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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深度的持续增大，海洋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已经成为

浮式生产系统设计与安全运行的关键性难题。在过去几十年中，科研人员和工程

师针对均匀流、剪切流和阶梯流等定常流场中的海洋立管涡激振动问题，开展了

系统性的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对涡激振动的产生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均有了

深入的认知。在实际海况下，海洋立管受到的环境载荷和外部激励影响变得更加

复杂，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的三维流动特性，如：受到顶端浮式平台六自由度运动

激励的影响，立管会产生复杂的参激-涡激耦合振动；为了提高油气生产效率而

采用的多立管系统，上游立管的尾流场会影响下游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产生流

致振动现象；为了抑制立管的涡激振动，螺旋侧板虽然能够有效减小立管的横流

向振动响应，但是也会显著增大顺流向受到的流体力，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发新

型的被动抑制装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常规的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和二维切片法分别存在计算消

耗大和无法捕捉流场三维特性等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结合两者优势的厚切片模

型，基于开源平台 OpenFOAM，开发了考虑立管局部变形的动网格更新模块，并

对相应的流固耦合插值模块进行了改造，最终形成了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三维

流固耦合求解器 viv3D-FOAM-SJTU。求解器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厚切片流场计

算模块、结构振动求解模块、流固耦合插值模块和考虑局部变形的动网格更新模

块。求解器具备良好的通用性，可以实现多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多立管干涉和

涡激振动抑制等具有典型三维流动特性的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模拟。 

论文首先针对均匀流、阶梯流和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

开展了求解器的对比验证研究。第一部分，基于 Lehn 的模型试验和 Wang 和 Xiao

的三维数值模拟，开展了均匀流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数值模拟。立管

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和主振频率预报误差均在 10%以内，并且在中间位置的流场

切片处观察到了明显的三维泄涡现象。第二部分，基于 Chaplin 等的模型试验，

开展了阶梯流中三种流速和顶端预张力组合下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数值模

拟。立管的主振模态、最大无量纲振动位移和主振频率的预报误差基本在 10%以

内，在立管下部均匀流场中观察到三维泄涡现象，在立管上部静水中则观察到横

流向的三维振荡泄涡现象。第三部分，基于王俊高等的模型试验和付博文的数值

模拟，开展了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数值模拟。立管

的横流向最大无量纲位移、“锁定”区间的占比和横流向振动的主振频率，均与

模型试验和公开发表数值模拟的结果吻合良好。通过上述对比计算，验证了求解

器的可靠性。第四部分，根据本文数值计算中主要涉及到的雷诺数区间，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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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切片模型的切片厚度和网格轴径比的参数化研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考虑到

计算准确性和计算资源消耗等因素，切片厚度的推荐范围为 L/100（L 为立管长

度）至 L/50 附近，网格轴径比的推荐范围为 60 至 80 附近。 

在此基础上，本文开展了求解器在具备显著三维流动特性的立管涡激振动问

题上的应用研究。首先，开展了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系统性地研究了振荡幅值比和正、负相位角对立管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研究发

现，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立管的振动响应仍表现出“间歇性”特性，尾流场

中出现较多的细长条状涡结构和离散的小涡，表现出强三维流动特性。在“8”

字型振荡工况下，轨迹线的两个空腔内出现漩涡聚集现象。在“抛物线”型振荡

工况下，尾流场中出现漩涡的冲刷、破碎和再附着现象，加速了尾流场的耗散。 

然后，开展了多立管涡激振动的探索性研究。第一部分，开展了串联双立管

和三立管系统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数值模拟，通过与模型试验的详细对比，验证

了求解器在模拟多立管涡激振动问题上的有效性。第二部分，开展了阶梯流中固

定间距的串联双立管、三立管和四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对比分析

了尾流场干涉作用下各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发现串联多立管系统中上游立管的

横流向和下游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响应均会受到显著影响，并且中间立管受到的干

扰影响最为明显。 

最后，开展了两种迎流角下，不同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涡激振动抑

制数值模拟。研究发现 0 度迎流角工况下，凹槽深度较大时，轴向凹槽能够对立

管的振动响应起到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45 度迎流角工况下，轴向凹槽会显著

放大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响应。综上说明，轴向凹槽能够有效抑制立管的

涡激振动响应，但是其对迎流角的变化较为敏感。同时，在相同的计算工况下采

用 DES 模型开展数值模拟对比研究，发现 DES 模型能准确捕捉到轴向四凹槽立

管的振动响应特性，模拟出更精细的三维流场和离散的涡结构。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厚切片模型构建了海洋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流固耦合 CFD

求解器，通过三种流场工况的标准问题对比验证，证明了求解器的可靠性。通过

对三类具有复杂三维流动特性的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数值模拟研究，说明了求解

器在预报复杂涡激振动问题上的可行性。论文开发的求解器为进一步完善立管涡

激振动的数值预报研究提供了参考，为工程中的多立管系统安装布置和新型涡激

振动抑制装置的研究提供分析工具。 

 

关键词：海洋立管；涡激振动；厚切片模型；两自由度振荡激励；多立管系

统；涡激振动抑制；viv3D-FOAM-SJTU 求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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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Investigations on Vortex-Induced Vibration of Marine 

Risers based on the Thick Strip Metho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depth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exploitation, the 

Vortex-Induced Vibration (VIV) of marine risers 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in the 

design and safe operation of floating production systems. In the past decades,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have carried out systematic model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marine risers in steady flows, such as the uniform flow, 

the linearly distributed flow, the stepped flow and etc., and have gain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 mechanism of VIV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ctual ocean 

conditions,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loads and external excitations on the marine 

riser becomes more complex and generally presents strong three-dimensio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ix-degrees-of-freedom (Dofs) 

motion excitations of the top floating platform, the riser will produce complex 

Parametric-Induced and Vortex-Induced coupled vibra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he multi-risers system has been extensively used. 

The wake flow of the upstream riser will affect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the 

downstream riser, and produce the typical Flow-Induced Vibration (FIV) phenomenon. 

Although helical strak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rossflow vibration responses of the 

riser, the dynamic force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refore, 

new passive suppression devices are still need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studi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traditional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the two-dimensional strip method respectively have 

disadvantages, such as high computational cost and failure to capture the three-

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 field. Therefore, this thesis adopts the thick strip 

model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methods, and based on the open source 

platform OpenFOAM, to form the three-dimensional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solver 

viv3D-FOAM-SJTU for the VIV of the flexible riser. A dynamic mesh update module 

considering the local deformation of the riser is developed. The corresponding fluid-

structure coupling interpolation module is modified. The main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solver include the flow field calculation module of the thick strip, the vibration solving 

module of structure, the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interpolation module and the dynamic 

grid updating module considering local deformation. With good versatility, the solver 

can realize the simulation of VIV problems with typical three-dimensio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ulti-Dofs oscillation excitations, interference among multi-

risers and VIV suppression. 

Firstly, the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solver is carried out for the standard 

problems on VIV of a riser experiencing the uniform flow, the stepped flow and under 

the oscillation excitation. In the first part, based on Lehn's model experiments and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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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Xiao's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s, the VIV of a flexible riser in the 

uniform flow is simulated. The prediction errors of the non-dimensionl Root Mean 

Square (RMS) amplitudes and the domina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of the riser are less 

than 10%, and the obvious three-dimensional vortex shedding phenomenon is observed 

at the middle thick strip of riser. In the second part, based on the model experiments of 

Chaplin et al.,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a riser with three combinations of 

velocities and top pretensions in the stepped flow are carried out. The prediction errors 

of the dominant vibration modes, the maximum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displacements and the domina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of the riser are generally less than 

10%. In addition, the three-dimensional vortex shedding phenomenon is observed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riser in the uniform flow field,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oscillation vortex shedding phenomenon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is observed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riser in the static water. In the third part, based on the model 

experiments of Wang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u,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VIV of a riser under single-Dof oscillation excitation is carried out. The maximum non-

dimensional crossflow vibration displacement of the ris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lock-

in” region and the dominant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crossflow vibra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model experiment and the published simulation results. Through 

the above comparison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olver is verified. In the fourth part, based 

on the Reynolds number region mainly involved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in this 

thesis, the parameterization studies on the strip thickness and the axis to diameter ratio 

of the boundary mesh of the thick strip model are carried ou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onsidering the accuracy and computational resource consumption, 

the recommended range of the strip thickness is about L/100 (L is the riser length) to 

L/50, and the recommended range of the mesh axis to diameter ratio is about 60 to 80. 

On these bases,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solver to the VIV problems with significant 

three-dimensio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are studied in this thesis. Firstly,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a riser under two-Dofs oscillation excitations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effects of the oscillation amplitude ratios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hase angles 

on the vibration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er a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the vibration responses of the riser under the two-Dofs oscillation excitations 

still present the intermittent feature. And there are many slender strip vortex structures 

and discrete small vortices in the wake flow showing strong three-dimensio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8” shape oscillation, the vortex aggregation 

occurs in the two cavities of the vibration trajector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arabolic” 

oscillation, the phenomenon of vortex scouring, breaking and reattachment appears in 

the wake field, which accelerates the dissipation of the wake field. 

Then, exploratory nume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multi-risers are carried out. In 

the first part, comparative verification studies are conducted for the VIV standard 

problems of tandem two-risers system and three-risers system. Through com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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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annt vibration modes, domina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and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s of ris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lver in simulating VIV of multi-risers 

system is verified. In the second part,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two-risers 

system, three-risers system and four-risers system with constant spacing distance in the 

stepped flow are carried out. The vibration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riser under 

the interference of wake flow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crossflow 

vibration responses of upstream risers and inline vibration responses of downstream 

risers in the tandem multi-risers system will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and interference 

effects on the middle riser is the most obvious. 

Finally,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suppression of a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among three groove depths and two flow angles are carried out. It is found that 

the spanwise groove can significantly suppress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the ris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0 degree flow angle and large groove depth. Under the condition of 45 

degrees of flow angle, the spanwise groove can significantly amplify vibration 

responses of the riser. It is shown that the spanwise groove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response of the VIV of the riser, but it is very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the flow angle. 

Meanwhile, the DES model is used to carry out comparative numerical simulations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DES model can accurately capture 

the vibration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nwise four-grooved riser, and simulate 

the three-dimensional flow field and discrete vortex structures. 

In conclusion, a three-dimensional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CFD solver for VIV of 

marine riser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thick strip model in this thesi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olver is proved by comparing and verifying the standard problems among three 

flow condition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olver for predicting the complex VIV of marine 

risers is demonstrat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hree kinds of VIV problems with 

complex three-dimensio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The solver developed in this thes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n numerical prediction on VIV of marine 

risers, and an analytical tool for the installation and layout of multi-risers system and 

studies of new passive VIV suppression devices. 

 

Keywords: Marine riser; Vortex-Induced Vibration; the thick strip model; two-

Dofs oscillation excitations; multi-risers system; VIV suppression; viv3D-FOAM-

SJTU so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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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能源需求量急剧增大。同时，为了

响应全球变暖趋势下的节能减排号召，世界范围内各地区的一次能源消耗结构出

现了显著的改变。如图 1-1 所示，为《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0》报告中给出

的各地区 2019 年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统计图，可以看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消

费比重仍占据主导地位。报告中还显示，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增长至 68.1 万桶/天，

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量增长至 113 亿立方米，均位居世界第一位。考虑到

我国陆上和海洋油气资源分布与开采的不平衡，在陆上油气资源产能逐年降低的

大背景下，离岸乃至深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已是大势所趋。 

 

 

绿：石油，红：天然气，灰：煤炭，黄：核能，蓝：水力发电，橙：可再生能源 

图 1-1 2019 年世界各地区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Figure 1-1 Region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pattern around the world at 2019 

(https://www.sdindex100.com) 

 

中国在海洋工程领域的起步较晚，深海油气资源的探测与开采能力相对落后，

并且受到其它海洋强国在海洋工程核心领域的技术封锁，造成我国目前还无法有

效开发利用领海范围内的丰富深海油气资源。在《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中已将深海装备列为国家中长期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优先发

展主题。在《中国制造 2025》中也将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列为十大重点发

展领域之一。在《全国海洋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带动我国海洋新

技术、新装备、新产品、新服务“走出去”，通过标准化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多双

边合作和互联互通。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及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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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深海、深层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利用，

推动油气增储上产。由此看出，海洋发展将持续占据国家战略性地位，开展深海

油气开采相关技术的基础研究，具备重要的战略发展和社会意义。 

深海油气资源的开采，主要依托于海面大型钻井平台，如图 1-2 所示。可以

看出，无论何种形式的海洋平台，立管系统都是连接海底井口和海面平台的关键

设备之一。海洋立管的长度通常可达数千米，而直径仅为 50 厘米左右，造价占

据整体系统的 20%至 30%。海洋立管作为整体油气开采系统最薄弱的环节，既要

受到自身重量和顶端张力的作用，还会在复杂的风浪和洋流环境下发生涡激振动

（Vortex-Induced Vibration，VIV）现象，使得立管在垂直于（横流向）和顺应于

（顺流向）来流方向均产生周期性的振动。当立管的振动频率与自身固有频率相

近时，立管的振幅将明显增大，发生“锁定”现象，容易造成立管系统的疲劳破

坏。若因此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引起立管内的油气泄露，不仅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

济损失，还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环境污染，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海洋立管涡激振

动的流固耦合精确预报并在此基础上指导立管结构的优化设计，已成为国内外海

洋工程油气开采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图 1-2 海洋平台类型 

Figure 1-2 Types of offshore platform (https://oceanexplorer.noaa.gov) 

 

海洋立管的涡激振动作为一种强非线性的流固耦合现象，一直是海洋工程领

域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已经在定常流场中的细长柔性立管涡

激振动方面，系统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模型试验和数值仿真预报研究，取得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实际工程中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复杂性，仍存在诸多

需要完善的工作和空白领域，如：实海况中，海洋立管受到顶端相连浮式平台的

运动激励影响，会产生复杂且具备显著三维效应的涡激振动响应，这方面的模型

试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数值预报研究也同样匮乏；实际油气开采过程

中，常采用多立管系统来提高作业效率，而目前的模型试验研究和数值研究仍以

双立管系统为主，对流动状态和管间干涉更为复杂的多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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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有限；实际工程中，常采用螺旋侧板、整流罩、控制棒、分隔板等被动抑制

装置来减弱海洋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现阶段主要以模型试验研究为主，研究耗

时长、经济成本高，而能够反映出抑制装置引起的复杂三维流动特性的数值模拟

研究则相对较少。针对上述具备显著三维流动现象的立管涡激振动问题，建立考

虑流场轴向相关性的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预报方法，对我国深海油气资源

开发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定常流场中立管涡激振动国内外研究进展 

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研

究，相关刚性圆柱涡激振动的综述性研究可以参考，如：Griffin 和 Ramberg（1982），

Khalak 和 Williamson（1999），Blackburn 等（2001），Sarpkaya（2004），Gabbai

和 Benaroya（2005），Williamson 和 Govardha（2004），Bearman（2011），Paȉdoussis

等（2011）和及春宁等（2015）。随着油气开采深度的增加，立管的长径比也显著

增大，其自身柔性的影响也愈发明显，使得立管在涡激振动过程中产生明显的横

流向和顺流向振动变形。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综述性研究可以参考，如：黄旭东

等（2009），唐国强等（2010），陈伟民等（2017），万德成和端木玉（2017）。根

据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可知，海洋立管涡激振动研究主要分为模型试验法、半经

验法、CFD 法和人工智能法等，相应的优缺点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海洋立管涡激振动的四种研究方法对比 

Table 1-1 Comparisons of four main research methods for VIV of marine riser 

 优点 缺点 

模型试验法 

1.试验结果可信度高； 

2.容易开展涡激振动抑制的系

列研究； 

1.受试验水池尺寸和功能限

制，难以开展超大长细比和复

杂激励下的涡激振动研究； 

2.对来流工况的模拟有限； 

半经验法 

1.计算效率高； 

2.基于工程实际和模型试验等

数据发展而来，设计工况下的

预报结果可信度较高； 

3.工程实际中应用广泛； 

1.无法保障复杂工况下立管振

动响应的预报精度； 

2.对立管顺流向振动响应特性

的研究有限； 

3.缺乏立管涡激振动抑制方面

的研究； 

CFD 法 

1.数值模拟结果直观； 

2.立管尺寸、来流、复杂激励等

的模拟不受限制； 

1.计算可信度尚需大量验证； 

2.计算结果受网格质量影响，

计算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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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够模拟更真实的立管结构

和海洋环境； 

3.使用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计算

流体力学基础； 

人工智能法 

1.计算效率高； 

2.基于工程实际和模型试验结

果的机器学习，能够实现立管

时历振动响应的准确预报； 

1.受机器学习所选取数据的来

源影响较大； 

2.尚处于发展初期，预报可信

度仍需大量验证； 

1.2.1 立管涡激振动的模型试验法研究现状 

模型试验方法作为主流的研究手段之一，国内外研究者已采用该方法在定常

流场的立管涡激振动方面，开展了深入且系统性的研究工作。Tognarelli 等（2004）

开展了均匀流和剪切流中长 9.63m、直径 0.02m 的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标准

模型试验，雷诺数涵盖的范围为 4000 至 50000，为后续研究人员开发数值预报

软件提供了可参考的标模试验数据结果。Trim 等（2005）在完成均匀流和剪切流

中的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研究了相同流场条件下

不同覆盖率和结构参数螺旋侧板对立管涡激振动的抑制试验研究，为后续的相关

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效数据。同时，上述模型试验中所采取的均匀流和剪切流的造

流方式，如图 1-3 所示，也为后续的试验研究提供了参考。 

 

  

（a）Tognarelli et al, 2004 （b）Trim et al, 2005 

图 1-3 模型试验设置示意图 

Figure 1-3 Schematic setup of model experiments 

 

唐国强等（2011）和 Song 等（2011）开展了均匀流中细长柔性杆件的涡激

振动模型试验，杆件的长径比达到 1750，这一超大长径比也是其它试验中极少

出现的，相应的试验雷诺数区间为 2400 至 9600。模型试验中，观察到了横流向

最高 6 阶，顺流向最高 12 阶的模态响应。研究发现，在立管的涡激振动过程中，

各振动方向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模态竞争现象，反映出了流体和结构间复杂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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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关系。同时，由于模型立管长径比过大，在试验开始时就存在一个因自重产

生的弯曲变形，对试验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后续模型试验中长径比大

多控制在 1000 以内原因之一。Sanaati 和 Kato（2012，2013a）开展了均匀流中

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了顶端张力对立管振动响应的影响，发现顶

端张力会显著改变立管的振动响应区间。高云等（2017）研究了均匀流流速对柔

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发现在低速情况下，柔性立管的主导频率会全

程参加涡激振动响应，与刚性立管相似；而在高速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非主导频

率的峰值频率断断续续地参加涡激振动响应。进一步地，Han 等（2018）和崔阳

阳（2018）研究了倾斜角、材料属性和边界条件等因素，对均匀流中柔性立管涡

激振动响应特性影响的参数化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的重要模型试验数据。 

 

  

（a）模型试验设置示意图 （b）模型立管顺流向应变云图 

图 1-4 剪切流中模型立管涡激振动的实场试验 (Jhingran et al, 2008) 

Figure 1-4 Field experiments on VIV of a long flexible riser in the linearly sheared 

flow (Jhingran et al, 2008) 

 

Lie 和 Kaasen（2006）开展了剪切流中大长径比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模型试

验，立管的长径比达到了惊人的 3000，雷诺数区间为 4800 至 34200。试验过程

中，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模态阶次均远高于现有的模型试验，但是未观察

到明显的单模态涡激振动锁定现象。Jhingran 等（2008）进一步地开展了剪切流

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实场试验，如图 1-4 所示，模型立管的长径比超过了 4200。

将试验测得的阻力系数与商业软件中所使用的阻力系数进行对比，发现半经验公

式中使用的阻力系数能够较好实现立管的响应预报。毛良杰等（2015）开展了剪

切流中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表明剪切流作用下，主导模态决

定了立管的应变幅值、振型和响应频率。同时，还发现剪切流中的立管涡激振动

会出现明显的模态竞争现象，进而导致多模态振动现象的发生。 

Chaplin 等（2005a，2005b）考虑到水池的尺寸限制，采用如图 1-5（a）所示

的试验方法，将细长立管垂直安装在拖曳水池的拖车上，使得立管下部区域处于

水池流场中，同时采用注满水的真空管套住立管上部暴露于空气的部分，从而形

成相对的阶梯流。这种试验方法使得试验水池受限的情况下，仍能模拟出立管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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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高阶模态响应。在系列模型试验的基础上，他们还采用多种

预报软件进行盲测对比验证，也为后续数值预报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了标模试验数

据。Huera-Huarte 和 Bearman（2009a，2009b）参照 Chaplin 等（2005a，2005b）

的模型试验设置方式，在水槽中系统性地开展了阶梯流中长 1.5m、直径 0.016m

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并对其振动机理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完善了对阶梯流

中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认识，如图 1-5（b）所示。 

 

  

（a）模型试验设置 （b）模型试验示意图 

图 1-5 阶梯流中模型立管涡激振动的模型试验 

(Chaplin et al, 2005a; Huera-Huarte and Bearman, 2009a) 

Figure 1-5 Model experiments on VIV of a long flexible riser in the stepped flow 

(Chaplin et al, 2005a; Huera-Huarte and Bearman, 2009a) 

 

综上可知，模型试验法在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因其

能够直观地反映环境流场和模型立管间的相互作用特性，同时能够考虑更符合工

程实际的立管构型，如：悬链线立管、脐带缆等，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然而，受试验水池的尺寸限制，模型立管的长径比很难符合工程实际的

要求，即使采用阶梯型流剖面的试验策略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

过小的缩尺比可能会造成模型立管振动特性与实尺度立管振动特性间的差异。 

1.2.2 立管涡激振动的半经验法研究现状 

基于半经验模型的立管涡激振动数值预报方法，根据半经验的水动力和响应

系数来预测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具有物理模型明确、计算简便、效率高的特点，

因此广泛适用于工程实际问题的求解。半经验模型的种类繁多，主要包含有尾流

振子模型、模态叠加模型、统计模型等。黄维平等（2007）和唐世振（2010）基

于涡激升力预报模型，提出了考虑横向流固耦合的横流向升力和顺流向脉动拖曳

力的修正模型，考虑了附加质量和附加阻尼的影响，研究了质量比和频率比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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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动力响应特性及疲劳特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黄维平等（2012）和吴学敏（2013）

开展了进一步的改进工作，使得计算程序能够应用于大变形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

预报。Yuan 等（2018，2019）和袁昱超（2019）基于力分解模型开发了立管涡激

振动预报程序，实现了均匀流和线性剪切流中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预报分析。进

一步地，引入平台运动激励单元，开展了顶端复频参数激励作用、平台多自由度

运动激励作用等复杂影响下的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 

尾流振子模型及其改进模型由于不考虑流场和结构的具体细节，将流体和流

体中的振荡物体视为整体，将尾流视为非线性振子，并采用适当的耦合方程描述

流固耦合过程，使得该方法能够较好地描述系统的振动特性，因而获得了广泛的

发展和应用。Birkoff 和 Zarantanello（1957）首次提出非线性振子模型的概念。

随后，Bishop 和 Hassan(1964)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 Van der Pol 振子方程来模拟尾

流作用于圆柱上的流体力。Hartlen 和 Currie（1970）给出了具体的数学表达式，

他们采用一个弱 van de Pol 非线性振子来表示升力系数，模型只考虑圆柱的横向

运动，并受到线性弹簧和线性阻尼的限制。在合适的参数选择前提下，其尾流振

子模型可以定性地模拟出试验中的许多现象。Iwan 和 Blevins（1974, 1981）根据

动量守恒原理，推导出尾流振子与结构运动的耦合方程，较好地反映了涡激振动

问题的水动力特性，在工程界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 

 

  

（a）Li et al (2020) （b）Guo et al (2019) 

图 1-6 基于尾流振子及其改进模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Figure 1-6 Researches on VIV of flexible risers based on the wake oscillator model 

and its improved models 

 

Facchinetti（2004a, 2004b）对尾流振子模型的动力特性进行了改进，分别考

虑了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对尾流振子的耦合影响。将不同耦合形式的预报结果与

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加速度与升力的耦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定量地反应刚性

圆柱的涡激振动特性，并进一步将该模型扩展到细长柔性线缆的涡激振动响应预

报中。郭海燕等（2005）基于改进的尾流振子模型对输油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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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预报。Furnes 和 Sørensen（2007）和 Srinil 和 Zanganeh（2012）提出多振子

耦合模型，将顺流向振子的频率设为横流向的 2 倍，这种方法可以大致预报出立

管涡激振动响应的模态及幅值。 

陈伟民等（2010）建立了柔性杆件在非均匀流作用下的涡激振动响应预测模

型，考虑了涡激振动锁频阶段流体附加质量的变化，以及振动响应和来流速度的

非线性关系。Li 等（2010，2020）采用尾流振子模型和有限粒子法（FPM），如

图 1-6（a）所示，开发了考虑立管实际顶端张力变化影响下的立管涡激振动预报

求解器，完成了阶梯流中标准问题的验证计算。唐友刚（2017）、高云等（2018）、

Guo 等（2019）均采用尾流振子模型，如图 1-6（b）所示，进行了均匀流、剪切

流和阶梯流中立管涡激振动的系列研究。Chen 等（2016）采用 Morison 方程模拟

流体力耦合结构有限元模型，开展了阶梯流和剪切流中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

数值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无因次化的模态权重和折合速度之间的半经验

公式。Song 等（2016）提出了预报立管阻力系数分布的半经验模型，研究表明涡

激振动不仅会导致非均匀的阻力分布，同时也会增大阻力系数。Zhang 等（2018）

基于流体力经验模型开发了用于预报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预报方法，并通过均匀

流和剪切流中的标准模型对比验证，说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经验和半经验公式在工程设计中的广泛应用促使了一系列商业软件的出现，

如 VIVA、VIVANA、SHEAR7、VICoMo 等。其中在实际工程分析中应用最为广

泛的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J. Kim. Vandiver教授团队开发的SHEAR7。

SHEAR7 是基于模态叠加方法，通过无因次频率比和升力系数的非线性关系插值

得到最初的升力系数，再通过能量平衡来校核升力系数，从而得到立管每个节点

的升力系数。SHEAR7 可以预报立管在稳态的均匀流或剪切流作用下的涡激振动

响应以及疲劳损伤分析。依托于大量试验建立的丰富数据库，这些经验模型都具

有较为明确的适用范围，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和效率，因而在工程中被广泛采用。 

综上可知，虽然半经验方法突破了模型试验对立管长径比的限制，同时能够

快速预报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但是这些经验模型在流场计算部分的简化，

使得它们不能很好地揭示涡激振动的内在机理，而仅是通过数据库得到适用于工

程应用的计算结果。如果所计算的工况超出了数据库的适用范围，得到的计算结

果精度将无法得到保障。 

1.2.3 立管涡激振动的 CFD 方法研究现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算法的成熟化，立管涡激振动的计算流体

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FD）预报模型在近 20 年内得到了长足发

展。采用合适的数值方法将连续的控制方程进行离散，借助计算机技术对整个计

算域内的流场进行数值求解，耦合结构动力学方法实现立管涡激振动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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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FD 方法，可以得到丰富的流场信息，能够更好地揭示涡激振动机理。 

在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动机理研究方面，为了节省计算时间，研究人员通常采

用二维数值模拟手段。Elbanhawy 和 Turan（2010）采用 URANS（Unsteady Reynolds 

Average Navier-Stokes）开发了立管涡激振动流固耦合计算程序，开展了低雷诺数

下湍流入流的二维圆柱横向振动数值模拟，详细地研究了流体力分布和尾涡与圆

柱间的相互作用特性。唐友刚等（2013）开展高雷诺数下二维圆柱的横流向和顺

流向耦合数值模拟，捕捉到了涡激振动的“锁定”、“相位开关”等现象，研究结

果表明在低质量比情况下，圆柱的顺流向振动会对横流向振动产生显著影响。李

骏和李威（2015）采用 RANS 方法，结合 SST k-ω 湍流模型，研究低质量比弹性

支承圆柱的二维涡激振动响应。康庄等（2017）采用 URANS 二维模型，结合开

源平台 OpenFOAM，对弹性支承的双自由度圆柱涡激振动进行数值模拟，研究

了迟滞效应对圆柱振动特性的影响。Gao 等（2018）采用等效沙砾表面粗糙度模

型，开展了 4 种不同表面粗糙度的两自由度刚性圆柱的涡激振动二维数值模拟研

究，研究发现圆柱的表面粗糙度对涡激振动响应存在显著影响。 

 

  

（a）重叠网格计算模型 （b）尾流场泄涡云图 

图 1-7 基于重叠网格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Huang et al, 2011) 

Figure 1-7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a flexible riser based 

on the overset grid method (Huang et al, 2011) 

 

伴随着雷诺数的增大，采用二维数值模拟方法无法捕捉到立管的三维流动现

象，预报结果会与试验现象产生较大偏差，研究人员大力发展三维数值模拟技术。

Newman 和 Karniadakis（1997）采用直接数值模拟（DNS，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方法，开展了雷诺数为 100 和 200 的无限长自由振动管线的数值模

拟。Jauvtis 和 Williamson（2004）开展了低质量比和阻尼的刚性圆柱两自由度涡

激振动数值模拟，并成功观察到了涡激振动的“超上端”分支。Sahara 等（2011）

采用分离涡模拟（DES，Detached-Eddy Simulation）方法开展了三维圆柱的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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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涡激振动数值模拟，数值预报结果与模型试验结果吻合良好。陈东阳（2018）

和 Martins 和 Avila（2019）均开展了两自由度刚性圆柱涡激振动三维数值模拟，

并参数化地研究了圆柱的振动响应特性。 

在三维刚性圆柱涡激振动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又将这一方法扩展至细

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三维数值研究。Huang 等（2007a，2007b，2010，2011）

采用重叠网格方法开发了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数值预报程序，如图 1-7（a）

所示，并开展了均匀流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模试验对比验证，如图 1-7（b）所

示，数值预报结果与模型试验吻合良好，验证了程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蔡杰

（2010）利用商业软件 FLUENT 结合 LES 方法进行流场的三维数值模拟，采用

ABAQUS 结合基于薄壳理论的有限元方法进行立管的结构振动模拟，利用商业

软件 MPCCI 在相同耦合面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插值，实现立管受力和结构变形之

间的动态数据交换，实现了流体与固体之间的三维耦合数值模拟。在此基础上，

蔡杰等（2010）开展了均匀来流中大长径比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并观

察到了立管的多模态振动现象。 

 

 

图 1-8 二维切片法示意图 

Figure 1-8 Schematic of the two-dimensional strip method 

 

Xie 等（2011）采用有限体积法结合动网格技术实现流场求解，采用欧拉-伯

努利梁模型结合有限元法求解结构动力响应，开展了雷诺数为 1000 的均匀流中

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数值模拟，同样观察到了立管的多模态振动现象。王成官等

（2011a，2011b）采用二维切片法和离散涡方法完成了隔水管的涡激振动三维数

值模拟，探讨了顶端张力对涡激振动特性的影响。范杰利和黄维平（2012）采用

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细长柔性立管大变形和小变形工况进行数值模拟，对比分析

了立管在两种振动变形情况下的涡激振动特性。罗冬冬和朱仁庆（2015）和 Wang

和 Xiao（2016）等均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求解立管周围的流场，并通过不同的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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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方式形成了相应的计算程序，开展了均匀流、剪切流等工况下柔性立管涡激

振动的标模试验对比验证。考虑到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求解过程中，立管的两自由

度振动引起的网格更新会耗费较多计算时间，同时对计算域的尺寸有较大要求。

邢国源（2017）、李非凡等（2017）和及春宁等（2018）采用浸没边界法进行三

维流场数值模拟，采用三维索模型进行结构振动求解，分别开展了均匀流和剪切

流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系列三维数值模拟研究，分析了立管的振动特性、尾涡

结构和相位特性。 

伴随着海洋立管的长径比和所处流场雷诺数的进一步增大，柔性立管三维计

算模型的网格量将会显著增加，相应的计算资源消耗也会明显增大，为解决上述

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简化的方法—“二维切片法”，如图 1-8 所示，即沿立

管轴向选取若干截面，在各个截面上采用 CFD 方法求解水动力，并假定在截面

所控制的立管长度范围内，立管所受的流体力可以按计算截面处的流体力换算得

到。切片法的计算效率高、计算结果准确，是较为主流的预报细长柔性立管涡激

振动响应的方法。Herfjord 等（1999）基于切片法开发了一套流固耦合计算程序，

流场计算采用 NAVISM 的 CFD 代码求解，立管的结构动力学计算采用 USFOS

的计算代码，在每个时间步内，通过一个耦合模块进行两模块间的数据交互，从

而实现海洋立管的涡激振动模拟。Willden 和 Graham（2001，2004）采用时域的

流固耦合模型 VIVIC 进行立管涡激振动的数值模拟。流场的求解采用二维切片

法，结构场的求解采用有限元方法，实现了均匀流中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响

应预报，观察到了立管的多模态振动现象。Meneghini 等（2004）和 Yamamoto 等

（2004）也开展了基于二维切片法的海洋立管涡激振动研究，在流场计算部分采

用了适合于模拟二维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的离散涡方法（DVM，Discrete Vortex 

Method），结合基于流函数的边界积分程序对二维流场进行求解，结构场采用欧

拉-伯努利梁模型结合有限元法进行求解。Schulz 和 Meling（2004，2005）采用

RANS 方法和有限元法，建立了一种多重切片法，分析了剪切流中柔性立管的流

固耦合响应特性。黄智勇（2008）基于切片理论，并结合有限体积法和动力有限

元法，成功建立了海洋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时域计算模型。对阶梯来流和剪切来

流条件下的海洋立管涡激振动响应进行了时域计算，分析了立管在不同来流条件

下所激发的振型和模态。何长江（2010）采用重叠网格方法结合有限体积法和任

意拉格朗日欧拉法（ALE，Arbitrary Lagrange-Euler），实现二维圆柱涡激振动的

数值模拟。在此基础上，基于二维切片理论和有限元方法，实现了柔性立管涡激

振动的准三维数值模拟。 

端木玉（2017）采用二维切片法并结合开源平台 OpenFOAM 实现了二维切

片流场的求解，采用欧拉-伯努利梁理论结合有限元法实现了结构场的振动求解，

采用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法结合动网格技术实现了流固耦合求解，并开发了相应的

深海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流固耦合求解器 viv-FOAM-SJTU。通过对阶梯流中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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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激振动的标准模型试验（Chaplin et al, 2005a）对比验证，证明了求解器的有效

性，如图 1-9 所示。在此基础上，Duanmu 等（2017，2018）进行了柔性立管涡

激振动的参数化研究，详细地分析了质量比、长径比、顶端张力、流速等因素对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 

 

  

（a）二维切片计算网格 （b）尾流场泄涡云图 

图 1-9 基于二维切片法的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 

Figure 1-9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a flexible riser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al strip method 

 

综上可知，CFD 方法能够有效捕捉到立管周围的流动特性，并计算得到准确

的立管振动响应特性。但是，伴随着雷诺数和立管长径比的增大，三维数值模拟

方法存在着计算网格量和计算资源消耗显著增大的问题，而二维数值模拟方法则

无法准确捕捉到立管周围的复杂三维流动现象。因此，有必要探索既能突破模型

立管尺度限制，还能反映立管振动和周围流场三维流动特性的研究方法。 

1.2.4 立管涡激振动的人工智能方法研究现状 

近年来，以神经网络模型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方法已经在商业和大数据分析领

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开始向学术研究和工程应用领域进行拓展。在过去几

年中，基于物理模型和机器学习方法的研究已经延申至生物医学、环境科学、化

学和流体力学等方面，并开展了诸多研究。Quéau 等（2014）和 Hejazi 等（2018）

均采用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结合公开发表的文献数据，实现了悬链线立管的涡激

振动和疲劳响应预报分析。Quen 等（2016）基于神经网络方法并结合，开发了

基于动态张力调节的立管主动抑制预报程序。该预报程序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流速

度，调节立管的顶端张力并使其产生最小的涡激振动响应。Wong 和 Kim（2018）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并基于 OrcaFlex 和 SHEAR7 的数值预报库，开发了顶张

立管的涡激振动疲劳损伤快速预报模型。研究表明，该快速预报模型相比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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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经验方法效率更高，能够有效应用于管线设计初期。Riemer-Srensen 等（2019）

基于密度聚类算法和随机森林模型开发了海洋立管涡激振动预报程序，机器学习

数据库来源于具有强三维振动响应特性的系列模型试验，通过与 VIVANA-FD 软

件的对比计算证明了其在立管振动位移响应预报上的有效性。孟杨（2020）基于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方法（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首先开展了

圆柱绕流问题的模拟研究，预报结果与相应的 CFD 模拟结果吻合良好，并且除

了初期机器学习的耗时外，无需划分网格、数值计算和后处理等复杂流程，极大

程度上缩短了预报消耗的时间。进一步地，结合格子玻尔兹曼方法计算的流场信

息和流体力系数，开展了自由振动圆柱的模拟预报研究。研究表明，基于 DCNN

的预报结果不仅能够模拟出圆柱的振动响应特性，还能在时历的变化上与真实结

果吻合良好。Wu 等（2020）基于经典模型试验数据，采用数据类聚算法结合机

器学习开发了自适应水动力系数的立管涡激振动预报程序，在确保预报精度的同

时，有效地降低了安全系数的取值。Lin 等（2021）基于风洞试验实测数据和数

值模拟仿真数据，结合 5 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决策树模型、K 最邻近分类模

型、随机森林模型、梯度升压回归树模型和直方图梯度升压回归树模型，开发了

方柱流致振动的预报模型。研究发现，梯度升压回归树模型既能够准确预报方柱

的振动响应，同时效率相比其它模型显著较高。 

虽然，研究人员目前在基于人工智能方法的立管涡激振动和疲劳损伤预报方

面有了一定的探索性成果。但是，由于所学习的数据库多以模型试验结果、商业

软件预报结果和 CFD 预报结果为主，很难真实反映出实际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

因此，现阶段仍无法应用到实际的工程中，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实测数据扩充相

应的数据库，以及所开发预报软件有效性的系统验证。 

1.3 具备显著三维流动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进展 

随着国内外学者、工程人员对立管涡激振动问题不断深入地研究，在定常流

场中单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挖掘方面已获得长足的发展。考虑到实际工程中，

立管会受到浮式平台六自由度运动激励、复杂风浪流等因素的影响，立管的振动

响应将会趋于复杂化并表现出明显的三维泄涡效应。同时，为提高油气开采效率

而使用的多立管系统，和为降低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强度而使用的抑制装置等，均

会对立管所处的流场产生显著影响，进而改变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相关综

述可参考 Hong 和 Shah（2018）。因此，近年来研究热点逐渐趋向于具备显著三

维流动现象的立管涡激振动问题。 

1.3.1 复杂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现状 

实际海洋环境中，浮式平台受到风、浪、流的联合作用会发生周期性振荡，



第 1 章 绪  论 

14 

与之相连立管顶部的振荡运动导致立管与海水之间产生相对的振荡流，而平台的

垂荡运动会影响立管所受轴向张力的分布，显著改变立管的振动响应。在振荡流

中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方面，Williamson（1985）、Sarpkaya（1986）和 Barbi 等

（1986）系统性地开展了不同 KC（Keulegan-Carpenter）数振荡流中刚性圆柱的

绕流模型试验，观测了尾涡的发展过程，测定了圆柱的流体力系数，并确定了 KC

数和泄涡模式间的关系。Sumer 和 Fredsøe（1988）开展了 KC 数为 5 至 100 的

振荡流中刚性圆柱的横流向振动模型试验，折合速度从 0 增大至 16，研究表明

圆柱的响应特性与 KC 数和折合速度密切相关。Kozakiewicz 等（1997）和 Zhao

等（2012）分别开展了不同折合速度、KC 为 10 和 20 两种振荡流工况下，固定

圆柱和自由振动圆柱的模型试验和二维数值模拟研究，试验表明受到圆柱的横流

向振动影响，其泄涡方向和涡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Zhao 等（2012）还发现折

合速度会对圆柱的振动轨迹线产生显著影响，当折合速度很大时，圆柱的横流向

振幅会明显小于顺流向振幅，如图 1-10 所示。 

 

  

（a）KC=20，Vr=5 （b）KC=40，Vr=8 

图 1-10 不同 KC 数和折合速度振荡流工况下圆柱的泄涡云图 (Zhao et al, 2012) 

Figure 1-10 Vortex shedding contour of the circular cylinder in the oscillatory flow at 

different KC numbers and reduced velocities (Zhao et al, 2012) 

 

然而，受到细长柔性立管振动变形的影响，立管在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涡激振

动响应会产生显著变化。Fu 等（2013）、王俊高等（2014，2016）和王俊高（2015）

开展了 KC 为 26 至 178 的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系列模型试验，如图 1-11（a）

所示。试验过程中立管处于静水中，在顺流向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形成相对

的振荡流，详细地研究了 KC 数和振荡激励周期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

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涡激振动的“建立-锁定-衰减”发展过程，如图 1-11（b）

所示。可以看出，柔性立管的横流向涡激振动响应表现出显著的“间歇性”振动

特性，同时，这种往复的振荡激励会使得立管和其泄出的尾涡发生明显的相互作

用，这也是导致立管振动响应产生明显区别的诱因之一。Thorsen 等（2016）和 

Yuan 等（2018）基于半经验模型方法开发了考虑水平振荡激励作用的立管涡激

振动预报模型，并通过与标模试验的详细对比验证了预报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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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模型试验 （b）“建立-锁定-衰减”发展过程 

图 1-11 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 (王俊高, 

2014) 

Figure 1-11 Experiments on VIV of a flexible riser under one-Degree-of-freedom (1-

Dof) excitation (王俊高, 2014) 

 

Fu 等（2018）在海洋立管涡激振动流固耦合求解器 viv-FOAM-SJTU 的基础

上引入了振荡激励作用单元，实现了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细长柔性立管的涡

激振动数值模拟，并与王俊高等（2014）的模型试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对比，验

证了改进后求解器的正确性。进一步地， Fu 和 Wan（2017）和付博文（2018）

开展了平台水平运动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数值研究，即仅垂直放置柔性立

管的上端受到振荡激励作用，立管下端保持简支状态。通过系列数值模拟研究，

详细地分析了顶端单自由度、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耦合来流影响下的立管涡激

振动响应特性，并观察到了复杂的“王冠型”振动轨迹线。康庄等（2020）也开

展了垂直立管顶端顺流向位移激励作用下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了顶端顺流

向激励对立管横流向振动的影响机理。 

浮式平台的六自由度运动除了会对海洋立管造成水平方向的振荡激励作用，

其垂荡运动响应还会改变立管的轴向张力分布，影响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

Franzini 等（2018）开展了均匀流中立管顶端垂荡激励作用下的涡激振动模型试

验，研究结果表明顶端参数激励的影响使得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趋于复杂化。

Zhang 等（2020）也开展了相似的模型试验工作，研究了顶端变张力幅值和频率

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影响规律。陈伟民等（2016）采用改进的涡激升力模型结

合有限元方法，实现了平台垂荡运动影响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分析。Thorsen

等（2017）基于非线性结构有限元模型耦合流体力经验模型开发了立管涡激振动

预报时域程序，研究了不同顶端垂荡幅值和周期影响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

特性，发现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呈现多模态，且主控模态随顶端振动而变化。王

哲（2019）将平台的周期性垂荡运动影响简化为顶端张力的周期性变化，并将垂

荡激励作用单元引入至 viv-FOAM-SJTU 求解器中，实现了参激-涡激耦合作用下

的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了阶梯流中立管顶端变张力频率和变张力幅值对

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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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在复杂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方面，受到试验水池的功

能限制，对垂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参激-涡激振动研究相对较多，而水平运动激

励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相对有限。同时，目前基于 CFD 法在这方面的研究，

几乎都无法反映立管周围流场的复杂三维流动特性，还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1.3.2 多立管涡激振动及管间干涉研究现状 

在海洋油气资源开采中，常采用多立管系统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当立管

布置不当时，管间干涉作用会改变立管的动力响应特性，严重时甚至发生剧烈的

立管碰撞现象。多立管涡激振动研究首先以不同布置形式的双立管系统为研究主

体。Assi 等（2010）和 Assi（2014）开展了串联、错列双圆柱的涡激振动模型试

验，研究认为下游立管的流致振动现象主要是由上游立管所释放的尾涡引起的。

Rahmanian 等（2012，2014）开展了相同、不同直径两并联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

试验研究，分析了直径比和立管间距对各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影响。Huang 和

Herfjord（2013）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和错列布置的双刚性圆柱的涡激振动干涉

模型试验，研究了不同雷诺数下上游圆柱和下游圆柱的流体力和振动响应特性。 

 

  

（a）反相同步（AS 模式） （b）偏反相同步（BAS 模式） 

  

（c）同相同步（IS 模式） （d）混合模式（HB 模式） 

图 1-12 并联双圆柱的典型泄涡模式 (Chen et al, 2015) 

Figure 1-12 Typical vortex shedding patterns of two circular cylinders in side-by-side 

arrangement (Chen et al, 2015) 

 

在刚性双立管涡激振动数值研究方面，研究人员也系统性地开展了许多工作。

Mittal 和 Kumar（2001）和 Prasanth 和 Mittal（2009）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和错

列双圆柱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发现下游圆柱表现出明显的流致振动现象。

Kitagawa 和 Ohta（2008）开展了均匀流中不同间距串联双圆柱的涡激振动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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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重点关注了上游圆柱的泄涡特性，如：对流、冲击下游圆柱、下游圆

柱泄涡对上游圆柱的相互作用等。 

Hesam 和 Navid（2011）和 Gao 等（2020）采用二维数值模拟方法开展了不

同布置形式刚性双圆柱的涡激振动研究，分析了雷诺数、立管间距、折合速度等

对圆柱水动力特性和尾涡结构的影响。Cui（2014）、Griffith 等（2017）和 Nguyen

等（2018）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不同布置形式刚性双圆柱的涡激振动特

性，对比分析了圆柱间距、雷诺数区间等对圆柱振动响应特性和尾流漩涡脱落特

性的影响。Chen 等（2015）采用浸没边界法分别开展了均匀流中并联和错列双

圆柱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并定义了典型的尾流模式，如图 1-12 所示。 

在系统性地开展了刚性双立管涡激振动研究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将着眼点转

向具备复杂振动变形响应的柔性双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研究上。Brika 和

Laneville（1999）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和错列双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其中

上游立管无自由振动，下游立管可发生两自由度的振动变形。研究发现，下游立

管不再发生迟滞现象，共振现象发生在高折合速度输入区间，共振区间相比于单

立管更大。Huera-Huarte 和 Gharib（2011）、Huera-Huarte 和 Bearman（2011）和

Huera-Huarte 等（2016）开展了阶梯流中串联、并联柔性双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

系列试验，并定义了涡激振动、流致振动和混合振动等三个区间。Sanaati 和 Kato

（2013b，2014）开展了均匀流中不同间距的串联、并联双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

试验，试验表明即使在小间距工况下，串联双立管系统中下游立管对上游立管频

率响应的影响也很小。Liu 等（2016）和 Han 等（2018）也开展了相似的模型试

验研究，并观察到了典型的流致振动现象，及其对下游立管的影响。Xu 等（2018a，

2018b，2020a，2020b）系统性地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并联和错列双立管涡激振

动研究，详细地分析了立管在不同折合速度下的振动响应特性，并进一步地研究

了固定间距工况下不同直径比对双立管振动特性的影响。 

 

   

（a）s=2.5D （b）s=3.5D （c）s=5D 

图 1-13 不同间距串联双立管系统的三维泄涡现象 (Wang et al, 2017) 

Figure 1-13 Three-dimensional vortex shedding phenomenon of the two-risers system 

with different spacing ratios (Wang et al, 2017) 

 

Chen 等（2013）基于重叠网格方法，采用 FANS 方法和 LES 模型求解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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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湍流场，开发了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数值预报模型，实现了不同间距的串联

和并联双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预报。Abeele 等（2013）和 Wang 等（2017）分别

开展了剪切流和均匀流中不同间距的串联双立管的涡激振动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如图 1-13 所示，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串联双立管系统由于管间干涉的影响，使得

尾流场表现出了显著的三维泄涡现象。Lin 等（2018）采用分离涡方法和二维切

片理论开发了立管涡激振动预报求解器，实现了阶梯流中串联双立管的涡激振动

数值模拟，这种流固耦合相比于传统三维数值模拟方法显著地提升了计算效率，

同时计算精度较高。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对于双立管系统的流动特性有了较为完整的

理解。但是，当多立管系统中立管数量增加后，采用基于双立管系统的研究结论

来预测多立管系统的振动响应会存在明显误差，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系统性地开展

多立管涡激振动研究。Sanaati 和 Kato（2013c）开展了均匀流中不同雷诺数工况

下，矩形布置四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了不同布置位置立管的响应特性。

Xu 等（2018）和 Wang 等（2019）分别开展了均匀流中并联和串联三立管、四立

管系统地涡激振动模型试验，试验过程中保持立管的间距固定，研究不同雷诺数

工况下各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Yu 等（2016）、Chen 等（2018）和 Gao 等（2020）

也开展了串联三圆柱的涡激振动二维数值模拟研究，详细地分析了间距和雷诺数

对各圆柱振动响应和尾流特性的影响。 

综上可知，多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干涉作用会影响各立管的振动响应，并且

会显著改变立管周围的流场特性。但是，立管数量多于两根的多立管系统的涡激

振动干涉研究相对有限。并且，目前基于 CFD 方法的多立管涡激振动研究仍以

二维数值模拟为主，无法反映尾流场和立管间的三维相互作用现象；三维数值模

拟研究中立管表现出的模态响应偏低，无法有效地反映管间干涉对立管振动响应

的影响，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1.3.3 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现状 

目前，立管涡激振动的抑制策略主要包含两类：主动抑制和被动抑制。其中，

主动抑制策略需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输入额外的能量，进而造成高昂的安装和运

营费用，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考 Wu 等（2007）、Feng 等（2010）、Korkischko 和

Meneghini（2012）和 Chen 等（2013）的工作。被动抑制装置由于其低经济消耗

和安装便利性，在海洋工程中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常用的被动抑制装置主要

包含有：螺旋侧板、控制棒、分隔板、整流罩、扰流板等，如图 1-14 所示。 

螺旋侧板作为最主流的被动抑制装置，在工程实际和学术研究中均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Bearman 和 Brankovic（2004）开展了带螺旋侧板和肿块的刚性圆柱的

涡激振动抑制模型试验，详细地研究了不同雷诺数工况下两种装置对圆柱振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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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抑制效果。Frank 等（2004）和 Gao 等（2016）开展了均匀流中不同螺旋侧

板覆盖率的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发现 75%覆盖率的螺旋侧板在均

匀流中综合抑制效果最佳，50%覆盖率的螺旋侧板在剪切流中综合抑制效果最佳。

Vandiver 等（2006）开展了带螺旋侧板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实场试验，研究

了螺旋侧板对立管高模态涡激振动响应的抑制效果。高云等（2014）、任铁等（2016）

和 Quen 等（2018）等详细地研究了螺旋侧板的主要结构参数和布置形式对立管

涡激振动抑制的影响，并总结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律。Xu 等（2017）开展了

均匀流中不同倾斜角工况下，带螺旋侧板的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抑制研究，试验

结果表明螺旋侧板的抑制效果与入流角度具有极强的相关性。Ren 等（2019a，

2019b）研究了螺旋侧板对振荡流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抑制效果，在 KC 数

为 21 至 165 的工况下开展了系列模型试验。 

 

 

（a 螺旋条纹, b 开孔套管, c 轴向板条, d 控制棒, e 飘带, f 分隔板, g 导向翼, h 整流罩, 

i 短扰流板） 

图 1-14 常见的涡激振动被动抑制装置 (刘晓春等，2011) 

Figure 1-14 Typical passive control devices on VIV of risers (刘晓春等，2011) 

 

在数值模拟研究方面，Holmes 等（2006）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实现了带

螺旋侧板的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预报。李红艳等（2016）和李红艳和朱

仁庆（2016）也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分别研究了螺旋侧板对单立管和串联双立

管系统的涡激振动抑制特性，研究发现螺旋侧板能有效削弱双立管系统的振动频

率，降低上游立管横向振动幅值，但是对下游立管振动响应的影响不大。Ranjith

等（2016）开展了三联螺旋侧板涡激振动抑制的三维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其对立

管振动响应的抑制效果达到 99%。Chen 等（2019）也开展了相似的研究工作，

分析了螺旋侧板结构参数对抑制效果的影响机理，如图 1-15 所示。 

虽然，螺旋侧板能够有效抑制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但是它会显著增大立

管的顺流向载荷，影响立管的疲劳性能。因此，寻找可代替的被动抑制装置也成

为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张建侨（2009）研究了控制杆对于柔性立管涡激振

动响应的抑制效果，模型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抑制措施能够显著降低立管模型的

横流向振动幅值，但对立管的振动频率改变不大，同时对来流方向适应性较强。

Silva-Ortega 和 Assi（2017）开展了刚性圆柱周围均匀布置的 8 根可旋转控制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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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涡激振动抑制模型试验，研究发现这种新型抑制装置能够有效减小 70%的振动

幅值。Jiménez-González 和 Huera-Huarte（2018）研究了不同布置形式双控制棒

对单自由度刚性圆柱涡激振动的抑制影响。刘晓春等（2011）提出了一种月牙肋

立管涡激振动抑制装置，并开展了系列模型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抑制装置

可以显著降低立管的振动幅值，并对振动频率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不同的布置形

式对立管的抑制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Huera-Huarte（2014）开展了不同轴向覆

盖率分隔板对立管涡激振动抑制效果的模型试验，研究发现当分隔板的覆盖率小

于 50%的时候，能够有效减小约 90%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Liang 等（2018）研

究了不同结构参数柔性分隔板涡激振动抑制效果，发现当分隔板长径比增大时，

会发生更严重的迟滞现象。 

 

 

 

（a）带螺旋侧板的立管模型 （b）带螺旋侧板立管的泄涡特性 

图 1-15 带三联螺旋侧板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 (Chen et al, 2019) 

Figure 1-15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VIV of a flexible riser with three-start helical 

strakes (Chen et al, 2019) 

 

进一步地，Lou 等（2017）和娄敏等（2018）对比研究了分隔板、控制棒、

整流罩和减震器对双圆柱涡激振动的抑制效果。翟云贺等（2016）提出了扰流纤

维抑制装置、反向耦合单组双螺旋叶片式抑制装置以及反向耦合双组双螺旋叶片

式抑制装置等三种涡激振动抑制装置设计方案，并开展了模型试验。试验结果表

明，设计的三组抑制装置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Zhang 等

（2018）开展了不同覆盖率的带交错布置浮力块立管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

发现浮力块能有效减小立管的附加质量系数。Li 等（2020）基于仿生学原理，参

考鸟类翅膀的羽毛分布特性，开发了新型双羽翼状飘带的涡激振动抑制装置，如

图 1-16（a）所示，并开展了相应的模型试验，验证了该装置在涡激振动抑制上

的可行性。Wang 等（2020）同样基于仿生学原理，参考沙漠中的巨型仙人掌，

研究了复杂仿生截面形状立管的涡激振动抑制特性，如图 1-16（b）所示。 

此外，谭波等（2009）开展了加装分离盘立管的涡激振动二维数值模拟，研

究了亚临界雷诺数状态下立管的流场结构、脱落模态、升阻力系数和旋涡泄放频

率等的变化特征。Wang 等（2010）采用相同的方法开展了不同长径比分隔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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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圆柱涡激振动的抑制研究，分析了分隔板几何参数立管振动响应的抑制效果。

Mao 和 Zhao（2017）提出可旋转分隔板的涡激振动抑制方案，研究表明该方法

可以减振超过 90%。Rui 等（2019）开展了平行双分隔板圆柱的涡激振动抑制数

值模拟，研究了分隔板尺寸、分隔板间距对尾流场不稳定性的影响。张友林（2011）

采用二维切片法研究了动波壁方法对刚性圆柱涡激振动的抑制作用，并将该方法

应用于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抑制研究中。吴浩（2013）提出了一种多根控制杆的

涡激振动抑制措施，对多根控制杆抑制性能的影响因素及其抑制机理进行了系统

性地研究。Zhu 等（2017）和梁健等（2020）研究了整流罩对立管涡激振动的抑

制特性，研究发现整流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两边剪切层的相互作用，漩涡脱落

的位置向后推移，脱落漩涡的强度明显地减小，从而使立管远离强漩涡的影响。

张凯（2018）采用直接数值模拟和大涡模拟方法开展了低雷诺数和高雷诺数下的

波浪型圆柱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了波浪型圆柱的流体动力特性及其机理。

王伟等（2020）采用滑移网格方法，开展了不同数量轴向板条的圆柱涡激振动抑

制研究，发现轴向板条可以对海洋立管的涡激振动进行有效控制，当板条数目增

加时，海洋立管的涡脱频率也会增加。因此板条数目不宜过多，存在最优的分布

形式。 

 

 
 

（a）Li et al, 2020 （b）Wang et al, 2020 

图 1-16 基于仿生学原理的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 

Figure 1-16 Investigations on VIV suppression based on the bionic theory 

 

除了上述安装额外的装置实现立管涡激振动的被动抑制外，基于改变立管截

面形状策略的抑制措施也是一种可选方式，既能抑制立管的振动响应，还能防止

流体力的显著增大。Huang（2011）开展了带三联螺旋凹槽圆柱的涡激振动模型

试验，研究发现螺旋凹槽能够有效降低圆柱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和顺流向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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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等（2015）开展了带轴向凹槽圆柱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发现相比于

裸管，轴向凹槽立管的顺流向和横流向流动变得更为紧凑，且平均阻力系数的减

小量达到了 18%至 28%。Canpolat 和 Sahin（2017）详细地研究了不同布置形式

的单轴向凹槽立管的流动控制机理。Marcollo 等（2018）开展了带不同截面形状

的轴向凹槽的刚性圆柱涡激振动模型试验，这种被动抑制方式能够有效减小圆柱

的涡激振动响应振幅。Law 等（2018）开展了附加多种不同轴向凹槽的刚性圆柱

的涡激振动抑制三维数值模拟研究，发现轴向错列凹槽对圆柱横流向振动位移响

应的抑制效果达到 37%，对顺流向阻力的抑制效果达到 25%，如图 1-17 所示。

Wang 等（2019）开展了立管表面附着不同几何尺寸的三角形凹槽的海洋立管涡

激振动抑制数值模拟。Zhao 等（2020）开展了不同布置角度的双凹槽圆柱的涡激

振动能量收集数值模拟研究，分析了带凹槽圆柱的振动、泄涡和能量收集特性，

研究发现当轴向凹槽布置位置合适时会产生明显的涡激振动响应放大现象。 

 

  

（a）错列和螺旋凹槽立管 （b）带凹槽立管的三维泄涡 

图 1-17 带错列和螺旋凹槽立管的涡激振动抑制研究 (Law et al, 2018) 

Figure 1-17 Investigations on VIV suppression of a riser with staggered and 

helical grooves (Law et al, 2018) 

 

综上可知，目前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的研究仍以模型试验为主，受到试验经费

量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几种典型的被动抑制装置上，很难系统性地开展新型抑制

装置的系统性研究。而基于 CFD 法的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方面，目前以二维

圆柱和三维刚性圆柱为主要研究对象，较少开展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抑制研究，

这方面还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1.4 基于厚切片模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1.4.1 厚切片模型的方法原理 

目前，在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 CFD 研究方面，主要包含三维数值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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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维切片法两类。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可以直观地模拟细长立管周围的流场特性，

还能够模拟复杂截面构型和螺旋侧板等抑制装置引起的三维流动变化。但是，随

着流场雷诺数的增加，不仅需要精细化平行于立管截面方向的网格以确保边界层

的准确模拟，还需要增加轴向网格密度以确保流场三维泄涡特性的准确模拟。最

终，计算网格的加密将导致网格量的倍增，计算资源的消耗难以预估，这是现阶

段工程实际甚至科研工作均无法承受的。为了提高计算效率而提出的二维切片法，

假定流场是局部二维的且不考虑流场沿立管轴向的相关性，将三维流场简化为一

系列的二维流场切片进行求解。这种简化方式在低雷诺数和简单截面立管的涡激

振动预报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也会导致该方法无法捕捉到流场的三维流动

特性，难以应用于涡激振动抑制装置的系统性研究。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Bao 等（2016）基于二维切片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切片

流场轴向相关性的厚切片模型（Generalized thick strip modelling），如图 1-18 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与二维切片法相似各三维流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分布，

且厚切片的布置数量与立管的最大轴向波数相近，使得该方法在能够有效地捕捉

到立管的振动模态。同时，由于考虑了流场的轴向相关性，因此各流场切片均能

够独立地模拟立管在该位置处的三维流动特性。进一步地，该方法能够应用到复

杂激励作用引起的立管三维流动数值模拟、具备复杂尾流场与管间干涉作用的多

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具备复杂截面构型的涡激振动抑制数值模拟等的研究工

作上，在减小计算资源消耗的同时拓展了立管涡激振动的数值研究范围。 

 

 

图 1-18 厚切片模型示意图 (Bao et al, 2016) 

Figure 1-18 Schematic of the generalized thick strip modelling (Bao et al, 2016) 

1.4.2 厚切片模型的研究现状 

Bao 等（2016）在提出厚切片模型时，分别开展了切片数量和切片厚度对立

管涡激振动响应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在雷诺数为 100 的计算工况，限定立管的顺

流向振动，开展了切片数量分别为 8、16 和 32 的数值模拟，如图 1-19 所示。研

究发现对于固定长度的厚切片，存在一个切片数量的临界值，使得计算模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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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尽可能少的网格量消耗下捕捉到立管涡激振动的三维流动特性。 

 

 

（a）N = 8,tU∞/D = 100 （b）N = 16,tU∞/D = 100 （c）N = 32,tU∞/D = 100 

 

（d）N = 8,tU∞/D = 600 （e）N = 16,tU∞/D = 600 （f）N = 32,tU∞/D = 600 

图 1-19 雷诺数 100 工况下不同切片数量的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 (Bao et 

al, 2016) 

Figure 1-19 Comparisons on VIV of a riser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thick fluid 

strips at Re=100 (Bao et al, 2016) 

 

 

（a）Lz/D = π/16 （b）Lz/D = π/8 （c）Lz/D = π/4 

 

（d）Lz/D = π/2 （e）N = Lz/D = π （f）Lz/D = 2π 

图 1-20 雷诺数 3900 工况下不同切片厚度的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 (Bao et 

al, 2016) 

Figure 1-20 Comparisons on VIV of a riser with different fluid strip thickness at 

Re=3900 (Bao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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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诺数 3900 的计算工况中，选取长度为 32π 的模型立管，限定切片数量

为 16 个，开展了切片无量纲厚度（Lz/D）分别为 π/16、π/8、π/4、π/2、π 和 2π 的

数值模拟对比研究，如图 1-20 所示。研究发现，当切片厚度较小时（π/16 和 π/8），

计算模型无法捕捉到各切片处的三维泄涡特性和精细的流场；当切片厚度较大时

（π/2、π 和 2π），各切片处的三维流场表现出较高的泄涡相似性，说明此时切片

的厚度足以准确预报立管表面的流体力分布。因此，考虑到计算准确性和计算资

源的消耗，Bao 等（2016）推荐的切片无量纲厚度为 π/4 和 π/2。 

 

  

（a）厚切片计算模型 （b）第七切片处的压力等值面云图 

图 1-21 基于厚切片模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预报 (Bao et al, 2019) 

Figure 1-21 VIV prediction of a flexible riser through the thick strip model (Bao 

et al, 2019) 

 

在上述厚切片模型的参数化研究基础上，Bao 等（2019）将该方法应用到了

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预报上，并基于 Lehn（2003）的模型试验开展了对比数

值模拟研究。构建的厚切片计算模型包含有 16 个三维流场厚切片，各切片的无

量纲厚度为 Lz/D = π，如图 1-21（a）所示。相比于二维切片法，厚切片模型能够

捕捉到精细的三维流场，如图 1-21（b）所示。通过对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振

动模态、振动均方根振幅和振动频率的详细对比，验证了该方法在预报柔性立管

涡激振动上的有效性，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1.5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1.5.1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随着立管涡激振动的研究热点向浮式平台复杂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

多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和涡激振动抑制研究等方面转移，立管周围流场的三维泄

涡特性愈发显著，常规的基于二维切片法的立管涡激振动求解策略将难以进行准

确预报。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适用于这类含复杂三维流动现象的立管涡激振动

预报求解器。 

本文以开源平台 OpenFOAM 和基于二维切片模型开发的海洋立管涡激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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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固耦合求解器 viv-FOAM-SJTU 为基础，引入了考虑流场三维特性的厚切片模

型代替了传统的二维切片模型，如图 1-22 所示。同时，考虑计算边界沿立管轴

向的局部振动变形，改进了相应的流固耦合插值和动网格更新策略，最后引入了

适用于三维精细流场模拟的 DES 湍流模型，形成了 viv3D-FOAM-SJTU 求解器。 

 

 

图 1-22 厚切片法求解策略的示意图 

Figure 1-2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olution strategy for the three-dimensional 

thick strip method 

 

通过对均匀流、阶梯流和振荡激励作用下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对比

计算，验证了求解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开展了厚切片模型的切片厚度和

网格轴径比的参数化研究，总结出了适用于本文后续研究工作中计算模型构建参

数。进一步地，针对复杂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多立管涡激振动、涡激振

动抑制等问题，系统性地开展了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的应用研究。同时，

也为后续进一步开展高雷诺数下立管涡激振动预报、平台运动与立管涡激振动耦

合研究、复杂布置形式多立管涡激振动研究和新型涡激振动抑制装置研究等工作

奠定了基础。 

本论文每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从模型试验、半经验法、CFD 法和人工智能法回顾了定常

流场中立管涡激振动研究的国内外进展，详细归纳了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具备

显著三维流动特性的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研究现状，最后介绍了适用于立管涡激

振动数值模拟的厚切片模型及其研究现状。 

第二章首先介绍了本文厚切片模型的三维流场求解中所采用的 RANS 和

DES 方法的基本理论和控制方程。紧接着，介绍了结构场求解的欧拉-伯努利梁

理论及基于有限元法的离散求解过程。然后，介绍了适用于厚切片模型的考虑计

算边界局部振动变形的动网格更新和流固耦合插值策略。最后，介绍了 viv3D-

FOAM-SJTU 求解器的开发过程及关键功能模块。 

第三章详细地开展了均匀流、阶梯流和振荡激励作用下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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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比验证，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对比参照基础。然后，根据本文数值模拟研

究涵盖的雷诺数区间，开展了三维流场切片厚度和切片网格轴径比的参数化研究，

并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可参考的网格划分控制参数。 

第四章以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为基础，开展了两自

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系列研究，详细分析了振荡幅值比和正负相

位角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和流场演化特性的影响。并对比了二维切片模型和厚切

片模型的预报结果，说明了考虑流场三维特性的必要性。 

第五章首先采用二维切片模型和厚切片模型开展了多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

题对比验证研究，证明求解器在多立管系统涡激振动求解上的有效性，以及采用

厚切片模型研究多立管干涉的必要性。然后，以阶梯流中的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

题验证为基础，开展了固定间距的串联多立管系统涡激振动研究，分析了不同立

管数量的多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及管间干涉影响。 

第六章以均匀流中的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为基础，开展了基于截面形

状改变策略的立管涡激振动被动抑制研究，对比分析了不同凹槽深度和迎流角度

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最后引入 DES 模型开展了相同计算工

况的数值模拟对比研究，详细地对比了 RANS 模型和 DES 模型的预报结果，说

明了 DES 模型在涡激振动抑制研究上的适用性。 

1.5.2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本博士论文基于开源平台 OpenFOAM，开发了适用于海洋立管涡激振动的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并利用该求解器研究了具有复杂三维流动的立管涡

激振动问题，论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发展了考虑立管局部变形的动网格更新方法，结合多个计算子边界的

厚切片模型划分策略，形成了三维流固耦合插值技术，解决了数值模拟过程中计

算网格的流体力计算边界与振动变形后立管表面贴合的问题。 

（2）开发了海洋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流固耦合求解器 viv3D-FOAM-SJTU，实

现了海洋立管涡激振动的准三维数值模拟。通过将求解器应用于均匀流、阶梯流

和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对比计算，验证了求解器的有效性

和正确性。 

（3）将开发的求解器成功应用于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

多立管涡激振动和涡激振动抑制等研究中，揭示了这类具备显著三维流动特性的

问题中立管的复杂时频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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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于厚切片法的海洋立管涡激振动求解器开发 

随着计算流体动力学（CFD）的持续发展和计算机硬件水平的不断提升，越

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 CFD 技术应用到了海洋工程领域，如：波浪中船舶的运动

预报、风浪条件下的浮式风机动力特性预报、浮式平台的全耦合运动响应预报等。

本章作为后续章节的技术基础，将详细介绍在解决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流固耦

合问题中，厚切片模型采用的数值方法和计算策略，并介绍了在此基础上结合

OpenFOAM 开源平台编制的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的基本框架。 

2.1 流场控制方程 

在各三维流场切片中，假定粘性流场具备不可压缩性，并且忽略由于温度变

化引起的能量转化，则流场的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的微分形式可写如下形式： 

0
i

iu

x


=


                             (2-1) 

1 ji

j

i

j j i

i j

i

uup

t x x x x

u u

x

u




     
+ = − + +  

         

               (2-2) 

式中  表示流体的密度且为常数；p 表示压力；ν 表示流体的运动粘度系数；

, 1, 2,3i j = 分别表示物理量在 x，y，z 三个方向上的分量。 

当流场雷诺数增大时，为了捕捉立管边界层内的流动特性，需要对立管周围

的网格进行加密。由于考虑了流场轴向的三维效应，各流场切片计算网格沿轴向

的每次加密都会使得总体网格量剧增，因此对网格质量有较高要求的直接数值模

拟（DNS）和大涡模拟（LES）均不适合用于本文的后续研究，所以本文主要采

用雷诺平均法（RANS）和分离涡方法（DES）开展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2.1.1 雷诺平均法（RANS） 

雷诺平均法（RANS）配合湍流模式是当前解决工程中粘性流动问题的主要

方法，该方法的本质是将流场变量看作时均量和脉动量的叠加。对式（2-1）和

（2-2）做时间平均处理后，可以得到雷诺平均（RANS）控制方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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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ANS
ij j iu u   为雷诺应力项。该项由脉动速度产生，代表了湍流效应，需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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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应的湍流模式来使得方程封闭。 

本文采用 Menter（1993）提出的 SST k-ω 湍流模型来封闭 RANS 方程，该

模型是一种 k-ω 模型和 k-ε 模型的混合模型，可以提高近壁面流场求解的可靠性

和精度，同时在存在负压梯度的流动问题求解上也有较好的表现。SST k-ω 湍流

模型所包含的湍动能 k 和耗散率 ω 的输运方程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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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2 *
1= min ,tG S c k   ，其中 2 ij ijS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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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变率张量；

F1 为混合函数，其作用是进行近壁面处 k-ω 模型和外流场中 k-ε 模型的切换，其

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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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运方程中的相关

参数的取值可以通过 1 1 1 2= (1 )F F  + − 得到，其中 代表 , ,   等参数。涡粘性

系数 t 可以通过下式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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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式中 d 是网格点和壁面之间的距离。 

2.1.2 分离涡方法（DES） 

为了捕捉到具备复杂截面形状的立管在产生涡激振动现象时生成的小尺度

涡结构，可以采用分离涡方法（DES）处理流场的控制方程。分离涡方法（DES）

是一种混合的雷诺平均法（RANS）和大涡模拟（LES）。其中雷诺平均法（RANS）

部分的处理同上；大涡模拟（LES）部分，在采用滤波函数处理后，相应的连续

性方程和动量方程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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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iu

x


=


                             (2-12) 

1 1i ji

j i j

LES
j iji

j i j

uup

t x x x x

u

x

uu

x




 

      
  + = − + + −
          

     (2-13) 

式中 LES
ij 为亚格子应力项。对比式（2-3）和（2-4）可以发现雷诺平均法（RANS）

和大涡模拟（LES）的控制方程在结构上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因此分离涡方法

（DES）采用雷诺平均法（RANS）求解近壁面流场区域，采用大涡模拟（LES）

求解流动分离流场区域，能够有效地结合两种方法的优势。引入一个混合长度项

DESl 来构建新的湍动能 k 的输运方程，也称为 SST-DES 模型，实现流场求解过

程中雷诺平均法（RANS）和大涡模拟（LES）的转换。修改后的湍动能输运方程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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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min ,DES DES RANSl C l ，为亚格子长度尺度；
*

=RANS

k
l

 
为计算得到的湍

流长度尺度； DESC 为 DES 常数。上述公式中的经验参数的具体取值和流场有限

体积离散过程可以参考赵伟文和万德成（2016）、赵伟文（2019）的研究工作，

本文不再赘述。 

2.2 结构振动控制方程 

2.2.1 欧拉-伯努利梁控制方程 

通常模型试验中将海洋立管缩尺并简化为两端简支、带轴向预张力的细长杆

件结构，此时可以认为立管模型符合欧拉-伯努利弯曲梁（Euler-Bernoulli bending 

beam）假设。同时，假定立管模型沿轴向是材质均匀和截面相同的，即质量m 和

刚度 EI 不随立管的高度位置 z发生变化，忽略结构的扭转变形和轴向拉伸变形，

则基于梁的微单元假定（端木玉（2017）），各梁微单元在 t 时刻的振动微分方程

可写为如下形式： 

( ) ( )
( ) ( ) ( )

( )
24

4 2

, , ,
, ,x

x z t x z t x z t
EI x z t T z m c f z t

z z z t t

    
− + + = 

     
 (2-15) 

( ) ( )
( ) ( ) ( )

( )
24

4 2

, , ,
, ,y

y z t y z t y z t
EI y z t T z m c f z t

z z z t t

    
− + + = 

     
 (2-16) 

式中 EI 为立管的弯曲刚度且为常数；T(z)为各有限单元对应的轴向张力；m 为各

有限单元的质量；c 为各有限单元的阻尼； ( , )xf z t 和 ( , )yf z t 分别为各有限单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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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和横流向的流体力； ( , )x z t 和 ( , )y z t 分别为 t 时刻 z 高度的梁微单元位移。 

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对立管模型进行离散（朱伯芳（2009）），如图 2-2 所示，

该方法在立管振动数值求解上的应用可参考端木玉（2017）、付博文（2018）和

王哲（2019）等的研究。每个结构单元在顺流向（inline, IL）和横流向（crossflow, 

CF）均有两个节点和四个自由度，则各结构单元的结构动力学方程可简写作以下

形式： 

xmx cx kx f+ + =                        (2-17) 

ymy cy ky f+ + =                        (2-18) 

式中𝑚，𝑐，𝑘分别为结构有限单元的质量、阻尼和刚度； xf 和 yf 分别为顺流向和

横流向的流体力；x 和 y 分别为顺流向和横流向振动位移 。 

 

 

图 2-2 立管的几何模型和离散单元 

Figure 2-2 Geometric model and discrete element of the riser 

 

在有限元法中，两端简支梁的结构动力学求解的前提工作是构建结构的单元

矩阵并组合成整体矩阵，即结构的整体刚度矩阵、整体质量矩阵和整体阻尼矩阵。

具体的推导工作和通过结构单元矩阵构建结构整体矩阵的方法可参考朱伯芳

（2009）、端木玉（2017）和张友林（2018）的研究工作，本文不对详细的推导

过程进行赘述。则各有限单元的单元质量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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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19) 

式中 l 为有限单元的长度。 

单元刚度矩阵 e
K 包含有结构弯曲刚度引起的单元弹性刚度矩阵 E

e
K 和轴向

张力作用引起的单元几何刚度矩阵 e
GK ，如下所示： 

e e e

E G= +K K K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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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弹性刚度矩阵 E

e
K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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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2-21) 

单元几何刚度矩阵 e
GK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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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为各有限单元的轴向张力。对于水平立管，在求解单元有效张力时，只需

要考虑张力的作用；对于垂直立管，在求解单元有效张力时，还需要考虑立管的

自重和浮力作用的影响。 

由于影响结构物阻尼的因素既包括自身的结构特性，也受到周围介质和相互

作用的影响，因此工程中通常采用瑞利阻尼（Rayleigh damping）代替实际阻尼来

获得阻尼矩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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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a 和 1a 为比例系数； 为阻尼比； 1nf 和 2nf 分别为立管结构的一阶和二阶固

有频率。 

单元载荷向量 eF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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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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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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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25) 

式中 f 为有限单元对应的均布载荷。 

通过对单元特性矩阵的线性组合可以得到结构整体特性矩阵，则整体的结构

动力学方程可简写为： 

HXM{X}+ C{X}+ K{X} = {F }                   (2-26) 

HYM{Y}+ C{Y}+ K{Y} = {F }                   (2-27) 

式中 M，C，K 为组合后结构的整体质量矩阵、整体阻尼矩阵和整体刚度矩阵；

HX{F }和 HY{F }分别为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整体载荷向量；{X}和{Y}为顺流向和横

流向的位移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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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 

对于本文后续章节开展到的复杂位移激励影响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采用

支座激励法（付博文（2018））进行数值模型的构建。立管两端在顺流向和横流

向的受迫简谐振荡激励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2
( ) sinframe x

x

t
x t A

T




 
= + 

 
                 (2-28) 

2
( ) sinframe y

y

t
y t A

T

 
=  

 
 

                    (2-29) 

式中 ( )framex t 和 ( )framey t 分别为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时历振荡激励位移； xA 和 yA 分

别为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振荡激励幅值； xT 和 yT 分别为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振荡激

励周期，为顺流向振荡激励和横流向振荡激励的相位角。 

各振荡方向的 KC 数可以写为： 

2 x
x

A
KC

D


=                         (2-30) 

2 y

y

A
KC

D


=                         (2-31) 

因此，经过有限元法离散后的立管模型各节点在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总位移

( , )totalx z t 和 ( , )totaly z t 可表示为各节点的实际振动位移（ ( , )x z t 和 ( , )y z t ）与受迫

简谐振荡激励位移（ ( )framex t 和 ( )framey t ）的和，如下所示： 

( , ) ( ) ( , )total framex z t x t x z t= +                   (2-32) 

( , ) ( ) ( , )total framey z t y t y z t= +                   (2-33) 

将式（2-32）和式（2-33）分别带入式（2-15）和式（2-16），考虑到本文采

用的瑞利阻尼模型，则改写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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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通过有限元离散并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动力学方程可改写为： 

frame−HXM{X}+ C{X}+ K{X} = {F } M{X }              (2-36) 

frame−HYM{Y}+ C{Y}+ K{Y} = {F } M{Y }              (2-37) 

式中 frame{X }和 frame{Y }为顺流向和横流向的强迫振荡激励位移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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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Newmark-β求解策略 

本文中，采用 Newmark-β 法进行立管系统整体结构动力学方程组的求解（顺

流向振动响应和横流向振动响应的求解方式相同），如图 2-3 所示。 

 

 

图 2-3 Newmark-β 法结构振动求解流程图 

Figure 2-3 Flow chart of the structural vibration solution based on the Newmark-

β method 

 

具体的求解步骤如下： 

（a）计算初始化： 

1. 构建总体质量矩阵 M，总体刚度矩阵 K 和总体阻尼矩阵 C； 

2. 给定各方向位移 0u 、速度 0u 和加速度 0u 的初始值； 

3. 根据时间步长 t 、参数 和参数 （ 0.5  ， ( )
2

0.25 0.5 = + ），计算

如下积分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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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求解无条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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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有效刚度矩阵： 

0 1a a = +K K + M C                     (2-38) 

5. 对有效刚度矩阵进行三角分解： 

T =K LDL                         (2-39) 

（b）求解各时间步的振动响应 

1. 计算第 i+1 时间步的载荷向量： 

( ) ( )1 1 0 2 3 1 4 5i i i i i i i ia a a a a a

+ += + + + + + +F F M Cu u u u u u      (2-40) 

2. 求解第 i+1 时间步的位移： 

*

1 1

T

i i+ +=LDL u F                        (2-41) 

3. 计算第 i+1 时间步的速度和加速度： 

1 6 7 1i i i ia a+ += + +u u u u                       (2-42) 

( )1 0 1 2 3i i i i ia a a+ += − − −u u u u u                   (2-43) 

4. 判断是否达到设定时间步，若是则结束循环，若否则返回 1 进入下一循环。 

2.3 流固耦合求解策略 

海洋立管涡激振动问题中，两相介质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流体域和结构域

在交界面处的流体力信息与结构位移信息间的耦合与相互传递。本文中，采用任

意拉格朗日欧拉（ALE）法结合动网格技术实现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固耦

合求解。 

具体的流固耦合求解流程如下： 

1. 在第 i+1 时间步，根据第 i 时间步计算得到的压力场和速度场分布，计算

得到结构物固壁边界上的压力和粘性力，并通过积分得到各流场切片处顺流向的

阻力和横流向的升力； 

2. 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法得到流体力在各有限单元上的分布情况，通过结构

动力学控制方程计算当前时间步的结构振动位移； 

3. 根据节点的振动位移，插值得到网格控制点的位移，并采用动网格技术

（Dynamic Grid technique）进行各流场厚切片计算网格的更新； 

4. 采用 PIMPLE 算法（一种混合的 PISO 和 SIMPLE 算法）求解计算网格的

压力场和速度场； 

5. 进入下一个时间步。 

2.3.1 动网格技术 

动网格技术是实现立管涡激振动流固耦合求解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流固耦合

问题的数值模拟中，为了满足耦合条件，流场网格的变形需要和结构场的振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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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相匹配。当某个时间步内的网格变形速度过大，就可能会导致网格计算网格的

畸变，进而使得流场计算发散。因此，对于流固耦合问题的求解，需要选择合适

的网格变形方案。 

本文在处理厚切片计算网格的更新时，选取网格运动变形过程中拓扑结构不

发生变化的方式（采用 OpenFOAM 中的 dynamicFvMesh 类）来实现。由于不考

虑立管的扭转和轴向（z 向）拉伸变形，因此在计算网格更新过程中，主要通过

网格在 xoy 平面内的拉伸和压缩来改变网格单元的位置和形状。通过位移插值得

到固壁边界处网格节点的运动以后，再在整个计算域内求解相应的 Laplace 方程

获得所有网格节点的速度，然后实现网格的更新。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 ) 0   =u                        （2-44） 

new oldx x t= +  u                       （2-45） 

式中 为扩散系数；u为网格节点的变形速度。 

2.3.2 厚切片模型的流场求解策略 

在本文使用的厚切片模型求解策略中，如图 1-22 所示，流场切片的轴向厚

度取值为结构有限单元长度的整数倍并且布置在对应结构控制长度的中间位置，

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流场厚切片及其结构控制长度 

Figure 2-4 Schematic diagram of a thick strip with its controlling riser length 

 

在计算网格设计和划分方面，传统的二维切片法由于不考虑流场的三维效应，

各切片的轴向位置和轴向厚度均无特殊要求，因此二维切片数量无特殊限制且沿

轴向仅需一层网格，并且可以根据立管长径比的增大而达到 20 个和 40 个甚至更

多。本文中采用的厚切片模型，由于需要考虑各切片局部流场的三维流动特性，

因此流场切片的数量、轴向分布和轴向厚度的设计均要根据模型立管的长度来确

定。同时，根据 Bao 等（2016）的研究可知，厚切片模型的轴向厚度太小会造成

流场的模拟结果趋于二维切片法。综上，本文在设计厚切片计算模型时，根据整

数倍的结构有限单元长度来确定流场切片的轴向厚度，并按照所包含的结构有限

单元数量将单个固壁边界划分为多个流体力计算子边界，从而增加数值模拟过程

中沿轴向分布的实际计算得到的流体力的数量，进而提高采用三次样条函数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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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流体力沿轴向分布的准确性。 

在计算网格的边界条件设置方面，由于OpenFOAM仅能识别三维计算网格，

因此基于传统的二维切片法开发的 viv-FOAM-SJTU 求解器通过将切片计算网格

的上下边界设置为“空”边界条件，实现三维计算网格的二维化。在本文的厚切

片计算模型中，由于相邻流场厚切片的间距明显大于切片轴向厚度，可以假定相

邻厚切片间的流场相互影响较弱，所以仅将切片计算网格的上下边界设置为“对

称”边界条件，其它计算网格边界的边界条件设置均与二维切片法相同。 

在计算网格的动网格更新方面，由于传统的二维切片计算模型在轴向仅一层

网格，因此在网格更新时可看作是局部的刚体平动，只需要将二维切片对应的立

管轴向位置的顺流向和横流向位移插值给边界网格，再调用 OpenFOAM 中的动

网格类，即可完成计算网格的更新。对于厚切片模型，由于固壁边界表示模型立

管在一定轴向范围内的实际形状，因此在立管振动过程中需要考虑流体力计算边

界的局部变形，所以本文根据三维流场切片的特殊性设计了与之匹配的网格变形

策略，如图 2-5 所示。 

 

 

图 2-5 计算网格更新策略示意图 

Figure 2-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esh update strategy 

 

具体的考虑局部变形的动网格更新步骤如下： 

1. 在第 i 时间步，通过结构振动求解模块计算得到各节点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振动位移 dispX 和 dispY ； 

2. 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方法，根据各节点的振动位移dispX 和 dispY 及其对应

的轴向无量纲位置 z/L 构建相应的三次样条函数 SplineX 和 SplineY ； 

2. 在各厚切片网格的计算边界上，遍历所有边界网格控制点的坐标； 

3. 根据边界网格控制点的无量纲轴向位置(z/L)p，通过构建好的三次样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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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SplineX 和 SplineY 插值得到各点的顺流向和横流向位移
pdispX 和

pdispY ； 

4. 调用 OpenFOAM 的网格更新函数，根据边界控制点的位移，实现当前时

间步的计算网格更新； 

5. 计算网格更新结束，进入下一时间步。 

2.4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开发 

2.4.1 求解器功能模块说明 

基于前文介绍的厚切片模型，结合 OpenFOAM 中的单相流湍流不可压动网

格求解器 pimpleDyMFOAM，本文开发了深海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流固耦合求

解器 viv3D-FOAM-SJTU。在 OpenFOAM 的基本框架下采用 C++编写了基于

Newmark-β 法的结构动力学求解模块，和基于三次样条插值法的流固耦合插值模

块。如图 2-6 所示，为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的模块图。 

 

 

图 2-6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功能模块图 

Figure 2-6 Modules diagram of the viv3D-FOAM-SJTU solver 

 

各模块的主要功能如下： 

1. 输入模块：计算开始前读取数值模拟所需的必要参数，包括立管结构参数

（立管线密度、立管直径、立管总长度、立管弯曲刚度和顶端预张力等），有限

元求解参数（结构有限元划分数量、构造阻尼矩阵的相关参数和 Newmark-β 法

有限元求解相关参数等），三维流场切片参数（切片数量、各切片计算边界上的

自边界数量和流体密度等），振荡激励参数（各方向振荡幅值、各方向振荡圆频

率和振荡相位角等）。然后，根据读取的参数进行整体质量矩阵、整体刚度矩阵、

整体阻尼矩阵、流体力向量和节点振动位移向量的初始化。 

2. 流场计算模块：调用 OpenFOAM 自带的单向不可压缩流场求解器

pimpleDyMFOAM 的主程序来求解，通过“Ueqn.H”和“pEqn.H”两个内置的函

数，采用 PIMPLE 算法进行各厚切片网格计算域内速度场和压力场的迭代求解。 

3. 厚切片计算模块：基于流场计算模块计算所得速度场和压力场，由厚切片

计算模块进行各立管固壁边界的流体力计算，具体过程如下：（1）根据计算配置

文件中选择的湍流模型类型（如：RANS、DES 等）返回相应的粘性项；（2）定

义变量“pfCylinder”和“vfCylinder”，类型为向量场（vectorField），大小由固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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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计算网格单元数来确定，这两个变量分别用于计算和存储每个固壁边界单

元的压力和粘性力；（3）在固壁计算边界上进行积分，即对“pfCylinder”和

“vfCylinder”求和，得到每个计算子边界域处的压力（Fp）和粘性力（Fv），数

据类型为向量（vector）；（4）对压力和粘性力的顺流向及横流向分力进行分解和

求和，得到不同计算子边界处的顺流向阻力和横流向升力。 

4. 流固插值模块：将每个计算子边界处的流体力通过三次样条插值方法，插

值到各结构有限单元上。首先根据各计算子边界的流体力和相应的轴向位置构造

流体力的三次样条型函数，然后基于各结构有限单元的中间点轴向位置插值得到

相应的流体力，并作为后续求解结构振动响应的对应右端流体力项。 

5. 结构计算模块：求解结构场所有节点的广义位移（含线位移和角位移），

输入参数为结构场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流体力，用该参数构造每个时刻的整体载荷

向量，采用 Newmark-β 法计算得到各节点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振动位移。 

6. 固流插值模块：根据结构计算模块得到立管所有结构有限单元节点的顺

流向和横流向位移和节点相应的无量纲轴向位置构造位移的三次样条型函数，根

据固壁边界网格控制点的无量纲轴向位置插值得到相应的网格变形位移，根据边

界控制点的位移更新整个计算域的位移。 

7. 动网格模块：获得边界控制点的位移后，动网格模块调用 OpenFOAM 自

带的变形网格程序，在网格拓扑关系不改变的前提下完成计算网格的更新。 

2.4.2 求解器结构框图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的结构框图如图 2-8 所示，由图中可知求解器主

要由流场计算模块、结构场计算模块和流固耦合插值模块组成。 

 

 

图 2-7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结构框图 

Figure 2-7 Structural diagram of the viv3D-FOAM-SJTU so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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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器根据 OpenFOAM 中自带的 pimpleDyMFOAM 主程序为基础，即图 2-

7 所示的流场模块，增加了插值模块和结构模块，通过动边界处流体力和节点位

移的信息交互，实现了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固耦合求解。其中，流场模块的求解主

要采用厚切片模型和 OpenFOAM 完成，结构场的求解主要采用有限元法和

Newmark-β 法完成。基于 OpenFOAM 输出的流场计算结果可开展二维涡量场、

三维泄涡结构和涡街形态等流场分析；基于结构振动求解输出的节点位移结果可

开展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和模态分析等。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对占用计算资源较

多的厚切片流场计算部分采用并行计算，在并行化过程中，将流场切片信息进行

重新编号和有效分块，并利用 MPI 将每块的插值信息传递给对应进程。 

2.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详细介绍了适用于厚切片流场求解的控制方程，包括雷诺平均法

（RANS）和分离涡方法（DES）。基于有限体积法的流场控制方程的离散和求解

在端木玉（2017）和赵伟文（2019）的研究中均已详细给出，本章不作赘述。本

章还分别介绍了常规两端简支立管模型和运动激励作用下立管模型的控制方程，

以及基于 Newmark-β 法的结构振动求解流程。随后，本章详细介绍了基于厚切

片模型开发的流固耦合求解策略，以及所采用的拓扑结构不变的计算网格更新方

法。最后，本章介绍了基于上述方法在 OpenFOAM 开源平台上自主开发的深海

柔性立管三维涡激振动求解器 viv3D-FOAM-SJTU，包括输入模块、流场计算模

块、厚切片计算模块、流固插值模块、结构计算模块、固流插值模块和动网格模

块等七大子模块的详细功能介绍。此外，还对求解器的整体的结构框架进行了简

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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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viv3D-FOAM-SJTU 求解器验证 

本文自主研发的海洋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流固耦合求解器 viv3D-FOAM-SJTU

是基于厚切片模型（Bao 等（2016，2019））和 FEM 方法，在开源平台 OpenFOAM

上结合本文介绍的流固耦合和网格更新策略开发的。在国际范围内，采用相似的

方法研究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流固耦合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在开展后

续复杂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多立管涡激振动和涡激振动抑制等研究前，

有必要对本求解器的有效性和正确性进行详细的数值验证。 

前文提到，viv3D-FOAM-SJTU 求解器是前期基于二维切片法开发的柔性立

管涡激振动流固耦合求解器 viv-FOAM-SJTU 的基础上，引入了考虑流场轴向三

维效应的厚切片模型并替代传统的二维切片模型，同时改进了与之适配的流固耦

合和网格更新策略。其中，基于 FEM 方法和 Newmark-β 方法的结构振动求解模

块的正确性，及其在求解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流固耦合问题中的有效性，已

经通过大量的数值研究得到了验证。例如：端木玉（2017）采用 viv-FOAM-SJTU

求解器，对阶梯流中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进行了验证，并研究了顶端张力、长

径比、质量比和流速等对立管振动响应的影响。付博文（2018）采用支座激励法

改进了结构振动求解模块，开展了振荡流中立管涡激振动的标准问题验证，并拓

展性地研究了顶端水平运动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王哲（2019）

引入顶端变张力简化模型改进了结构振动求解模块，开展了参激-涡激耦合振动

系列研究。武磊（2020）考虑双立管耦合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结构振动求解模

块，实现了不同来流和布置形式的双立管涡激振动干涉研究。基于 RANS 方法和

DES 方法的三维流场求解模块，赵伟文（2016，2019）开展了圆柱绕流和浮式平

台涡激运动系列研究，验证了湍流求解模块的可靠性。上述大量研究成果表明，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的结构振动求解模块在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研究

中均具有良好的可靠性，所采用的 RANS 和 DES 方法能够确保在计算网格划分

合适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柱状结构三维流场的正确求解。因此，本章在验证 viv3D-

FOAM-SJTU求解器的功能可靠性时，不再单独对各求解模块进行重复验证工作。 

本章分别开展了均匀流、阶梯流和振荡激励作用下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标准

问题验证，在均方根振幅、振动模态和振动频率等方面详细对比了本求解器计算

结果、公开发表文献结果和模型试验结果，验证了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在

解决细长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流固耦合问题上的有效性。同时，本章的三个标准

问题验证算例也将作为后续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研究内容的基础对比算例。

最后，考虑本文的数值研究涉及到的雷诺数范围，开展了流场厚切片厚度（轴向

长度）和计算边界网格轴径比（轴向划分尺度）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参数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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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为后续章节的厚切片计算模型的建立和网格划分提供指导依据。 

3.1 均匀流中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 

本节基于 Lehn（2003）的均匀流中细长柔性立管模型试验开展标准问题验

证研究，并与 Wang 和 Xiao（2016）采用大涡模拟（LES）方法的三维数值模拟

结果和武磊（2020）采用二维切片法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由于 Lehn（2003）

的系列模型试验报告并未公开，因此本节采用的试验结果均从Wang和Xiao（2016）

的对比研究中获得。本节将首先介绍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厚切片计算模型，然后

从时域响应、频域响应和三维流场特性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3.1.1 厚切片计算模型 

Lehn（2003）开展了均匀流和剪切流中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系列模型试

验，该系列试验的结果也成为了后续诸多研究人员开展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数

值模拟时的对比验证标准模型试验，如：Wang 和 Xiao（2016），Bao 等（2019）

的研究。模型试验中，柔性立管的长度为 9.63m，立管直径为 0.02m，长径比为

481.5。本节选取均匀流流速为 0.2m/s 的试验工况开展对比验证研究，详细的模

型立管结构参数和计算工况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立管模型的主要结构参数和计算工况 

Table 3-1 Main parameters and corresponding flow condition of the model riser 

 符号 数值 单位 

长度 L 9.63 m 

直径 D 20 mm 

弯曲刚度 EI 135.4 Nm2 

顶端张力 T 817 N 

质量比 m* 2.23 - 

长径比 L/D 481.5 - 

流速 U 0.2 m/s 

雷诺数 Re 4000 - 

 

本文采用网格绘制通用软件 Pointwise 进行厚切片计算模型的构建和网格划

分，如图 3-1（a）所示。图中的立管模型意在表示三维流场切片与模型立管间的

相对位置，在计算过程中立管简化为二维梁单元不需要实际建模。结构场部分，

细长柔性立管被离散为 200 个等长的结构有限单元，即沿轴向等间距分布有 201

个结构节点。流场部分，10 个相同的三维流场切片（初始计算域大小和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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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相同）沿立管轴向均匀分布，各流场切片在顺流向（x 方向）长度为 40D（D

为立管的直径），横流向（y 方向）长度为 20D，轴向长度为 1/100L（L 为立管长

度），如图 3-1（b）所示。计算网格沿 xoy 平面的分布情况如图 3-1（c）所示。

为了捕捉到边界层内的物理量，如：速度（U）和压力（P）等，对立管周围的圆

形网格区域进行了加密，并且在整个计算过程中未采用壁面函数进行流场求解的

简化处理。考虑到所采用的 SST k-ω 模型和雷诺数条件，网格绘制时保持初始的

y+均小于 3.0 以确保立管周围的网格足够精细，从而保证流体力计算的准确性。

各三维流场切片的边界条件如图 3-1（b）和 3-1（c）所示：入口边界“Inlet”采

用速度入口条件；出口边界“Outlet”采用压力出口条件；左右边界和上下边界

“Left，Right，Top，Bottom”采用对称条件；立管表面边界“Cylinder”采用壁

面条件。 

 

 

（a）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b）单个三维流场切片计算域 （c）立管周围网格分布和边界条件 

图 3-1 模型立管厚切片计算模型 

Figure 3-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表 3-2 网格收敛性分析的三套网格参数 

Table 3-2 Details of three computational meshes for the mesh convergence study 

 计算网格 网格量 ARC RADIUS AXIS 

Case3-1 Mesh I (Coarse) 212 万 40 42 10 

Case3-2 Mesh II (Middle) 307 万 50 55 15 

Case3-3 Mesh III (Fine) 413 万 58 69 20 

 

在计算过程中，为了确保稳定性及收敛速度，计算时间步长设置为 0.001s，

库朗数（Courant Number，Co）始终小于 5.0，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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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t
Co

x


=


                             (3-1) 

式中 U 为来流速度；Δt 为计算时间步长；Δx 为立管表面第一层计算网格的尺寸。

为了提升整体的计算效率，数值模拟均在高性能计算集群（HPC）上并行完成，

每个时间步的计算耗时约 20s。为了给后续的网格划分提供参考，首先开展网格

收敛性分析。在相同的计算域尺寸下，根据沿圆形计算域四分之一圆周的网格划

分数（ARC）、沿圆形计算域半径上的网格划分数（RADIUS）和沿圆形域轴向的

网格划分数（AXIS），分别绘制了三套不同的厚切片计算模型：Mesh I（Coarse 

mesh）、Mesh II（Middle mesh）和 Mesh III（Fine mesh），如表 3-2 所示。 

3.1.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三套计算网格的数值计算结果中，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振动位移时历曲线

如图 3-2 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稳定的横流向时历振动主要发生在柔性立管的

中间位置，如各图中 z/L=0.5 位置处的时历曲线所示。在顺流向上，能够观察到

和横流向响应相反的沿轴向变化的振动现象，即稳定的顺流向振动主要发生在柔

性立管中间节点上下两侧的位置，如 z/L=0.3 和 z/L=0.7 位置附近。并且柔性立管

中间位置（z/L=0.5）出现了明显的高频振荡现象，使得顺流向振动曲线上出现“毛

刺”。三套计算网格的数值结果均能观察到上述现象，为了进一步与模型试验结

果和已公开发表文献的结果进行对比，对图 3-2 中的结果进行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RMS）处理，并得到如图 3-3 所示的横流向振动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

均方根振幅曲线。 

 

  

（a）横流向，Mesh I （b）顺流向，Mes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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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横流向，Mesh II （d）顺流向，Mesh II 

  

（e）横流向，Mesh III （f）顺流向，Mesh III 

图 3-2 立管不同轴向位置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3-2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displacement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among three mesh resolutions 

 

柔性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均方根振幅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2
, ( ) [ ( , )]

e

s

t

y RMS y

t t

A z A z t
=

=                        (3-2) 

2
, ( ) [ ( , )- ( )]

e

s

t

x RMS x x

t t

A z A z t A z
=

=                     (3-3) 

式中 Ay,RMS 为横流向振动均方根振幅；Ax,RMS 为顺流向振动均方根幅值；z 为柔性

立管的轴向位置；ts 为选取时间段的起始时间；te 为选取时间段的结束时间； ( )xA z

为所选取时间段内顺流向振动沿轴向的平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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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3（a）可以看出采用 viv3D-FOAM-SJTU 求解器计算得到的柔性立管

横流向振动的均方根振幅与 Lehn（2003）的模型试验结果、Wang 和 Xiao（2016）

的三维数值模拟结果和武磊（2020）的二维切片法数值模拟结果均吻合良好，

Mesh II 和 Mesh III 均准确捕捉到了横流向最大均方根振幅 0.406D 及其对应的轴

向位置 0.55L，而 Mesh I 虽然也捕捉到了最大的均方根振幅，但是其对应的轴向

位置约为 0.5L，相比其它两套网格略低。同时，Mesh I 对柔性立管其它轴向位置

的均方根振幅捕捉，相比于其它的数值预报结果均存在较为明显的误差。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3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3-3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3-3（b）所示，在顺流向振动的均方根振幅对比中，只有 Mesh II 和 Mesh 

III 捕捉到了立管上端 0.77L 位置处产生的 0.098D 的均方根振幅。在立管中间

0.44L 处产生的 0.045D 和下端 0.22L 处产生的 0.092D 的均方根振幅，仅 Mesh II

准确捕捉到了。Mesh III 的计算结果相比试验结果明显偏大，与 Wang 和 Xiao

（2016）的三维数值模拟结果相近。Mesh I 顺流向均方根振幅整体偏大，与武磊

（2020）的模拟结果相近，相比于模型试验结果存在显著误差。可以发现 Mesh 

II 的顺流向均方根振幅结果相比于 Wang 和 Xiao（2016）和武磊（2020）的数值

模拟结果更接近 Lehn（2003）的模型试验结果，因此后续的分析和计算网格绘制

标准将以 Mesh II 为基础。 

图 3-4 为基于 Mesh II 计算结果绘制的柔性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相对于

平衡位置的无量纲位移时空云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立管的横流向振动表现出

“驻波”现象，如图 3-4（a）所示。而在顺流向振动的时空云图中（图 3-4（b）），

在 t=57s 附近可以观察到“驻波”和“行波”交替的现象。图 3-5 为柔性立管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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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从图 3-5（a）中可以看出立管的横流

向振动表现出了明显的 1 阶模态形状，振动位移的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为 0.64D 和

-0.67D，对应的轴向位置分别为 z=0.555L 和 z=0.574L。从图 3-5（b）中可以看

出，立管顺流向振动呈现明显的 2 阶振动模态，立管上下端的最大振动位移分别

为 0.7D 和 0.75D，对应的轴向位置分别为 z=0.361L 和 z=0.63L。同时，可以发现

立管中间节点的振动具备一定的振幅变化，并非完全的振动驻点，这也是图 3-4

（b）中出现的顺流向“行波”振动现象所导致的。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4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位移时空云图：Mesh II 

Figure 3-4 Non-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vibration displacement contour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Mesh II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5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Mesh II 

Figure 3-5 Non-dimensional instantaneous deflection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Mesh II 

 

为进一步分析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特性，采用模态分解方法处理立管横流向

和顺流向的时历振动响应，该方法的可靠性已被 Chaplin 等（2005a，2005b）、端

木玉（2017）和付博文（2018）等人验证。基于模态分解方法，可将柔性立管各

瞬时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振动位移看作是一系列模态形状的叠加，相应的计算公式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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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为柔性立管各节点的轴向位置；L 为柔性立管的长度；n=1，2，3 等为模

态数；Ay(z,t)为柔性立管的横流向振动位移；Ax(z,t)为柔性立管的顺流向振动位移；

wyn(t)为横流向振动第 n 阶模态的模态权重；wxn(t)为顺流向振动第 n 阶模态的模

态权重；φn(z)为第 n 阶模态形状；N 为最大模态数。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6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Mesh II 

Figure 3-6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Mesh II 

 

图 3-6 分别为柔性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时历模态权重图，从图

3-6（a）中可以看出横流向振动中 1 阶模态占主导作用，虽然能够观察到较为明

显的 2 阶模态响应，但是仍远小于 1 阶模态的权重，3 阶和 4 阶等模态的影响可

忽略不计，使得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始终表现为 1 阶模态。在顺流向振动中，虽然

在 20s 至 25s 的区间内 1 阶模态和 3 阶模态的权重均大于 2 阶模态的权重，但是

在整个振动过程中 2 阶模态仍占据主导作用。其中，产生 1 阶模态响应强于 2 阶

模态响应的原因是在顺流向振动过程中发生了“行波”现象，如图 3-4（b）所示，

会在“行波”传递至立管中部时出现短暂的 1 阶模态形状。4 阶模态的权重由于

远小于其它阶模态的权重，因此其对柔性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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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本文中，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方法对柔性立

管的时历振动响应进行频域变换，从而得到相应的频域振动特性。FFT 变换的计

算公式如下所示： 

( ) ( ) i tF f t e dt
 −

−
=                       (3-7) 

式中 f(t)为时域信号；F(ω)为 f(t)的频谱；ω 为频率。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7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Mesh II 

Figure 3-7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Mesh II 

 

对图 3-6 中的各阶模态权重时历曲线进行 FFT 变换，得到相应的模态功率

谱密度（PSD）曲线，如图 3-7 所示。从图 3-7（a）中可以看出横流向 1 阶主振

模态对应的主振频率为 1.58Hz，2 阶模态对应振动频率的强度远小于 1 阶模态，

而 3 阶和 4 阶模态对应振动频率的强度几乎可忽略不计，这也说明了横流向振动

表现为稳定的单模态振动现象。在顺流向上，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前三阶振动频率，

其中 2 阶主振模态对应的主振频率为 3.39Hz，约为横流向主振频率的 2.15 倍。

1 阶模态的频谱呈现低强度、大频谱宽度的特性，这与图 3-6（b）中无量纲模态

权重时历曲线的不规则性相对应。3 阶模态对应的振动频率为 4.93Hz，由于其振

动频率对应的强度明显小于 2 阶主振模态，因此 3 阶模态对顺流向振动的影响仍

被 2 阶模态所掩盖。这也说明柔性立管的顺流向振动相比于横流向振动更易出现

多模态振动现象。Lehn（2003）的模型试验中，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主振频率

分别为 1.5Hz 和 3.4Hz；武磊（2020）采用二维切片法的预报结果分别为 1.4Hz

和 3.4Hz，可以发现本文采用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对立管主振频率的预报

结果与模型试验和二维切片法的结果均吻合良好。 



第 3 章 viv3D-FOAM-SJTU 求解器验证 

52 

3.1.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尾流场泄涡特性，采用 Q 准则对流场

进行可视化处理，基于 Q=1 提取涡量等值面并采用速度场进行染色，其中 Q 准

则的计算公式如下： 

22 2
1

2

u v w u v u w v w
Q

x y z y x z x z y

             
 = − + + − − −    
              

     (3-8) 

式中 u，v，w 分别为 x，y，z 方向上的速度。 

如图 3-8 所示为 t=55s 时柔性立管的整体和各三维流场切片泄涡的瞬时涡量

图，其中对图 3-8（a）的整体泄涡云图进行轴向显示 0.5 倍的压缩处理，而各切

片的泄涡云图保持原有比例。从图 3-8（a）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三维泄涡现象，

同时在尾流场后部可以观察到许多不规则细长条状的漩涡。从各厚切片的瞬时涡

量图（图 3-8（b）至（k））中可以发现显著的交替泄涡现象，并且从立管下端起

1 号厚切片至 6 号厚切片的尾流场中均可观察到扭曲的轴向联通细长条状漩涡和

紊乱的小涡团，且漩涡仅在刚刚泄出立管表面时呈现轴向连通特性，随后便分离

成小涡团。立管上部剩余 4 个厚切片的尾流场均出现明显的轴向连通的“圆柱形”

漩涡，并伴随有少量离散小涡团，显然流场的三维泄涡特性不够显著。结合图 3-

4 可知，此时柔性立管横流向振动和和顺流向振动响应均较弱，且顺流向出现波

形由下向上传递的行波现象，进而使得立管上部的三维泄涡特性不显著。 

 

 
 

（a）柔性立管整体三维泄涡云图 （b）1 号厚切片 

   

（c）2 号厚切片 （d）3 号厚切片 （e）4 号厚切片 

   

（f）5 号厚切片 （g）6 号厚切片 （h）7 号厚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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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 号厚切片 （j）9 号厚切片 （k）10 号厚切片 

 

图 3-8 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3-8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Q=1) 

3.2 阶梯流中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 

本节选取 Chaplin 等（2005a）开展的阶梯流中垂直放置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

模型试验进行标准问题的验证。同时，Chaplin 等（2005a）也采用基于半经验模

型方法、基于 CFD 和二维切片法的多种数值预报软件开展了系列盲测对比计算，

部分对比结果也将作为本节数值计算结果的对比参考。本节将首先介绍柔性立管

涡激振动的厚切片计算模型，然后从时域响应、频域响应和三维流场特性等方面

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3.2.1 厚切片计算模型 

为了摆脱试验水池对立管尺寸的限制，在有限的试验空间内研究细长柔性立

管的高阶模态振动响应特性，Chaplin 等（2005a，2005b）开发了如图 3-9（a）所

示的试验方法，在立管上部套上一个直径远大于管径的真空管，并注入足够多的

水以避免真空管内的自由液面对立管的振动响应产生影响。在拖曳试验过程中，

立管的上部将处于静水中而立管的下部将处于均匀流场中，从而产生沿轴向阶梯

形分布的流场，如图 3-9（b）所示。模型试验中，柔性立管的长度为 13.12m，直

径为 0.028m，详细的立管结构参数如表 3-3 所示，其中立管下部 45%的长度处

于均匀来流中，剩余 55%的长度处于静水中。通过改变流速和顶端张力的组合开

展系列标模试验，其中流速从 0.11m/s 递增至 0.95m/s，雷诺数从 3080 增加至

26600，顶端张力从 405N 增加至 2018N，共计 15 个试验工况。Huera-Huarte 和

Bearman（2009a，2009b）采用相同的试验手段，详细地研究了阶梯流中立管涡

激振动的动态响应、流体力分布特性和泄涡特性。 

Chaplin 等（2005a）在模型试验的基础上，采用了 11 种数值预报软件进行

了盲测对比计算，其中 4 种基于二维切片模型和 CFD 法开发，2 种基于二维切

片模型预报数据和模型试验数据的半经验公式方法开发，5 种基于模型试验数据

的半经验公式方法开发。本节中将选取 3 个计算工况，如表 3-4 所示，流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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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m/s 增大至 0.31m/s，雷诺数从 4480 增大至 8680，顶端张力从 405N 增大至

457N，并详细对比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的计算结果、模型试验结果和 4 种

CFD 方法的预报结果。 

 

  

（a）Chaplin 等（2005a）模型试验示意图 （b）流剖面示意图 

图 3-9 阶梯流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示意图 

Figure 3-9 Schematic on VIV of a flexible riser in the stepped flow 

 

表 3-3 立管模型的主要结构参数 

Table 3-3 Main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riser 

 符号 数值 单位 

长度 L 13.12 m 

直径 D 28 mm 

弯曲刚度 EI 29.88 Nm2 

质量比 m* 3.0 - 

长径比 L/D 469 - 

 

表 3-4 数值模拟对比验证工况 

Table 3-4 Simulation conditions for the validation study 

 计算网格 顶端张力（N） 流速（m/s） 雷诺数（Re） 

Case 3-4 Mesh IV 405 0.16 4480 

Case 3-5 Mesh V 407 0.21 5880 

Case 3-6 Mesh VI 457 0.31 8680 

 

如图 3-10（a）所示，为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流场部分，20 个相同的三

维流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布置，各流场切片的顺流向长度为 40D，横流向长度

为 20D，轴向长度为 1/100L，各切片的固壁边界均包含有两个计算子边界。结构

部分，基于欧拉-伯努利梁理论的柔性立管简化模型被离散为 200 个有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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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den 和 Graham（2001，2004）采用二维切片法开展了系列数值研究，发现为

了准确捕捉流体力沿立管轴向的分布特性和立管的振动模态，每一阶模态最少需

要 3 个二维流场切片。参考其研究结论，可知本节数值模拟的三维流场切片为 20

个，流体力计算子边界共 40 个，最大顺流向振动模态为 7 阶，最大横流向振动

模态为 4 阶，均满足上述要求。各三维流场切片的网格划分方式与 3.1 节相同，

确保在 Case 3-6 工况下计算网格的初始 y+仍小于 3，以及第一层网格的轴向长

度和径向长度的比值相近，总网格量为 616 万。计算网格在 xoy 平面的分布情况

和相应的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3-10（b），入口端速度设置时由下至上 1 到 9 号切片

设置如表 3-4 所示的流速，10 到 20 号切片的流速均设为 0，从而实现阶梯形流

剖面的模拟。 

 

  

（a）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b）立管周围的网格分布和边界条件 

图 3-10 模型立管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3-1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3.2.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三种计算工况下，柔性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RMS）振

幅如图 3-11 所示。从图 3-11 中可以看出，随着流速和顶端张力组合的增大，立

管横流向振动的模态形状从 2 阶增大到 4 阶，顺流向振动的模态形状从 4 阶增大

到 7 阶，立管各振动方向的最大无量纲 RMS 振幅及其对应的轴向位置如表 3-5

所示。 

 

表 3-5 立管最大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3-5 Maximum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Ay,RMS/D max z/L Ax,RMS/D max z/L 

Case 3-4 0.387 0.246 0.103 0.363 

Case 3-5 0.314 0.514 0.113 0.412 

Case 3-6 0.501 0.337 0.126 0.512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流速和顶端张力组合的增大，立管的横流向最大无量

纲 RMS 振幅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而顺流向最大 RMS 振幅持续增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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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各振动方向最大 RMS 振幅对应的轴向位置均分布在立管的中部和下部。结

合图 3-11，可以发现虽然立管振动的极值点出现在阶梯流中有流速部分附近，但

是处于上部静水部分立管的振动响应也具备与均匀流部分相同的响应量级，甚至

横流向的振动响应更为剧烈，如图 3-11（a）中 Case 3-4 和 Case 3-5 的立管横流

向 RMS 振幅响应曲线所示。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11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3-11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3-12 所示，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位移时空云图，可以

看出立管表现出来的振动响应阶数与图 3-14 相吻合。并且，随着流速和顶端张

力组合的增大，立管的横流向振动从显著“驻波”现象逐渐向“行波”现象发展，

如图 3-12（e）所示。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则始终保持着“行波”现象，并且会产

生明显的“行波”和“驻波”交替现象，如图 3-12（d）所示。从图 3-15（f）中

可以发现，立管顺流向的振动会交替发生在平衡位置一侧，从而使得顺流向的振

动响应趋于复杂化。 

 

  

（a）横流向，Case 3-4 （b）顺流向，Cas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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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横流向，Case 3-5 （d）顺流向，Case 3-5 

  

（e）横流向，Case 3-6 （f）顺流向，Case 3-6 

图 3-12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位移时空云图 

Figure 3-12 Non-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vibration displacement contour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图 3-13 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立管横流向振

动最大无量纲位移对比如表 3-6 所示。基于二维切片法和 CFD 方法开发的立管

涡激振动预报软件分别为 Norsk Hydro、USP（University of São Paulo）、DeepFlow

（Institut Francais du Pétrole）和 VIVIC（Graham 和 Willden（2004））。 

 

表 3-6 立管横流向振动最大无量纲位移 

Table 3-6 Maximum non-dimensional crossflow vibration displacements 

 Case 3-4 Case 3-5 Case 3-6 

viv3D-FOAM-SJTU 0.779 0.551 0.904 

模型试验 0.764 0.581 0.784 

Norsk Hydro 0.182 - 0.520 

USP 0.412 0.520 0.561 

DeepFlow 0.696 - 0.703 

VIVIC 0.899 - 0.493 

 

如图 3-13（a）（b）和（c）所示，立管横流向振动的最大无量纲位移及其对

应的轴向位置分别为：Ay=0.779，z/L=0.718（Case 3-4）；Ay=0.551，z/L=0.494（Case 

3-5）；Ay=0.904，z/L=0.346（Case 3-6）。结合表 3-6 发现，横流向最大振动位移

的预报误差分别为 2%、5.2%和 15.3%，除了对 Case 3-6 工况的预报误差比

DeepFlow 大之外，其余均小于基于二维切片法开发的预报软件。如图 3-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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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和（f）所示，相比于立管横流向振动中观察到的明显振动阶次，横流向振

动随着阶次的增加，其显著性明显降低，这也说明顺流向振动在高阶模态下难以

保持单一固定阶次。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最大无量纲位移及其对应的轴向位置分别

为：Ax=1.11，z/L=0.328（Case 3-4）；Ax=1.719，z/L=0.393（Case 3-5）；Ax=4.03，

z/L=0.349（Case 3-6），均处于立管下端均匀流场部分。同时，在立管上部靠近端

点位置附近，出现了明显的顺流向负向振动对应的最小位移及其轴向位置为：

Ax=-0.0413，z/L=0.934（Case 3-4）；Ax=-0.015，z/L=0.972（Case 3-5）。当流速增

大至 0.31m/s（Case 3-6）时，立管上部将不再出现负向振动位移。对比立管底部

的顺流向振动变形形状可知，来流的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立管的负向振动位

移并增大顺流向振动的平衡位置。 

 

   

（a）Case 3-4，横流向 （b）Case 3-5，横流向 （c）Case 3-6，横流向 

   

（d）Case 3-4，顺流向 （e）Case 3-5，顺流向 （f）Case 3-6，顺流向 

图 3-13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 

Figure 3-13 Non-dimensional instantaneous deflection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采用 3.1.2 节中所述的模态分解方法，可以得到如图 3-14 所示的立管横流向

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通过比较各阶模态的模态权重值可以

看出，Case 3-4 工况下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为 2 阶，顺流向的主振模态为 4 阶；

Case 3-5 工况下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为 3 阶，顺流向的主振模态为 6 阶；Case 

3-6 工况下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为 4 阶，顺流向的主振模态为 7 阶。随着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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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张力和流速组合的增大，在各工况中能观察到愈发明显的其它阶振动模态的

影响，如：Case 3-4 中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 3 阶模态权重；Case 3-5 中横流向

振动的 4 阶模态权重，Case 3-6 中横流向振动的 3 阶模态权重、顺流向振动的 4

阶和 6 阶模态权重等。但是，在整个时间段内其它阶模态的模态权重响应幅值均

未超过对应的主振模态，因此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仍表现为单模态振动。 

 

  

（a）横流向，Case 3-4 （b）顺流向，Case 3-4 

  

（c）横流向，Case 3-5 （d）顺流向，Cas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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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横流向，Case 3-6 （f）顺流向，Case 3-6 

图 3-14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3-14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对比 Chaplin 等（2005a）的标准模型试验结果，发现 viv3D-FOAM-SJTU 求

解器对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横流向主振模态和顺流向主振模态的预报与试验结

果吻合良好。从图 3-14 中可以发现，在 Case 3-4 和 Case 3-5 工况中，顺流向主

振模态为横流向主振模态的 2 倍，而在 Case 3-6 工况中仅为 1.75 倍，说明随着

立管振动响应模态的增加，这种低模态下的“2 倍”响应关系将会被打破。 

3.2.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3-15 所示，为三种工况下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频率云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主振频率均呈现增加的趋势，横流向主振频率

从 0.895Hz 增加至 1.885Hz，顺流向主振频率从 1.879Hz 增加至 3.863Hz，且立

管的顺流向主振频率约为横流向主振频率的 2 倍。表 3-7 为各工况采用 viv3D-

FOAM-SJTU求解器计算得到的横流向主振频率结果和相应模型试验结果的对比，

从表中可以看出 Case 3-4 和 Case 3-5 的频率预报误差均在 10%左右，而 Case 3-

6 的频率预报误差仅为 4.12%。从图 3-15（a）（c）和（e）中可以看出，横流向

振动的显著频率响应区间均围绕着主振频率，频率云图沿轴向的变化与立管的振

动模态变化相吻合。虽然从图 3-15（a）中可以观察到 6 阶频率响应成份，以及

从图 3-15（e）中可以观察到 10 阶频率响应成份，但是由于其响应强度远小于主

振频率，因此可以忽略这些频率成份对横流向振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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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横流向，Case 3-4 （b）顺流向，Case 3-4 

  

（c）横流向，Case 3-5 （d）顺流向，Case 3-5 

  

（e）横流向，Case 3-6 （f）顺流向，Case 3-6 

图 3-15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频率云图 

Figure 3-15 Vibration frequency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表 3-7 立管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对比 

Table 3-7 Comparisons on the dominant corssflow vibration frequency 

 viv3D-FOAM-SJTU 模型试验 计算误差 

Case 3-4 0.895Hz 0.995Hz 10.05% 

Case 3-5 1.479Hz 1.345Hz 9.96% 

Case 3-6 1.885Hz 1.966Hz 4.12% 

 

在顺流向频率响应云图上也可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唯一的区别是，随着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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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和流速的增加，顺流向 1 阶频率响应的强度逐渐增强，并达到与主振频率相

当的强度等级。综上可知，随着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主振模态的增加，其频率响

应云图中所包含的频率成份也将增加，从而使得振动响应有趋于复杂化的趋势，

如图 3-15（f）所示，在立管的顺流向振动频率响应中可以观察到 3 阶、4 阶、6

阶和 8 阶等频率响应成份。 

3.2.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3-16 所示，采用 Q 准则对流场进行可视化处理，基于 Q=1 提取涡量等

值面并采用速度场进行染色，得到三种计算工况下立管涡激振动整体及局部三维

流体切片泄涡的瞬时涡量图。 

 

   

（a）Case 3-4 整体泄涡 （b）9 号切片 （c）16 号切片 

   

（d）Case 3-5 整体泄涡 （e）9 号切片 （f）16 号切片 

   

（g）Case 3-6 整体泄涡 （h）9 号切片 （i）16 号切片 

图 3-16 立管泄涡整体和特定切片上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3-16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and at specific 

thick fluid strips among three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Q=1) 

 

从图 3-16（a）（d）和（g）中可以观察到立管的下部发生了明显的三维泄涡

现象，并且在立管振动响应最剧烈的位置处出现了沿轴向弯曲变化的波浪形漩涡，

如图 3-16（b）（e）和（h）所示。然而，由于计算模型的切片厚度、计算中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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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湍流模型和立管的振动响应的耦合影响，部分厚切片的尾涡结构并未充分发

展，从而表现出无轴向变化的柱状泄涡，如图 3-16（a）中第 3 号切片、（d）中

第 8 号切片和（g）中第 5 号切片等的尾流场所示。如图 3-16（c）（f）和（i）所

示，由于沿轴向阶梯型流剖面的影响，立管下部 9 个厚切片中产生的漩涡沿流向

泄放，而立管上部 11 个厚切片中产生的漩涡沿横流向泄放且漩涡强度远小于立

管下部泄放的漩涡。由此可见，阶梯流中立管的下部泄涡特性由来流所控制，而

立管上部的泄涡特性则由立管的振动响应强度所控制。随着立管顶端张力和流速

组合的增大，立管上部的漩涡强度和三维泄涡特性愈加显著，使得尾涡从轴向柱

状涡条，如图 3-16（c），逐渐演化为离散的小涡团，如图 3-16（i）所示。 

3.3 振荡激励作用下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 

本节选取王俊高等（2014）开展的静水中正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柔性立管涡

激振动模型试验进行标准问题的验证。同时，与 Fu 等（2018）采用二维切片法

开展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以说明采用厚切片模型模拟复杂振荡激励影响下

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必要性。本节将首先介绍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厚切片计算模

型，然后从时域响应、频域响应和三维流场特性等方面进行详细地对比分析。 

3.3.1 厚切片计算模型 

在实际海洋环境中，受到风、浪、流的耦合影响，浮式平台通常会产生周期

性的振荡运动。与此同时，立管系统也会随着浮式平台一起周期性运动，这种振

荡激励作用会使得立管与周围的环境间产生相对的振荡流场，导致立管的涡激振

动响应趋于复杂化。王俊高等（2014，2016）将这一现象简化为立管两端单自由

度振荡激励作用，开展了系列 KC 数和振荡周期组合下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模型

试验，相应的试验示意图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模型试验示意图（王俊高等，2014） 

Figure 3-17 Layout of the model experiments (Wang et al, 2014) 

 

试验过程中，柔性立管在两端支座的顺流向激励作用下在静水中进行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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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运动，并且可以在横流向和顺流向自由振动。立管主要结构参数和本节选取

的计算工况如表 3-8 所示，其中立管长度为 4m，立管直径为 0.024m，长径比为

167，振荡 KC 为 84，振荡周期为 7.5s。 

 

表 3-8 立管的主要结构参数和计算工况 

Table 3-8 Main paramete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dition of the flexible riser 

 符号 数值 单位 

质量比 m* 1.53 - 

直径 D 24 mm 

长度 L 4 m 

长径比 L/D 167 - 

弯曲刚度 EI 10.5 Nm2 

顶端张力 T 500 N 

1 阶自然频率 fn
1 2.68 Hz 

2 阶自然频率 fn
2 5.46 Hz 

KC 数 KC 84 - 

振荡周期 To 7.5 s 

 

 

（a）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b）立管周围的网格分布和边界条件 

图 3-18 模型立管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3-1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如图 3-18（a）所示，为模型立管的厚切片计算模型。流场部分，5 个相同的

三维流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布置，各流场切片沿顺流向长度为 120D，沿横流

向长度为 20D，沿轴向长度为 L/25 包含有 4 个计算子边界，以确保立管在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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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作用过程中流向两端的计算网格不会因为压缩而导致畸变。结构部分，基于

欧拉-伯努利梁理论的柔性立管简化模型被离散为 100 个有限单元。各切片的网

格划分和边界条件如图 3-18（b）所示，边界条件与图 3-1（c）相同。从图 3-18

（b）可以看出，计算域沿顺流向靠近“Inlet”和“Outlet”边界处的网格设置得

十分稀疏，以适应顺流向振荡激励引起的大位移。考虑到这部分网格的主要作用

并非用于精细流场的计算，因此在保证该部分网格沿各方向变化不太剧烈的情况

下，仅对圆柱周围的网格进行轴向加密，以确保精细流场计算部分网格的轴径比

（轴向与径向比）在合适范围内。网格加密区的设置范围沿横流向和顺流向均为

-10D 至 10D 区间，从图 3-18（b）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流向加密边界。 

 

表 3-8 网格收敛性分析的三套网格参数 

Table 3-8 Details of three computational meshes for the mesh convergence study 

 计算网格 网格量 轴径比 

Case 3-7 Mesh VII (Coarse) 213 万 127 

Case 3-8 Mesh VIII (Middle) 429 万 90 

Case 3-9 Mesh IX (Fine) 595 万 83 

 

由于未采用壁面函数，网格绘制时保持初始 y+小于 3.0，从而保证立管所受

流体力的计算准确性。由于本节中网格设置与前述均匀流和阶梯流中计算网格间

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开展相应的网格收敛性分析工作。三套计算模型的网

格量分别为 213 万、429 万和 595 万，边界层内计算网格的轴径比如表 3-8 所示。 

3.3.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3-19 所示，为三套计算网格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 RMS

振幅对比曲线，相应的最大无量纲 RMS 振幅及其轴向位置如表 3-9 所示。从图

3-29（a）中可以看出，Mesh VIII 和 Mesh IX 的横流向 RMS 振幅沿轴向的变化

趋势吻合良好，仅在 z=0.75L 附近出现较为明显的误差，而 Mesh VII 和 Mesh 

VIII 的横流向 RMS 振幅沿轴向变化趋势存在明显的偏差。结合表 3-9 可知，Mesh 

VII 在最大 RMS 振幅的预报上与其它两套网格吻合良好，但是其对应的轴向位

置明显偏低。从如 3-19（b）中可以看出，Mesh VIII 和 Mesh IX 的顺流向 RMS

振幅沿轴向变化趋势虽然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对应的误差明显小于 Mesh VII

和 Mesh VIII 间的顺流向 RMS 振幅预报误差。结合表 3-9 可知，Mesh VII 预报

的顺流向最大 RMS 振幅明显小于 Mesh VIII 和 Mesh IX，虽然 Mesh VII 在最大

RMS 振幅点对应的轴向位置的预报上相比 Mesh IX 更接近于 Mesh VIII。综合上

述的对比结果并考虑网格的计算精度，后续的分析和扩展计算中选取 Mesh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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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准的计算网格。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19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3-19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表 3-9 立管最大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3-9 Maximum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Ay,RMS/D max z/L Ax,RMS/D max z/L 

Case 3-7 0.161 0.5 0.1 0.499 

Case 3-8 0.16 0.523 0.108 0.503 

Case 3-9 0.16 0.531 0.109 0.522 

 

如图 3-20 所示，为模型试验（王俊高等，2014）、基于二维切片法的数值模

拟（付博文，2018）和本节基于厚切片模型的数值模拟中，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

的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对比图。从图 3-20（c）中可以观察到立管中间节点明显

的“间歇性”涡激振动现象，即当立管振荡运动通过原点位置附近时发生具有大

振动位移响应涡激振动现象，而当立管振荡运动处于两端时振动位移响应明显减

小。王俊高等（2014）根据立管振动最大响应无量纲位移的有义值（ ( )
max

/ 2yA D ）

定义了振荡激励作用下立管涡激振动发展的三个区间：“建立”、“锁定”和“衰

减”。如图 3-23（a）所示，在 KC=84 和周期 To=7.5s 的工况下，模型试验中立管

中间节点的最大振动位移为 0.38D，立管涡激振动“锁定”区间占半振荡周期的

比例为 22%；付博文（2018）的数值模拟中立管中间节点的最大振动位移为 0.556D，

“锁定”区间的占比为 21%；本节数值模拟中，立管中间节点相应的最大振动位

移为 0.446D，“锁定”区间的占比为 20.6%。可以发现，采用二维切片法和厚切

片模型均能够准确模拟出振荡半周期内“锁定”区间的占比。但是，对于立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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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节点最大振动位移的预报，厚切片模型的模拟结果要明显优于二维切片法，两

种方法相比于模型试验的预报误差均偏大，可能是采用瑞丽阻尼代替实际阻尼而

引起的。 

 

  

（a）模型试验半振荡周期结果 

（王俊高等，2014） 

（b）基于二维切片法的模拟结果

（付博文，2018） 

  

（c）本数值模拟多振荡周期结果 （d）本数值模拟半振荡周期结果 

图 3-20 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中立管中间节点的横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3-20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crossflow vibration displacements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between experiment and present simulation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21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 

Figure 3-21 Non-dimensional instantaneous deflection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3-21 所示分别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图

3-22 为相应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结合两图可以看出，立管横流向上 2 阶

及以上振动模态的模态权重明显小于 1阶模态，因此横流向主振模态保持为 1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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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流向上，1 阶振动模态权重的时历变化呈现明显的正弦函数发展趋势，明显

区别于图 3-6 和图 3-14 中立管顺流向振动模态权重的时历发展趋势，这也使得

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表现为与横流向相似的对称形状，如图 3-

21（b）所示。从图 3-22（a）可以看出，立管横流向振动的 1 阶模态也呈现明显

的“间歇性”特性，与图 3-20（c）的立管中间节点时历振动位移发展趋势一致，

2 阶及以上模态响应对立管振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立管顺流向 2 阶振

动模态的权重响应较为明显，但是其仍被 1 阶模态权重所控制，如图 3-22（b）

所示，使得顺流向的主振模态响应仍表现为 1 阶，这也使得顺流向主振模态与横

流向主振模态的比值有别于典型的“2 倍”响应关系。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22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3-22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图 3-23 立管沿轴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 

Figure 3-23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trajectories along the r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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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23 所示，为单个振荡激励周期内，立管轴向不同位置处的无量纲振

动轨迹线。可以观察到典型的“蝴蝶型”振动轨迹曲线，这一现象也在 Fu 等（2018）

的数值研究中有观察到。“蝴蝶型”振动轨迹线的中间部分对应于立管涡激振动

发展的“建立”和“衰减”阶段，此时由于立管振荡运动的速度分别处于“从 0

开始增大”和“逐渐降低至 0”这两个阶段，导致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响

应均显著减弱。“蝴蝶型”振动轨迹线的左右两侧部分对应于一个振荡周期内的

两个“锁定”区间，此时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分别处于正向最大位移响应和负向最

大位移响应，而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则处于正负向交替振荡的显著位移响应。 

3.3.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对图 3-22 中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进行 FFT 变换，得

到如图 3-24 所示的无量纲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从图 3-24 中可以看出，立管横

流向的主振频率为 2.47Hz，接近于立管的 1 阶固有频率；而顺流向的主振频率仅

为为 0.158Hz，接近于立管两端的振荡激励频率（0.133Hz）。结合图 3-22 可知，

虽然立管顺流向振动的 1 阶模态权重曲线中能够发现有高频振荡成分的参与，其

对应的振荡频率在 1 阶固有频率附近变化并频谱宽度明显大于主频，但是立管振

动的主要变化趋势仍被 1 阶模态的大周期正弦曲线型的时历模态权重所控制，因

此立管顺流向的主振频率也主要反应这一大周期模态权重变化现象的频率特性。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24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3-24 Non-dimensional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虽然采用 FFT 变换可以得到全局范围内哪些频率成份参与到立管的涡激振

动过程中，但是无法对各成分出现的时刻进行预报。因此本文采用连续小波变换

（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CWT）对立管的时历振动位移进行时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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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等（2018）和付博文（2018）均采用该方法对振荡流中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

响应进行视频分析。小波变换方法核心的是将傅里叶变换中的无限长三角函数基

替换为了具有衰减特性的小波基，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1

,
t

WT f t dt


  




−

− 
=   

 
                 (3-9) 

式中 α 为小波尺度，控制小波函数的伸缩，对应于频率；τ 为小波平移量，控制

小波函数的平移，对应于时间。 

 

 

图 3-25 Morlet 小波基函数 

Figure 3-25 Morlet wavelet function 

 

 

图 3-26 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 

Figure 3-26 Wavelet contour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crossflow 

direction 

 

本文中采用的小波基函数为 Morlet 小波，其波形如图 3-25 所示。对立管中

间节点的横流向振动时历位移进行小波变换，得到如图 3-26 所示的时历小波变

换云图。立管横流向振动的频谱强度呈周期性的增强和衰减，而不具备均匀流中

的时历连续性，并且与横流向振动的“锁定”区间相重合。如表 3-10 所示，为各

“锁定”区间内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振动的主振频率及其对应的时刻，可以发现

横流向的主振频率在 2.06Hz 至 2.65Hz 之间振荡，说明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具

备一定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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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立管横流向各“锁定”区间内的主振频率及对应时刻 

Table 3-10 Dominant crossflow vibration frequency in each “Lock-in” reg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time 

T(s) fo(Hz) T(s) fo(Hz) 

3.88 2.55 23.4 2.55 

7.81 2.29 27.13 2.65 

11.51 2.17 30.22 2.41 

15.2 2.44 33.81 2.06 

19.33 2.6   

3.3.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基于 ω 准则提取立管中间截面沿轴向的二维涡量，并剔除 = 1z

d du

dx dy


 −  的

区域，采用 -10 10z  进行染色，得到如图 3-27 所示的振荡运动反向期间立管

中间节点的瞬时二维涡量云图。 

 

 

（a）付博文（2018）数值模拟结果 

 

 

（b）本节数值模拟结果 

图 3-27 振荡运动反向期间立管中间节点的瞬时涡量云图（ω-准则） 

Figure 3-27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contours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during the oscillation reverse region (ω-criteria) 

 

图 3-27（a）为付博文（2018）采用二维切片法模拟得到的结果，图 3-27（b）

为本节采用厚切片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立管向端点位置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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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时，泄涡逐渐趋于“2S”模式。当立管运动至端点位置并开始反向运动时，反

向前为泄出的红色漩涡将会在立管的冲刷作用下分裂为两个小涡团，并沿着立管

表面向两侧分别传递。同时，可以发现这种冲刷作用仅在靠近端点位置附近发生，

当立管远离端点位置时，前一阶段所泄放的涡已经完全耗散，这一现象也将随之

消失。 

采用 Q 准则并基于 Q=1 进行流场后处理，得到如图 3-28 所示的一个振荡周

期内的立管整体泄涡的瞬时涡量图，图中红色箭头表示立管的振荡运动方向。从

图中可以看出，在立管的泄涡过程中中间位置流场切片的尾涡出现明显的扭曲变

形，具有较为明显的轴向三维特性。而其它切片位置的尾流场中则主要表现为沿

轴向无明显变形的圆柱状漩涡的交替泄放现象，如图 3-28（a）和（d）所示。当

立管振荡至左右端点位置并发生转向时，反向前所泄的漩涡并未完全耗散掉，立

管将会冲刷进入前一阶段的尾流场中。此时，由于流场中已存在漩涡和立管表面

新生成漩涡间的耦合作用，会使得立管周围新泄放的漩涡出现明显的扭转和弯曲

等现象，并且在原本三维泄涡特性不明显的切片位置也出现了上述复杂形状的漩

涡，如图 3-28（b）和（e）所示。随着立管的持续振荡并通过前一阶段漩涡泄放

形成的尾流场，部分厚切片的泄涡又表现出了与反向前相同的柱状涡团交替泄涡

特性，如图 3-28（c）和（f）所示。 

 

 

（a）t=30.75s （b）t=32.00s （c）t=33.25s 

 

（d）t=34.50s （e）t=35.75s （f）t=37.00s 

 

图 3-28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3-28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an oscillating period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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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为振荡运动反向期间立管中间切片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当立管

处于正向振荡末期时，由于振荡速度逐渐趋于 0，立管表面新产生的涡沿轴向不

再出现三维变形，而是呈现细长圆柱状，如图 3-29（a）所示。当立管开始反向

时，前一阶段末期在立管表面生成但未泄放的漩涡将会从立管的前侧沿立管上下

两侧向后移动，并与立管表面新生成的漩涡发生耦合作用，使得漩涡发生扭曲变

形。如图 3-29（b）所示，可以在立管的表面观察到沿轴向呈明显“波浪型”的

细长三维涡条。随着立管持续的反向运动和对前一阶段尾流场的冲刷作用，轴向

大涡团将会发生“断裂”，从而出现轴向非连通的小涡团，并且伴随着立管的运

动向两侧移动，如图 3-29（c）所示。当立管通过前一阶段尾流区并脱离其影响

后，由于此时振荡速度仍较小，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还处于“建立”阶段，导致

此时立管表面的泄涡将短暂失去其显著的三维特性，而表现出类似于二维泄涡的

柱状漩涡交替泄放现象。 

 

   

（a）正向振荡末期 （b）振荡反向期 （c）反向振荡初期 

 

（d）涡街时历变化趋势 

 

图 3-29 振荡运动反向期间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3-29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rip of the riser during 

the oscillation reverse region (Q=1) 

 

如图 3-29（d）所示，为基于轴向视角的振荡运动反向期间内立管的涡街变

化图。当立管处于“正向振荡末期”和“反向振荡初期”时，立管表面生成的新

涡团沿轴向具有明显的轴向联通特性，即沿轴向不发生明显三维变形。而在“振

荡反向期”内，立管表面的涡团将失去轴向联通特性，说明了振荡激励影响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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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冲刷尾涡的现象，会使得立管周围流场表现出明显的三维特性。因此采用厚切

片法来模拟这一现象有其必要性，尤其是当这种简单的单向周期性激励作用扩展

至“8”字型或抛物线型振荡运动激励时，必然会出现更显著的三维泄涡现象。 

3.4 厚切片模型参数化分析 

在完成均匀流、阶梯流和振荡激励作用下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

证的基础上，本节将开展厚切片模型的轴向厚度和切片网格轴径比对立管涡激振

动响应预报结果影响的参数化研究，从时域响应、频域响应和三维流场特性等方

面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3.4.1 切片轴向厚度对立管涡激振动预报结果的影响 

3.4.1.1 厚切片计算模型 

本节选用与 3.1 节中所述的 Lehn（2003）开展的均匀流中标模试验作为基

准，开展 6 种轴向厚度的厚切片计算模型对计算结果影响的对比研究。考虑到影

响参数的控制和切片厚度增加后网格量的激增，选用表 3-2 中的 Mesh I 作为基

准网格，在保持网格各方向拓扑结构相同的前提下，各厚切片的轴向厚度从 L/200

增加至 L/20，各计算工况网格量如表 3-11 所示，相应的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如图 3-30 所示。结构有限单元的划分，边界条件和相关计算控制参数的设置均

与 3.1.1 节相同。 

 

  

（a）L/200 （b）L/100 

  

（c）L/50 （d）3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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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25 （f）L/20 

图 3-30 不同轴向厚度的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3-3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computational model with 

different strip thickness 

 

表 3-11 各计算工况的厚切片轴向厚度和网格量 

Table 3-11 Axial thickness of the thick strip and corresponding grids number of all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计算网格 厚切片轴向厚度 网格量 

Case 3-10 Mesh X L/200 106 万 

Case 3-1 Mesh I L/100 212 万 

Case 3-11 Mesh XI L/50 424 万 

Case 3-12 Mesh XII 3L/100 636 万 

Case 3-13 Mesh XIII L/25 848 万 

Case 3-14 Mesh XIV L/20 1060 万 

3.4.1.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对比分析 

如图 3-31 所示，为 Lehn（2003）模型试验、Wang 和 Xiao（2016）的三维

数值模拟和本节 6 种计算工况的横流向 RMS 振幅的对比图。从图中可以发现，

当切片厚度为 L/200 时，横流向 RMS 的预报结果相比模型试验和其它的数值模

拟结果存在明显的误差。虽然计算模型捕捉到的横流向 RMS 最大值为 0.408D 与

模型试验的 0.406D 相接近，但是其最大轴向位置的预报结果为 0.6L 明显大于模

型试验结果的 0.55L。随着流场厚切片的轴向厚度增加，对横流向 RMS 的模拟

结果相比于 Mesh X 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与模型试验结果也吻合良好。从图 3-

33 中也可发现，当流场切片的厚度增加至 L/100 后，厚切片模型的数值预报误差

明显降低。 

如图 3-32 所示，为不同轴向厚度厚切片计算模型的立管横流向振动无量纲

模态权重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各计算工况下立管横流向振动的主振模态均

保持 1 阶，与模型试验结果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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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3-31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crossflow direction 

 

  

（a）L/200 （b）L/100 

  

（c）L/50 （d）3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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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25 （f）L/20 

图 3-32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3-32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crossflow 

direction 

 

尽管 2 阶模态的无量纲权重幅值达到 0.2，但是其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影

响仍被 1 阶模态所掩盖。3 阶和 4 阶模态的权重明显小于 1 阶和 2 阶，因此高阶

模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导致了立管的横流向振动的单模态响应特性。 

 

   

（a）L/200 （b）L/100 （c）L/50 

   

（d）3L/100 （e）L/25 （f）L/20 

图 3-33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频率云图 

Figure 3-33 Vibration frequency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inline direction 

 

对各计算模型的立管横流向位移响应做 FFT 变换，得到如图 3-33 所示的横

流向振动频率云图，可以观察到不同轴向厚度的厚切片计算模型均捕捉到了

1.6Hz 的横流向主振频率。从图 3-33（a）中可以看出，当切片轴向厚度为 L/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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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立管横流向振动的频率响应的谱宽明显小于其它计算模型，仅出现单一的峰值。

而随着流场厚切片轴向厚度的增加，1 阶模态的频率响应谱宽也随之增加，并在

主频周围出现了强度较低的 1 阶频率成份，如图 3-33（d）所示。 

 

  

（a）L/200 （b）L/100 

  

（c）L/50 （d）3L/100 

  

（e）L/25 （f）L/20 

 

图 3-34 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3-34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Q=1) 

 

如图 3-34 所示，为基于 Q 准则的各计算模型的三维涡量云图。从图 3-34（a）

中可以看出，当切片轴向厚度为 L/200 时，立管表面所泄出的涡沿轴向几乎无扭

转和弯曲变形，而是呈现圆柱形的二维涡结构,尾流场未表现出明显的三维泄涡

特性。当流场厚切片的轴向厚度增加至 L/100 时，在立管振动响应剧烈的位置附

近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三维泄涡现象，在立管沿轴向振动变形较弱的位置仍能观

察到圆柱形的尾涡结构，如图 3-34（b）中的第四切片的局部尾流场所示。当切

片厚度增加至 L/50 及更大时，立管各切片的尾流场均表现出明显的三维泄涡特

性，如图 3-34（c）至（f）所示。同时，在流场中能观察到具有明显扭曲变形特

性的柱状涡团，以及包裹在周围的细长涡条，这也是在切片厚度较小时无法观察

到的现象。结合图 3-32 和图 3-33，可以总结出当切片的轴向厚度小于 L/20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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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无法表现出三维特性，可以认为此时的计算模型更趋于二维

切片模型；而当切片轴向厚度大于 3L/100 时，尾流场的三维特性得到充分发展，

可以认为此时的计算模型更趋于三维模型。综上，考虑到本文后续计算工况所处

的雷诺数范围、计算量和计算准确性的综合影响，在构建厚切片计算模型时，切

片轴向厚度的取值在 L/100 至 L/50 附近。 

3.4.2 切片网格轴向划分尺度对立管涡激振动预报结果的影响 

3.4.2.1 厚切片计算模型 

本节所选用计算模型的主要结构参数与表 3-3 相同，所选取的基准计算模型

为 Mesh IV，并将流场拓展至整个轴向长度，即将原本的阶梯形流场拓展至均匀

流场。在保持计算网格的几何结构参数（如图 3-35（a）所示）和网格在 xoy 平

面上的划分和拓扑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仅改变各切片网格的轴向划分数量（如图

3-35（b）所示），开展计算模型的轴向划分尺度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影响研究。

定义立管壁面处第一层计算网格的轴向长度和径向长度的比值为轴径比（alpha），

该参数不仅影响厚切片模型的计算准确性，同时也对流场三维特性的准确捕捉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节共设置了 4 种轴径比的厚切片计算模型，轴径比从 128 缩

小至 68，相应的计算网格量也从 415 万增加至 782 万，如表 3-12 所示。计算网

格的边界条件和数值模拟过程中计算控制参数的设置均与 3.2.1 节相同。 

 

表 3-12 各计算工况的网格轴径比和网格量 

Table 3-12 Axial to radial ratio of the thick strip and corresponding grids number of 

all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计算网格 轴径比 网格量 

Case 3-15 Mesh XV 128 415 万 

Case 3-16 Mesh XVI 103 516 万 

Case 3-17 Mesh XVII 82 648 万 

Case 3-18 Mesh XVIII 68 782 万 

 

  

（a）厚切片计算模型 （b）轴向网格划分 

图 3-35 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3-3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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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对比分析 

如图 3-36 所示，为基于 4 种轴径比的厚切片计算模型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

向振动的 RMS 振幅对比曲线。可以看出，随着网格轴径比的减小，立管的横流

向振动 RMS 响应逐渐稳定在 3 阶，而顺流向振动 RMS 响应则逐渐稳定在 6 阶。

并且，当轴径比减小至 82 和 68 时，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RMS 响应均在一定

程度上吻合良好。如图 3-36（a）所示，Mesh XVII 和 Mesh XVIII 的横流向 RMS

振幅曲线在 z=0.2L 和 0.8L 附近吻合良好，而在 z=0.5L 附近出现较为明显的预

报误差。如图 3-36（b）所示，Mesh XVII 和 Mesh XVIII 的顺流向 RMS 振幅曲

线均表现出了明显的 6 阶振动响应，与横流向 RMS 振幅对比结果相同，仅在立

管中部位置出现较为明显的预报误差。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3-36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3-36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表 3-13 立管横流向振动波峰位置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对应轴向位置 

Table 3-13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t each peak posit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Mesh XV Mesh XVI Mesh XVII Mesh XVII 

Ay,RMS/D z/L Ay,RMS/D z/L Ay,RMS/D z/L Ay,RMS/D z/L 

0.227 0.191 0.26 0.157 0.236 0.16 0.234 0.161 

0.276 0.779 0.217 0.47 0.234 0.47 0.208 0.47 

- - 0.228 0.816 0.245 0.814 0.253 0.806 

 

表 3-13 和表 3-14 分别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 RMS 曲线在波峰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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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无量纲 RMS 振幅，及各点对应的无量纲轴向位置。从表 3-13 中可以看出，

当网格的轴径比减小至 103 时，横流向振动的 RMS 响应已经表现为 3 阶，且由

下至上各波峰点的 RMS 振幅预报误差分别为 11.1%，4.33%和 9.88%，相应的轴

向位置预报误差分别为 1.24%，0 和 2.48%。虽然 Mesh XVI 对于 RMS 振幅的平

均预报误差接近 8.44%，但是对幅值点的轴向位置已经实现了准确预报。当计算

网格的轴径比减小至 82 时，由下至上 3 个波峰点的 RMS 振幅预报误差分别为

0.85%，12.5%和 3.16%，相应的轴向位置预报误差分别为 0.62%，0 和 0.99%。

虽然 Mesh XVII 对于中间波峰的 RMS 振幅预报误差较大，但是平均预报误差仅

为 5.5%，并且轴向位置相比于 Mesh XVI 更接近 Mesh XVIII。 

 

表 3-14 立管顺流向振动波峰位置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对应轴向位置 

Table 3-14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t each peak posit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Mesh XV Mesh XVI Mesh XVII Mesh XVII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101 0.088 0.108 0.09 0.107 0.085 0.109 0.084 

0.147 0.333 0.122 0.306 0.123 0.246 0.13 0.247 

0.16 0.478 0.133 0.476 0.132 0.405 0.14 0.405 

0.147 0.631 0.119 0.651 0.127 0.547 0.141 0.545 

0.097 0.897 0.1 0.9 0.117 0.723 0.127 0.711 

- - - - 0.101 0.903 0.104 0.903 

 

如图 3-36（b）和表 3-14 所示，在顺流向上随着计算网格轴径比的减小，立

管的最大 RMS 振幅表现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而对应的 RMS 振幅响应从 5

阶增大至 6 阶。根据表 3-14 计算可得，Mesh XVII 和 Mesh XVIII 在顺流向 RMS

振幅上的预报误差由下至上先增大后减小，分别为 1.83%，5.38%，5.71%，9.93%，

7.87%和 2.88%，平均误差仅为 5.6%，与两计算网格间相应的横流向 RMS 振幅

预报误差相近。对应的轴向位置误差分别为 1.19%，0.4%，0，0.37%，1.69%和

0，平均预报误差仅为 0.61%，说明 Mesh XVII 和 Mesh XVIII 在顺流向上对 RMS

振幅的变化趋势的预报结果吻合程度较高。 

如图 3-37 所示，为基于 4 种轴径比厚切片计算模型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

无量纲模态权重曲线，在立管的各振动方向均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多模态振动现象。

从图 3-37（a）和（b）中可以看出，轴径比为 128 的 Mesh XV 预报的横流向主

振模态在 10s 至 25s 为 2 阶，而在 30s 至 40s 则为 3 阶。顺流向的主振模态在 10s

至 15s 的区间内为 4 阶和 5 阶双模态，而在后续的区间内转变为 5 阶和 7 阶双模

态。随着轴径比的减小，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逐渐转变为 3 阶为主，顺流向主

振模态则表现为 5 阶、6 阶和 7 阶的多模态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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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横流向，Case 3-15 （b）顺流向，Case 3-15 

  

（c）横流向，Case 3-16 （d）顺流向，Case 3-16 

  

（e）横流向，Case 3-17 （f）顺流向，Case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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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横流向，Case 3-18 （h）顺流向，Case 3-18 

图 3-37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曲线 

Figure 3-37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从图 3-37 中各计算模型的横流向模态权重响应图中可以发现，虽然 1 阶模

态无法占据主导作用，但是其对应的模态权重与主振模态的模态权重在相同的量

级内，说明在 1 阶模态对横流向振动响应持续产生影响，这一点也与图 3-38 的

频率云图相对应。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轴径比为 103 的 Mesh XVI 在整个时间

区间内预报的顺流向主振模态结果为 5 阶和 7 阶交替的双模态响应，与 Mesh XV

的预报结果相同，但是 Mesh XVI 的 6 阶模态权重响应相比于 Mesh XV 有明显

的增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减小轴径比的 Mesh XVII 和 Mesh XVIII 在各自的

前半时域区间内为 5 阶和 7 阶交替双模态响应，而在后半时域区间内则稳定在了

6 阶单模态响应。虽然 Mesh XVIII 的 6 阶模态开始占据主导作用的时间相比于

Mesh XVII 偏晚，但是在整个时域区间上的发展趋势相同，且 RMS 振幅也吻合

较好，说明此时轴径比对立管振动响应的干扰影响被有效控制。 

采用 FFT 变换对图 3-37 中选取的立管时域振动区间进行频域变换，得到如

图 3-38 所示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频率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立管的横流

向振动频率响应最高达到了 5 阶，而顺流向振动频率响应最高达到 8 阶。如图 3-

38（a），所示轴径比为 128 的 Mesh XV 预报的横流向 2 阶主振频率具有三个峰

值，分别为 0.898Hz，0.967Hz 和 1.035Hz，3 阶主振频率的响应范围为 1.229Hz

至 1.403Hz。随着轴径比的减小，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集中到了 3 阶模态，其

中 Mesh XVI 的响应集中在 1.235Hz 附近（如图 3-38（c）），Mesh XVII 的响应范

围为 1.229Hz 至 1.335Hz（如图 3-38（e）），Mesh XVIII 的响应范围为 1.222Hz 至

1.347Hz（如图 3-3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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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横流向，Case 3-15 （b）顺流向，Case 3-15 

  

（c）横流向，Case 3-16 （d）顺流向，Case 3-16 

  

（e）横流向，Case 3-17 （f）顺流向，Case 3-17 

  

（g）横流向，Case 3-18 （h）顺流向，Case 3-18 

图 3-38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频率云图 

Figure 3-38 Vibration frequency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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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各轴径比的计算模型在横流向各阶模态的振动频率响应预报上均

能保持一定的准确性，并且随着轴径比的减小，主频响应区间逐渐稳定在 3 阶振

动频率附近。顺流向的振动频率响应相比横流向更为复杂，不仅可以观察到 5 阶、

6 阶和 7 阶等主振模态的明显频率响应，还能观察到同样显著的 1 阶频率响应成

份。由此可见在立管多模态振动响应中，1 阶模态成份对横流向和顺流向的响应

均无法完全被主振模态所完全覆盖。 

当轴径比为 128 时，Mesh XV 预报的顺流向的 5 阶和 7 阶主振频率分别为

2.442Hz 和 3.471Hz。当轴径比减小至 103（Mesh XVI）时，顺流向的 5 阶和 7 阶

主振频率分别为 2.47Hz 和 3.462Hz，与 Mesh XV 的预报结果相近，并且可以观

察到 6 阶频率（2.966Hz）成份对应的响应强度明显增强。随着轴径比持续减小，

Mesh XVII 和 Mesh XVIII 的顺流向频率响应预报结果中均观察到了 5 阶、6 阶和

7 阶成份，对应的振动频率分别为 2.47Hz、2.975Hz、3.47Hz（Mesh XVII）和

2.451Hz、2.956Hz、3.48Hz（Mesh XVIII），两计算模型的预报结果吻合良好。相

比于横流向各阶主振模态的频率响应表现出的大谱宽特性，顺流向各阶主振模态

的谱宽则更为集中。与此同时，在各计算模型的顺流向频率响应上均能观察到响

应较弱的 4 阶和 8 阶成份，说明顺流向相比于横流向更容易出现多模态特性。 

 

  

（a）Mesh XV （b）Mesh XVI 

  

（c）Mesh XVII （d）Mesh XVIII 

 

图 3-39 立管泄涡特定切片上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3-39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specific thick fluid strip of the riser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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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Q 准则（Q=1）绘制得到第 15 号三维流场切片上的瞬时涡量图，如图

3-39 所示。从图 3-39（a）和（b）中可以观察到，此时立管表面泄出的涡呈现明

显的圆柱形，沿轴向几乎没有弯曲或扭转变形，并且在尾流场中几乎无法观察到

离散的小涡团。当轴径比减小至 82 和 68 时，在立管表面明显均可以观察到漩涡

沿轴向非连续脱落的相似现象，以及尾流场中由这种漩涡泄放特性生成的“波浪

型”漩涡。同时，漩涡沿轴向的非连续泄放也会产生离散的小涡团，进而使得尾

流场的复杂化和强三维特性。综上可知，厚切片计算模型的网格轴径比对立管涡

激振动响应的预报和尾流场三维特性的捕捉均存在重要的影响。虽然小的轴径比

能够在保障预报准确性的前提下模拟出更显著的三维泄涡现象，但是轴径比的减

小会使得总体计算网格量的激增。考虑到本文后续计算工况所处的雷诺数范围、

计算资源和计算时间消耗，计算网格的轴径比取值范围在 60 至 80 附近。 

3.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开展了均匀流、阶梯流和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

标准问题的对比验证，共计开展了 5 种标模工况的对比计算。采用模态分解方法、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小波变换和涡识别（ω 准则和 Q 准则）等方法对立管

的涡激振动振动响应进行了全面分析。从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

（RMS）振幅、主振模态和主振频率等方面与相应的模型试验结果、二维切片法

预报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对比，验证了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在细长柔性立管

涡激振动响应问题数值预报上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在此基础上，根据厚切片模型

的特性，分别开展了厚切片轴向厚度和网格轴径比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影响的参

数化分析研究。综合上述研究结果，考虑到数值预报准确性、计算资源的消耗和

本文数值模拟所处的雷诺数（Re）范围等因素，切片厚度的推荐范围为 L/100 至

L/50 附近，轴径比的推荐范围为 60 至 80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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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前文首先开展了均匀流和阶梯流中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进一

步地开展了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数值模拟。通

过与模型试验结果、公开发表文献结果和商业软件结果的详细对比，验证了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的有效性。最后，基于厚切片法的模型特性，开展了

切片厚度和网格轴径比的参数化研究，给出了厚切片网格的绘制策略。 

根据第一章绪论可知，在实际海洋环境中，立管所处的流场并非均匀流、剪

切流、阶梯流等稳定的流场，而是具备复杂的流剖面，其三维特性无法忽略。同

时，立管受到顶端浮式平台的周期性振荡激励、潮汐流等的影响，会产生立管和

尾流场中漩涡的相互作用，产生显著的三维流动现象。康庄等（2020）开展了顶

端顺流向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模型试验，研究了激励幅值和激励

频率对立管横流向振动响应的影响。王俊高等（2014，2016）和 Fu 等（2013）

开展了立管两端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涡激振动系列模型试验，详细研究了

KC 数、振荡周期等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锁定”和

“衰减”的涡激振动发展过程。付博文（2018）采用二维切片法分别开展了两端

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和顶端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系

列数值模拟研究，探究了复杂振荡激励作用对立管涡激振动特性的影响。总体而

言，目前考虑位移激励影响的模型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研究均相对较少，且主要

集中在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影响，而较少考虑实际平台涡激运动产生的“8”

字型或“抛物线”型运动激励影响。 

综上，本章主要研究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

基于 3.3 节的标准问题验证，将单自由度振荡激励拓展为两自由度耦合振荡激励。

首先开展了不同振荡幅值比的“8”字型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数

值研究，详细分析了振幅比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然后，在固定振幅

比的“8”字型振荡激励作用基础上，分别开展了不同正相位角和负相位角的立

管涡激振动数值研究，详细分析了相位角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 

4.1 振荡幅值对两自由度激励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影响研究 

4.1.1 厚切片计算模型 

本节数值模拟中，模型立管的主要结构参数与表 3-8 相同。顺流向振荡激励

的振荡幅值为 0.32m，振荡周期为 7.5s，横流向振荡激励的振荡周期为顺流向振

荡周期的一半且在本节后续计算中均保持不变，横流向激励振荡幅值从 0.02m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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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 0.08m。如图 4-1 所示，当振荡幅值比为 16 时，两自由度振荡激励轨迹线近

似于顺流向单自由度振荡激励。随着振荡幅值比的减小，振荡激励轨迹线向标准

的“8”字型发展。本节设置共计 4 种计算工况和 6 个算例，如表 4-1 所示。其

中，Case 4-3 和 Case 4-6 采用 viv-FOAM-SJTU 求解器进行数值计算，并与相同

计算工况的 viv3D-FOAM-SJTU 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图 4-1 不同幅值比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轨迹线 

Figure 4-1 Trajectories of two-Dofs excitation with different amplitude ratios 

 

表 4-1 不同幅值比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计算工况 

Table 4-1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two-Dofs excitations 

 振荡幅值 KC 数 横流向振荡周期 计算模型 

Case 4-1 0.02 m 5.25 3.75 s 厚切片 

Case 4-2 0.04 m 10.5 3.75 s 厚切片 

Case 4-3 0.04 m 10.5 3.75 s 二维切片 

Case 4-4 0.06 m 15.75 3.75 s 厚切片 

Case 4-5 0.08 m 21 3.75 s 厚切片 

Case 4-6 0.08 m 21 3.75 s 二维切片 

 

  

（a）厚切片计算模型 （b）立管周围的网格分布 

图 4-2 模型立管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4-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i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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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数值计算采用的厚切片计算模型如图 4-2（a）所示，5 个相同的三维流

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分布。各流场切片沿顺流向和横流向的长度均为 120D，

轴向长度为 L/25，包含 4 个流体力计算子边界。计算模型由 3.3 节中的 Mesh IX

改造而来，保持圆形计算域内的拓扑结构不变，将计算域的横流向长度扩大至

120D，并且按照顺流向网格拓扑关系进行网格划分。在保持边界层内第一层网格

轴径比不变的前提下，为了控制整体的网格量，共设置了两个加密区间，分别为

沿横流向和顺流向为-15D 至 15D 的方形区间 I 和为-10D 至 10D 方形区间 II，如

图 4-2（b）所示。各厚切片计算域的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4-2（b）所示，计算模型

的整体网格量为 633 万，轴径比为 83。结构部分，柔性立管简化模型被离散为

100 个有限单元。由于在 3.3 节中已经开展了相应的网格收敛性分析工作，本章

采用的计算模型在立管壁面周围边界流体力计算区域保持不变，仅改变外部的动

网格变形区域，因此不再重复进行网格收敛性分析。 

本节采用 viv-FOAM-SJTU 求解器开展对比计算，相应的二维切片模型如图

4-3 所示，共 20 个二维流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布置（图 4-3（a）），计算模型的

总网格量为 83.3 万。如图 4-3（b）所示，各二维流场切片沿 xoy 平面的网格划

分、拓扑结构和相应边界条件设置均与图 4-2（b）相同。结构有限单元划分数量

保持 100 不变，相应的求解策略与第二章相同，这里不做赘述。 

 

  

（a）二维切片计算模型 （b）立管周围的网格分布 

图 4-3 模型立管二维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4-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wo-dimensional strip model 

4.1.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4-4 和图 4-5 所示，为 4 种振荡幅值比工况下，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

间节点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如图 4-4（a）所示，当振荡幅值

比为 16 时，横流向振荡速度在 0 附近小幅度变化。虽然立管受到横流向振荡激

励的影响，但是中间节点的位移时历曲线仍表现出与图 3-20 相似的“建立”、“锁

定”和“衰减”发展过程，横流向振动的最大和最小位移分别为 0.4D 和-0.5D。

当振荡幅值比减小至 8 时，立管中间节点的横流向振动时历曲线仍表现出“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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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图 4-4（b）和（c）所示。从图 4-4（b）的 t=23.5s 至 t=25s 区中还能发

现，“建立”和“衰减”区间内的横流向振动平均位置向正方形偏移。当振荡幅

值比减小至 4 时，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振动的最大位移为 0.413D 与 Case 4-1 结

果相近；最小位移为-0.62D 相比于 Case 4-1 显著增大，如图 4-4（e）所示。同

时，在 t=19s 至 t=23s 代表的涡激振动“锁定-衰减-建立-锁定”区间内，各区间

内的横流向振动平均位置先由负值增大至正值，再减小为负值，呈现“上凸”弧

形特性，如图 4-4（e）和（f）所示。 

 

  

（a）Case 4-1 （b）Case 4-2 

  

（c）Case 4-3 （d）Case 4-4 

  

（e）Case 4-5 （f）Case 4-6 

图 4-4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横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4-4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crossflow vibration displacement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an oscillat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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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3-20 可知，当振荡幅值比较小时，横流向振荡激励作用不仅会增大

立管在“锁定”区间内的振动响应，还会显著改变“建立”、“锁定”和“衰减”

三个区间内的横流向振动平均位置。分别对比图 4-4（b）、（c）和图 4-4（e）、（f），

可以发现虽然采用二维切片法能够捕捉到立管中间节点的振动特性，但是在振动

幅值的预报上明显偏小。这主要是由于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

具有强三维特性，而二维切片法无法准确预报此时的流体力。 

 

  

（a）Case 4-1 （b）Case 4-2 

  

（c）Case 4-3 （d）Case 4-4 

  

（e）Case 4-5 （f）Case 4-6 

图 4-5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顺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4-5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inline vibration displacement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an oscillating period 

 

如图 4-5（a）所示，立管中间节点的顺流向振动响应也表现出强周期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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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历演化趋势与顺流向激励呈反相位，顺流向振动位移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34D 和-0.327D。随着振荡幅值比的减小，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正负振幅均相应增

大。当振荡幅值比减小至 4 时，立管顺流向振动位移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45D 和-0.41D。从图中还能发现，立管的顺流向振动时历位移未表现出“上凸”

弧形特性。对比图 4-5（b）、（c）和图 4-5（e）、（f），可以发现采用二维切片模型

预报的立管中间节点顺流向振动响应幅值明显小于厚切片模型，且振动响应强度

也偏弱，说明二维切片模型不适用于具备强三维特性的复杂激励作用下立管涡激

振动响应的预报。 

 

  

（a）Case 4-1 （b）Case 4-2 

  

（c）Case 4-4 （d）Case 4-5 

图 4-6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4-6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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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6 和图 4-7 所示，分别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

时历曲线。可以发现，立管的横流向振动主振模态均为 1 阶，2 阶模态仅在“锁

定”区间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模态响应，但是仍明显小于 1 阶模态的响应强度，

使得 2 阶模态不足以改变立管的横流向振动特性。3 阶及以上模态的响应强度趋

于 0，对立管横流向振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图 4-6（a）和（b）中，立管横流

向 1 阶模态权重的时历变化趋势与图 3-22（a）相似，说明当振荡幅值比为 16 和

8 时，横流向振荡激励作用对立管横流向振动响应影响较小。当振荡幅值比减小

至 5.3 和 4 时，1 阶模态权重的时历曲线表现出和图 4-4（e）相同的“上凸”弧

形特性，说明此时横流向振荡激励对立管横流向振动响应的影响明显增强，如图

4-6（c）和（d）所示。但是，横流向振荡激励作用不足以改变立管的横流向主振

模态，考虑到立管自身的结构特性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横流向振荡激励作用仍

旧偏弱，无法激发出二阶模态；二、立管的长径比较小，自身结构属性使得立管

很难发生高模态振动。 

从图 4-7 中可以看出，立管顺流向振动的主振模态为 1 阶，2 阶模态虽然较

为明显，但是不足以改变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而 3 阶及以上模态的影响可忽

略，与横流向振动模态响应特性相同。对比图 4-7 和图 3-22（b）可以发现，顺

流向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立管“锁定”区间内顺流向 1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

纲模态权重幅值约为 0.4，随着横流向激励的介入，相同区间内主振模态的无量

纲模态权重幅值增加至约 0.6。同时，“建立”和“衰减”区间内主振模态的响应

强度也得到了增强。由此可知，虽然横流向振荡激励作用对顺流向振动响应起到

了明显的增强作用，但是也无法显著改变立管顺流向的主振模态。 

 

  

（a）Case 4-1 （b）Cas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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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se 4-4 （d）Case 4-5 

图 4-7 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4-7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a）Case 4-1 （b）Case 4-2 

  

（c）Case 4-4 （d）Case 4-5 

图 4-8 立管沿轴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 

Figure 4-8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trajectories along the riser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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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8 所示为立管轴向不同位置处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去除两自由度振

荡位移的影响）。当振荡幅值比为 16 时，可以观察到与图 3-23 相似的“蝴蝶型”

振动轨迹线，如图 4-8（a）所示。如图 4-8（b）和（c）所示，当振荡幅值比减

小至 8 和 4 时，“蝴蝶型”振动轨迹线在横流向正区间内的宽度明显大于负区间，

而正区间内的轨迹线长度相比负区间较小，并且振动轨迹线的中间部分向横流向

正方向偏移。此时，立管的振动轨迹线仍表现为类“蝴蝶型”，说明横流向振荡

激励对立管的振动响应影响有限。如图 4-8（d）所示，随着振荡幅值比的减小，

“蝴蝶型”振动轨迹线逐渐被“王冠型”取代。由于立管横流向振动的“建立”

和“衰减”区间出现了明显的“上凸”弧形特征，使得该部分轨迹线形状也表现

出“上凸”趋势，最终形成了“王冠型”振动轨迹线的中间部分，说明此时横流

向振荡激励对立管振动响应的影响不可忽略。 

4.1.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4-9 和图 4-10 所示，分别为 4 种振荡幅值比工况下立管中间节点横流

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对比图 3-26，发现立管横流向振动的频率响应

仍表现出明显的“间歇性”。从各“间歇性”区间内提取频率响应幅值，可知：

当振荡幅值比为 16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变化区间为 1.94Hz 至 2.56Hz；当振荡

幅值比为 8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变化区间为 1.46Hz 至 2.84Hz；当振荡幅值比

为 5.3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变化区间为 1.76Hz 至 2.87Hz；当振荡幅值比为 4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变化区间为 2.1Hz 至 2.87Hz。可以发现，随着横流向振荡

激励作用的增强，立管横流向主振频率的频谱宽度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结

合图 3-26 可知，当振荡幅值比为 16 时，由于两自由度振荡激励的轨迹线趋于直

线，立管的横流向频率响应结果与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下的频率响应结果相近，此

时横流向振荡几乎不影响立管的横流向频率响应特性。当振荡幅值比减小时，横

流向振荡激励对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特性影响增强，改变了立管的横流向频率

响应区间范围。 

 

  

（a）Case 4-1 （b）Cas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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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se 4-4 （d）Case 4-5 

图 4-9 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 

Figure 4-9 Wavelet contours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a）Case 4-1 （b）Case 4-2 

  

（c）Case 4-4 （d）Case 4-5 

图 4-10 立管中间节点顺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 

Figure 4-10 Wavelet contours of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从图 4-10 中也可以观察到立管顺流向频率响应的“间歇性”特性。从 3.3 节

的频域响应分析可知，立管的顺流向频率响应存在一个极强的低频响应成分，与

顺流向振动的三角函数变化趋势相对应，而其它强度较弱的高频响应成分，则对

应顺流向实际振动响应频率。从图 4-10 可知：当振荡幅值比为 16 时，顺流向高



第 4 章 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97 

阶频率的变化区间为 2.25Hz 至 4.13Hz；当振荡幅值比为 8 时，顺流向高阶频率

的变化区间为 2.87Hz 至 3.48Hz；当振荡幅值比为 5.3 时，顺流向高阶频率的变

化区间为 1.79Hz 至 3.67Hz；当振荡幅值比为 4 时，顺流向高阶频率的变化区间

为 2.23Hz 至 3.24Hz。可以发现，随着横流向振荡激励作用的增强，立管顺流向

振动高阶频率的频谱宽度整体呈减小趋势，且出现了 6Hz 至 7Hz 的二阶模态频

率成分，说明横流向振荡激励对顺流向二阶模态成分具有增强作用。 

4.1.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4-11 所示为振荡幅值比为 16 时，立管中间节点在一个振荡周期内的二

维涡量云图（ω 准则）。从图 4-11 的 A 中可以看出，此时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振荡激励运动均达到最大振荡速度，立管表现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与图 3-27

相似。当立管振荡运动至 B 时，由于振荡速度的降低，其产生的能量不足以维持

立管表面已生成漩涡的交替泄放，并且在未泄放的漩涡内侧又产生了新的小涡团，

使得立管尾流场的街宽度明显增大。 

 

  

 

图 4-11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瞬时涡量云图（ω-准则）Case 4-1 

Figure 4-11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contours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during an oscillating period (ω-criteria) Case 4-1 

 

当立管振荡至 C 时，可以观察到泄涡方向发生了明显的偏转，交替泄涡现象

完全消失，还能观察到与图 3-27 相似的立管表面附着漩涡沿壁面转移的现象。

当立管振荡至 D 时，可以观察到立管开始冲刷转向前泄放且未耗散的漩涡，产

生漩涡的离散和再附着现象，使得流场中出现更多的细小涡团。当立管振荡至 E

时，立管的泄涡强度增大，受到前一阶段尾流场的影响显著减小，再次出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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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替泄涡现象，并在后续阶段重复前一阶段的运动和泄涡特性。综上可知，当

横流向振荡激励幅值较小时，立管的泄涡虽然趋于复杂化，但是仍与单自由度振

荡激励作用下的泄涡特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a）Case 4-2，厚切片 （b）Case 4-3，二维切片 

  

（c）Case 4-5，厚切片 （d）Case 4-6，二维切片 

图 4-12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瞬时涡量云图（ω-准则） 

Figure 4-12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contours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during an oscillating period (ω-criteria) 

 

如图 4-12 所示，分别为振荡幅值比为 10.5 和 21 两种工况下，厚切片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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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切片模型模拟得到的立管中间位置半振荡周期内的二维瞬时涡量云图（ω 准

则），所选时刻与图 4-11 的 A 至 D 相同。对比图 4-12（a）和图 4-11，可以发现

前三个时刻的泄涡特性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即振荡初期的显著交替泄涡、到达端

点位置时立管表面附着涡的转移。然而，在立管转向后（图 4-12（a）D），由于

横流向振荡幅值的增加，立管并未冲刷入前一阶段漩涡泄放形成的尾流场的中心

区域，而是从尾流场的边缘处穿过。由于漩涡耗散的影响，尾流场边缘处的涡强

度明显降低，导致漩涡离散和再附着现象无法发生。从图 4-12（b）中也可观察

到相似的尾流场发展历程，相比于厚切片模型，二维切片模型由于忽略了流场的

轴向三维特性，使得采用该方法计算得到的尾流场中细碎、形状不规则的小涡团

较少。随着横流向振荡激励作用的增强，立管的尾流场发生显著变化。如图 4-12

（c）所示，在整个半振荡周期内立管均表现出了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由于横

流向振荡幅值较大，立管在整个振荡过程中仅会在“8”字型轨迹线的中间部分

冲刷前半振荡周期形成尾流场，使得立管的泄涡持续呈现交替泄涡现象。同时，

立管在转向后将不会再冲刷转向前生成的强尾流区域，使得在“8”字型轨迹线

的空腔位置形成漩涡的聚集现象。对比图 4-12（c）和（d）可知，虽然二维切片

法模拟出了连续的交替泄涡现象，但是在立管转向后未出现显著的漩涡聚集现象，

说明二维切片法不适用于复杂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数值模拟。 

 

  

（a）t=30.05s （b）t=30.95s （c）t=31.85s （d）t=32.75s 

图 4-13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 

Figure 4-13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1 

 

如图 4-13 所示为振荡幅值比 16 时，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

（Q=5）。对比图 3-28，发现在整个振荡运动过程中立管的尾流场均表现出显著

的三维特性，尾流场中的漩涡沿立管轴向不连续且呈现细长条状。同时，从图 4-

13（a）和（b）中可以观察到由于交替泄涡形成的“卡门涡街”型尾流场。当立

管振荡运动至顺流向端点位置时，仅在尾流场远端位置能够辨别出交替泄放的漩

涡，在近立管区可以观察到已泄放和新生成漩涡的聚集和相互作用现象，导致立

管周围出现了更多细小的涡团。当立管转向并冲刷前一阶段形成的尾流场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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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d）所示，仅在尾流场的外围区域能够观察到明显的细长条状漩涡，在

立管周围观察到许多离散的小涡团，说明尾流场与立管间的相互作用使立管的泄

涡特性不再规则化，并且会造成更多细小涡团的产生，这也是二维切片模型无法

捕捉到的现象。 

 

 
 （a）t=30.05s （b）t=30.95s （c）t=31.85s （d）t=32.75s 

 
 （e）t=30.05s （f）t=30.95s （g）t=31.85s （h）t=32.75s 

图 4-14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 

Figure 4-14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rip of the riser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1 

 

如图 4-14 所示，为振荡幅值比为 16 时，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

泄涡瞬时涡量图（Q=5）。在前两个时刻，尾流场中的细长条状漩涡占据主要地位，

立管表面新生成漩涡的泄放沿轴向呈连续性的“波浪型”。这种泄涡现象使得立

管表面新生成的漩涡在泄放前就发生离散，在泄放后呈现分层的细长条状，如图

4-14（b）所示。当立管振荡运动至 t=31.85s 时，立管的振荡运动速度降低，新生

成的漩涡在泄放时没有足够的脱落空间并与已泄放的漩涡发生相互作用，使得近

立管壁面处产生许多细小的涡团，导致“卡门涡街”型尾流场开始消失，如图 4-

14（g）所示。当立管反向并冲刷尾流场时，立管表面泄放的漩涡和尾流场中漩

涡的相互作用会造成“卡门涡街”型的尾流场彻底消失，如图 4-14（h）所示。 

如图 4-15 所示为振荡幅值比减小至 4 时，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

量云图（Q=5）。可以看出，立管在整振荡区间内均表现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

细长条状的漩涡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对比图 4-13 可以发现，横流向振荡作用的

增强对所泄放的漩涡强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由于在尾流场中未出现已泄放漩

涡和立管表面新生成漩涡间的相互作用，减少了离散小涡团的生成量，使得尾流

场的复杂程度相比于 Case 4-1 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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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29.95s （b）t=30.75s （c）t=31.75s （d）t=32.55s 

图 4-15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5 

Figure 4-15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5 

 

 
 （a）t=29.95s （b）t=30.75s （c）t=31.75s （d）t=32.55s 

 
 （e）t=29.95s （f）t=30.75s （g）t=31.75s （h）t=32.55s 

图 4-16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5 

Figure 4-16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rip of the riser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5 

 

如图 4-16 所示，为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云图（Q=5）。从图 4-

16（b）和（d）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轴向不连续泄涡现象，并且始终无大量细小

的离散涡团在近立管区域内生成，这也是“卡门涡街”型尾流场能够保持的重要

原因。结合图 4-16（e）至（h）可知，立管的尾流场发展方向与立管的两自由度

振荡轨迹线一致。在反向阶段，立管顺流向的振荡速度趋于 0，横流向的振荡速

度达到最大值，使得立管沿横流向能够确保足够的空间提供给表面新生成的漩涡

进行泄放，并且不会发生漩涡和尾流场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立管顺流向振荡轨迹

线在两端点附近呈弧形变化特性，使得“8”字型轨迹线内侧的漩涡在泄放后没

有足够的空间向外扩散和耗散，进而在空腔位置处发生了漩涡的聚集现象。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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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字型轨迹线外侧泄放的漩涡，由于空间上的充足性，这部分漩涡能够充分

发展，这也是“8”字型轨迹线外侧漩涡相比内侧漩涡更加粗壮的原因，如图 4-

16（d）和（h）所示。 

4.2 正相位角对两自由度激励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影响研究 

4.2.1 数值模拟计算工况 

本节主要研究不同正相位角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响

应特性，顺流向的振荡激励幅值为 0.32m，振荡周期为 7.5s，横流向的振荡激励

幅值为 0.08m，振荡周期为 3.75s，相应的振荡 KC 数和相位角设置如表 4-2 所

示，振荡轨迹线如图 4-17 所示。随着相位角的增大，以 Case 4-5 的标准“8”字

型轨迹线为基础，振荡轨迹线的中间交点逐渐下移，最终形成“抛物线”型轨迹

线（Case 4-10）。同时，由“8”字型轨迹线形成的空腔也逐渐缩小，最终的“抛

物线”型轨迹线无空腔存在，并且其振荡运动特性与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下的立管

端点振荡轨迹线相似。本节中数值计算均采用厚切片模型，相应的流场计算网格

划分和加密、结构划分和求解、时间步长设置等均与 4.1 节的图 4-2 相同。 

 

 

图 4-17 不同正相位角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轨迹线 

Figure 4-17 Trajectories of two-Dofs excitation with different positive phase angles 

 

表 4-2 不同正相位角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计算工况 

Table 4-2 Details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of degrees-of-freedom excitations with 

different positive phase angles 

 顺流向 KC 数 横流向 KC 数 相位角 

Case 4-5 84 21 0 

Case 4-7 84 21 1π/16 

Case 4-8 84 21 2π/16 

Case 4-9 84 21 3π/16 

Case 4-10 84 21 4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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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4-18 和 4-19 所示，分别为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和顺流

向的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可以看出，随着正相位角的增大，顺流向振荡速度的

幅值位置逐渐前移，并最终和横流向振荡速度保持如下关系：一个振荡周期内，

顺流向振荡速度达到 0 的时刻与横流向振荡速度达到 0 的时刻存在两处重合，并

且均发生在速度由正转负的区间内。 

 

  

（a）Case 4-7 （b）Case 4-8 

  

（c）Case 4-9 （d）Case 4-10 

图 4-18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横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4-18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crossflow vibration displacement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an oscillating period 

 

如图 4-18（a）和（b）所示，在两个连续的“锁定”区间内，立管中间节点

振动的正向位移先缓慢减小然后急剧增大，相应的负向位移大小则表现出先缓慢

增大后急剧减小的趋势，位移时历曲线呈与图 4-4（e）相似的“上凸”弧形特性。

结合图 4-17 的振荡轨迹线可知，虽然 Case 4-7 和 Case 4-8 受到正相位角的影响，

导致轨迹线的交点位置下移，但是左右两侧的空腔仍较为饱满，振动位移响应受

到相位角的影响较小。随着正相位角的持续增大，振动位移时历曲线的“上凸”

弧形特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向位移的减小和增大变化幅度明显小于负向位移；

“建立”区间内的位移响应增强，“衰减”区间内位移响应减弱，使得“上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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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的拐点位置逐渐向前转移，如图 4-18（c）和（d）所示。从图中还能发现，

随着正相位角的增大“锁定”区间明显拓宽，并且与顺流向最大流速的偏移方向

相同，说明正相位角开始影响立管振动响应的临界位置在 2π/16 至 3π/16 之间。 

 

  

（a）Case 4-7 （b）Case 4-8 

  

（c）Case 4-9 （d）Case 4-10 

图 4-19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顺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4-19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inline vibration displacement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an oscillating period 

 

对比 4-18 和 4-19 可知，正相位角对立管中间节点顺流向振动特性的影响明

显小于横流向，随着正相位角的增大，三角函数型的位移振动响应仍占据主导。

如图 4-19 所示，在相邻的两个“锁定”区间内，当相位角为 π/16 时，立管顺流

向振动位移的极值分别为 0.493D 和-0.5D；当相位角为 2π/16 时，极值分别为

0.39D 和-0.37D；当相位角为 3π/16 时，极值分别为 0.4D 和-0.67D；当相位角为

4π/16 时，极值分别为 0.55D 和-0.63D。根据上述变化趋势可以发现，随着正相

位角的增大，顺流向振动位移响应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并且增大后的负向

振幅明显大于正向振幅；“锁定”区间内出现振动位移幅值的时刻主要分布在

18.5s 和 22.2s 附近，说明顺流向振动位移响应受到相位角的影响较小。 

如图 4-20 和 4-21 所示，分别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

时历曲线。从图 4-20 中可以看出，在 4 种不同的正相位角工况下，立管的横流

向主振模态始终锁定为 1 阶，2 阶及以上模态的响应强度远小于 1 阶模态，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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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振动响应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对比各图的 1 阶模态的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可以

发现，随着正相位角的增大，“间歇性”振动现象趋于紊乱化，尤其是当正相位

角大于 3π/16 时，横流向振动响应的周期性愈发不明显。 

 

  

（a）Case 4-7 （b）Case 4-8 

  

（c）Case 4-9 （d）Case 4-10 

图 4-20 立管横流向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4-20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从图 4-20 还能发现：当正相位角小于 2π/16 时，立管横流向振动的 1 阶无量

纲模态权重值主要集中在-0.8 至 0.4 之间，仅个别时刻超过 0.4，如图 4-20（a）

和（b）所示；当正相位角大于 3π/16 时，立管横流向振动的 1 阶无量纲模态权

重值在正区间内有明显的增大并达到了约 0.6，如图 4-20（c）所示。说明当轨迹

线趋于“抛物线”型时，立管“锁定”区间内的振动响应出现明显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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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 4-7 （b）Case 4-8 

  

（c）Case 4-9 （d）Case 4-10 

图 4-21 立管顺流向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4-21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从图 4-21 中可以发现，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也保持在 1 阶，虽然 2 阶模

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也表现出周期性，但是其响应强度仍明显小于 1 阶

主振模态。还可以发现，正相位角的增大对立管顺流向振动响应的影响较小，各

工况的 1 阶主振模态仍呈三角函数型变化趋势，且出现顺流向模态响应幅值的时

刻也相近。对比 2 阶模态响应可以发现，当正相位角小于 2π/16 时，2 阶无量纲

模态权重时历曲线的变化趋势接近于直线型；当正相位角大于 3π/16 时，2 阶无

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向三角函数型变化，如图 4-21（d）所示。说明正相位角

对立管顺流向的 1 阶主振模态影响有限，但是对 2 阶模态的影响较为明显。 

如图 4-22 所示，为立管轴向不同位置处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对比图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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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和图 4-8（e）可以发现，当正相位角小于 2π/16 时，立管的振动轨迹

线仍沿横流向对称，呈现出类“王冠型”振动轨迹线；当正相位角增大至 3π/16

时，“王冠型”振动轨迹线逐渐消失，如图 4-22（c）所示。此时，立管的振动轨

迹线在一、三象限内达到各自半区间内的端点位置，振动轨迹线呈现近似的沿原

点位置 180°旋转重合特性。当正向位角进一步增大至 4π/16 时，振动轨迹线的

对称和旋转重合特性均消失，不规则化振动特性愈发显著。 

 

  

（a）Case 4-7 （b）Case 4-8 

  

（c）Case 4-9 （d）Case 4-10 

图 4-22 立管沿轴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 

Figure 4-22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trajectories along the riser span 

4.2.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4-23 和图 4-24 所示，分别为 4 种正相位角工况下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

和顺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时历云图。对比图 4-9（d）和图 4-23 可以发现，当正

相位角较小时，能观察到相似的“间歇性”频率响应特性；当正相位角增大至 4π/16

时，振动半周期内的频率响应范围明显扩宽，并且 “锁定”区间周围出现较多

低频响应成分，使得“间歇性”特性减弱。从图 4-23 中可以看出，当正相位角为

π/16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区间为 2.17Hz 至 2.86Hz，仅在个别时刻出现小

于 2Hz 的情况，如图 4-23（a）中 t=15s 时振动频率响应所示。当正相位角为 2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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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2Hz 以下的频率响应逐渐增强，主振频率响应区间为 1.96Hz 至 2.79Hz。当

正相位角为 3π/16 时，对比图 4-23（a）和（c）可以发现频率响应区间有较为明

显的下移趋势，相应的主振频率响应区间范围为 1.69Hz 至 2.48Hz，仅在 t=22.5s

附件出现了主频为 2.84Hz 的频率响应。当正相位角增大至 4π/16 时，横流向主

振频率的响应区间为 1.57Hz 至 2.59Hz，主振频率附近的低频和高频成分显著增

强，相应的频谱宽度明显增大，如图 4-23（d）所示。根据上述变化趋势可以推

测出，随着正相位角的增大，立管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区间呈下移趋势，并且

在到达“抛物线”型轨迹线时出现频谱宽度的显著增大。 

 

  

（a）Case 4-7 （b）Case 4-8 

  

（c）Case 4-9 （d）Case 4-10 

图 4-23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 

Figure 4-23 Wavelet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a）Case 4-7 （b）Cas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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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se 4-9 （d）Case 4-10 

图 4-24 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 

Figure 4-24 Wavelet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对比图 4-10（d）和图 4-24 可知，当正相位角小于 2π/16 时，顺流向振动的

频率响应仍能观察到一定的“间歇性”；当正相位角大于 3π/16 时，频率响应区

间沿时域方向也发生了拓宽现象。从图 4-24 中可以看出，当正相位角为 π/16 时，

立管顺流向的主振频率响应区间为 2.23Hz 至 3.43Hz，仅在 t=15s 和 30s 附近出

现了频率响应区间拓宽的现象，如图 4-24（a）所示；当正相位角为 2π/16 时，顺

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区间为 1.96Hz 至 3.26Hz，相比于 Case 4-7 明显缩小；当正

相位角为 3π/16 时，顺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区间为 1.97Hz 至 3.66Hz，在各个“锁

定”区间内均出现了频率响应区间的拓宽现象，且高频响应延伸至 7Hz 范围；当

正相位角为 4π/16 时，顺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区间为 1.96Hz 至 3.71Hz，与 Case 

4-9 的频率响应区间范围相近。综上可知，随着正相位角的增大，其对立管振动

的频率响应特性影响也随之增强，不仅会增大频率响应的频谱宽度，还会使得频

率响应的“间歇性”特性消失并趋于复杂化。 

4.2.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4-25 所示为 4 种正相位角工况下，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位置泄涡的

瞬时二维涡量云图（ω 准则）。结合图 4-17 和图 4-25（a）可知，由于此时正相

位角较小，非标准“8”字型轨迹线的两侧仍能观察到较为明显的大空腔，使得

立管此时的泄涡特性与图 4-12（a）相似程度较高。如图 4-25（a）的 A 和 B 所

示，在立管从原点位置向右上端点位置运动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交替泄

涡现象；当立管运动至右端点位置时，立管的尾流场发展方向与运动方向出现了

一定的偏转角，如图 4-25（a）的 C 所示；当立管运动至右下端点位置时，立管

再次表现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并且在立管的上方出现了漩涡聚集的现象，如

图 4-25（a）的 D 所示。同时，在整个振荡半周期内，均未观察到明显的冲刷和

漩涡再附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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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 4-7 （b）Case 4-8 

  

（c）Case 4-9 （d）Case 4-10 

 

图 4-25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瞬时涡量云图（ω-准则） 

Figure 4-25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contours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during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ω-criteria) 

 

当正相位角增大至 2π/16 时，在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从原点运动至右上端点的

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特性，如图 4-25（b）的 E 和 F 所示。当立管

发生转向时，由于轨迹线两侧的空腔缩小，内侧的漩涡没有充足的空间发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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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立管表面新泻出漩涡和尾流场中漩涡的挤压、破碎和融合等现象。但是，在空

腔位置仍能观察到较为明显的漩涡聚集现象，并且立管与尾流场的边缘部分持续

发生相互作用，如图 4-25（b）的 H 所示。当正相位角增大至 3π/16 和 4π/16 时，

立管到达端点位置并反向后立刻就与尾流场中未耗散的强漩涡发生相互作用，如

图 4-25（c）的 K 和图 4-25（d）的 N 所示。当立管摆脱前一阶段生成的尾流场

后，呈现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相比于 Case 4-8 受到尾流场的影响区域较短。

同时，在这两种正向位角工况下，整个振荡运动过程中均未观察到明显的漩涡聚

集现象，说明当非标准“8”字型轨迹线的空腔较小且细长时，立管的泄涡特性

将趋向于“抛物线”型振动轨迹线下的立管泄涡特性。 

 

  

（a）t=30.05s （b）t=30.85s （c）t=31.65s （d）t=32.55s 

图 4-26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8 

Figure 4-26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8 

 

 
 （a）t=30.05s （b）t=30.85s （c）t=31.65s （d）t=32.55s 

 

 （e）t=30.05s （f）t=30.85s （g）t=31.65s （h）t=32.55s 

图 4-27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8 

Figure 4-27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rip of the riser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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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26 和图 4-27 所示，分别为正相位角 2π/16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整体和

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从图 4-26（a）、（b）和图 4-27（e）和（f）中可

以发现，尾流场的漩涡呈现细长条状和轴向不连续特性，并且能观察到典型的“卡

门涡街”现象。当立管振荡运动至 t=31.65s 发生运动反向时，由于空腔的缩小新

泄出漩涡和尾流场中漩涡会发生相互作用，在近立管区域出现大量的细小涡结构。

当立管振荡运动至 t=32.55s，从图 4-26（d）中观察到漩涡聚集现象，且尾流场和

新泄出漩涡的相互作用仍较强。如图 4-27（a）和（b）所示，在立管周围观察到

了与图 4-16 相似的“波浪型”轴向不连续泄涡现象。当立管振荡运动至端点位

置并发生转向后，立管将沿未耗散尾流场的边缘运动，使得振动轨迹线内侧的泄

涡和涡结构趋于紊乱和细碎化，振动轨迹线外侧的涡结构仍以细长条状的大尺度

漩涡为主，并且未发生交替泄涡现象，如图 4-27（d）和（h）所示。 

 

  

（a）t=30.55s （b）t=31.55s （c）t=32.55s （d）t=33.55s 

图 4-28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0 

Figure 4-28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10 

 

如图 4-28 和图 4-29 所示，分别为正相位角 4π/16 工况下半振荡周期内立管

整体和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从图 4-28（a）和（d）中，均可观察到明

显的交替泄涡现象，同时在立管的运动轨迹前方并无残存的尾流场，立管的泄涡

特性与稳定流场中立管泄涡的相似性较高。如图 4-28（b）所示，当振荡运动至

端点位置并发生反向时，立管将会立刻冲刷未耗散的尾流场。立管始终被尾流场

包围，新生成的漩涡也持续与周围已泄出漩涡发生着相互作用，如图 4-29（b）

和（f）所示，使得立管的振动出现紊乱化，这也是图 4-22 中的立管振动轨迹线

出现无序性的诱因。由于立管的冲刷作用，原本的“卡门涡街”型尾流场中的漩

涡出现了分裂、融合和再附着现象，加速了能量耗散过程，使得前半周期产生的

尾流场中的漩涡无法发生聚集和长时间的维持，即无漩涡聚集现象产生。并且当

立管通过尾流场强涡街区域后，不再发生尾流场中已泄放漩涡和新生成漩涡间的

相互作用，如图 4-28（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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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30.55s （b）t=31.55s （c）t=32.55s （d）t=33.55s 

 

 （e）t=30.55s （f）t=31.55s （g）t=32.55s （h）t=33.55s 

图 4-29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0 

Figure 4-29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rip of the riser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10 

 

从图 4-29（a）、（c）和（d）中均可观察到立管表面的轴向不连续的“波浪

型”泄涡特性，结合图 4-29（c）、（g）和（h）可知，当立管未冲刷尾流场和完

全脱离尾流场后，均表现出交替泄涡特性并生成“卡门涡街”型尾流场。但是，

当立管刚刚脱离尾流场时，由于远端区域发生的漩涡挤压、破碎和融合等现象，

尾流场的涡结构出现混乱化，因而整体上仍无明显的形状特征。综上可知，正相

位角小于 2π/16 时，立管的振动特性与标准“8”字型振荡轨迹线作用下的立管

振动特性相似；正相位角大于 3π/16 时，立管的振动特性与“抛物线”型振荡轨

迹线作用下的立管振动特性相似。 

4.3 负相位角对两自由度激励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影响研究 

4.3.1 数值模拟计算工况 

本节主要研究不同负相位角影响下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

振动响应特性，顺流向的振荡激励幅值为 0.32m、激励周期为 7.5s，横流向的振

荡激励幅值为 0.08m、激励周期为 3.75s，相应的振荡 KC 数和相位角设置如表 4-

3 所示，相应的振荡激励轨迹线如图 4-30 所示。随着负相位角的减小，“8”字型

轨迹线的中间交点逐渐上移，最终形成“抛物线”型轨迹线（Case 4-14），并且

与正相位角下的轨迹线沿顺流向呈对称。本节中的所有计算工况均采用厚切片模

型，相应的流场计算网格划分和加密、结构划分和求解、时间步长设置等均与 4.1

节的图 4-2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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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不同负相位角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轨迹线 

Figure 4-30 Trajectories of two-Dofs excitation with different negative phase angles 

 

表 4-3 不同负相位角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计算工况 

Table 4-3 Details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of degrees-of-freedom excitations with 

different negative phase angles 

 顺流向 KC 数 横流向 KC 数 相位角 

Case 4-5 84 21 0 

Case 4-11 84 21 -1π/16 

Case 4-12 84 21 -2π/16 

Case 4-13 84 21 -3π/16 

Case 4-14 84 21 -4π/16 

4.3.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4-31 和 4-32 所示，分别为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横流向和顺流

向振动的无量纲时历曲线，随着负相位角的减小，顺流向振荡速度出现前移的趋

势。当负相位角到达-4π/16 时，对比图 4-17 可以发现，在相同的时间区间内仅发

生一次顺流向速度与横流向速度的重合，且在发生在速度由负转正的区间内。如

图 4-31（a）和（b）所示，在两个连续的锁定区间内，立管中间节点振动响应的

正向位移呈先缓慢减小然后急剧增大的趋势，与图 4-17（a）中的振动变化趋势

相同；负向位移则表现出先急剧增大后缓慢减小的趋势，与图 4-17（a）相反，

并且无法观察到 “上凸”弧形振动特性。如图 4-31（c）和（d）所示，随着负

相位角的减小，立管横流向振动的正向位移幅值变化的拐点后移，相应的负向位

移幅值变化拐点前移。同时，立管横流向“锁定”区间产生明显的拓宽现象，扩

宽方向与顺流向最大流速的偏移方向一致。与 4.2.2 节所述相同，在-2π/16 至-

3π/16 的区间内存在临界负相位角，使得负相位角对立管横流向振动特性的影响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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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 4-11 （b）Case 4-12 

  

（c）Case 4-13 （d）Case 4-14 

图 4-31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横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4-31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crossflow vibration displacement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an oscillating period 

 

立管顺流向三角函数型的振动响应变化趋势仍占据主导，当负相位角为-π/16

时，立管顺流向振动位移的极值分别为 0.43D 和-0.266D；当负相位角为-2π/16 时，

极值分别为 0.416D 和-0.457D；当负相位角为-3π/16 时，极值分别为 0.533D 和-

0.433D；当负相位角为-4π/16 时，极值分别为 0.723D 和-0.573D。可以发现，随

着负相位角的减小，顺流向振动位移响应呈明显的增大趋势，顺流向发生显著振

动响应的区间也随之增大，相应的锁定区间发生位置也向 19s 和 23s 附近前移。

对比图 4-19 可知，负相位角对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影响要强于正相位角。 

 

  

（a）Case 4-11 （b）Case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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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se 4-13 （d）Case 4-14 

图 4-32 一个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顺流向无量纲振动时历曲线 

Figure 4-32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inline vibration displacement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in an oscillating period 

 

如图 4-33 和 4-34 所示，分别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

时历曲线。从图 4-33 可以看出，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保持在 1 阶，2 阶及以上

模态对立管振动响应的影响可忽略不计。随着负相位角的减小，“间歇性”振动

现象趋于紊乱，且与图 4-20 的发展趋势相同。说明当立管的振荡运动轨迹线从

“8”字型变为“抛物线”型时，横流向振动的周期性将会被破坏，出现紊乱的

振动响应。还能发现：当负相位角大于-2π/16 时，立管横流向振动的 1 阶无量纲

模态权重值主要集中在-0.8 至 0.5 之间，仅有“锁定”区间内出现超出这一区间

的迹象，如图 4-33（a）和（b）所示；当负相位角小于-3π/16 时，1 阶无量纲模

态权重值在正区间内显著的大，如图 4-33（d）所示。这一变化趋势与图 4-20 一

致，说明无论相位角的正负，当立管的两自由度振荡运动轨迹线达到“抛物线”

型时，立管的振动响应会出现明显的增强。 

 

  

（a）Case 4-11 （b）Case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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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se 4-13 （d）Case 4-14 

图 4-33 立管横流向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4-33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从图 4-34 中可以发现，在 4 种负相位角工况下，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也

保持在 1 阶，负相位角的减小并不会改变 1 阶主振模态的三角函数型变化趋势，

并且相应的模态权重幅值增量明显小于横流向振动。对比各工况 2 阶无量纲模态

权重时历曲线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随着负相位角的减小，2 阶无量纲模态权重

时历曲线有向三角函数型变化的趋势，如图 4-34（c）和（d）所示。对比图 4-21

发现的变化趋势可知，负相位角对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影响与正相位角对立管顺流

向振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a）Case 4-11 （b）Case 4-12 



第 4 章 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下的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118 

  

（c）Case 4-13 （d）Case 4-14 

图 4-34 立管顺流向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4-34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a）Case 4-11 （b）Case 4-12 

  

（c）Case 4-13 （d）Case 4-14 

图 4-35 立管沿轴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 

Figure 4-35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trajectories along the riser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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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35 所示，为立管轴向不同位置处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对比图 4-35

（a）、（b），图 4-22（a）、（b）和图 4-8（e）可以发现，当负相位角大于-2π/16 时，

仍能观察到“王冠型”的振动轨迹线，并且与正相位角小于 2π/16 时的轨迹线相

似。相比于对应的正相位角工况，振动轨迹线在横流向的跨度有着显著的增大，

而顺流向的跨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了负相位角对立管横流向振动的增强作用要

大于相应的正相位角。当负相位角减小至-3π/16 以下时，“王冠型”振动轨迹线

消失，如图 4-35（c）和（d）所示，同时并未观察到与图 4-22（c）相似的旋转

重合特性，但是在轨迹线的横流向跨度上也有着与前述相同的扩大现象出现。 

4.3.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4-36 和图 4-37 所示，分别为 4 种负相位角工况下，立管中间节点横流

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时历云图。对比图 4-9（d）和图 4-36 可以发现，当

负相位角大于-2π/16 时，频率响应呈现相似的“间歇性”特性；当负相位角小于

-3π/16 时，频率响应区间发生拓宽现象，在时域尺度上向“锁定”区间的前后时

间段扩大，在频域尺度上也出现了更多的低频和高频响应成分，使得频率响应的

“间歇性”特性发生于图 4-23 相似的变化趋势。 

 

  

（a）Case 4-11 （b）Case 4-12 

  

（c）Case 4-13 （d）Case 4-14 

图 4-36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 

Figure 4-36 Wavelet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the crossflow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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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负相位角为-π/16π 时，立管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区间为 1.914Hz 至

2.543Hz，仅有较少低强度的频率成分达到 1Hz 和 4Hz，如图 4-36（a）中 t=20s

时的振动频率响应。当负相位角为-2π/16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响应区间为 1.829Hz

至 2.614Hz，出现频率响应增大现象。当负相位角为-3π/16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

的响应区间为 1.6Hz 至 2.77Hz，在频域上的响应区间宽度明显增大。当负相位角

为-4π/16 时，横流向主振频率的响应区间为 1.67Hz 至 2.94Hz，在时域和频域范

围内均出现了明显的增大。对比图 4-23 的频率响应发展趋势可知，负相位角的

减小对立管横流向振动频率响应特性的影响与前述正相位角的影响具有相似性，

且主频响应区间均在 1.5Hz 至 3Hz 范围内。 

 

  

（a）Case 4-11 （b）Case 4-12 

  

（c）Case 4-13 （d）Case 4-14 

图 4-37 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小波变换云图 

Figure 4-37 Wavelet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the inline direction 

 

对比图 4-10（d）和图 4-37 可知，负相位角的影响使得顺流向振动频率响应

的“间歇性”特性逐渐减弱，随着负相位角的减小，频率响应区间在时域和频域

范围内均发生明显的拓宽，与图 4-24 的变化趋势相似。从图 4-37 中可以看出，

当负相位角为-π/16π 时，立管顺流向的主振频率响应区间为 1.98Hz 至 2.98Hz，

仅有少数时刻出现了高频响应大于 5Hz。当负相位角为-2π/16 时，顺流向主振频

率的响应区间为 1.808Hz 至 3.75Hz，如图 4-37（b）所示，在 t=8.5s 附近出现了

主频显著增大的迹象。当负相位角减小至-3π/16 和-4π/16 时，顺流向主振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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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区间分别为 1.96Hz 至 3.5Hz 和 2.135Hz 至 2.923Hz，主频响应区间出现了减

小，低频和高频响应成分相比于前两种工况均有显著的增加。 

4.3.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4-38 所示，为 4 种负相位角工况下，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位置泄涡

的瞬时二维涡量云图（ω 准则）。结合图 4-30 和图 4-38（a）可知，Case 4-11 的

振荡激励运动轨迹线与标准“8”字型轨迹线相似度较高，并且与 Case 4-7 的轨

迹线沿顺流向呈对称，因此在流场的泄涡特性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图 4-38

（a）的 A 和 B 所示，当立管通过曲率较小的非标准“8”字型轨迹线上部弧形

段时，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以及尾流场随振荡运动而发生的偏移现

象；当立管运动至右端点附近时，如图 4-38（a）的 C 所示，立管的尾流场发展

方向相比于 A 发生了约 90 度的偏移；当立管运动通过曲率较大的轨迹线下部弧

形段，由于尾流场的发展的滞后性，立管的上方出现了漩涡聚集的现象，如图 4-

38（a）的 D 所示。与 Case 4-7 相同，在整个振荡半周期内均未观察到明显的尾

流场中漩涡的冲刷、破碎和再附着现象。当负相位角减小至-2π/16 时，在半振荡

周期内立管通过轨迹线上部小曲率弧形段时，发生了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并在

右端点位置附近时出现了尾流场的大角度偏移现象，如图 4-38（b）的 E、F 和 G

所示。当立管在大曲率下部弧形段发生转向运动时，观察到了与图 4-25（b）相

似的漩涡间的挤压、破碎和融合等现象。并且，在后续的运动过程中，立管持续

与尾流场的边缘部分发生漩涡间相互作用，同时，立管上部仍有较为明显的漩涡

聚集现象产生，如图 4-38（b）的 H 所示。 

 

  

（a）Case 11 （b）Cas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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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se 13 （d）Case 14 

 

图 4-38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节点的瞬时涡量云图（ω-准则） 

Figure 4-38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contours at the intermediate node of the riser 

during an oscillating period (ω-criteria) 

 

如图 4-38（c）的 I、J、K 和图 4-38（d）的 M、N、O 所示，当负相位角减

小至-3π/16 和-4π/16 时，立管振荡运动通过轨迹线的小曲率上部弧形段过程中，

均可观察到前述的交替泄涡和尾流场大角度偏移现象。当立管振荡运动通过轨迹

线下部的大曲率弧形段时，会产生立管与尾流场中未耗散强漩涡的相互作用，如

图 4-38（c）的 L 和图 4-38（d）的 P 所示。在这 2 种负相位角工况下，整个振

荡运动过程中均未观察到明显的漩涡聚集现象，说明当非标准“8”字型轨迹线

的空腔显著减小后，立管的泄涡特性将趋向于“抛物线”型振动轨迹线下的立管

泄涡特性，与图 4-25（c）和（d）表现出的泄涡特性相似。 

如图 4-39 和图 4-40 所示，分别为半振荡周期内负相位角-2π/16 工况下，立

管整体和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从图 4-39 的前三时刻可以发现，尾流

场中漩涡呈细长条状和轴向不连续特性，能观察到与 Case 4-8 相似的“卡门涡

街”型尾流场与发展方向的大偏移现象，如图 4-40（e）和（g）所示，以及“波

浪型”的轴向不连续泄涡现象，如图 4-40（a）和（b）所示。当立管振荡运动通

过轨迹线的大曲率下部弧形段时，立管将沿着漩涡聚集区域的边缘运动，使得振

动轨迹线内侧的涡结构趋于细碎化，而外侧的涡结构则仍保持较为完整的细长条

状，如图 4-40（d）和（h）所示。与 Case 4-8 相似，在转向的过程中，一直未观

察到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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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30.65s （b）t=31.15s （c）t=32.4s （d）t=33.15s 

图 4-39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2 

Figure 4-39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12 

 

 
 （a）t=30.65s （b）t=31.15s （c）t=32.4s （d）t=33.15s 

 

 （e）t=30.65s （f）t=31.15s （g）t=32.4s （h）t=33.15s 

图 4-40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2 

Figure 4-40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rip of the riser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12 

 

如图 4-41 和图 4-42 所示，分别为半振荡周期内负相位角-4π/16 工况下，立

管泄涡的整体三维瞬时涡量云图（Q=5）。从图 4-41（a）、（d）和图 4-42（a）、

（b）中，均可在立管表面观察到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和轴线不连续的“波浪型”

泄涡特性。结合图 4-42（e）和（f）可以观察到，立管通过“抛物线”型轨迹线

的顶端弧形段时振荡运动方向发生明显改变，使得尾流场发展方向也产生了相同

的变化，且转向角度明显大于其它负相位角工况。当立管振荡运动至右下端点位

置并开始反向时，如图 4-41（c）所示，尾流场远离立管区域仍保持着“卡门涡

街”型尾流场和细长条状漩涡特性。结合图 4-42（c）和（g）可知，当立管刚开

始反向时，表面漩涡会沿立管壁面转移，使得立管周围的漩涡细碎化。当立管继

续进行反向运动后，如图 4-41（d）和图 4-42（h）所示，立管冲刷进入前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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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强尾流场区域，打破了原本的“卡门涡街”型尾流场，同时使得尾流场中

远离立管的漩涡向两端偏移，显著增大了涡街宽度，立管周围的涡结构形态将趋

于复杂化，与图 4-29（f）的现象相似。综上可知，负相位角大于-2π/16 时，立管

的振动特性与标准“8”字型振荡激励下的立管振动特性相似；负相位角小于-3π/16

时，立管的振动特性与“抛物线”型振荡激励下的立管振动特性相似。 

 

  

（a）t=31.05s （b）t=32.05s （c）t=32.55s （d）t=33.55s 

图 4-41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4 

Figure 4-41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14 

 

 
 （a）t=31.05s （b）t=32.05s （c）t=32.55s （d）t=33.55s 

 

 （e）t=31.05s （f）t=32.05s （g）t=32.55s （h）t=33.55s 

图 4-42 半振荡周期内立管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Case 4-14 

Figure 4-42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rip of the riser in half 

an oscillating period (Q=5) Case 4-14 

4.4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开展了 4 种振荡幅值比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细长柔性立

管涡激振动研究。采用模态分解方法、小波变换和涡识别（ω 和 Q 准则）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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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管的涡激振动振动响应进行了全面分析。对比发现当振荡幅值比较大时，立

管的振动响应特性趋向于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振动响应特性，也观察

到了明显的涡激振动“建立”、“锁定”和“衰减”过程；当振荡幅值比显著减小

至 4，呈现标准的“8”字型振荡轨迹线时，在两相邻“锁定”区间内，立管的横

流向位移呈“上凸”弧形，并在尾流场中观察到了显著的漩涡聚集现象。研究中，

还对比了二维切片模型和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发现：采用二维切片模型无法

捕捉到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显著三维流场特性；在流体力的预报上，相比

于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明显偏小。 

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研究了 4 种正、负相位角工况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

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随着相位角的变化，立管的两自由度振荡运动轨迹

从标准的“8”字型轨迹向“抛物线”型轨迹发展。从对比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

正相位角工况下，当两自由度振荡运动轨迹线趋向于“8”字型轨迹线时，立管

的横流向位移响应仍表现出“上凸”弧形；频率响应上具有明显的“间歇性”特

性；尾流场中仍能在两个空腔内观察到漩涡聚集现象。当两自由度振荡运动轨迹

线趋向于“抛物线”型时，立管的横流向位移响应的在负区间的增强显著大于正

区间；在频率响应上出现了时域和频域范围的拓宽，且频率响应特性趋于复杂化；

反向阶段立管和尾流场中漩涡的冲刷、破碎和附着现象，加速了漩涡的耗散，使

得尾流场中不再出现明显的漩涡聚集现象。在负相位角工况下，立管横流向位移

响应的“上凸”弧形变为了“单调递减”型，并且随着负相位角的减小，位移响

应也出现了显著的增强；在频率响应上，与正相位角对应工况呈现明显的相似性；

在尾流场中，除了能观察到与正相位角对应工况中出现的漩涡聚集现象和立管与

尾流场的相互作用外，还能观察到明显的尾流场发展方向大偏移现象。 

综上研究，说明对于平台周期性振荡运动、潮汐流等振荡流场影响下的立管

涡激振动问题，会表现出显著的三维流动特性。相比于二维切片模型，厚切片模

型能够更为准确地模拟出立管所受的流体力和三维尾流场，在这类复杂激励作用

下的立管涡激振动预报问题上具备一定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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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多立管系统涡激振动干涉研究 

根据第一章绪论可知，在实际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通常采用多立管系

统以提高生产效率。多立管间由于来流和上游立管尾流场、尾流场和下游立管间

的耦合作用，使得立管所受到的流体力趋于复杂化，会产生更为复杂的流致振动

（Flow-induced Vibration, FIV）现象。 

Huera-Huarte 等（2011a，2011b，2016）和 Xu 等（2018a，2018b，2020a，

2020b）系统性地开展了不同立管间距的串联、并联和错列双立管系统的涡激振

动模型试验研究。武磊（2020）采用二维切片法详细开展了不同布置形式和立管

间距的双立管涡激振动研究，Wang 等（2017）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不

同间距串联双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然而，随着多立管系统中立管数量的增

加，立管间的相互作用愈加复杂，导致各立管的振动响应难以根据双立管系统的

振动响应特性进行预报。近年来，Xu 等（2018c）和 Wang 等（2019）进一步地

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和并联三立管、四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模型试验，初步探究

了多立管耦合下的振动响应特性，但是还不能完全揭示多立管间的相互作用机理。

相应地，采用 CFD 方法研究多立管系统涡激振动特性的研究也较少，尤其是在

反映多立管间的漩涡和立管相互作用方面，亟需研究人员填补空白。 

综上，本章主要研究固定间距下串联布置的多立管系统涡激振动。首先开展

多立管系统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工作，通过均匀流中串联双立管、三立管系统

涡激振动的对比验证研究，证明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在多立管涡激振动模

拟问题上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以第三章中阶梯流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标准

问题验证为基础，开展固定间距的串联双立管、三立管和四立管系统涡激振动研

究，分析来流和上游立管尾流场耦合作用下不同位置立管的振动特性。 

5.1 多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 

本节分别选取 Sanaati 和 Kato（2013b）开展的均匀流中串联双立管系统涡激

振动模型试验和 Wang 等（2019）开展的均匀流中串联三立管系统涡激振动模型

试验为对象，采用 viv3D-FOAM-SJTU 求解器进行标准问题的数值模拟，并与模

型试验和 viv-FOAM-SJTU 求解器的数值模拟结果对比，说明求解器在多立管涡

激振动预报上的有效性。 

5.1.1 均匀流中串联双立管的涡激振动对比验证 

Sanaati 和 Kato（2013b）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双立管系统的流致振动（F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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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模型试验，共设计了 4 种立管间距工况。本节选取间距为 8.25D 的工况开展

对比验证计算，立管模型的主要参数和所选取的试验工况如表 5-1 所示，基于厚

切片模型（Case 5-1）和二维切片模型（Case 5-2）的计算网格及相应的边界条件

设置如图 5-1 所示。由于雷诺数仅为 3758.4，与第三章中的验证算例相近，因此

在网格划分和切片尺寸选取上均具有参考性。 

 

表 5-1 双立管模型的主要结构参数和试验工况 

Table 5-1 Main parameters of two risers and corresponding flow condition 

 符号 数值 单位 

长度 L 2.92 m 

直径 D 18 mm 

弯曲刚度 EI 9 Nm2 

顶端张力 T 147 N 

质量比 m* 1.17 - 

长径比 L/D 162.2 - 

流速 U 0.2088 m/s 

雷诺数 Re 3758.4 - 

 

  

（a）厚切片计算模型 （b）二维切片计算模型 

  

（c）边界条件 （d）立管周围的网格划分 

图 5-1 立管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5-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如图 5-1（a）所示，共计 10 个相同的流场厚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分布，各

切片的顺流向长度为 38.25D、横流向长度为 20D、轴向长度为 L/25，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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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网格量为 468 万。如图 5-1（c）所示，各三维流场切片中的边界条件设置与

3.1 节相同。立管边界周围的网格拓扑结构及划分如图 5-1（d）所示，考虑到立

管表面流体力的精细计算和动网格变形过程中网格质量，两个相同的圆形域的直

径设置为 4D，立管周围第一层网格的初始 y+为 3.1。由于立管模型长度较小，

因此轴径比适当设置为 39。基于相同 xoy 平面的网格拓扑结构生成的二维切片

模型如图 5-1（b）所示，共计 10 个相同的二维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布置，各切

片沿轴向仅一层网格，相应的总网格量为 29.3 万。结构部分，两种计算模型的各

立管均被离散为 200 个有限单元。计算过程中，为了确保计算的稳定性及其收敛

速度，计算时间步长设置为 0.001s，保证在计算过程中库朗数始终小于 3.0。 

如图 5-2 所示，为串联双立管系统中上游 1 号立管和下游 2 号立管横流向和

顺流向振动的均方根（RMS）振幅对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上游 1 号立管的

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分别表现出 1 阶和 2 阶模态，在尾流场的影响下，下游 2 号

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减弱为 1 阶模态。模型实验中，1 号立管中间节点的顺流向

RMS 振幅为 0.0408D，顺流向平均振幅为 0.214D；基于厚切片模型的计算结果

中，1 号立管中间节点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RMS 振幅分别为 0.181D 和 0.0333D，

顺流向平均振幅为 0.205D，相应的计算误差分别为 18%和 4.7%；基于二维切片

模型的计算结果中，1号立管中间节点的横流向和顺流向RMS振幅分别为0.155D

和 0.0234D，顺流向平均振幅为 0.203D，相应的计算误差分别为 42.6%和 5.1%。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5-2 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曲线 

Figure 5-2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of the two-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5-3 和图 5-4 所示，分别为采用厚切片模型计算的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

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及其对应的 PSD 曲线。从图 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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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可以看出，各立管横流向主振模态均保持为 1 阶。结合图 5-2（a）可知，

在大立管间距工况下，上游 1 号立管的尾流场对于下游 2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影

响较小，双立管的横流向模态权重响应和 RMS 振幅响应差异较小。在顺流向振

动上，上游 1 号立管表现出明显的 1 阶和 2 阶模态响应，其中 2 阶模态占据主导

地位，如图 5-3（b）所示。在 1 号立管和来流的共同作用下，2 号立管的顺流向

2 阶模态响应显著减弱，1 阶模态响应显著增强并趋于紊乱化。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图 5-3 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5-3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wo-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根据图 5-4 的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

结合模型试验结果可知，上游 1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主振频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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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Hz 和 6.423Hz；下游 2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主振频率分别为 2.329Hz

和 3.441Hz，相应模型试验的横流向主振频率为 2.231Hz，预报误差为 4.39%。基

于二维切片模型的计算结果中，1 号立管的横流向主振频率包含两个峰值，分别

为 2.489Hz 和 2.851Hz，顺流向主振频率 6.489Hz；2 号立管的横流向主振频率为

2.489Hz，预报误差为 11.6%，顺流向振动频率表现为相似的多频响应。综合上述

可知，基于厚切片模型的 viv3D-FOAM-SJTU 求解器相比于基于二维切片模型的

viv-FOAM-SJTU 求解器，能够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串联双立管系统的振动响应特

性。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图 5-4 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5-4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wo-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5-5 所示，分别为不同时刻基于厚切片模型（Q=1）和二维切片模型（ω-

准则）的串联双立管系统整体泄涡的瞬时涡量图。从图 5-5（a）和（b）中可以

看出，1 号立管表现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仅在两端和中间等局部变形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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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切片位置处观察到弯曲的轴向联通“圆柱形”漩涡，以及流场外侧的显著细

长条状涡结构。由于立管间距较大，当 1 号立管的尾流场通过 2 号立管时，尾流

场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此时，尾流场中漩涡的核心位置已经在横流向上

出现了明显的扩散，使得尾流场对 2 号立管的漩涡生成与泄放影响较小。因此，

可以观察到 2 号立管后的尾流场未发生显著的改变。从图 5-5（c）的（d）中可

以看出，1 号立管的交替泄涡现象显著，2 号立管发生了上游尾流场和表面新生

成漩涡的相互作用。但是，由于二维切片未考虑流场的轴向三维特性，因此无法

捕捉到上述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三维涡量场，尤其是在振动响应相对剧烈的立管

中间位置。 

 

   

（a）t=35.85s, 厚切片模型 （b）t=36.25s, 厚切片模型 

  
 

（c）t=35.85s, 二维切片模型 （d）t=36.25s, 二维切片模型 

图 5-5 两种计算模型的串联双立管系统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ω-准则） 

Figure 5-5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two-risers systems between the thick 

strip model and the 2D strip model (Q=1, ω-criteria) 

 

如图 5-6 和图 5-7 所示，分别为两种计算模型不同时刻下串联双立管系统在

第六号切片处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图。从图 5-6（a）的二维视角可以看出，立管

为明显的“卡门涡街”型尾流场。对比图中各时刻的尾流场变化还能发现，当 1

号立管尾涡通过 2 号立管时，涡街宽度仅会出现较小的增大。同时，漩涡受到立

管的干涉作用，倾斜和弯曲程度明显增大。从图 5-6（b）中可以发现，2 号立管

在受到上游尾流场作用后，未产生较为明显的细小涡结构，则此时立管受到的流

体力较为稳定，最终导致立管的振动响应趋于稳定化。从图 5-7 中也可以观察到

相似的尾流场涡街宽度的放大现象，虽然在 t=36.45s 时刻观察到了上游漩涡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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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立管后产生的漩涡分裂现象，但是二维切片模型无法表现出漩涡分裂后的三

维弯曲特性，以及不连续泄涡特性。 

 

  

（a）二维视角 （b）三维视角 

图 5-6 串联双立管系统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图（Q=1, 厚切片） 

Figure 5-6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fluid strip of the two-

risers system (Q=1, 厚切片) 

 

  

 

图 5-7 串联双立管系统中间切片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图（ω-准则, 二维切片） 

Figure 5-7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intermediate fluid strip of the two-

risers system (ω-criteria, 二维切片) 

 

5.1.2 均匀流中串联三立管的涡激振动对比验证 

Wang 等（2019）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三立管和四立管的流致振动（FIV）系

列模型试验，其中各立管的模型尺寸与属性均相同，立管间距固定为 6D。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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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其中一种工况开展对比验证模拟，立管模型的主要参数和所选取的试验工况

如表 5-2 所示。基于厚切片模型（Case 5-3）和二维切片模型（Case 5-4）的计算

网格及相应的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5-8 所示。 

 

表 5-2 三立管模型的主要结构参数和试验工况 

Table 5-2 Main parameters of three risers and corresponding flow condition 

 符号 数值 单位 

长度 L 5.6 m 

直径 D 16 mm 

弯曲刚度 EI 17.45 Nm2 

顶端张力 T 450 N 

质量比 m* 1.9 - 

长径比 L/D 350 - 

流速 U 0.2 m/s 

雷诺数 Re 3200 - 

 

  

（a）厚切片计算模型 （b）二维切片计算模型 

  

（c）边界条件 （d）立管周围的网格划分 

图 5-8 立管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5-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如图 5-8（a）所示，共计 10 个相同的三维流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分布，

各切片的顺流向长度为 40D、横流向长度为 20D、轴向长度为 L/50，计算模型的

总网格量为 464 万。各三维流场切片中的边界条件设置与 3.1 节相同，如图 5-6

（c）所示。立管边界周围的网格拓扑结构及划分如图 5-6（d）所示，三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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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形域的直径设置为 4D，立管周围第一层网格的初始 y+为 2.9，各切片的轴

径比均为 71。如图 5-8（b）所示，为具有相同 xoy 拓扑结构和边界条件的二维切

片计算模型，10 个相同的二维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布置，相应的总网格量为 28.3

万。结构部分，两种计算模型的各立管均被离散为 200 个有限单元。计算过程中，

为了确保计算的稳定性及其收敛速度，计算时间步长设置为 0.001s，保证在计算

过程中库朗数始终小于 3.0。 

如图 5-9 所示，分别为基于厚切片模型的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

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及其功率谱密度曲线。从图 5-9（a）、（c）和（e）

中可以看出，各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均保持为 1 阶。在上游立管尾流场的影响

下，2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的 1 阶模态权重幅值均发生明显的降低，时历模态响应

趋于不规则化。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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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横流向，3 号立管 （f）顺流向，3 号立管 

图 5-9 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5-9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ree-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在顺流向振动上，1 号立管表现出较为明显的 2 阶主振模态响应。在 1 号立

管尾流场和来流的作用下，2 号立管的顺流向 2 阶模态响应强度显著减弱，1 阶

模态响应强度增强，使得立管的顺流向振动表现为 1 阶和 2 阶模态的多模态振

动。在上游两根立管的尾流场耦合影响下，3 号立管的 2 阶模态响应强度均显著

减弱，1 阶模态响应相比上游立管趋于稳定化，使得主振模态锁定为 1 阶。结合

Wang 等（2019）的模型试验结果，串联三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均为 1 阶，顺

流向主振模态分别为 2 阶、1 阶和 1 阶。对比可知，除了中间 2 号立管的顺流向

振动响应表现为多模态振动，其余的模态响应均与模型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如图 5-10 和图 5-11 所示，分别为基于厚切片模型和二维切片模型的串联三

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可以发现两种模型预报的

各立管的频率响应结果相似性较高。 

 

   

（a）横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e）横流向，3 号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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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顺流向，1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f）顺流向，3 号立管 

图 5-10 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功率谱密度曲线（厚切片） 

Figure 5-10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ree-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the thick strip model) 

 

   

（a）横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e）横流向，3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f）顺流向，3 号立管 

图 5-11 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功率谱密度曲线（二维切片） 

Figure 5-11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ree-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the 2D strip model) 

 

对比厚切片模型计算结果和模型试验结果可知，1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主振频率分别为 2.431Hz和 5.194Hz，相应的模型试验结果为 2.305Hz和 4.943Hz，

预报误差分别为 5.5%和 5.1%；2 号立管的主振频率分别为 2.431Hz 和 2.776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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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模型试验结果为 2.305Hz 和 2.33Hz，预报误差分别为 5.5%和 19.1%；3 号

立管的主振频率分别为 2.471Hz 和 2.716Hz，相应的模型试验结果为 2.305Hz 和

2.33Hz，预报误差分别为 7.2%和 16.6%。各立管顺流向和横流向主振频率的比值

误差分别为 1.8%、14%和 10%。 

对比二维切片模型计算结果和模型试验结果可知，1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

向主振频率分别为 2.603Hz 和 5.471Hz，预报误差分别为 12.9%和 10.7%；2 号

立管的主振频率分别为 2.342Hz 和 2.765Hz，预报误差分别为 1.6%和 18.7%；3

号立管的主振频率分别为 2.486Hz 和 2.794Hz，预报误差分别为 7.9%和 19.9%。

各立管顺流向和横流向主振频率的比值误差分别为 1.9%、17%和 11%。 

综上可知，虽然在各立管的主振频率预报上厚切片模型和二维切片模型均存

在一定的误差，但是整体上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更接近模型试验结果，说明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在多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模拟上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a）t=33.6s （b）t=34.8s 

  
 （c）t=47.1s （d）t=47.9s 

图 5-12 串联三立管系统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5-12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three-risers system (Q=1) 

 

如图 5-12 所示，分别为厚切片模型（Q=1）和二维切片模型（ω-准则）的不

同时刻串联三立管系统整体泄涡的瞬时涡量图。从图 5-12（a）和（b）中可以看

出，1 号立管表现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并且 1 号立管和中间 2 号立管间的漩

涡呈现轴向联通的“圆柱形”，说明此时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相对平稳。当 1 号

立管的尾涡与 2 号立管表面的漩涡发生耦合作用时，立管周围的流场趋于复杂

化，立管的泄涡趋于不规则化，此时 2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间的流场中既包含有离

散的小尺度涡结构，也能观察到扭曲长条状的大尺度涡结构。相比于 1 号立管的

尾流场，3 号立管的尾流场虽然也表现出了交替泄涡现象，但是尾流场中除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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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部分轴向联通的“圆柱形”漩涡，也包含了许多倾斜、扭曲的长条状漩涡。

从图 5-12（c）和（d）的涡量图中，能观察到 1 号立管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以

及 2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在上游尾流场干扰下的不规则泄涡，但是无法捕捉到由于

漩涡和立管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尾流场复杂三维流动特性。 

 

   

（a）二维视角 

  
 

（b）三维视角 

图 5-13 串联三立管系统第六切片处泄涡的局部瞬时涡量图（Q=1, 厚切片） 

Figure 5-13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sixth fluid strip of the three-risers 

system (Q=1, 厚切片) 

 

  

 

图 5-14 串联三立管系统第六切片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图（ω-准则, 二维切片） 

Figure 5-14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e sixth fluid strip of the three-risers 

system (ω-criteria, 二维切片) 

 

如图 5-13 和图 5-14 所示，分别为厚切片模型（Q=1）和二维切片模型（ω-

准则）的不同时刻串联三立管系统在第六号切片处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图。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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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a）的二维视角可以看出，立管的尾流场呈较为明显的“卡门涡街”型。对

比图中各时刻的尾流场还能发现，当尾涡通过 2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时，涡街的宽

度显著增大；而当尾涡通过全部立管后，涡街宽度的增加趋势明显降低。结合图

5-13（b）可以发现，当上游立管的尾涡通过下游立管时，会发生漩涡融合的现象，

使得融合后泄放的漩涡强度增大并趋于不规则化。同时，立管的周围会产生离散

的小涡，扰乱立管的泄涡特性，这种不规则的泄涡使得下游立管的振动不稳定性

增强。对比图 5-14 和图 5-13（a）可以看出，采用二维切片模型计算出的尾流场

也表现出了“卡门涡街”型，在 2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处虽然也出现了上游尾流场

漩涡和立管表面新生成漩涡间的相互作用，但是无法捕捉到因此而产生的离散小

涡，使得模拟出的流场偏离实际。 

5.2 阶梯流中串联多立管的涡激振动研究 

5.2.1 厚切片计算模型 

本节选取 3.2 节中已完成的标模问题验证算例中流速为 0.16m/s 的工况为基

础，开展阶梯流中串联多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本节共设置 3 种计

算工况，分别为串联双立管、串联三立管和串联四立管，保持各立管的间距为 4D，

研究串联多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各计算工况的厚切片计算模型和相应的网

格划分、边界条件如图 5-15 所示。各计算工况中，20 个相同的三维流场切片沿

立管轴向均匀布置，各切片的横流向长度为 10D，顺流向长度随着立管数量的增

加分别为 19D、23D 和 27D，轴向长度均为 L/100。考虑到立管振动变形过程中，

当多管间距离较近时造成的立管间网格剧烈压缩变形，进而导致网格质量下降甚

至失效。因此，在网格绘制过程中设置立管周围圆形域的直径为 2D，以确保立

管顺流向振动变形过程中管间网格的质量，如图 5-15（b）所示。本节将首先开

展串联双立管工况下的网格收敛性计算，选取合适的网格划分方式，并依此为基

础绘制串联三立管和串联四立管工况下的计算网格，如图 5-15（d）和（f）所示。

各计算网格的边界条件设置均与图 3-10（b）相同，其中立管的各壁面边界包含

有两个流体力计算子边界。结构部分，基于欧拉-伯努利梁的有限元模型被均匀

离散为 200 个有限单元。 

  

（a）串联双立管计算模型 （b）切片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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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串联三立管计算模型 （d）切片网格划分 

  

（e）串联四立管计算模型 （f）切片网格划分 

图 5-15 多立管系统的厚切片计算网格和边界条件 

Figure 5-15 Computational meshes setup and corresponding boundary conditions of 

multi-risers system 

5.2.2 阶梯流中串联双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分析 

5.2.2.1 网格收敛性分析 

如表 5-3 所示为网格收敛性分析中的三套网格，立管周围第一层网格的初始

y+值保持为 3 以内，轴径比均在 55 附近，网格量分别为 393 万、565 万和 809

万。三套计算网格下，串联双立管（上游为 1 号立管，下游为 2 号立管）的横流

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RMS）对比曲线如图 5-16 所示，相应的峰值/

谷值点最大 RMS 振幅及其对应的轴向位置如表 5-4 和 5-5 所示。 

 

表 5-3 网格收敛性分析的三套网格参数 

Table 5-3 Details of three computational meshes for the mesh convergence study 

 计算网格 网格量 轴径比 

Case5-5 Coarse mesh 393 万 56.5 

Case5-6 Middle mesh 566 万 55.7 

Case5-7 Fine mesh 809 万 55.3 

 

从图 5-16 中可以看出，三套计算网格均捕捉到了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

动的主模态，并且中网格和细网格间的 RMS 振幅拟合较好。结合图 5-16（a）、

（c）和表 5-4 可知，双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均为 2 阶，中网格和细网格预报 1

号立管横流向 RMS 振幅从下至上的波峰/波谷值的计算误差分别为 8.56%、0.88%

和 4.19%；预报 2 号立管横流向 RMS 振幅从下至上的波峰/波谷值的计算误差分

别为 9.33%、6.14%和 2.37%。预报误差均小于 10%，说明两套网格在横流向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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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预报上的收敛性较好。 

 

  

（a）1 号立管，横流向 （b）1 号立管，顺流向 

  

（c）2 号立管，横流向 （d）2 号立管，顺流向 

图 5-16 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曲线 

Figure 5-16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of two 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结合图 5-16（b）、（d）和表 5-5 可知，1 号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为 4 阶，

中网格和细网格预报 1 号立管顺流向 RMS 振幅从下至上的波峰值的计算误差分

别为 1.79%、9.61%、6.59%和 0.15%；2 号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为 5 阶，中网

格和细网预报 2 号立管顺流向 RMS 振幅从下至上的波峰值的计算误差分别为

2.15%、3.25%、1.72%、1.71%和 1.14%。预报误差也均在 10%以内，说明两套网

格在顺流向 RMS 振幅预报上的收敛性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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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5-4 Crossflow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of the two-risers system 

 工况 Ay,RMS/D z/L Ay,RMS/D z/L Ay,RMS/D z/L 

1 号立管 

Case5-5 0.241 0.75 0.0807 0.507 0.271 0.23 

Case5-6 0.31 0.737 0.113 0.494 0.327 0.244 

Case5-7 0.323 0.736 0.114 0.486 0.299 0.237 

2 号立管 

Case5-5 0.264 0.76 0.113 0.537 0.279 0.267 

Case5-6 0.211 0.766 0.114 0.529 0.225 0.236 

Case5-7 0.216 0.764 0.121 0.543 0.246 0.233 

 

表 5-5 串联双立管系统顺流向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5-5 Inline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of 

the two-risers system 

1 号立管 

工况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Case5-5 0.0425 0.87 0.058 0.6 0.0721 0.376 

Case5-6 0.0674 0.871 0.091 0.61 0.102 0.371 

Case5-7 0.0675 0.864 0.085 0.606 0.0922 0.377 

工况 Ax,RMS/D z/L     

Case5-5 0.059 0.149     

Case5-6 0.0783 0.12     

Case5-7 0.0769 0.12     

2 号立管 

工况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Case5-5 0.0749 0.874 0.0938 0.679 0.102 0.473 

Case5-6 0.0701 0.863 0.0993 0.663 0.116 0.459 

Case5-7 0.0709 0.856 0.101 0.661 0.118 0.451 

工况 Ax,RMS/D z/L Ax,RMS/D z/L   

Case5-5 0.114 0.283 0.085 0.109   

Case5-6 0.123 0.306 0.0836 0.116   

Case5-7 0.127 0.303 0.0854 0.117   

 

对比图 5-16 和图 3-11 可知，串联双立管系统中 1 号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的

主振模态与单立管相同，而 2 号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受到 1 号立管的尾流影响

增大为 5 阶。对比各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最大 RMS 振幅可知，1 号立管和 2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均发生了减小，相应的减小量为 15.5%和 41.9%，并且

对应的轴向位置均在 0.25L 附近。说明间距为 4D 工况下上游立管的尾流场会显

著减弱下游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同时下游立管也会对上游立管的横流向振动

产生影响。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1 号立管的最大顺流向 RMS 振幅与单立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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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同，减小量仅为-0.97%，而 2 号立管受到尾流作用的影响振动响应反而增强，

相应的增大量为 19.4%，相应的轴向位置由 0.36L 减小至 0.31L。说明上游立管

的尾流场会增强下游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响应和振动模态，而下游立管不会影响上

游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响应。综合上述对比结果并考虑到后续的计算域扩大和网格

量增大，选取中网格（Case 5-6）作为本节后续的数值模拟的参照基础。 

5.2.2.2 串联双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5-17 和图 5-18 所示，分别为串联双立管系统中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

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及其对应的功率谱密度（PSD）曲线。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图 5-17 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5-17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wo-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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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5-17（a）、（b），图 5-18（a）、（b），图 3-14 和图 3-15 可知，相比于

单立管工况，1 号立管的横流向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权重值明显减小，幅值从

约 0.6 减小至约 0.5，其对应的振动频率为 0.896Hz。顺流向 4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

纲模态权重值与单立管工况相近，幅值均为约 0.1，相应的主振频率 1.867Hz。进

一步对比图 5-17（b）和图 3-14（b）的各阶模态权重值可以发现，上游 1 号立管

的顺流向振动虽然保持主模态为 4 阶，但是 5 阶和 6 阶模态的无量纲权重值相比

于单立管工况显著增大，但不足以改变立管的顺流向主模态。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图 5-18 串联双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5-18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wo-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从图 5-18（b）中还能发现，除了主振频率外，其它阶模态的频率响应强度

均出现较为明显的增大，与模态权重的变化趋势一致。说明 1 号立管受到下游立

管的影响较小，仅横流向振动的主模态权重值会减小，顺流向振动的主模态权重

和各方向的主振频率均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对比图 5-17（c）、（d），图 5-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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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图 3-14 和图 3-15 可知，相比于单立管工况，2 号立管的横流向 2 阶主振

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显著减小，幅值从约 0.6 减小至约 0.3，且时历模态权重

响应趋于不稳定化，对应的主振频率为 0.917Hz，相比于单立管增大约 2.46%。

顺流向 5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值与单管工况相近，相应的主振频率为

2.3Hz，相比于单立管增大约 22.4%。对比图 5-17（c）和图 3-14（a）的各阶模态

响应可以发现，2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伴随着主振模态响应强度的减弱，1 阶和

3 阶模态对横流向振动的影响显著增强，从对应的 PSD 曲线中也可发现对应模

态的频率响应强度与主模态的差距明显减小，导致立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显著

减小。对比图 5-17（d）和图 3-14（b）可以发现，随着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增

大至 5 阶， 4 阶、6 阶和 7 阶模态的无量纲模态响应强度相比于 1 号立管显著减

小，而 2 阶模态的模态响应强度则明显增大，这与对应的 PSD 曲线的变化趋势

一致。说明 2 号立管受到上游立管尾流场的影响较大，在抑制横流向振动响应的

同时，会显著增大顺流向的振动响应和相应的频率响应。 

5.2.2.3 串联双立管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5-19 所示，为不同时刻串联双立管系统整体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从图中可以看出，1 号立管的交替泄涡现象仍较为明显。从下端第一和第二流场

切片位置，能够观察到大量轴向联通的“圆柱形”漩涡。而在振动响应较强的第

五和第六流场切片位置，可以发现 1 号立管所泄出的漩涡在通过 2 号立管时发生

了涡街宽度增大现象。立管上端无来流区域，在 1 号立管的第十六流场切片附近

均能观察到明显的横流向泄涡现象，而 2 号立管相同位置处的泄涡现象则相对较

弱，这也是由于 2 号立管横流向振动响应显著降低所造成的。 

 

  
 

（a）t=42.4s （b）t=47.4s 

图 5-19 串联双立管系统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5-19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two-risers system (Q=1) 

 

如图 5-20 所示，为不同时刻两种视角下，串联双立管系统第五和第九流场

切片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从图 5-20（a）和（b）中可以发现，由于立管间距

较近，1 号立管所泄的漩涡在脱离立管表面后就与 2 号立管表面新生成的漩涡发

生分裂、融合等相互作用，并且干扰下游立管的交替泄涡。从图 5-20（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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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t=42.0s 和 42.2s 的瞬时涡量变化中可以看出，1 号立管泄出的单个漩涡在受到

2 号立管的阻滞作用后，发生了漩涡间的融合并沿立管下表面向后运动。同时，

可以发现 1 号立管所泄出的漩涡仍趋于轴向联通的“圆柱形”，当漩涡通过 2 号

立管后，漩涡沿轴向的弯曲度显著增大。 

 

  

 

（a）5 号切片，二维视角 

 

（b）5 号切片，三维视角 

  

 
（c）9 号切片，二维视角 

 

（d）9 号切片，三维视角 

图 5-20 串联双立管系统不同切片处泄涡的局部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5-20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two-risers system at different fluid 

strips (Q=1) 

 

对比图 5-20（a）和（c）可以发现，第五流场切片处的尾流场宽度明显大于

第九流场切片。对比图 5-20（b）和（d）中可以看出，上游 1 号立管在第九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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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处泄出的漩涡的弯曲程度小于第五流场切片，说明立管在 0.25L 附近位置的

振动响应强于中间位置。从图 5-20（c）中 t=42.0s 和 42.2s 的瞬时涡量变化中可

以看出，1 号立管泄出的漩涡在受到 2 号立管的阻滞作用后，漩涡将会分裂为上

下两个相对较小的涡，并分别与 2 号立管上下表面新生成的漩涡发生融合作用，

然后向立管后方继续泄放。综上可以发现，受上游立管尾流场的干涉影响，下游

立管的泄涡特性将会被扰乱并趋于不规则化，影响下游立管表面的压力分布，最

终改变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 

5.2.3 阶梯流中串联三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分析 

本节将开展阶梯流中串联三立管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按照 5.2.1 节中

的网格划分方式生成串联三立管系统的厚切片计算网格（Case 5-8），如图 5-15

（c）和（d）所示，相应的网格量为 809 万。 

5.2.3.1 串联三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5-21 所示，为串联三立管系统（上游为 1 号立管，中间为 2 号立管，

下游为 3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RMS）振幅曲线，相

应的峰值/谷值点最大 RMS 振幅及其对应的轴向位置如表 5-6 和 5-7 所示。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5-21 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曲线 

Figure 5-21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of three-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从图 5-21 中可以看出，在下游立管的影响下，1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RMS 振幅均显著降低；2 号立管受到上游立管尾流的影响，其横流向 RMS 振幅

也会降低到与 1 号立管相近的幅度，而顺流向 RMS 振幅无明显减小；3 号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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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动响应受到上游立管的影响反而较小，相应的横流向 RMS 振幅远大于上游

立管，顺流向 RMS 振幅与 2 号立管相近。虽然各立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存在

差异，但是均表现为明显的 2 阶模态。而在顺流向振动上，1 号立管和 2 号立管

所表现的模态均明显增加至 6 阶和 5 阶，3 号立管则未表现出明显的模态阶次。

说明立管间的干涉作用并不会完全改变立管的横流向振动特性，但是对顺流向振

动特性会产生显著的干扰。 

 

表 5-6 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5-6 Crossflow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of the three-risers system 

 Ay,RMS/D z/L Ay,RMS/D z/L Ay,RMS/D z/L 

1 号立管 0.173 0.746 0.0738 0.497 0.2 0.217 

2 号立管 0.177 0.76 0.108 0.536 0.183 0.217 

3 号立管 0.305 0.73 0.104 0.486 0.342 0.234 

 

结合表 5-6 和表 3-5 并对比各立管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可知，1 号立管和 2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大幅降低，相应的减小量分别为 48.3%和 52.7%，而 3

号立管横流向振动响应受到的影响较小，相应的减小量仅为 11.6%。但是各立管

最大横流向 RMS 振幅对应的轴向位置均在 0.22L 附近。结合表 5-7 和表 3-5 并

对比各立管顺流向最大 RMS 振幅可知，1 号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响应显著降低，

减小量为 37%，而 2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的振动响应几乎保持不变，相应的增加量

仅为 1.94%和 3.88%。各立管最大顺流向 RMS 振幅对应的轴向位置，从单立管

的 0.36L 分别减小至 0.27L、0.29L 和 0.33L 附近。 

 

表 5-7 串联三立管系统顺流向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5-7 Inline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of 

the three-risers system 

1 号立管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0544 0.9 0.0591 0.706 0.06 0.539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0629 0.431 0.0649 0.267 0.0598 0.0914 

2 号立管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0776 0.883 0.09 0.683 0.0945 0.476 

Ax,RMS/D z/L Ax,RMS/D z/L   

0.105 0.286 0.0896 0.107   

3 号立管 
Ax,RMS/D z/L Ax,RMS/D z/L   

0.086 0.631 0.107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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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22 和图 5-23 所示，为串联三立管系统中，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

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及其对应的 PSD 曲线。对比图 5-22（a）、（b），图

5-23（a）、（b），图 3-14 和图 3-15 可以发现，相比于单立管工况，1 号立管的横

流向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幅值从约 0.6 降低至 0.3 以内，其对应的主

振频率为 0.938Hz，增大约 4.8%。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可以观察到随着时间的

推移，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从 5 阶增大至 6 阶，表现为多模态振动，相应的主

振频率分别为 2.333Hz 和 2.867Hz，增量分别为 24.16%和 52.2%。对比图 5-22

（c）、（d），图 5-23（c）、（d），图 3-14 和图 3-15 可以发现，相比于单立管工况，

2 号立管的横流向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幅值从约 0.6 降低至约 0.35 以

内，相应的主振频率为 0.854Hz，减小约 4.58%。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除了 5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值显著增大外，其它阶模态也得到了小幅增强，但

是未出现多模态振动现象，相应的主振频率为 2.3Hz，增大约 22.4%。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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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横流向，3 号立管 （f）顺流向，3 号立管 

图 5-22 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5-22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ree-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进一步对比图 5-22（a）和（c）的横流向其它阶模态权重可以发现，2 号立

管的 1 阶和 3 阶模态权重相比于 1 号立管出现较为明显的增强，最终使得两根立

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相近。图 5-22（e）、（f），图 5-22（e）、（f），图 3-14 和图

3-15 可以发现，相比于单立管工况，3 号立管的横流向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

态权重值从约 0.6 降低至约 0.4，相应的主振频率为 0.896Hz，增大约 0.11%。进

一步对比图 5-22（c）和（e）可以发现，3 号立管的横流向 1 阶和 3 阶模态响应

相比于 2 号立管显著减小，同时 2 阶主模态的响应增大，导致最终 3 号立管的横

流向 RMS 振幅远大于 2 号立管。 

 

   

（a）横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e）横流向，3 号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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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顺流向，1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f）顺流向，3 号立管 

图 5-23 串联三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5-23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ree-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3 号立管首先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 4 阶主振模态。随

着时间的推移 4 阶模态响应减弱，同时 2 阶和 5 阶模态的响应增强并处于相近的

幅度，最终导致 3 号立管的顺流向振动无法表现出明显的模态特性。综合上述对

比分析可知，在多立管间的干涉作用下，上游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会显著减弱，

顺流向振动响应会呈多模态特性；而最下游立管仅顺流向振动会显著受到上游尾

流场的影响，横流向振动响应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5.2.3.2 串联三立管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5-24 所示，为不同时刻串联三立管系统整体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从图中可以看出 1 号立管的泄涡仍以轴向联通的“圆柱形”漩涡占据主导，交替

泄涡特性不受下游立管的干涉影响。当 1 号立管的尾涡通过 2 号立管时，发生了

与图 5-15 相同的涡街宽度增大现象。当上游两根立管的尾流通过 3 号立管时，

这种放大作用趋于不明显。与双立管工况相同，2 号立管受到 1 号立管尾流的影

响，其泄涡特性趋于紊乱化。但是，从 3 号立管的后部仍能观察到“卡门涡街”

型的尾流场，说明 2 号立管对上游尾流的阻滞作用能够有效减弱尾流场对 3 号立

管泄涡特性的影响。在立管上部无来流区域，仅能从 3 号立管上观察到明显的横

流向泄涡现象，这也是由于上游两根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减弱所造成的。 

如图 5-25 所示，为不同时刻两种视角下，串联三立管系统第五和第九流场切

片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从图 5-25（a）和（b）可以发现，上游双立管间不仅

能观察到弯曲的轴向联通“圆柱形”漩涡，还能观察到许多离散的长条状漩涡，

使得两管间的流场区域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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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42.6s （b）t=43.6s 

图 5-24 串联三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5-24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three-risers system (Q=1) 

 

当 1 号立管的尾流场通过 2 号立管时，立管的阻滞作用会使得流场中间区域

的漩涡产生分裂与融合现象，进而生成离散的小涡；而流场两侧的漩涡将会绕过

2 号立管向后运动，并在通过 3 号立管后分裂成两个细长条状的涡结构，如图 5-

25（b）的 t=43.2s 所示。从图 5-25（a）中各时刻立管泄涡的二维视角涡量图中

可以发现，仅能从 1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处观察到较为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而 2

号立管处的泄涡则较为紊乱，说明串联三立管系统的中间 2 号立管受到的管间干

涉影响最强烈。 

对比图 5-25（a）和（c）可以发现，第九切片处的尾流场涡街宽度明显小于

第五切片，说明串联三立管系统在 0.25L 处的振动响应强度中间位置。结合串联

双立管系统的分析结果可知，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强度对尾流场的影响要强于

相应的顺流向振动响应强度。与前述不同，第九切片位置处各立管的泄涡均表现

出明显的交替泄涡特性，但是仍能从中间立管附近观察到显著的离散涡结构，如

图 5-25（d）所示。总体而言，受到立管间的干涉作用影响，串联三立管系统的

尾流场表现出显著的轴向三维泄涡特性。 

 

  

 

（a）5 号切片，二维视角 

 

（b）5 号切片，三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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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号切片，二维视角 

 

（d）9 号切片，三维视角 

图 5-25 串联三立管不同切片处泄涡的局部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5-25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three-risers system at different fluid 

strips (Q=1) 

5.2.4 阶梯流中串联四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分析 

本节将开展阶梯流中串联四立管的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按照 5.2.1 节中

的网格划分方式生成串联四立管系统的厚切片计算网格（Case 5-7），如图 5-15

（e）和（f）所示，相应的网格量为 1052.4 万。 

5.2.4.1 串联四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5-26 所示，为串联四立管系统（从上游至下游依次为 1 号、2 号、3 号

和 4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RMS）振幅曲线，相应的

峰值/谷值点最大 RMS 振幅及其对应的轴向位置如表 5-8 和 5-9 所示。 

 

表 5-8 串联四立管系统横流向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5-8 Crossflow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of the four-risers system 

 Ay,RMS/D z/L Ay,RMS/D z/L Ay,RMS/D z/L 

1 号立管 0.118 0.786 0.0675 0.589 0.127 0.2 

2 号立管 0.171 0.746 0.125 0.544 0.176 0.199 

3 号立管 0.279 0.729 0.093 0.479 0.296 0.233 

4 号立管 0.311 0.721 0.093 0.474 0.325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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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5-26 串联四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曲线 

Figure 5-26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of four-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表 5-9 串联四立管系统顺流向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Table 5-9 Inline vibration RMS amplitudes with its corresponding axial locations of 

the four-risers system 

1 号立管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0475 0.892 0.0535 0.679 0.0625 0.482 

Ax,RMS/D z/L Ax,RMS/D z/L   

0.0644 0.296 0.056 0.101   

2 号立管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0695 0.877 0.0884 0.672 0.11 0.46 

Ax,RMS/D z/L Ax,RMS/D z/L   

0.117 0.294 0.0864 0.123   

3 号立管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0647 0.821 0.0836 0.624 0.0985 0.35 

Ax,RMS/D z/L     

0.0775 0.143     

4 号立管 

Ax,RMS/D z/L Ax,RMS/D z/L Ax,RMS/D z/L 

0.0758 0.831 0.0989 0.601 0.11 0.352 

Ax,RMS/D z/L     

0.0873 0.156     

 

对比图 3-11 和图 5-26 可以看出，在串联四立管系统中，1 号立管和 2 号立

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相比于单立管工况显著降低，而 3 号立管和 4 号立管的减

小量明显较小；在顺流向上，仅 1 号立管的 RMS 振幅显著降低，其它三根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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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MS 振幅均与单立管工况相近。说明串联四立管系统中，多立管间的干涉作

用对 1 号立管的整体振动响应和 2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产生显著影响。 

结合图 5-26 并对比表 5-8 和表 3-5 可知，在横流向振动响应上，串联四立管

系统中的各立管均保持 2 阶模态。相比于单立管工况，各立管的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减小量分别为 67.2%、54.5%、23.5%和 16%，其对应的轴向位置分别在 0.2L

附近（1 号立管和 2 号立管）和 0.23L 附近（3 号立管和 4 号立管）。在顺流向振

动响应上，各立管所表现的振动模态依次从 5 阶减小至 4 阶。相比于单立管工

况，1 号立管的顺流向最大 RMS 振幅减小量为 37.5%，其它三根立管的顺流向

最大 RMS 振幅改变较小，其变化量分别为 13.6%、-4.37%和 6.8%，对应的轴向

位置分别在 0.295L 附近（1 号立管和 2 号立管）和 0.35L 附近（3 号立管和 4 号

立管）。说明在串联四立管系统中，上游两根立管受到的立管间干涉作用要强于

下游两根立管。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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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横流向，3 号立管 （f）顺流向，3 号立管 

  

（g）横流向，4 号立管 （h）顺流向，4 号立管 

图 5-27 串联四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5-27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four-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5-27 和图 5-28 所示，分别为串联四立管系统中，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

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及其对应的 PSD 曲线。对比图 5-27（a）、（b），

图 5-28（a）、（b），图 3-14 和图 3-14 可以发现，相比于单立管工况，1 号立管的

横流向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值从约 0.6 减小至约 0.25。相应的主振频

率出现两个峰值，分别为 0.896Hz 和 1.167Hz，对应的增加量分别为 0.11%和

30.4%。在顺流向响应上，5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值相比于单立管工况

显著增大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5阶主模态的响应强度略微下降，

而 6阶和 7阶模态的响应强度逐渐增大，最终造成顺流向RMS振幅的显著减小。

相应的顺流向主振频率为 2.333Hz，相比单立管工况增大约 24.2%，且未出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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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多频率响应现象。 

对比图 5-27（c）、（d），图 5-28（c）、（d），图 3-14 和图 3-15 可以发现，2 号

立管的横流向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权重值减小到约 0.3，对应的主振频率为

0.896Hz。同时，横流向 1 阶模态的响应明显增强，与频率响应强度的变化相同，

使得立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响应降低到与 1 号立管相近的程度。 

 

  

（a）横流向，1 号立管 （b）顺流向，1 号立管 

  

（c）横流向，2 号立管 （d）顺流向，2 号立管 

  

（e）横流向，3 号立管 （f）顺流向，3 号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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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横流向，4 号立管 （h）顺流向，4 号立管 

图 5-28 串联四立管系统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5-28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four-risers system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2 号立管的 5 阶主振模态的响应占据主导作用，同时

也能观察到明显的其它阶模态响应。相应的主振频率为 2.3Hz，与 1 号立管的顺

流向主振频率相近。对比图 5-28（b）和（d）可以发现，2 号立管的顺流向频率

响应成分明显增多，说明 2 号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响应相应增强。 

对比图 5-27（e）、（f），图 5-28（e）、（f），图 3-14 和图 3-15 可以发现，3 号

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与单立管相似，仅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权重值降低至约

0.45。相应的主振频率为 0.896Hz，并且无其它频率响应成分的干扰。在顺流向

振动响应上，可以观察到响应强度相近的 2 阶和 4 阶模态，以及模态响应强度相

对较弱的 3 阶和 5 阶成分的影响，对应的 2 阶和 4 阶主振频率分别为 0.967Hz 和

1.833Hz。上述多模态影响也是造成 3 号立管顺流向 RMS 振幅响应无法观察到明

显模态形状的主要原因。对比图 5-27（g）、（h），图 5-28（g）、（h），图 3-14 和

图 3-15 可以发现，4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与 3 号立管和单立管均相似，仅 2

阶主振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值减小至约 0.5，相应的主振频率为 0.896Hz。与 3

号立管相比，虽然 4 号立管在顺流向振动中也出现了多模态响应成分，但是 4 阶

主振模态的响应强度明显高于其它模态，使得立管的顺流向 RMS 振幅表现出较

为明显的模态形状。 

5.2.4.2 串联四立管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5-29 所示，为不同时刻串联四立管系统整体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从图中可以看出，1 号立管的 4 号立管所泄出的尾流场中能够观察到明显的轴向

联通的“圆柱形”漩涡，并且交替泄涡现象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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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42.4s （b）t=47.4s 

图 5-29 串联四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5-29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four-risers system (Q=1) 

 

当 1 号立管产生的尾流场通过 2 号立管时将会出现明显的涡街放大现象，在

继续通过 3 号立管和 4 号立管的过程中，尾流场的涡街宽度无明显增大。在中间

双立管的表面能够观察到显著的漩涡分裂、融合现象，并且尾流场中可以观察到

许多离散的涡结构。在串联四立管系统上部无来流区域，仅能从 3 号立管和 4 号

立管的 0.75L 位置附近的流场切片处观察到明显的横流向泄涡现象，而上游双立

管由于横流向振动响应相对较小而无法产生明显的漩涡。整体而言，受到立管间

的相互干涉影响，串联四立管系统的尾流场三维效应显著。 

如图 5-30 所示，为不同时刻两种视角下，串联四立管系统第五和第九流场

切片局部泄涡的瞬时涡量图。从图 5-30（a）可以看出，串联四立管系统中 1 号

立管和 4 号立管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交替泄涡现象，而中间双立管的泄涡受到流场

的干扰未表现出明显的泄涡特性。同时，可以观察到受到立管的阻滞作用，1 号

立管泄出的“圆柱形”漩涡分裂成细长条状并与 2 号立管表面的漩涡发生融合，

导致 2 号立管和 3 号立管间的流场趋于紊乱化。结合图 5-30（b）可以看出，在

串联四立管系统的管间流场内观察到了多细小的涡结构，并且在流场发展至 4 号

立管前完成了涡量的耗散，说明了立管间具有较强的流场相互作用。 

 

  

 

（a）5 号切片，二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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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号切片，三维视角 

  

 

（c）9 号切片，二维视角 

 

（d）9 号切片，三维视角 

图 5-30 串联四立管不同切片处泄涡的局部瞬时涡量图（Q=1） 

Figure 5-30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of the four-risers system at different fluid 

strips (Q=1) 

 

对比图 5-30（a）和（c）可以发现，串联四立管系统的尾流场主要受到 1 号

立管控制。当 1 号立管的泄涡强度较弱时，串联四立管系统的尾流场中所产生的

漩涡较少，且涡量较为稀疏，如图 5-30（c）中 t=45.1s 和 46.1s 所示；当 1 号立

管的泄涡强度较大时，尾流场的涡街宽度和涡量强度均显著增大，如图 5-30（c）

中 t=43.1s 和 44.1s 所示。从图 5-30（d）中可以看出，第九切片中 1 号立管的泄

涡以轴向联通的“圆柱形”漩涡为主，在上游漩涡通过下游立管时，会产生较为

明显的分裂作用，并且漩涡的扭曲程度显著增加，最终使得 4 号立管的尾流场的

复杂程度明显增大。总体而言，受到立管间的干涉作用影响，串联四立管系统的

尾流场表现出显著的轴向三维泄涡特性。 

5.3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双立管系统（Sanaati 和 Kato, 2013b）和三立

管系统（Wang 等, 2019）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对比验证研究，采用模态分解方法、

FFT 变换和涡识别（Q 准则和 ω-准则）等方法对立管的涡激振动振动响应进行

了全面分析。对比厚切片模型计算结果、二维切片模型计算结果和模型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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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方根振幅、振动模态、振动频率和流场泄涡特性等，说明求解器在预报多立

管涡激振动问题上的有效性和考虑三维流动的必要性。通过流场分析发现，对于

间距较大的串联双立管系统，当上游 1 号立管尾涡通过下游 2 号立管时，涡街宽

度增量较小，上游漩涡受到下游立管的干涉作用，倾斜和弯曲程度显著增大。对

于间距较小的串联三立管系统，上游尾流场受到下游立管的干涉作用，涡街的宽

度也会显著增大，当尾流场完全通过下游立管后，涡街宽度的增加趋势明显降低。 

第二节基于 3.2 节的标准问题验证结果，开展了阶梯流中间距为 4D 的串联

双立管、三立管和四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研究。首先开展了串联双立管系统的网

格收敛性验证，通过对比 1 号立管和 2 号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无量纲 RMS 振

幅曲线、最大无量纲 RMS 振幅及其轴向位置，进而选取合适的网格划分形式开

展后续的研究。 

对于串联双立管系统，管间干涉作用的影响使得 2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

显著减弱，横流向主振模态保持在 2 阶。而顺流向振动响应和模态响应则明显增

强，2 号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增大至 5 阶。对于串联三立管系统，管间干涉作

用虽然会有效降低 1 号和 2 号立管的 RMS 振幅响应，但是上游立管的横流向主

振模态仍保持在 2 阶。同时，管间干涉作用会增大上游立管的顺流向模态响应，

1 号立管的顺流向出现了 5 阶和 6 阶模态的交替现象，2 号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

态保持在 5 阶。而上游尾流场的影响会显著减弱 3 号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响应，使

得顺流向无法变现出明显的主模态响应。对于串联四立管系统，管间干涉同样会

显著减弱 1 号和 2 号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并增大其顺流向模态响应，同时显

著减弱 3 号和 4 号立管的顺流向模态响应。各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也保持为 2

阶，上游 1 号和 2 号立管的顺流向主振模态增大为 5 阶，下游 3 号和 4 号立管的

顺流向主振模态则保持在 4 阶。在多立管系统的频率响应方面，除了由于主振模

态改变引起的顺流向主振频率变化，管间干涉对多立管的横流向主振频率响应无

明显改变。对于流场特性，1 号立管形成的尾流场会在 2 号立管处发生明显的涡

街宽度增大现象，在通过后续立管时保持相近的涡街宽度，并且尾流场中的漩涡

还会发生显著的扭曲变形，增强尾流场的三维流动特性。 

综上说明，当多立管系统的立管间距较小时，下游立管也会对上游立管产生

显著的干涉影响，改变上游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同时，尾流场漩涡与下游立管

立管表面新生成漩涡的相互作用，使得尾流场三维效应愈发显著，即考虑三维流

动的厚切片模型在多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预报上相比于二维切片法具备更高的

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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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带轴向凹槽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 

根据第一章绪论可知，在实际海洋环境中，为了减小立管涡激振动现象带来

的危害，通常采用一系列的抑制装置来减弱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改变立管的泄

涡频率、扰乱立管的泄涡等。立管涡激振动的抑制主要分为主动抑制和被动抑制，

其中被动抑制由于不需要外部能量的输入，在制造安装上便利性更佳，因此在实

际工程应用和研究上更为广泛。常见的被动抑制装置包括：螺旋侧板、控制棒、

分隔板、导流罩等，这些被动抑制装置直接改变了立管的截面形状，从而改变尾

流场的流动特性，达到涡激振动抑制的效果。 

现阶段的被动抑制装置研究中，主要以增加附体的螺旋侧板、控制棒、分隔

板等为主。高云等（2014）、任铁等（2016）、Ren 等（2019a，2019b）均开展

了螺旋侧板在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特性上的模型试验工作，详细研究了螺旋侧板在

不同的结构参数、覆盖率、所处流场环境等条件下的抑制效果。此外，吴浩（2013）、

翟云贺等（2016）、娄敏等（2018）还开展了控制棒和分隔板在立管涡激振动被

动抑制上的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上述研究表明，增加合适的附体能够有效降低

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延长立管的使用寿命。但是，附体装置会增大立管轴向张

力的分布，同时增大顺流向的阻力性能。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设计了同样能够

改变立管截面形状的轴向凹槽，并开展了其在立管涡激振动抑制上的研究。

Huang（2011）、Law 和 Jaiman（2018）、Zhao 等（2020）开展了螺旋凹槽、轴

向凹槽在立管两方向涡激振动响应上的抑制效果。 

综上，本章主要研究不同结构参数和布置形式的带轴向凹槽的柔性立管涡激

振动抑制特性。基于第三章开展的均匀流中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工作，在

保证立管各参数不变的前提下，仅改变立管的轴向截面形状，研究轴向凹槽对柔

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的影响。首先开展了均匀流作用下，迎流角 0 度时不同

深度的轴向凹槽对立管振动响应特性影响的系列研究，并与裸管的振动特性进行

详细对比。然后，开展了迎流角 45 度时不同深度的轴向凹槽对立管振动响应特

性影响的系列研究，详细分析了轴向凹槽的迎流角敏感特性。最后，采用 DES 湍

流模型开展了相同条件下的对比计算研究，说明了厚切片模型在具有显著三维特

性的复杂截面形状立管的涡激振动研究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6.1 迎流角 0 度时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本节选用 3.1 节中 Lehn（2003）开展的均匀流中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模型

试验和采用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开展的标准问题验证算例为基础，研究均

匀流中不同凹槽深度影响下，迎流角为 0 度时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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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特性。本节将首先介绍基于厚切片模型和二维切片模型建立的计算模型，然

后基于 d=0.16D 的凹槽深度开展网格收敛性研究，最后从时域响应、模态响应、

频域响应和流场结果等方面进行详细对比分析。 

6.1.1 厚切片计算模型 

如图 6-1 所示，为均匀流工况中迎流角 0 度时，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横截面几

何结构示意图，迎流角定义为来流和最左侧凹槽中心线的夹角。从图中可以看出，

轴向凹槽的结构特征主要由以下两个参数控制：凹槽宽度（w，沿立管横截面垂

直于径向的最大宽度）和凹槽深度（d，沿立管横截面的径向长度）。4 个轴向凹

槽沿立管周向均匀分布，间距角为 90 度。本节的数值研究主要参考 Law 和 Jaiman

（2018）的研究工作，保持轴向凹槽的宽度 w 不变，仅改变轴向凹槽的深度 d，

探究凹槽深度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抑制的效果。所采用的模型立管的主要参数和

流场工况与表 3-1 相同，相应的 3 种轴向凹槽几何结构设置如表 6-1 所示。 

 

 

图 6-1 立管横截面几何形状示意图 

Figure 6-1 Schematic diagram of cross-section geometry of the riser 

 

表 6-1 轴向凹槽的几何结构参数 

Table 6-1 Parameters of the spanwise groove geometries 

工况 凹槽宽度（w） 凹槽深度（d） 计算模型 

Case 6-1 0.2D 0.08D 厚切片模型 

Case 6-2 0.2D 0.12D 厚切片模型 

Case 6-3 0.2D 0.16D 厚切片模型 

Case 6-4 0.2D 0.16D 二维切片模型 

 

如图 6-2（a）所示，为本节所采用的厚切片计算模型，10 个相同的三维流场

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分布。由第三章可知，当流场切片的轴向厚度达到 L/100 时，

能够捕捉到明显的三维泄涡现象。因此，各流场切片的计算域尺寸为：顺流向长

度为 40D（-10D 至 30D）；横流向长度为 20D（-10D 至 10D）；轴向厚度为 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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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6-2（c）所示：入口边界设置为速度入口和 0 压力梯度

边界条件；出口边界设置为 0 速度梯度和 0 压力边界条件；上下左右边界设置为

对称边界条件；立管表面设置为壁面边界条件。为了准确计算边界层内的速度和

压力等物理量，立管周围的计算网格经过加密以确保初始 y+值设置在 3.0 以内，

如图 6-2（d）所示。同时，凹槽处的网格尺寸与第一层网格的尺寸保持一致，以

确保凹槽内流场的精细计算。如图 6-2（b）所示，为二维切片计算模型，其 xoy

平面的网格拓扑结构和边界条件设置均与厚切片模型一致。结构部分，立管均被

离散为 200个长度相同的有限单元。在整个计算过程中，时间步长设置为 0.0005s，

以确保隐式求解过程中的库郎数始终小于 3，保障数值计算的稳定性和收敛性。 

 

  

（a）厚切片计算模型 （b）二维切片计算模型 

  

（c）边界条件 （d）立管周围的网格划分 

图 6-2 厚切片和二维切片计算网格和边界条件 

Figure 6-2 Computational meshes setup and corresponding boundary conditions 

6.1.2 网格收敛性验证 

本节首先以 Case 6-3 为基准计算工况，开展了网格收敛性验证工作，为后续

的数值模拟提供网格绘制参考。与 3.1 节相同，采用 Pointwise 绘制了三套厚切

片计算网格，相应的网格信息表 6-2 所示。如图 6-3 所示为基于三套计算网格的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RMS）振幅对比曲线，可以看出，三

套网格计算出的无量纲 RMS 曲线拟合较好，均捕捉到了横流向的 1 阶模态响应

和顺流向的 2 阶模态响应。在峰值点和谷值点的预报上，三套网格的计算结果也

非常接近，相应的振动 RMS 振幅及其轴向位置的对比结果如表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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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网格收敛性分析的三套网格参数 

Table 6-2 Details of three computational meshes for the mesh convergence study 

 计算网格 网格量 初始 y+ 轴径比 

Case 6-3 Mesh I (Coarse) 253 万 3.0 61 

Case 6-5 Mesh II (Middle) 376 万 2.83 58 

Case 6-6 Mesh III (Fine) 477 万 2.65 38 

 

表 6-3 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对应轴向位置的对比 

Table 6-3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with its axial locations 

计算网格 
横流向 顺流向 

Ay,max/D z/L Ax /D z/L Ax /D z/L Ax /D z/L 

Case 6-3 0.278 0.484 0.078 0.743 0.046 0.506 0.08 0.258 

Case 6-5 0.284 0.515 0.082 0.721 0.049 0.488 0.077 0.261 

Case 6-6 0.283 0.46 0.083 0.732 0.041 0.494 0.083 0.261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6-3 三套计算网格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6-3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among three mesh resolutions in both directions  

 

从表中可以发现，三套网格均捕捉到了横流向约 0.28D 的 RMS 振幅，其中

Mesh II 和 Mesh III 的预报结果非常相近，但是在横流向 RMS 幅值点对应轴向位

置的预报上仍存在一定的误差。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Mesh II 和 Mesh III 在 0.25L

和 0.75L 附近的 RMS 振幅拟合较好，最大误差约为 7%，而在 0.5L 处的 RMS 振

幅误差则达到了 19%。综上可知，三套计算网格虽然在 RMS 振幅的极值及其轴

向位置的预报上存在一定误差，但整体预报结果的平均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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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6-4 三套计算网格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 RMS 对比 

Figure 6-4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modal weights RMS of the riser 

among three mesh resolutions in both directions 

 

如图6-4所示为基于三套计算网格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各阶模态的模

态权重均方根对比曲线，图中横流向表示各阶自然频率，采用斯特劳哈尔频率（fs）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s

U St
f

D


=                           (6-1) 

式中 St=0.2 为本文中所采用的斯特劳哈尔数，U 为流速，D 为立管直径。 

从图 6-4（a）中可以看出，横流向振动的主振模态为 1 阶，2 阶及以上模态

的无量纲 RMS 模态权重远小于主振模态，其对立管横流向振动的影响可忽略。

Mesh I 的 1 阶无量纲模态权重 RMS 仅为 0.25，远小于 Mesh II 和 Mesh III。如图

6-4（b）所示，在顺流向上立管的主振模态为 2 阶，3 阶及以上模态的无量纲模

态权重 RMS 远显著较小，其对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影响可忽略，而 1 阶模态的无

量纲模态权重 RMS 达到了约 0.04，说明 1 阶模态对顺流向振动的影响不可完全

忽略。虽然在 1 阶和 3 阶模态的无量纲模态权重 RMS 预报上，三套网格间均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整体的变化趋势相同。综合考虑上述对比结果，以及复杂

截面形状立管的精细尾流场捕捉，本章选择采用 Mesh III 作为基准网格，仅根据

凹槽的布置位置和深度改变凹槽内部的网格划分模，保持其它部分网格拓扑结构

和划分方式不变，开展后续的对比研究工作。根据 Mesh III 绘制得到的二维切片

模型的总网格量为 33.9 万。 

6.1.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6-5 所示为模型试验（Lehn，2003）、裸管和三种凹槽深度（d）的轴向

四凹槽柔性立管在均匀流作用下，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均方根（RMS）振幅对

比曲线。从图 6-5（a）中可以看出，当轴向凹槽深度为 0.08D 时（Case 6-1），立

管的最大横流向 RMS 振幅达到了 0.406D，相应的轴向位置为 0.491L。与裸管的

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相相近，相应的轴向位置明显向下偏移，说明此时轴向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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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并未对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发挥明显的抑制作用。当轴向凹槽的深度从 0.08D 增

加至 0.16D 时，立管的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分别减小至 0.348D（Case 6-2）和

0.284D（Case 6-3），相应的轴向位置分别为 0.494L 和 0.454L。可以发现，随着

轴向凹槽深度的增加，立管横流向振动受到的抑制效果逐渐增强。基于二维切片

模型预报的横流向最大RMS振幅为 0.234D（Case 6-4），相应的轴向位置为 0.5L，

相比于相同工况厚切片模型的预报误差分别为 17.6%和 10.1%。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6-5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6-5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图 6-6 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平均位移对比曲线 

Figure 6-6 Comparisons of inline mean vibration displacement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inline direction 

 

在顺流向上，轴向凹槽对立管振动响应的抑制效果受轴向凹槽深度的影响较

小，如图 6-5（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种轴向凹槽深度下，立管的顺流向

最大 RMS 振幅均从约 0.1D 减小至约 0.08D，相应的轴向位置均在 0.25L 和 0.7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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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附近。基于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的顺流向 RMS 振幅峰值分别为 0.0521D 和

0.0485D，相应的轴向位置为0.682L和 0.345L，相比于横流向计算误差更为明显。 

如图 6-6 所示为裸管和三种深度（d）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的顺流向振动

平均位移对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立管轴向凹槽深度的增大，顺流向最

大平均位移从 0.64D（裸管）先减小到 0.477D（Case 6-1），然后稳定在 0.457D 附

近（Case 6-2 和 Case 6-3）。基于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的顺流向最大平均位移为

0.435D（Case 6-4），相比于相应工况的厚切片模型的预报误差为 4.8%，显著低

于 RMS 振幅的预报误差。结合图 6-5（b）和图 6-6 可知，轴向凹槽能够有效降

低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平均位移和 RMS 振幅，但是无法改变立管的振动模态，且

轴向凹槽深度的增大并不会显著增强对顺流向振动的抑制效果。 

 

  

（a）d=0.08D 横流向 （b）d=0.08D 顺流向 

  

（c）d=0.12D 横流向 （d）d=0.12D 顺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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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0.16D 横流向 （f）d=0.16D 顺流向 

  

（g）d=0.16D 横流向，二维切片法 （h）d=0.16D 顺流向，二维切片法 

图 6-7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6-7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6-7 所示，为三种轴向凹槽深度下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

态权重时历曲线。在三种轴向凹槽深度下，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始终保持在 1

阶，顺流向主振模态始终保持在 2 阶。对比图 3-6（a）可以发现，当轴向凹槽深

度增大至 0.16D 时，横流向 1 阶模态的时历权重值呈波浪型，模态权重响应幅值

显著减小，如图 6-7（e）所示。在轴向凹槽的抑制作用下，横流向振动 2 阶模态

显著减弱，3 阶模态的响应则出现增强，但是高阶模态的模态权重仍远小于主振

模态，因此无法发生模态迁移现象。对比图 6-7（e）和（g）可以发现，二维切

片模型虽然也捕捉到了波浪型变化的 1 阶模态的模态权重时历曲线，但是响应强

度相比于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偏小，使得立管的 RMS 振幅预报结果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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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响应上，也能够观察到明显的波浪型时历模态权重变化

特性，如图 6-7（b）、（d）和（f）所示。对比图 3-6（b）可以发现，在轴向凹槽

的抑制作用下，顺流向各阶模态的模态权重响应均出现明显的减弱，但是 2 阶模

态仍占据主导作用，因此立管的顺流向振动也无法出现模态迁移现象。对比图 6-

7（f）和（h）可以发现，二维切片模型对顺流向 2 阶模态的响应强度预报结果显

著低于厚切片模型，且 4 阶模态的响应强度明显偏高，最终导致了顺流向 RMS

振幅的 2 阶模态形状的波峰相比于厚切片模型较为扁平。 

 

  

（a）裸管 （b）d=0.08D 

  

（c）d=0.12D （d）d=0.16D 

图 6-8 立管沿轴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 

Figure 6-8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trajectories along the riser span 

 

如图 6-8 所示，为基于厚切片模型的裸管和三种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

的沿轴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从图 6-8（a）中可以看出，立管的振动

轨迹线在 z/L=0.1 至 z/L=0.3 的范围内呈现较为明显的矩形；在 z/L=0.4 至 z/L=0.6

的范围内呈现长条形，此时立管的顺流向振动 RMS 振幅较小，而相应的平均位

移达到最大值；在 z/L=0.7 至 z/L=0.9 的范围内呈现较为明显的“∞”型，并且随

着轴向位置的增大，向“V”型发展。在轴向凹槽的抑制作用下，立管顺流向最

大位移逐渐从约 0.9D（裸管）减小至约 0.65D（Case 6-3），并且相应的横流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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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最大位移从 0.8D 减小至 0.7D，如图 6-8（d）所示。同时，“∞”型振动轨迹线

消失，细长条型的振动轨迹线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立管靠近两端的位置仍能观

察到矩形的振动轨迹线，如图 6-8（c）和（d）所示。对比各工况下的振动轨迹

线可知，在轴向凹槽的抑制作用下，立管振动轨迹线在顺流向上的减小幅度明显

大于横流向振动上的减小幅度，这也是造成振动轨迹线向细长条型发展的主要原

因。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其对横流向振动抑制效果逐渐强于对顺流向振动的抑

制效果，使得细长条型振动轨迹线呈现变短的趋势。 

综上可知，虽然合适的轴向凹槽深度能够有效减弱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振

动响应幅值，但是其抑制效果有限，无法显著改变立管的主振模态。并且，采用

二维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相比于厚切片模型偏小，即预报的抑制效果偏大。 

6.1.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方法对图 6-7 中的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无量

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进行频域变换，得到如图 6-9 和图 6-10 所示的横流向和顺

流向的模态功率谱密度（PSD）曲线。 

从图 6-9 中可以看出，三种凹槽深度下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横流向振动的

主振频率分别为 1.498Hz（Case 6-1），1.504Hz（Case 6-2）,1.496Hz（Case 6-3）

和 1.398Hz（Case 6-4）。对比图 3-7（a）中裸管的横流向 1 阶主振频率（1.68Hz）

可知，轴向凹槽能够降低立管的主振频率，但是相比于在振动幅值上的抑制效果

明显较弱，并且其减小幅度受轴向凹槽深度的影响较小。对比图 6-9（c）和（d）

可知，二维切片模型的预报误差为 6.6%，并且 1 阶模态对应的频谱宽度预报结

果显著大于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从图 6-9 各子图中可以观察到 2 阶模态和 3

阶模态的频率响应成分，但是相比于 1 阶主振模态的频率响应强度明显较低，因

此其对立管振动特性的影响可以忽略。 

 

  

（a）d=0.08D （b）d=0.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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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0.16D （d）d=0.16D, 二维切片法 

图 6-9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6-9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e riser in crossflow direction 

 

  

（a）d=0.08D （b）d=0.12D 

  

（c）d=0.16D （d）d=0.16D, 二维切片法 

图 6-10 立管横顺向振动的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6-10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e riser in inline direction 

 



第 6 章 带轴向凹槽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 

174 

从图 6-10 中可以看出，三种凹槽深度下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顺流向振动

的主振频率分别为 3.11Hz（Case 6-1），3.17Hz（Case 6-2），3.19Hz（Case 6-3）

和 3.194Hz（Case 6-4）。对比图 3-7（b）中裸管的顺流向 2 阶主振频率（3.4Hz）

可知，轴向凹槽对立管的顺流向振动频率也起到了一定的减小作用，但是其减小

量几乎不受轴向凹槽深度变化的影响。对比图 6-10（c）和（d）可知，二维切片

模型对立管顺流向主振频率的预报结果与相应的厚切片模型预报结果相近，但是

4 阶模态的频率响应强度显著偏大，且与主振模态的频率响应强度相近。同时，

从基于厚切片模型的频率响应预报结果可以发现，虽然观察到了高阶模态的频率

成分，但是其响应强度远小于 2 阶主振模态，因此对立管顺流向振动的影响可忽

略不计。综合上述可知，在轴向凹槽的抑制作用下，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主振

频率的最大减小量分别仅为 10.7%和 7.1%，说明轴向凹槽对立管频率响应的抑

制作用有限。 

6.1.5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对厚切片模型的流场计算结果，采用 Q 准则（Q=5）进行可视化处理，使用

速度场进行流场染色；对二维切片模型的流场计算结果，采用 ω-准则进行可视

化处理，得到如图 6-11 所示的不同凹槽深度下轴向四凹槽立管泄涡的整体瞬时

涡量图。 

 

  
 

（a）d=0.08D, Q=5 （b）d=0.16D, Q=5 

  
 

（c）d=0.16D, 二维切片法 

ω-准则 

（b）d=0.16D, 二维切片法 

ω-准则 

图 6-11 轴向四凹槽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迎流角 0 度） 

Figure 6-11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oncoming flow angl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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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泄涡呈现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同时可以

观察到由大尺度漩涡构成的“卡门涡街”型尾流场。从图 6-11（a）中可以观察

到，第四号流场切片的尾流场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圆柱型”漩涡，在其它切片

的尾流场后部也能观察到相似的涡结构。如图 6-11（b）所示，当轴向凹槽深度

增大至 0.16D 时，尾流场中的细长条状涡结构和小尺度涡结构显著增加，但是仍

保持着“卡门涡街”型尾流场的流动特性。对比图 6-11（b）、（c）和（d）可以

发现，采用二维切片模型计算的尾流场中仅存在大尺度的涡结构，无法捕捉到细

长条状的漩涡和离散的小涡。 

 

  

（a）d=0.08D 

  

（b）d=0.16D 

图 6-12 轴向四凹槽立管三种切片处泄涡的局部瞬时涡量图（迎流角 0 度） 

Figure 6-12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ree fluid strips of the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oncoming flow angle 0°) 

 

如图 6-12 所示为两种凹槽深度工况下，轴向四凹槽立管在三种切片位置处

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图。从图 6-12（a）中可以看出，虽然在第五切片处观察到

立管表面新生成漩涡的“波浪型”泄涡特性，但是尾流场中轴向联通的“圆柱型”

涡结构仍占据主要地位，还能观察到由于这种不规则泄涡现象产生的少量细长条

状涡结构和离散小涡团。当轴向凹槽深度增大至 0.16D 时，立管表面的“波浪型”

泄涡特性显著增强，如图 6-12（b）所示，可以观察到流场中的“圆柱型”涡结

构出现了明显的扭曲。同时，立管的后缘产生了许多离散的细长条状涡结构，其

在漩涡的旋转运动下逐渐包裹住轴向贯通的“圆柱型”涡结构，使得尾流场趋于

复杂化。结合图 6-11 和图 6-12 可知，凹槽深度的增加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轴向

四凹槽立管的泄涡特性和流场中的涡结构组成成分，产生较多离散的细长条涡结

构，但是不足以完全打乱轴向四凹槽立管的“交替泄涡”特性。 

基于 ω 准则计算轴向四凹槽立管在 z=0.55L 截面处的二维涡量，采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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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中所述的制图方法，得到两种凹槽深度工况和两种计算模型在不同时刻的瞬时

二维涡量，如图 6-13 所示。从图 6-13（a）中可以看出，立管的尾流场呈现明显

的“2S”泄涡特性。在轴向四凹槽立管向上振动的过程中，上下凹槽处分别产生

了强度相反的新涡团，受到凹槽深度和表面已生成漩涡的限制，凹槽内涡团的尺

寸较小而无法对立管表面的受力分布产生明显的改变，进而影响立管的振动响应

特性。还能发现，受到轴向凹槽的影响立管表面漩涡的分离点呈现明显的前移，

当立管向上振动时（t=46.85s），立管下部的正强度漩涡在下凹槽前缘出现分离迹

象；当立管向下振动时（t=47.15s），立管上部的负强度漩涡在上凹槽前缘出现了

分离迹象。 

 

  

 

（a）d=0.08D （b）d=0.16D 

  

 

（c）d=0.16D, 二维切片法 

图 6-13 轴向四凹槽立管 z=0.55L 处的瞬时涡量云图（ω-准则，迎流角 0 度） 

Figure 6-13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contours at z=0.55L of the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ω-criteria, oncoming flow angle 0°) 

 

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凹槽内产生了明显的小涡团，如图 6-13（b）中 t=46.5s

和 46.65s 所示，在上下凹槽的壁面处产生了强度相反的涡团，同时轴向四凹槽立



第 6 章 带轴向凹槽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 

177 

管表面生成的漩涡在凹槽内也产生了相连的小涡团。由于表面涡结构的改变，使

得立管表面的流体力分布也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凹槽深度为 0.16D 时，立管的横

流向振动响应显著降低的主要原因。当立管发生漩涡泄放时，大尺度的涡首先脱

离立管表面，其尾端由于与凹槽内漩涡相连的缘故，在漩涡发展过程中出现拉长

和离散的现象，如图 6-13（b）的 t=46.8s 所示，这也是尾流场中出现较多小尺度

涡结构的原因。对比图 6-13（b）和（c）可以发现，二维切片模型也捕捉到了相

同的漩涡分离点前移和立管振动过程凹槽内小尺度漩涡的生成现象，说明二维切

片模型能够捕捉到轴向四凹槽立管泄涡的局部特性。结合图 6-12（b）可知，轴

向凹槽的作用会使得立管表面的泄涡表现出显著的轴向三维流动特性，但是二维

切片模型仅能表现出立管泄涡和尾流场的局部轴向一致性，从而导致立管所受流

体力预报的不准确，这也是造成二维切片模型计算的立管横流向 RMS 振幅结果

显著偏离厚切片模型预报结果的主要原因。 

6.2 迎流角 45 度时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6.2.1 厚切片计算模型 

如图 6-14 所示，为均匀流工况中迎流角 45 度时，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横截面

几何结构示意图。与 6.1 节相同，4 个相同的轴向凹槽沿立管周向间距 90 度均匀

布置。数值模拟中，保持轴向凹槽的宽度 w 不变，仅改变轴向凹槽的深度 d，探

究凹槽深度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抑制的效果。所采用的模型立管的主要参数和流

场工况与表 3-1 相同，相应的 3 种轴向凹槽几何结构设置如表 6-4 所示。 

 

 

图 6-14 立管横截面几何形状示意图 

Figure 6-14 Schematic diagram of cross-section geometry of the riser 

 

如图 6-15（a）所示为本节所采用的厚切片计算模型，有 10 个相同的三维流

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分布，各切片的几何尺寸和边界条件设置与 6.1 节中的计

算模型相同，如图 6-15（c）所示。由于仅改变了轴向四凹槽立管的迎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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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重复的网格收敛性验证工作，采用与 6.1 节中精细网格相同的拓扑结构

和划分方式进行本节计算网格的绘制，如图 6-15（d）所示。如图 6-15（b）所示

为二维切片计算模型，20 个相同的二维流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布置，相应的

边界条件设置和 xoy 平面的网格拓扑结构均与厚切片模型相同。结构部分，立管

被离散为 200 个长度相同的有限单元，共包含 201 个节点。在整个计算过程中，

时间步长设置为 0.0005s，以确保隐式求解过程中的库郎数始终小于 3，进而保障

数值计算的稳定性和收敛性。 

 

表 6-4 轴向凹槽的几何结构参数 

Table 6-4 Parameters of the spanwise groove geometries 

工况 凹槽宽度（w） 凹槽深度（d） 计算模型 

Case 6-7 0.2D 0.08D 厚切片模型 

Case 6-8 0.2D 0.12D 厚切片模型 

Case 6-9 0.2D 0.16D 厚切片模型 

Case 6-10 0.2D 0.16D 二维切片模型 

 

  

（a）厚切片计算模型 （b）二维切片计算模型 

  

（c）边界条件 （d）立管周围的网格划分 

图 6-15 厚切片和二维切片计算网格和边界条件 

Figure 6-15 Computational meshes setup and corresponding boundary conditions 

6.2.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时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6-16 所示，为模型试验（Lehn，2003）、裸管和迎流角 45 度的三种凹

槽深度（d）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在均匀流作用下，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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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根（RMS）振幅对比曲线。从图 6-16（a）中可以看出，受到迎流角变化的影

响，立管的最大横流向 RMS 振幅相比于裸管出现了明显的改变。随着凹槽深度

由 0.08D 增大至 0.16D，基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分别增大

至 0.515D（Case 6-7）、0.55D（Case 6-8）和 0.588D（Case 6-9），相应的轴向位

置分别为 0.496L、0.497L 和 0.571L。基于二维切片模型（Case 6-10）预报的横

流向最大 RMS 振幅减小至 0.358D，相比对应工况的厚切片模型预报结果误差达

39.1%，相应的轴向位置为 0.5L。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6-16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6-16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图 6-17 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平均位移对比曲线 

Figure 6-17 Comparisons of inline mean vibration displacements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inline direction 

 

在顺流向振动响应上，基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顺流向 RMS 振幅均表现为 2

阶模态形状，位于立管 z=0.25L 附近的节点最大 RMS 振幅分别增大至 0.1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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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6-7）、0.14D（Case 6-8）和 0.125D（Case 6-9）；位于立管 z=0.75L 附近的

节点最大 RMS 振幅分别增大至 0.127D、0.135D 和 0.145D。基于二维切片模型

（Case 6-10）预报的顺流向 RMS 振幅则表现为 3 阶模态形状，各 RMS 振幅峰

值点分别为 0.079D（0.184L）、0.08D（0.495L）和 0.0757D（0.807L），相比对应

工况的厚切片模型预报结果出现了振动模态的增大现象。 

如图 6-17 所示，为轴向四凹槽立管的顺流向振动平均位置对比曲线。从图

中可以看出，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基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最

大平均位移分别为 0.65D、0.668D 和 0.689D，相应的轴向位置分别为 0.484L、

0.507L 和 0.497L，与裸管的顺流向最大位移及轴向位置均相近。基于二维切片

模型预报的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最大平均位移为 0.529D，相比对应工况的厚切片

模型预报结果误差达 23.2%，说明二维切片模型在预报复杂截面形状立管的涡激

振动问题上会产生较大误差。 

 

  

（a）d=0.08D 横流向 （b）d=0.08D 顺流向 

  

（c）d=0.12D 横流向 （d）d=0.12D 顺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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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0.16D 横流向 （f）d=0.16D 顺流向 

  

（g）d=0.16D 横流向，二维切片法 （h）d=0.16D 顺流向，二维切片法 

图 6-18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6-18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6-18 所示，为三种凹槽深度下的轴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

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对比各阶模态的时历模态权重值可以发现，基于厚

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中，三种凹槽深度下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均保持为 1 阶，

顺流向主振模态均为 2 阶。对比图 3-6（a）可以发现，立管 1 阶模态的模态权重

幅值显著增大，而 2 阶及以上模态的模态权重值仍相近，说明迎流角 45 度工况

时，轴向凹槽仅对立管的横流向 1 阶模态产生显著的增强作用，但是不会改变立

管的单模态振动特性。对比图 6-18（e）和（g）可以发现，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的

立管 1 阶模态响应强度远小于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导致相应的横流向 RMS

振幅显著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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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6-18（b）、（d）、（f）和图 6-7 中的顺流向模态响应可知，迎流角为 45

度时，轴向凹槽对各阶模态均产生了显著的增强作用，其中顺流向 3 阶和 4 阶模

态的响应强度增加明显强于其它高阶模态，但是 2 阶模态仍占据主导作用，因此

立管的顺流向振动无法出现模态迁移现象。对比图 6-18（f）和（h）可以发现，

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的立管顺流向主振模态增大至 3 阶。并且相应的主振模态响应

强度显著小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 2 阶主振模态响应强度，造成二维切片模型预报

的顺流向 RMS 振幅和平均位移均明显小于相应的厚切片模型预报结果。综上厚

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可知，轴向凹槽对于迎流角具备一定的敏感性，合适的迎流

角（如 0 度）能够起到涡激振动抑制作用，反之（如 45 度）则会增强立管的涡

激振动响应。 

 

  

（a）d=0.08D （b）d=0.12D 

 

（c）d=0.16D 

图 6-19 立管沿轴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 

Figure 6-19 Non-dimensional vibration trajectories along the riser span 

 

如图 6-19 所示，为基于厚切片模型的三种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沿轴

向不同位置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对比图 6-8（a）中裸管的无量纲振动轨迹线可

知，在迎流角 45 度工况下，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振动轨迹线在顺流向和横流向上

均产生了明显的扩大，这也是造成立管的振动 RMS 幅值增大的原因。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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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四凹槽立管中间位置的振动轨迹线呈长条状，并伴随有一定的弧度，这是因

为此处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处于峰值位置，而相应的顺流向振动处于 2 阶模态的拐

点位置。随着节点位置向上和向下移动，立管的振动轨迹线逐渐趋于“V”型、

倒“V”型和混合型（在长振动周期内陆续出现“V”型和倒“V”型轨迹线），

并且“∞”型的振动轨迹线彻底消失，如图 6-19（a）和（b）所示。当轴向凹槽

的深度继续增大至 0.16D 时，混合型的振动轨迹线消失，并且立管的振动轨迹线

在下部呈倒“V”型，在中部呈长条形，在上部呈“V”型，说明立管的振动响应

更具稳定性，如图 6-19（c）所示。综上可知，迎流角为 45 度时，轴向凹槽将不

再发挥涡激振动抑制作用，而是产生涡激振动增强作用，这与 Zhao 等（2020）

的轴向凹槽立管海洋能发电研究所给出的结论相似。 

6.2.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频域响应特性分析 

如图 6-20 和图 6-21 所示，分别为三种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横流向

和顺流向的模态功率谱密度（PSD）曲线。从图 6-20 中可以看出，随着凹槽深度

的增加，基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轴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振动的主振频率分别为

1.694Hz（Case 6-7），1.687Hz（Case 6-8）和 1.695Hz（Case 6-9）。基于二维切片

模型预报的立管横流向主振频率为 1.691Hz，与对应工况的厚切片模型预报结果

吻合良好。对比图 3-7（a）中裸管的横流向主振频率可知，迎流角 45 度工况下，

轴向四凹槽立管的主振频率几乎未发生改变，仅 1 阶模态频率对应的强度幅值显

著增大，并且 2 阶模态的频率响应强度也明显减弱。从图 6-21 中可以看出，基

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三种凹槽深度下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顺流向振动的主振

频率分别为 3.444Hz（Case 6-7），3.406Hz（Case 6-8）和 3.402Hz（Case 6-9）。基

于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顺流向 3 阶主振频率为 4.806Hz，相比

于对应的厚切片模型预报结果明显偏大，这也是主振模态增大引起的变化。 

 

  

（a）d=0.08D （b）d=0.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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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0.16D （d）d=0.16D, 二维切片法 

图 6-20 立管横流向振动的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6-20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e riser in crossflow direction 

 

  

（a）d=0.08D （b）d=0.12D 

  

（c）d=0.16D （d）d=0.16D, 二维切片法 

图 6-21 立管顺流向振动的模态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ure 6-21 Modal 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the riser in inlin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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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3-7（b）中裸管的顺流向 2 阶主振频率可知，基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

频率响应结果中，轴向凹槽仅增大了立管主振频率的响应强度，而未能改变立管

的顺流向主振频率。同时，顺流向高阶模态的频率响应强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抑制，3 阶和 4 阶模态频率的响应强度相比于图 3-7（b）有明显的减小。基于二

维切片模型的频率预报结果，虽然主振频率对应的模态增大到了 3 阶，但是也捕

捉到了主振频率响应强度显著增强、高阶频率响应强度显著降低的现象。综上厚

切片模型预报的预报结果可知，当迎流角为 45 度时，轴向凹槽虽然无法改变立

管的主振频率，但是能够有效增大主振频率的响应强度并减弱其它阶振动频率的

响应强度，使得立管的振动响应更加趋于主振模态和主振频率，降低发生多模态

振动的可能性。 

6.2.4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6-22 所示为迎流角 45 度工况下，不同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整体

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厚切片模型；ω-准则，二维切片模型）。对比图 6-11

可知，迎流角为 45 度时，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泄涡也呈现明显的交替泄涡现象，

并形成了相同的“卡门涡街”型尾流场。 

 

  
 

（a）d=0.08D, Q=5 （b）d=0.16D, Q=5 

  
 

（c）d=0.16D, 二维切片法 

ω-准则 

（b）d=0.16D, 二维切片法 

ω-准则 

图 6-22 轴向四凹槽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迎流角 45 度） 

Figure 6-22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oncoming flow angle 45°) 

 

同时，在两种轴向凹槽深度下，尾流场中能观察到轴向联通的“圆柱型”漩

涡和离散的细长条状涡结构。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立管尾流场的宽度也呈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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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趋势，并且尾流场中扭曲的轴向联通的“圆柱型”漩涡也相应增加，说明此

时立管的振动响应愈发稳定。 

对比图 6-22（b）、（c）和（d）可以发现，基于二维切片模型计算的立管泄

涡虽然也呈现交替泄涡特性，但是尾流场中漩涡的分布表现为较为明显的“2S”

或“2P”模态，无法反映出因为复杂立管截面构型引起的轴向三维流动特性。 

 

  

（a）d=0.08D 

  

（b）d=0.16D 

图 6-23 轴向四凹槽立管三种切片处泄涡的局部瞬时涡量图（迎流角 45 度） 

Figure 6-23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ree fluid strips of the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oncoming flow angle 45°) 

 

如图 6-23 所示为两种凹槽深度下，轴向四凹槽立管在三种切片位置处的局

部泄涡瞬时涡量图。从图 6-23（a）中可以看出，立管表面新生的漩涡表现出明

显的“波浪型”特性，使得泄放后的漩涡呈扭曲的圆柱型。对比 6-12（a）可以

发现，迎流角 45 度工况下，立管周围离散的小涡结构和长条状涡结构的数量明

显增加，尾流场趋于复杂化。当轴向凹槽深度增大至 0.16D 时，如图 6-23（b）

所示，仍能在中间切片位置观察到这种“波浪型”泄涡特性，而在上下两端的切

片位置的泄涡沿轴向具备更强的一致性。对比图 6-12（b）可知，尾流场中轴向

联通的“圆柱型”漩涡仍占据主要成分，而大量离散的长条状涡结构首先在立管

的后缘产生，并伴随着漩涡泄放而包裹住“圆柱型”漩涡，使得尾流场更加饱满。

结合图 6-22 和图 6-23 可知，凹槽深度的增加使得轴向四凹槽立管尾流场中的大

涡结构占比显著增大，进而使得立管的振动响应趋于稳定，但是尾流场中仍能观

察到长条状涡结构和离散的小涡。 

基于 ω 准则计算轴向四凹槽立管在 z=0.55L 截面处的二维涡量，得到迎流

角 45 度工况下，不同时刻两种计算模型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瞬时二维涡量图，

如图 6-24 所示。对比图 6-13 可知，基于厚切片模型预报的尾流场的宽度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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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管的泄涡趋于无序性，既能观察得到“2P”泄涡模式，如图 6-24（a）中

t=46.85s 所示，也能观察到“2S”泄涡现象，如图 6-24（b）中 t=47.55s 所示。 

  

 

（a）d=0.08D （b）d=0.16D 

  

 

（c）d=0.16D, 二维切片法 

图 6-24 轴向四凹槽立管 z=0.55L 处的瞬时涡量云图（ω-准则，迎流角 45 度） 

Figure 6-24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contours at z=0.55L of the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ω-criteria, oncoming flow angle 45°) 

 

同时，从图中可以发现受到迎流角变化的影响，立管表面漩涡的分离点再次

前移至立管迎流面凹槽的后缘，如图 6-24（a）中 t=47.3s 和图 6-24（b）中 t=47.55s

所示，使得立管的泄涡角度相比于 0 度迎流角工况显著增大，这也是造成尾流场

变宽的主要原因。当凹槽深度增大至 0.16D 时，可以发现在振动过程中四个凹槽

内均能观察到明显的涡量，显著增大了立管上下两侧的压强差，进而改变立管表

面的受力分布，达到了涡激振动增强的效果。对比图 6-24（b）和（c）可以发现，

二维切片模型虽然捕捉到了明显的漩涡分离点前移的现象，但是尾流场的涡街宽

度未发生增大现象，从而引起立管所受流体力预报的不准确，导致 RMS 振幅预

报结果的偏小。综上可知，采用二维切片模型能够捕捉到轴向四凹槽立管的部分

振动响应特性，但是该方法在流场三维特性上的简化使得其无法准确预报立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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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振动响应和泄涡特性，因此采用考虑流场轴向三维特性的厚切片模型来研究

立管涡激振动抑制问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6.3 基于 DES 模型的轴向四凹槽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研究 

6.3.1 DES 模型的有效性验证 

基于第三章开展的阶梯流中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验证为基准，选取流速为

0.16m/s 和顶端张力为 405N 的工况，开展本节的 DES 模型有效性验证研究。相

应的结构参数与表 3-3 相同。 

 

  

（a）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b）立管周围的网格分布和边界条件 

图 6-25 模型立管厚切片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ure 6-2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6-26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 

Figure 6-26 Time history non-dimensional modal weight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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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25（a）所示为本节验证采用的厚切片模型的示意图（Case 6-11），共

20 个相同的流场切片沿立管轴向均匀布置，其中下部 9 个切片的流速设置为

0.16m/s，其余切片的流速设置为 0，相应的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6-25（b）所示。

厚切片计算模型的总网格量为 616 万。结构部分，基于欧拉-伯努利梁理论的柔

性立管简化模型被离散为 200 个有限单元。相关计算控制参数的设置与 3.2 节相

同，这里不做赘述。 

如图 6-26 所示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模态权重时历曲线，可

以看出立管的横流向主振模态为稳定的 2 阶，顺流向主振模态为 4 阶，但是相应

的 6 阶模态的响应强度接近于 4 阶主振模态，因此其对立管顺流向振动响应的影

响不可忽略。对比图 3-14（a）和（b）可知，采用 DES 模型对主振模态的预报

与 RANS 模型和模型试验吻合良好。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计算立管横流向和顺流

向的 RMS 振幅，各方向的最大 RMS 振幅分别为 0.365D 和 0.0955D，相比于 Case 

3-4 的预报误差分别为 5.7%和 7.3%；相应的轴向位置为 0.21L 和 0.38L，相比于

Case 3-4 的预报误差分别为 14.6%和 4.7%，误差基本在可接受范围内。 

 

  

（a）横流向 （b）顺流向 

图 6-27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频率云图 

Figure 6-27 Vibration frequency contours of the riser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如图 6-27 所示为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频率云图，可以看出立管的横

流向 2 阶主振频率为 0.894Hz，相比于模型试验的预报误差为 10.2%；顺流向 4

阶模态的主振频率为 1.897Hz。对比图 3-15（a）和（b）可知，基于 RANS 模型

预报的横流向和顺流向主振频率分别为 0.895Hz 和 1.879Hz，与 DES 模型的频率

响应预报结果吻合良好。综上对比，说明了 DES 模型在预报立管涡激振动问题

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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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对比分析 

选取 6.1 节和 6.2 节中的三种凹槽深度和两种迎流角度的厚切片计算模型，

采用 DES 模型开展本节的对比计算工作，相应的计算工况如表 6-5 所示。计算

网格的边界条件设置和计算条件设置与图 6-2 和图 6-15 相同，这里不做赘述。 

表 6-5 基于 DES 模型的计算工况 

Table 6-5 Computation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DES method 

计算工况 凹槽宽度（w） 凹槽深度（d） 迎流角 

Case 6-12 0.2D 0.08D 0 度 

Case 6-13 0.2D 0.12D 0 度 

Case 6-14 0.2D 0.16D 0 度 

Case 6-15 0.2D 0.08D 45 度 

Case 6-16 0.2D 0.12D 45 度 

Case 6-17 0.2D 0.16D 45 度 

 

如图 6-28 所示，为 0 度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横流向和

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 RMS 振幅对比图，其中实线代表基于 RANS 模型计算所得

的结果，虚线为基于 DES 模型计算所得的结果。从图 6-28（a）和（c）中可以看

出，在横流向振动响应上，基于 DES 模型的计算结果捕捉到了 0 度迎流角工况

下 RMS 振幅随凹槽深度增加而减小的变化趋势，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 RMS 振

幅随凹槽深度增加而增大的变化趋势。相应的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及其轴向位

置如表 6-6 和表 6-7 所示。 

 

  

（a）横流向，0 度迎流角 （b）顺流向，0 度迎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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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横流向，45 度迎流角 （d）顺流向，45 度迎流角 

图 6-28 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对比曲线 

Figure 6-28 Comparison of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along the riser span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表 6-6 迎流角 0 度工况下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对应轴向位置 

Table 6-6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with its axial locations at oncoming flow 

angle of 0 

计算网格 
横流向 顺流向 

Ay,max/D z/L Ax /D z/L Ax /D z/L Ax /D z/L 

Case 6-7 0.392 0.512 0.0805 0.747 0.0422 0.506 0.0813 0.258 

Case 6-8 0.349 0.469 0.0795 0.751 0.042 0.501 0.0813 0.256 

Case 6-9 0.286 0.493 0.0816 0.743 0.0411 0.505 0.0842 0.264 

 

表 6-7 迎流角 45 度工况下无量纲均方根振幅及对应轴向位置 

Table 6-7 Non-dimensional RMS amplitude with its axial locations at oncoming flow 

angle of 45 

计算网格 
横流向 顺流向 

Ay,max/D z/L Ax /D z/L Ax /D z/L Ax /D z/L 

Case 6-10 0.499 0.435 0.116 0.752 0.0684 0.523 0.131 0.269 

Case 6-11 0.544 0.477 0.136 0.743 0.0766 0.512 0.142 0.257 

Case 6-12 0.571 0.582 0.141 0.742 0.064 0.479 0.116 0.249 

 

对比 6.1 节和 6.2 节的计算结果可知，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加，0 度迎流角工

况下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及其轴向位置的最大误差分别为 3.45%（Case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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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59%（Case 6-14），45 度迎流角工况下横流向最大 RMS 振幅及其轴向位置

的最大误差分别为 3.1%（Case 6-15）和 12.3%（Case6-15），其余计算工况的预

报误差均在 5%以内。从图 6-28（b）和（d）中可以看出，基于 DES 模型计算得

到的顺流向 RMS 振幅在 0 度迎流角工况下与 RANS 方法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偏

差，而在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的计算结果吻合程度较好。 

 

    

（a）d=0.08D，0 度迎流角 （b）d=0.08D，45 度迎流角 

    

（c）d=0.12D，0 度迎流角 （d）d=0.12D，45 度迎流角 

    

（e）d=0.16D，0 度迎流角 （f）d=0.16D，45 度迎流角 

图 6-29 轴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 

Figure 6-29 Non-dimensional instantaneous deflections along the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in both crossflow and inline directions 

 

在 0 度迎流角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轴向四凹槽立管顺流向振动 2 阶模态

在波峰和波谷处的 RMS 振幅及其轴向位置的预报结果如表 6-6 和表 6-7 所示。

对比 6.1 节和 6.2 节中的顺流向 RMS 振幅预报结果可知，在 0 度迎流角工况下，

RMS 振幅的最大误差为 29.8%（Case 6-12），在顺流向振动 2 阶模态的波谷位置，

如图 6-28（b）中红色实线和虚线所示。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顺流向 RMS 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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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轴向位置的预报误差逐渐减小，均稳定在 7%以内。在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

RMS 振幅的最大误差为 20%（Case 6-15），在顺流向振动 2 阶模态的上端波峰位

置，如图 6-28（d）中红色实现和虚线所示，并且仅在波谷位置存在较为明显的

误差，波峰位置的 RMS 振幅预报误差均在 7%以内。 

如图 6-29 所示为 0 度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轴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和顺流

向振动的无量纲瞬时变形曲线。对比图 6-29、图 6-7 和图 6-18 可知，采用 DES

模型预报得到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响应模态分别保持在 1

阶和 2 阶，与采用 RANS 方法预报的结果一致。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迎流角为 0

度时，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加，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幅值从 0.596D

减小至 0.5D，而顺流向振动响应幅值从 0.618D 减小至 0.568D，仅在个别时刻出

现异常点。当迎流角为 45 度时，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加，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横流

向振动响应幅值从 0.765D 增大至 0.963D，顺流向振动响应幅值从 0.818D 增大

至 0.932D。 

 

表 6-8 轴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的主振频率 

Figure 6-8 Crossflow and inline domina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of the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横流向主振频率（Hz） 顺流向主振频率（Hz） 

Case 6-12 1.427 3.25 

Case 6-13 1.458 3.286 

Case 6-14 1.579 3.302 

Case 6-15 1.694 3.46 

Case 6-16 1.694 3.444 

Case 6-17 1.704 3.349 

 

如表 6-8 所示为 0 度迎流角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轴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

和顺流向振动的主振频率。在 0 度迎流角工况下，对比图 6-9 和图 6-10 可知，轴

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主振频率的最大误差为 5.5%（Case 6-14），顺流向主振频率

的最大误差为 4.5%（Case 6-12）。在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对比图 6-20 和图 6-21

可知，轴向四凹槽立管横流向主振频率的最大误差为 0.53%（Case 6-17），顺流

向主振频率的最大误差为 1.6%（Case 6-17）。综合上述振动响应和频率响应的对

比结果可知，采用 DES 模型的预报结果虽然在个别位置处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但是整体上与 RANS 方法的预报结果接近，说明了本文开发的求解器能够有效

采用 DES 模型预报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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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6-30 所示为 0 度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凹槽深度 d=0.16D 的轴向四凹

槽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Q=5）。从图中可以发现，两种迎流角工况下立管的泄

涡均表现出显著的交替泄涡现象，形成了“卡门涡街”型尾流场。对比图 6-11（b）

和图 6-30（b）可知，采用 DES 模型预报的尾流场中仅能在中部位置观察到轴向

联通的“圆柱型”扭曲漩涡，而离散的细长条状涡结构占据主要成分。同时，细

小的涡结构相比于 RANS 方法的预报结果显著增多，尾流场趋于复杂化。 

 

  
 

（a）0 度迎流角 （b）45 度迎流角 

图 6-30 轴向四凹槽立管泄涡的瞬时涡量图（d=0.16D, Q=5） 

Figure 6-30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long the riser span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d=0.16D, Q=5) 

 

  

（a）0 度迎流角 

  

（b）45 度迎流角 

图 6-31 轴向四凹槽立管三种切片处泄涡的局部瞬时涡量图（d=0.16D, Q=5） 

Figure 6-31 Instantaneous wake structures at three fluid strips of the riser with four 

spanwise grooves (d=0.16D, Q=5) 

 

如图 6-31 所示为 0 度迎流角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凹槽深度 d=0.16D 的轴

向四凹槽立管的局部泄涡瞬时涡量图。对比图 6-12（b）和图 6-31（a）可知，0

度迎流角工况下，RANS 模型和 DES 模型均捕捉到了轴向非连续的三维泄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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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采用 DES 模型预报的尾流场中长条状的涡结构占要成分，仅在部分

切片中能观察到明显的轴向联通“圆柱型”涡结构，如图 6-31（a）中第七切片

的局部流场所示。对比图 6-22（b）和图 6-31（b）可以发现，45 度迎流角工况

下，相比于 RANS 方法的预报结果，DES 模型在各切片位置处均捕捉到了复杂

的三维泄涡现象。在尾流场中不仅能够观察到占据主导成分的长条状涡结构，还

能在靠近立管附近位置观察到许多离散的细小涡结构。综合上述三维流场对比结

果可知，采用 DES 模型能够捕捉到更为细节和复杂的尾流场和泄涡特性，适用

于具备显著三维特性的复杂截面形状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预报。 

6.4 本章小结 

实际工程中常用的被动抑制装置，如：螺旋侧板，能够有效减弱立管的涡激

振动响应，降低立管疲劳损伤的发生概率。但是螺旋侧板会显著增大立管所受的

顺流向流体力，因此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始探索新型的涡激振动抑制装置，以达

到同时减弱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涡激振动响应的目的。轴向凹槽是一种通过改

变立管截面形状达到涡激振动抑制目的被动抑制策略，由于不需要安装额外的附

体，在有效减弱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同时不会增大立管所受的轴向张力。 

本章首先开展了均匀流中，0 度迎流角工况下凹槽深度 d=0.16D 的轴向四凹

槽立管涡激振动的网格收敛性验证，并选取精细网格作为后续数值计算的基础。

然后开展了 0 度迎流角工况下，凹槽深度为 0.08D、0.12D 和 0.16D，凹槽宽度为

0.2D 的轴向四凹槽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采用模态分解方法、FFT 变换和涡识

别（ω 和 Q 准则）等方法对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涡激振动振动响应进行了全面分

析。对比立管的 RMS 振幅和平均位移，发现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横流向 RMS

振幅和顺流向平均位移显著减弱， 而顺流向 RMS 振幅的减弱效果不明显，且未

发生模态迁移现象。对比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频率响应，发现轴向凹槽对立管

主振频率的减小效果较小。从立管的整体尾流场和局部泄涡特性中，可以观察到

显著的轴向不连续泄涡，同时受到轴向凹槽的影响，立管表面漩涡的分离点移动

至上下凹槽的前缘。对比 d=0.16D 工况的厚切片模型和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结果，

发现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的立管振动位移响应偏小，且无法捕捉到由于凹槽引起的

尾流场和立管表面泄涡的显著三维特性。 

第二节研究了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三种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涡激

振动特性。研究发现，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立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和顺流向

平均位移均显著增大，发生了涡激振动增强现象，而顺流向 RMS 振幅的增大不

明显。对比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频率响应，发现轴向凹槽对立管主振频率的增

大效果较小。从立管的整体尾流场和局部泄涡特性中，也能观察到显著的三维泄

涡现象，同时立管表面漩涡的分离点前移至立管迎流面凹槽的后缘。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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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6D 工况的厚切片模型和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结果，发现二维切片模型预报的

立管振动位移响应偏小，顺流向主振模态增大至 3 阶，整体误差较大，并且无法

捕捉到尾流场和立管表面泄涡的显著三维特性。 

第三节采用 DES 模型替代原有的 RANS 模型，首先开展了 DES 模型在预报

立管涡激振动问题上的有效性验证研究。通过对比模型试验结果、RANS 模型的

预报结果和 DES 模型的预报结果，说明引入 DES 模型后求解器的有效性。采用

与前两节相同的厚切片计算模型，开展了 0 度迎流角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三

种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涡激振动对比研究。从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RMS 振幅、振动模态和主振频率的对比中发现，采用 DES 模型也能准确捕捉到

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其随迎流角和凹槽深度的变化特性与 RANS 方

法的预报结果吻合较好，说明了采用 DES 模型预报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有效性。

对比立管尾流场和泄涡特性，发现 DES 模型能够捕捉到更细节的三维流场和细

小的涡结构。 

综上可知，轴向凹槽能够有效抑制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但是其对迎流角的

变化较为敏感。采用二维切片模型虽然能够预报出轴向四凹槽立管涡激振动的部

分特性，如：立管表面漩涡分离点的前移、交替泄涡现象等。但是，由于二维切

片模型忽略了流场的轴向三维特性，无法模拟出由于轴向凹槽影响产生的轴向不

连续泄涡，以及尾流场中的大量细长条状漩涡和离散的小涡，会导致立管所受流

体力计算的不准确，最终影响立管涡激振动抑制效果的预报。因此，厚切片模型

相比于二维切片模型更适合应用于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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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总结与展望 

7.1 总结 

在实际海洋油气开采过程中，立管周围的流场呈非均匀分布特性，具备复杂

流剖面，其三维效应不可忽略。同时，以下几种典型工况也会产生显著的三维泄

涡：受到立管相连的顶端平台的运动和潮汐流等的影响，会使得立管和流场中的

漩涡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明显的三维流动；为提高开采效率而采用的多立管系统，

会产生明显的尾流场中漩涡和立管的相互作用，并表现出三维流动特性；采用附

加被动抑制装置来减弱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会扰乱立管周围的流场，表现出显

著的三维泄涡效应。因此，在开展这类具有复杂流动的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数值

研究时，有必要采用考虑三维效应的厚切片模型。本文采用基于考虑流场三维特

性的厚切片模型和基于欧拉-伯努利梁的有限元方法，结合 OpenFOAM 开源平台，

开发了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三维流固耦合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并对具有显

著三维泄涡特性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问题开展了数值研究，如：两自由度振荡激

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多立管干涉涡激振动和涡激振动抑制等。 

本文首先详细地介绍了厚切片模型的理论和相关研究现状，分析了厚切片模

型相比于传统二维切片模型和三维数值模拟方法的优点。然后，对 viv3D-FOAM-

SJTU 求解器的流固耦合插值策略、考虑局部变形的动网格更新策略和详细计算

流程进行了阐述。为了验证求解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文首先开展了均匀流、

阶梯流和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对比验证，共计 5

种标模计算工况。采用模态分解、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小波变换和涡识别（ω-

准则和 Q 准则）等方法对立管的涡激振动振动响应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横流

向和顺流向振动的无量纲均方根（RMS）振幅、主振模态和主振频率等方面与相

应的模型试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对比，验证了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在细长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问题数值预报上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根据厚切片模型

的特性，开展了厚切片模型轴向厚度和网格轴径比对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影响的参

数化分析研究。考虑到数值预报准确性、计算资源的消耗和本文数值研究集中的

雷诺数区间等，切片厚度的推荐范围为 L/100 至 L/50 附近，轴径比的推荐范围

为 60 至 80 附近。 

随后，本文以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为基础，分

别采用二维切片模型和厚切片模型，开展了 4 种振荡幅值比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

作用下的细长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研究。对比发现当振荡幅值比较大时，立管的振

动响应特性趋向于单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振动响应特性，也观察到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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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涡激振动“建立”、“锁定”和“衰减”过程；当振荡幅值比显著减小至 4，

呈现标准的“8”字型振荡轨迹线时，在两相邻“锁定”区间内，立管的横流向

位移相应呈“上凸”弧形，同时在流场中观察到了显著的尾流场中漩涡聚集的现

象。研究还对比了二维切片法和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发现：采用二维切片法

无法捕捉到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显著三维流场特性；在流体力的预报上，

相比于厚切片模型的预报结果明显偏小。然后，以振荡幅值比为 4 的计算工况为

标准，研究了 4 种正、负相位角工况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下的立管涡激振动

响应特性。从对比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随着振荡激励轨迹线向“抛物线”型变

化，立管的横流向振动响应显著增大，基于小波变换的频率响应出现了时域和频

域上的拓宽，尾流场中的对称漩涡聚集现象也逐渐消失，同时还能观察到明显的

尾流场发展方向大偏移现象。 

紧接着，开展了均匀流中串联双立管系统（Sanaati 和 Kato, 2013b）和三立

管系统（Wang 等, 2019）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对比验证研究，通过对比二维切片

模型、厚切片模型和模型试验的均方根振幅、振动模态和振动频率特性等结果，

说明求解器在预报多立管涡激振动问题上的有效性和考虑流场三维泄涡特性的

必要性。然后，以阶梯流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为基础开展了阶梯流中间

距为 4D 的串联双立管系统、三立管系统和四立管系统的涡激振动系列研究。对

于串联双立管系统，管间干涉作用使得下游 2 号立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响应显

著减弱，顺流向 RMS 振幅响应和模态响应则明显增强。对于串联三立管系统，

管间干涉作用会有效降低 1 号和 2 号立管的 RMS 振幅响应，增大上游立管的顺

流向模态响应。同时，上游尾流场的影响会显著减弱 3 号立管的顺流向 RMS 振

幅响应，对横流向 RMS 振幅响应影响较弱。对于串联四立管系统，管间干涉同

样会显著减弱 1 号和 2 号立管的横流向 RMS 振幅响应，并增大其顺流向模态响

应，同时显著减弱 3 号和 4 号立管的顺流向模态响应。在多立管系统的频率响应

方面，除了由于主振模态改变引起的顺流向主振频率变化，管间干涉对多立管的

横流向主振频率响应几乎无明显改变。在流场特性上，1 号立管形成的尾流场会

在 2 号立管处发生明显的涡街宽度增大现象，并在通过后续立管时保持相近的涡

街宽度，同时尾流场中的漩涡也会发生显著的扭曲变形。综上说明，当多立管系

统的立管间距较小时，下游立管也会对上游立管产生显著的干涉影响，改变上游

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同时，尾流场漩涡与下游立管表面新生成漩涡的相互作用，

使得尾流场趋于复杂化，说明厚切片法在多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预报上相比于二

维切片法具备更高的适用性。 

最后，本文以均匀流中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为基础，分别采用二维切

片模型和厚切片模型，开展了 0 度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不同凹槽深度的轴向四

凹槽立管涡激振动抑制研究。其中轴向凹槽的宽度固定为 w=0.2D，凹槽深度

d=0.16D、0.12D 和 0.08D。对比立管的 RMS 振幅和平均位移，发现 0 度迎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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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下，随着凹槽深度的增大，立管横流向振动和顺流向振动的平均位置均显著

减弱，而顺流向 RMS 振幅的减弱效果不明显，且未发生明显的模态减弱现象，

立管表面漩涡的分离点移动至上下凹槽的前缘。45 度迎流角工况下，立管的横

流向振动 RMS 振幅和顺流向振动的平均位移均发生显著增大，发生了涡激振动

增强现象，而顺流向振动 RMS 振幅的增大效果不明显，立管表面漩涡的分离点

前移至立管迎流面凹槽的后缘。综上说明，轴向凹槽能够有效抑制立管的涡激振

动响应，但是其对迎流角的变化较为敏感。通过对比二维切片模型和厚切片模型

的预报结果，发现二维切片模型虽然能够捕捉到轴向四凹槽立管的部分流动分离

特性，但是对振动响应和尾流场泄涡特性的预报存在较大误差，因此厚切片模型

更适合用于涡激振动抑制的数值模拟。进一步地，采用 DES 模型替代原有的

RANS 模型，首先开展了阶梯流中立管涡激振动标准问题的验证，说明引入 DES

模型后改进的求解器的有效性。然后，采用与前述相同的厚切片计算网格，开展

了 0 度迎流角和 45 度迎流角工况下，三种凹槽深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涡激振

动对比研究。从立管的横流向和顺流向 RMS 振幅、振动模态和主振频率的对比

中发现，采用 DES 模型也能准确捕捉到轴向四凹槽立管的振动响应特性，其随

迎流角和凹槽深度的变化特性与 RANS 方法的预报结果吻合较好，对比立管尾

流场和泄涡特性，发现 DES 模型能够捕捉到更细节的三维流场和细小的涡结构。 

7.2 展望 

本文基于厚切片模型，在 OpenFOAM 开源平台上开发了深海柔性立管涡激

振动三维流固耦合 viv3D-FOAM-SJTU 求解器，并对具有显著三维泄涡现象的三

类柔性立管涡激振动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本文的研究仍

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以下工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1）本文基于厚切片模型开展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系列研究，计算雷诺数

主要集中在 4000 左右。由于雷诺数区间偏低，使得立管无法激发出更高阶的模

态响应，发生更复杂的多模态振动、模态跃迁等现象，有必要将目前厚切片模型

的雷诺数适用区间提升至 105 量级以上。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研究并解决现有

厚切片模型在计算较高雷诺数工况时出现的网格量激增问题。该问题的主要来源，

是由于高雷诺数工况对于立管边界层网格的初始 y+具备较高要求，使得第一层

网格厚度明显减小。为了确保轴向流场计算的稳定性和正确性，即保证边界层网

格的轴径比在 60 至 80 的区间内，计算网格的轴向划分数量会显著增加，最终导

致总体网格量的激增。因此，需要开发适用于细长结构的高雷诺数湍流求解方法

和计算网格划分策略。 

（2）本文在立管结构振动响应的预报方面，采用的还是基于欧拉-伯努利梁

假定的二维简化模型，并且忽略了立管的轴向变形和立管顶端的轴向位移。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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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程中，平台的六自由度运动必然会导致立管顶端产生较为明显的轴向位

移。同时，在立管发生顺流向和横流向振动的过程中，立管中轴线以外的部分均

会发生形变，会产生更为复杂的扭转变形。因此，可以采用考虑立管表面复杂弯

曲、扭转变形和两自由度耦合求解的实体单元模型，甚至采用考虑立管内部复杂

结构的有限元模型来进行立管的振动响应模拟，使得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预报更

贴近实际工况。 

（3）本文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停留在厚切片模型的应用研究方面，对各

种复杂柔性立管涡激振动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下一阶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地开展系列研究，探寻柔性立管复杂涡激振动的机理。在复杂振荡激励方

面，目前仅考虑了立管两端的两自由度振荡激励作用，且立管的长径比较小，无

法激发出高阶模态，后续可以考虑符合平台六自由度运动影响的复杂激励作用，

研究位移和旋转激励作用下细长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特性。在多立管涡激振动方

面，目前仅考虑了固定间距的多立管干涉研究，后续可以考虑不同布置形式多立

管的涡激振动干涉研究，包括：非等间距的串联、并联、错列和阵列等。在涡激

振动抑制方面，目前仅研究了三种凹槽深度和两种迎流角度的轴向四凹槽立管涡

激振动抑制特性，后续可以开展不同凹槽宽度、凹槽数量和布置形式的立管涡激

振动抑制研究，同时可以考虑如螺旋侧板、螺旋凹槽等轴向截面非均匀的被动抑

制装置的机理研究。 

（4）在实际海洋油气开采过程中，立管作为资源输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内部通常充斥着复杂的多相内流，下一阶段可以考虑开展复杂内外流耦合作用下

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研究。虽然现阶段研究学者已开展了内流影响下的立管涡激

振动探索性数值研究，但是内流仍较多采用数学模型代替，且未考虑固液多相复

杂内流的影响。因此，可以将现有的基于欧拉-伯努利梁和有限元方法的结构振

动求解模型，替换为三维实体模型并在其内部进行三维管道输运模拟，而立管外

部基于厚切片模型进行三维流场模拟，通过结构实体单元进行动网格变形和流体

力与振动位移的信息交互。实现柔性立管的内外流耦合三维数值模拟求解，进一

步揭示海洋立管涡激振动的产生和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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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信部数值水池创新专项项目：涡激振动/涡激运动子系统软件开发，批准号：

2016-23/09，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220 



致  谢 

221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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