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

台的纵荡、横荡以及艏摇固有频率计算得到的固有周期和试验以及前人的数值模

拟计算结果比对如表 6-2所示。

a)Su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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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way

c)Yaw
图 6-3 0°来流角工况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自由衰减时历曲线及频谱图像

Fig.6-2 Time histories and spectra of the free decay motions of semi-submersible with four column
corner radius at 0°current heading

表 6-2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固有周期
Table 6-2 Nature period of free decay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corner

来流角度 倒角比α 固有周期(s) 纵荡 横荡 艏摇

45°

0
Waals et al.(2007) 15.77 24.50 5.85
Present(2018) 15.78 24.99 6.25

误差(%) 0.05% 1.97% 6.20%

0.035
Chen et al.(2012) 15.41 24.26 5.98
Present(2018) 15.55 24.54 6.22

误差(%) 0.89% 1.15% 3.95%

0.155
Chen et al.(2012) 14.82 23.30 5.50
Present(2018) 14.99 23.06 5.92

误差(%) 1.16% 1.04% 7.12%
0.500 Present(2018) 14.73 22.22 5.77

0°
0

Waals et al.(2007) 15.77 24.50 5.85
Present(2018) 15.78 24.99 6.37

误差(%) 0.05% 1.97% 8.16%
0.035 Present(2018) 15.26 24.17 6.25
0.155 Present(2018) 14.99 23.07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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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续）

来流角度 倒角比α 固有周期(s) 纵荡 横荡 艏摇

0° 0.500 Present(2018) 14.50 22.31 6.00

通过观察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三自由度的自由衰减运动时历曲线

以及频谱图像可以初步发现，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的三自由度运动固有周

期会有明显的影响，两种来流角度下平台纵荡、横荡以及艏摇运动的固有周期均

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降低。因此，已经可以预见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会对半

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响应造成显著的影响。

6.3 45°来流角下的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

6.3.1 纵荡、横荡与艏摇响应结果与分析

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的影响在位移响应中最为直观，本

小节定量总结了 45°来流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纵荡、横

荡以及艏摇三自由度运动的位移特征影响的相关规律。

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纵荡运动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即纵荡

平衡位置以及纵荡偏离平衡位置的程度。图 6-4a)和图 6-4b)分别展示了四种立柱

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纵荡平衡位置以及纵荡响应均方根。

从图 6-4 中可以看出，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上升，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纵

荡平均位置在相同折合速度工况下逐渐下降且随着折合速度的上升，这种降低更

为显著。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在 45°来流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

将降低平台的迎流面积，因此在相同的来流速度下，平台迎流面将承受较低的压

力；而对于纵荡均方根而言，在相同折合速度工况下，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上升，

纵荡响应偏离平均位置程度逐渐上升，而圆柱式半潜式平台则有所区别，当 Ur≦
8时，平台的纵荡均方根明显大于其他立柱倒角半径的平台，但当 Ur>8后，圆柱

式半潜式平台的纵荡均方根低于其他平台。

图 6-5a)与图 6-5b)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标称横荡

位移幅值以及最大横荡位移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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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均纵荡位置 b)纵荡标准差
a)Mean Surge motion b)STD of surge motion

图 6-4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纵荡响应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6-4 Surge motion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从图 6-5中可以看出，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横荡运动在 5≦Ur≦8
范围内均能观察到明显的“锁定”区间，但是“锁定”区间范围略有区别，意味

着发生最大横荡响应对应的折合速度有所区别，立柱倒角比α=0.155和 0.500的平

台的横荡峰值发生在 Ur=6，立柱倒角比α=0和 0.035发生在 Ur=7。从横荡幅值大

小的角度来看，圆柱式半潜式平台具有最大的标称横荡响应幅值 Ay/L≈0.46。结合

最大横荡响应幅值图像来看，总体上而言，在 45°来流角工况下，平台横荡响应

幅值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增大。

a)标称横荡响应幅值 b)最大横荡响应幅值
a ) Nominal sway amplitude b) Maxl Sway amplitude
图 6-5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纵荡响应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6-5 Surge amplitude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45°current heading

为了更直观的展示平台横荡运动幅值随立柱倒角比的变化规律，图 6-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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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5°来流角工况下不同来流速度工况下，横荡响应幅值随立柱倒角比的变化情

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当 0.0679≦U≦0.1245m/s时，横荡标称响应幅值随着立柱

倒角比的增大先上升后下降；而在其他速度区间时，横荡标称响应幅值随立柱倒

角比的增大单调增长。后文将选取三个典型来流速度，从流场的角度对其进行解

释。

图 6-6 横荡标称响应幅值随立柱倒角半径比变化
Fig.6-6 The nominal sway amplitudes versus the column rounded ratios at different current

velocities

图 6-7展示了 45°来流角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横荡响

应无量纲频率随折合速度的变化图像。

图 6-7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拼图无量纲横荡运动频率随折合速度变化
Fig.6-7 The sway frequency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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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7 所示，45°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尽管随折

合速度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但其无量纲频率大小有所区别。四种立柱形式的半

潜式平台的无量纲横荡运动频率在前“锁定”以及“锁定”区间均在 1附近，而

随着“解锁”无量纲频率随折合速度增大而增大。其中，四圆柱半潜式平台的无

量纲横荡响应频率最低。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艏摇均方根以及最大艏摇角度随折

合速度变化曲线展示在图 6-8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衡量艏摇响应时，折合速度

的计算方法调整为：

)/( DfUUr nyaw (6-1)

其中，fnyaw代表艏摇运动的固有频率。

a)标称艏摇运动幅值 b) 最大艏摇运动幅值
a)Nominal yaw amplitude b) Max yaw amplitude
图 6-8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艏摇角度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6-8 yaw response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如图 6-8所示，在 1≦Uryaw≦3范围内，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

动艏摇运动几乎没有影响；然而当 Uryaw>3时，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将使得艏摇

运动更为明显，在相同折合速度下，艏摇响应幅值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增

大。

6.3.2 运动轨迹结果与分析

平台涡激运动在水平面内的运动轨迹是横荡与纵荡两个自由度运动的耦合，

由前文可知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横荡与纵荡均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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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此运动轨迹也是倒角半径对平台涡激运动影响重要的考察方面之一。图

6-9展示了 45°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轨迹。

a)α=0 b) α=0.035

c)α=0.155 d) α=0.500
图 6-9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轨迹

Fig.6-9 Motion trajectories in the XY plane for the semi-submersibles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从图 6-9 中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在“锁定”区

间的横荡运动幅值明显上升，在后“锁定”区间涡激运动的运动形式表现出更强

的不规则性。立柱倒角半径对于平台涡激运动轨迹的影响在“锁定”区域更为明

显，圆角立柱的平台在“锁定”区域的运动轨迹几乎垂直于来流方向，而圆柱式

半潜式平台的运动轨迹由于较大的纵荡位移标准差因此类似“C”字形。

6.3.3 流体力结果与分析

由于涡激运动是由平台立柱漩涡脱落导致结构产生的脉动压力导致的，因此

立柱倒角半径对于平台位移响应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用在平台上的流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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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造成的。本小节定量总结了 45°来流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队友半潜式平

台流体力以及流体力系数的影响规律。

图 6-10 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平均阻力 Fd以及平

均阻力系数 Cd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线。由图可以看出平均阻力随折合速度的变化

趋势与纵荡平衡位置相一致，平均阻力系数依然是圆柱式半潜式平台最低。

a)阻力平均值 b) 阻力系数平均值
a)Mean drag b) Mean drag coefficient

图 6-10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阻力以及阻力系数
Fig.6-10 drag and drag coefficient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图 6-11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升力以及升力系数均

方根。从图中可以看出立柱倒角半径较大的平台在“锁定”区间具有更大的升力

以及升力系数。

a)升力均方根 b)升力系数均方根
a)RMS of lift b)RMS of lift coefficient
图 6-11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升力以及升力系数

Fig.6-11 lift and lift coefficient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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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全流场情况分析

前文定量总结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在 45°来流角工况下涡激运

动的位移响应以及流体力信息变化规律。本小节选取其中三个典型的立柱倒角半

径对平台涡激运动位移响应的影响较为明显的速度工况，通过流场分析的角度，

对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特性造成区别的原因进行分析。

图 6-12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前“锁定”区间（U=0.0453m/s）
时立柱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在此来流速度工况下，

平台横荡运动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增大，且圆柱式半潜式平台具有最大的

纵荡标准差。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分析更为可靠，选取平台运动时刻均为平台

运动到横流向平衡位置时刻。

a)α=0 b)α=0.035

c)α=0.155 d)α=0.500
图 6-12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前“锁定”区间（U=0.0453m/s）时立柱中部（z/H=-0.5）

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
Fig.6-12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ωzD/U) contours on the z/H=-0.5 plane in pre-lock-in

condition

如图 6-12所示，由于方柱与圆角立柱式半潜式平台相对于圆柱式平台，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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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速度下的横荡运动幅值较低，因此立柱两侧的漩涡脱落相对于立柱较为对称。

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使得立柱尾部的泻涡宽度更窄且泻涡更加靠近立柱尾部，特

别对于圆柱式立柱，立柱尾部泻涡附着在立柱上。

图 6-13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上游立柱（col1）附近流场流线图。鞍点[83]

（Lyn et al,1995）表示了流体流经结构分流后，柱体两侧的两层流体在结构后方

重新相遇的位置并且代表涡旋形成区域的末端。研究表明，涡激运动可以通过延

后鞍点的方式进行抑制。观察图 6-13可以发现，伴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升高，鞍

点位置逐渐向靠近立柱尾部的区域移动，从流线图中可观察到立柱尾部漩涡脱落

造成回流区域长度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升高而缩短，这也与平台横荡位移幅值随

立柱倒角半径增大而增大的结论相一致。

a)α=0 b)α=0.035

c)α=0.155 d)α=0.500
图 6-13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上游立柱流场流线图

Fig.6-13The streamline around the upstream column on the z/H=-0.5 plane in pre-lock-in condition

漩涡脱落位置的不同将导致流场压力产生区别，图 6-14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

半径的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前“锁定”区间（U=0.0453m/s）时立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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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压力（2p/U2）图像。如图 6-14所示，由于迎流面积

的降低，平台四立柱的所受压力明显低于其他立柱形式的平台，使得圆柱平台具

有最低的纵荡平衡位置。立柱脱落的漩涡将产生明显的负压区域，在前“锁定”

区域，漩涡脱落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更加靠近立柱，特别是圆柱的负压区紧

贴立柱壁面的侧面与后方，使得圆柱式半潜式平台具有最大的横荡响应幅值以及

纵荡均方根。

a)α=0 b)α=0.035

c)α=0.155 d)α=0.500
图 6-14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前“锁定”区间（U=0.0453m/s）时立柱中部（z/H=-0.5）

截面的无量纲压力（2p/U2）图像
Fig.6-14The non-dimensional pressure contours (2p/U2) on the z/H=-0.5 plane in pre-lock-in

condition

随着来流速度的增加，45°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

激运动均进入了“锁定”区间。图 6-15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锁

定”区间（U=0.0680m/s）时立柱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
图像。此来流速度工况下的平台横荡运动幅值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先增大后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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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0 b)α=0.035

c)α=0.155 d)α=0.500
图 6-15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锁定”区间（U=0.0680m/s）时立柱中部（z/H=-0.5）

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
Fig.6-15 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ωzD/U) contours on the z/H=-0.5 plane in lock-in condition

如图 6-12所示，“锁定”现象发生时，立柱尾部脱落的漩涡“再附着”在立

柱表面，加剧了平台的横荡运动。观察图片可以发现，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重要

的影响是分离点位置的变化。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提高，分离点位置向上游移动。

由于“锁定”区域的平台具有较大的横荡运动幅值，因此来流与平台的相对运动

方向并非垂直，而此时方柱的分离点总是在立柱拐点处，而圆角立柱的分离点向

上游移动但仍在拐点附近，但对于圆柱平台，不论来流与平台运动的相对方向如

何变化，迎流面形状仍保持不变，这使得立柱分离点位置更加向下游移动甚至可

能出现在立柱尾部。

为了阐释“再附着”现象对于平台的影响，图 6-16展示了不同立柱倒角半径

的半潜式平台在“锁定”区间（U=0.0680m/s）时的无量纲表面压力（2p/U2）图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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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0 b)α=0.035

c)α=0.155 d)α=0.500
图 6-16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锁定”区间（U=0.0680m/s）时平台表面无量纲压

力（2p/U2）图像
Fig.6-16 The non-dimensional pressure contours (2p/U2) of platform in lock-in condition

如图 6-16所示，发生“再附着”现象的壁面压力显著降低，这将加剧了平台

的横荡运动。对于圆角立柱的平台，立柱两侧充分发展的漩涡使得立柱两侧的压

力差更加明显，负压区域的压力值更低。而圆柱式平台由于分离点位置后移导致

漩涡脱落位置的改变使得负压区出现在立柱的后方，结合负压区压力的增大共同

导致了圆柱式平台横荡运动幅值的降低。

在 45°来流角工况下，随着来流速度的进一步增大，平台涡激运动脱离“锁

定”区间。在此区间，平台的横荡运动幅值显著降低，而艏摇运动幅度明显上升，

其中，横荡以及艏摇响应幅值均随立柱倒角半径的上升而升高。

图 6-17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锁定”区间（U=0.1697m/s）
时立柱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从图 6-17中可以看出，

与前“锁定”区域相类似，立柱倒角半径较小的半潜式平台立柱两侧泻涡相对对

称，且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使得立柱泻涡更加靠近立柱，因此使得立柱倒角半径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88 -

较大的半潜式平台具有更大的横荡运动幅值。

a)α=0 b)α=0.035

c)α=0.155 d)α=0.500
图 6-17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后“锁定”区间（U=0.1697m/s）时立柱中部（z/H=-0.5）

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
Fig.6-17 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ωzD/U) contours on the z/H=-0.5 plane in post-lock-in

condition

6.4 0°来流角下的不同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

由第三章方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结果可知，不同来流角度工况的平台涡

激运动响应特性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本节继续从位移响应、流体力信息以及流场

分析的角度，开展了 0°来流角工况下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

运动数值模拟。

6.4.1 纵荡、横荡与艏摇响应结果与分析

图 6-18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在 0°来流角工况下的纵荡平衡位置以及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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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标准差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

平台的纵荡平衡位置并无明显区别，但反映纵荡偏离平衡位置的纵荡标准差却有

显著差异，特别是圆柱式半潜式平台在 6≦Ur≦8时明显大于其他立柱倒角半径的

平台。

a)平均纵荡位置 b)纵荡标准差
a)Mean Surge motion b)STD of surge motion

图 6-18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纵荡响应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6-18 Surge motion with different column corner radius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在 0°来流角工况下的横荡标称响应幅值以

及最大横荡响应幅值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6-19所示。0°来流角工况下，

方柱式以及圆角式立柱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横荡响应幅值随折合速度的变化具

有相同的表现形式，横荡响应先随折合速度的上升而增加，之后当 Ur≧10，横荡

响应幅值保持稳定，且在相同 Ur条件下，涡激运动横荡响应幅值随立柱倒角半径

的上升而降低；圆柱式半潜式平台的响应形式有所区别，可以发现其横荡响应幅

值随折合速度的变化形式与 45°来流角工况相类似，在 6≦Ur≦10范围存在明显

的“锁定”区间，且横荡响应幅值明显大于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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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称横荡响应幅值 b)最大横荡响应幅值
a ) Nominal sway amplitude b) Maxl Sway amplitude
图 6-19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纵荡响应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6-19 Surge amplitude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at 45°current heading

图 6-20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不同来流速度工况下，横荡标称响应幅值随

立柱倒角比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0°来流角工况下，当来流速度较低时，

立柱倒角半径对平台横荡运动幅值的影响很低，平台的标称横荡运动幅值变化幅

度不大；但随着来流速度进一步增高，平台的横荡响应幅值随立柱倒角比的上升

先下降后升高。

图 6-20 横荡标称响应幅值随立柱倒角半径比变化
Fig.6-6 The nominal sway amplitudes versus the column rounded ratios at different current

velocities.

图 6-21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横荡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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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响应频率随折合速度的变化图像。

图 6-21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拼图无量纲横荡运动频率随折合速度变化
Fig.6-7 The sway frequency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如图 6-21所示，圆柱式平台与其他立柱形式平台的无量纲横荡运动频率随折

合速度的变化趋势有所区别，其类似 45°来流角工况，在折合速度 Ur<8 时，无

量纲频率保持稳定且在 1附近，而后开始逐渐增大，这使得圆柱式半潜式平台在

0°来流角工况下的涡激运动横荡响应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线与 45度相类似。而

其他立柱形式的半潜式平台无量纲频率随折合速度的上升而增加。圆柱式半潜式

平台具有最大的无量纲横荡运动频率。

图 6-22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的艏摇标准差以及最大艏摇角

度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线。

a)标称艏摇运动幅值 b) 最大艏摇运动幅值
a)Nominal yaw amplitude b) Max yaw amplitude
图 6-22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艏摇角度随折合速度变化曲线

Fig.6-22 yaw response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versus the reduced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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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22中可以看出，与 45°来流角相类似，在折合速度较低时，立柱倒角

半径对于艏摇运动的影响很小；而当折合速度升高，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

平台涡激运动艏摇运动差异开始显现，艏摇角度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增大。

6.4.2 运动轨迹结果与分析

图 6-23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的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

水平面运动轨迹。

a)α=0 b)α=0.035

c)α=0.155 d) α=0.500
图 6-23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轨迹

Fig.6-23 Motion trajectories in the XY plane for the semi-submersibles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从图 6-23中可以看出在 0°来流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

运动轨迹具有较大影响。立柱倒角比α=0.155时，平台的运动根轨迹更为扁平，这

是由于平台具有较大的纵荡标准差以及较小的横荡响应幅值；而圆柱式半潜式平

台由于具有较大的纵荡响应标准差以及横荡运动幅值，平台运动轨迹与 45°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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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呈现“C”字形。

6.4.3 流体力结果与分析

图 6-24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平均阻力以及平均

阻力系数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平均阻力与平均纵荡位移相

似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平均阻力系数却有较明显的差异，其中除圆柱式半潜式平

台，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平台中，平均阻力系数随立柱倒角比的上升而下降，

并且可以发现圆形截面立柱的平台在 Ur=7时具有最大的平均阻力系数。

a)阻力平均值 b) 阻力系数平均值
a)Mean drag b) Mean drag coefficient

图 6-24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阻力以及阻力系数
Fig.6-24 drag and drag coefficient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a)升力均方根 b)升力系数均方根
a)RMS of lift b)RMS of lift coefficient
图 6-25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升力以及升力系数

Fig.6-25 lift and lift coefficient with different column rounded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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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的升力以

及升力系数均方根随折合速度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与横荡响应相类似，

方柱式以及圆角式平台的升力系数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降低，而圆柱式平台

在“锁定”区间的升力以及升力系数均方根显著大于其他立柱形式的平台。

6.4.4 全流场情况分析

通过观察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在 0°来流角工况下涡激运动的位移响应可以看

出，0°来流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在低流速下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位移响

应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本节选取立柱倒角半径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位移响

应影响较为明显的两种来流速度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流场分析。

图 6-26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来流速度

U=0.0640m/s时立柱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以及平台无量纲表面压力

图像。0°来流角工况下的选取运动的时刻仍然取平台移动到横荡原始位置的时

刻。在此来流速度工况，涡激运动横荡幅值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先降低后上升，

圆柱式平台的纵荡标准差以及横荡响应幅值远高于其他三种立柱形式的半潜式平

台。

由图 6-26可知，方柱以及圆角式立柱的半潜式平台立柱尾部漩涡脱落形式较

为相似，由于立柱间距比较低，且方柱以及圆角式立柱的尾部回流区宽度较大，

对侧立柱的泻涡将会互相干扰，因此立柱两侧的泻涡形式有所不同。立柱内侧的

泻涡由于对侧立柱的干扰更加贴近壁面使得内侧立柱表面负压低于外侧立柱。而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随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附在立柱表面的涡量下降使得立柱

表面负压下降，因此降低了平台的横荡运动幅值。

而圆柱式平台与其他三种平台的泻涡形式有所区别。由于圆柱泻涡尾部回流

区宽度较低，因此对侧立柱之间影响显著降低，表面负压区域都很明显，且负压

区域同时出现在立柱后侧，使得圆柱式平台具有最大的纵荡标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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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0 b)α=0.035

c)α=0.155 d) α=0.500
图 6-26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立柱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D/U）以及

平台表面无量纲压力（2p/U2）图像
Fig.6-15 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ωD/U) contours on the z/H=-0.5 plane and

non-dimensional pressure contours (2p/U2) of platform

图 6-27展示了四种立柱倒角半径的上游立柱（col1）附近流场流线图。从图

中可以观察到圆柱与其他形式立柱流线明显的区别。由于方柱以及圆角立柱的分

离点均在拐点或拐点附近，因此涡街宽度较大，在靠近立柱侧面的位置会形成回

流的漩涡，导致形成负压区。而圆柱由于分离点靠后，回流区宽度较低，流线形

式与 45°来流角工况下的上游立柱相类似，圆柱两侧附近没有发现回流漩涡，造

成立柱表面负压区域的原因是由于贴近立柱壁面的流速较高，形成负压区。另一

方面，鞍点的位置也与 45°来流角工况有所区别，除圆柱形式外，鞍点的位置随

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向下游移动，圆柱形式的鞍点最为靠近立柱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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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0 b)α=0.035

c)α=0.155 d) α=0.500
图 6-27 四种立柱倒角半径上游立柱流场流线图

Fig.6-27The streamline around the upstream column on the z/H=-0.5 plane

随着折合速度的进一步上升，圆柱式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横荡运动幅值显

著降低，其余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横荡响应幅值仍然随着立

柱倒角半径的增大而下降。而在高流速工况下，艏摇运动幅值开始增大且随着立

柱倒角半径的上升而增大。

图 6-28展示了 0°来流角工况下，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来流速度

U=0.1200m/s时立柱中部（z/H=-0.5）截面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

通过观察图像可以发现，与低来流速度工况相同，方柱以及圆角式半潜式平

台的上游立柱泻涡均受对侧立柱影响，且立柱倒角半径较小的半潜式平台立柱泻

涡涡量强度更大，导致该区域流场负压更低，加剧了平台的横荡运动。而圆柱式

平台的立柱泻涡与低流速不同，立柱两侧泻涡相对对称，没有如低流速工况发生

“再附着”现象，因此平台横荡运动幅值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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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0 b)α=0.035

c)α=0.155 d) α=0.500
图 6-28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来流速度 U=0.1200m/s时立柱中部（z/H=-0.5）截面

的无量纲涡量（ωzD/U）图像
Fig.6-28 The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ωzD/U) contours on the z/H=-0.5 plane

6.5 本章小结

本章工作内容为开展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半潜式平台在 0°和 45°来流角

工况下的自由衰减试验以及涡激运动数值模拟，并与方柱式半潜式平台进行比较。

总结了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三自由度运动位移响应的影响规律；探究不同

立柱倒角半径平台的横荡运动频率区别及其对位移响应的影响；比较了不同立柱

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流体力特性。最后从流场的角度对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

平台涡激运动影响的机理机制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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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7.1 全文工作总结

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问题是近年来海洋工程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半潜式

平台作为一种多立柱式浮体，其漩涡脱落之间的相互干扰使得半潜式平台的涡激

运动问题相较于单柱式浮体更加复杂。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

研究重点放在平台的几何参数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半潜式平台的涡激

运动是由于流体流经立柱引发结构两侧交替性的漩涡脱落导致结构产生的周期性

的脉动压力所导致的。因此立柱的几何形状是影响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相当重要

的因素。现如今大多数立柱为方形截面且经过一定的倒圆角处理，然而针对立柱

倒角半径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研究还鲜有展开。因此研究立柱倒角半径对

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影响，总结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响应随立柱倒角半径变

化的规律并从流场的角度解释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机理机制对

于半潜式平台的设计建造，从几何形状的角度对涡激运动进行控制以及后续相关

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采用课题组基于开源平台 OpenFOAM 自主开发的深海平台涡激运动流

固耦合求解器 vim-FOAM-SJTU，该求解器可以对浮式海洋平台涡激运动问题进行

求解。通过引入延迟分离涡模拟方法处理高雷诺数下的流动分离问题，采用成熟

的六自由度运动理论求解平台运动，利用动态变形网格处理运动带来的动边界问

题，采用静态分析模型模拟系泊系统。首先对基础方柱式半潜式平台进行了固定

绕流以及涡激运动数值模拟，通过收敛性验证以及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

求解器以及本文数值方法的可靠性。在方柱式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

结论基础上，对其他三种立柱倒角半径的半潜式平台进行了相同工况下的数值模

拟，详细讨论了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的影响，利用

CFD研究方法可以直观展示的流场信息的方式解释了其影响的机理机制。根据数

值模拟结构，得到研究结论包括：

1）本文采用的vim-FOAM-SJTU求解器以及数值模拟方法可以较为准确的对

半潜式平台的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进行数值模拟。在方柱式平台固定绕流部分，

网格尺寸以及时间步长均取得了良好的收敛效果；而涡激运动数值模拟阻力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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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在 1%左右，涡激运动响应预报误差在 5%以内。

2）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对半潜式平台的固定绕流特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具

体表现在：

（1）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会影响立柱表面平均压力系数周向分布形式。其一

方面表现在立柱表面进入负压以及表面压力系数出现拐点的位置不同。45°来流

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会将位置提前，而 0°来流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

的增大会提前立柱表面进入负压的位置，延后压力系数出现拐点的位置，致使分

离点位置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柱尾部压力系数的大小有所区别。

（2）立柱倒角半径对表面压力系数分布的影响会进一步延伸到对立柱以及

平台整体的升阻力特性的影响。其对流体力系数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四立柱以及

平台整体随来流速度不同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四种立柱倒角半径平台不

同的漩涡脱落频率。

（3）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造成流动分离点位置的不同还会对立柱近尾流场

平均流向速度分布造成影响。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发现立柱倒角半径的改变对

尾流场平均流向速度的影响其一表现在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会降低尾部回流区宽

度；其二表现在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会降低尾部回流区的长度；其三表现在会对

立柱两侧流速造成影响。以上影响一方面会对立柱本身以及平台的受力特性进行

影响，另一方面又会对下游立柱的漩涡脱落造成影响。

（4）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对流场的影响体现在漩涡脱落的形式有所区别。随

着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立柱尾侧漩涡脱落位置更加靠近立柱尾部，因此对下游

立柱的干扰作用也呈现降低的趋势。通过立柱流场流线图可以明显的观察到立柱

倒角半径对立柱分离点的位置影响规律。

3）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会对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造成显著的影响。其具体表

现在：

（1）由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中漩涡脱落频率的影响可以预

见不同立柱倒角半径的平台在静水中的固有频率将有所区别。通过自由衰减试验，

发现两种来流角度下，半潜式平台三自由度的运动固有频率军随着立柱倒角半径

的增大而增大，这导致了平台发生“锁定”现象的折合速度区间有所区别。另外，

立柱倒角半径的变化也对半潜式平台横荡运动响应产生了影响。

（2）立柱倒角半径对两种来流角度下的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三自由度位移

响应均有明显的影响，因此会对横荡与纵荡耦合的运动轨迹产生影响。其中，对

于涡激运动中最显著的横荡运动而言，45°来流角工况下的横荡响应幅值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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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区间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先上升后下降，在其他区间单调增长；而 0°来

流角工况下，立柱倒角半径对横荡响应幅值在低速下影响并不明显，而随着流速

增长，横荡响应幅值随立柱倒角半径的增大先下降后上升，圆柱式平台在 0°来

流角工况下同样发生了“锁定”现象。

（3）立柱倒角半径同样会影响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流体力特征，而涡激运动

由于发生了流固耦合现象，因此立柱倒角半径对流体力的影响规律相较于固定绕

流有所区别。

（4）涡激运动作为一种流固耦合现象，与固定绕流相同，在涡激运动中，立

柱倒角半径对立柱分离点具有相同的影响规律，一方面这将导致立柱尾流场回流

区长度与宽度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立柱漩涡脱落以及鞍点位置，进而影响流体以

及平台表面的压力分布，导致平台流体力特征有所区别，进而影响平台的运动响

应，而同立柱倒角半径平台不同的位移响应又将对流场造成影响；另一方面，立

柱倒角半径分离点位置的不同导致流场特征的不同还将影响多立柱之间漩涡脱落

的相互干扰作用。

7.2 不足与展望

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立柱倒角半径对半潜式平台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

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对半潜式平台的设计建造包括对涡激运动进行控

制以及后续相关研究工作可以提供一定指导意义。然而，受数值方法以及计算资

源的限制，本文尚存不足之处，研究工作还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完善，具体不足之

处以及未来工作展望包括：

1）本文研究立柱倒角半径比选取从 0到 0.500的四种，虽然涵盖了三种典型

立柱截面形式，但为了捕捉更加精确的影响，立柱倒角半径工况仍略显不足。因

此未来可以在已有基础上增加算例工况，对结论进行完善甚至定量总结出立柱倒

角半径对平台固定绕流以及涡激运动的影响规律。

2）本文仅对半潜式平台在均匀来流工况下的涡激运动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

实际海洋工程中的半潜式平台往往将受到波浪与洋流的共同作用，研究波流耦合

问题需要考虑半潜式平台水线面以上的结构，因此存在自由面问题。波流耦合下

半潜式平台的涡激运动与均匀来流工况可能存在差别，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

3）立柱倒圆角的设计方便了半潜式平台加装螺旋侧板。因此，未来可以在已

有圆角立柱平台工作基础上，设计不同螺旋侧板螺距以及高度的工况，探究螺旋

侧板对于半潜式平台涡激运动的抑制效果以及机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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