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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现代船舶建造大型化进程逐渐加快，船舶吃水与船舶宽度日益增加，而航

道、港湾及码头等船舶运营必备基础设施尺寸的增长速度却相对缓慢。因此，

相对船舶尺寸而言，近海岸及内河航道等水域，水深相对变浅，航道宽度相对

变窄，成为限制水域。限制水域中浅水、狭窄航道等因素对船舶周围流场的改

变，使得限制水域航行船舶的水动力性能与宽阔水域有很大不同，进而对船舶

操纵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限制水域船舶的运动规律，预报限制水

域船舶运动方式，对于评估限制水域船舶运行的可行性、保障限制水域船舶运

行的安全性有重要意义。 

本博士论文基于组内开发的数值求解器，结合重叠网格技术，综合考虑流

体粘性及自由面变化，对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研究： 

(1) 结合静态重叠网格方法，数值研究了不同水深，不同漂角工况下，

KVLCC2M船型斜航运动时的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性能。首先，基于深水域

KVLCC2M斜航运动数值试验，对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船表压力分布及

伴流场等信息进行了研究，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进行对比，验证了本文程序

及数值方法的有效性及静态重叠网格技术的可靠性。其次，本文研究了水深及

漂角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的

分析，对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特点进行了解释。 

(2) 结合动态重叠网格方法，对不同水深情况下KVLCC2船型做纯横荡运动

时的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性能进行数值仿真，并通过对比数值试验与模型

试验结果，对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在预报纯横荡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及其粘性流

场方面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同时，据计算得到的船体所受水动力曲线和船舶运动

曲线，求得了船舶水动力导数。此外，通过对船表压力分布、伴流场信息、自由

面波形及涡量场演化过程等流场细节计算结果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了不同水深

情况下，纯横荡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变化规律及水深对纯横荡运动船舶水动力

性能的作用机理。 

(3) 结合动态重叠网格方法，以12000TEU船型为研究对象，数值研究了船

舶通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演变过程及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变化历程。首先，基

于试验工况进行数值试验，数值研究了12000TEU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

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

值方法在预报过闸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之上，数值研究了

航速、水深及偏心距等因素对12000TEU船舶通过第三组巴拿马船闸时水动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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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船过船闸过程中，船表压力分布，自由面波高及伴流场等

流场细节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船舶水动力性能特征。其次，以船舶驶入驶出

乌江构皮滩升船机为工程背景，数值研究了航速对船舶驶入驶出乌江构皮滩升船

机过程粘性流场及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演变过程，测波点波

高历时，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信息等计算结果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船过升

船机过程水动力性能变化的物理机理，为船舶安全通行及闸室设计提供参考。 

(4) 以油轮驳运过程为工程背景，选取KVLCC2及Aframax船型为研究对象，

结合重叠网格技术，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面变化，数值模拟了驳运过程中船

-船相互作用的复杂粘性流场。首先，基于基准算例数值试验，通过对比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在预报驳运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方

面的可靠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数值研究了横、纵向距离及水深对驳运船舶

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速度分布等

信息的分析，阐释了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的特征。 

本文结合重叠网格技术，基于粘性CFD方法，并计及自由面变化，对限制

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了数值仿真，较真实的还原

了船舶在限制水域航行时的流场变化，并基于对流场细节的分析，对船舶水动力

性能进行了解释。对人们更好的理解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及其变化机

理，具有较好的可借鉴性。 

 

关键词：限制水域，重叠网格，自由面，粘性CFD，浅水，斜航，纯横

荡，船闸，船-闸相互作用，驳运，船-船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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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ize of modern ships has increased rapidly along with the new 

techniques and knowledge available. Although the dimensions of modern ships, 

especially draft and width, have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the infrastructure needed for 

ship operation has not kept pace at the same rate. As a consequence, near-coast waters 

as well as inland waterway, et al, are becoming restricted waters, as the waters there are 

becoming shallower and narrower relatively. The shallow water and narrow channel in 

restricted waters will influence the flow field around the ship and then change the ship 

behavior. As a result, ship performance in restricted waters is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pen waters and ship manoeuvring in restricted waters is also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investigating ship behavior in restricted wat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he ship safety in these waters. 

The objectiv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study the viscous flow around the ship 

maneuvering in restricted water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luid viscosity and free 

surface effects. All the work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our in-house code and the 

overset grid technique. 

(1) Numerical study of the viscous flow and the hydrodynamic forces on a 

obliquely towed KVLCC2M ship model in shallow water. The viscous flow around an 

obliquely towed KVLCC2M ship model in both deep and shallow water is investigated 

by adopting the static overset grid method. The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obliquely towed KVLCC2M ship model in deep water,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ship surface as well as the wake field are studied firstly and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data,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de and the numerical methods are verified by the good 

agreement of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water depth and drift angle on the ship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is investigated.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ship surface is analyzed together with the wake field to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formance of the obliquely towed ship. 

(2)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viscous flow and the hydrodynamic forces on a 

KVLCC2 ship model in pure sway maneuvers in shallow water. The viscous flow 

around the KVLCC2 ship model in different water depth is investigated numerically by 

applying the dynamic overset grid metho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de and the numerical 

methods,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 of overset grid technique are further verified by the 

good agreement of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3) Numerical study of the viscous flow around a 12000TEU ship model 

manoeuvring in locks. The ration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use of the code and the 

numerical methods in the prediction of the ship behavior in lock are firstly proved by 

the good agreement of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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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ship speed, water depth, as well as the eccentricity on the ship performance 

when passing through the lock are studied numerically. The ship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wave height of the free surface and the wave field are analyzed to explain 

the ship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The behavior of the ship passing through the 

GOUPITAN ship lift with different speeds is also studied numerically. Besides, the 

wave height at the gauge, ship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wake field, 

are analyzed to further explain the ship performance. 

(4) Numerical prediction of ship-ship interaction during a lightering operation in 

shallow water. Numerical study of the KVLCC2-Aframax interaction during a 

lightering operation i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stage, the ration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use of the code and the numerical methods in the prediction of the ship-ship interaction 

are confirmed by the good agreement of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The influence of the longitudinal distance, lateral positions and water depth is then 

studi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ip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are explained by 

analyzing the wave pattern, ship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wake field. 

With the help of the overset grid technique, the viscous flow field and ship 

performance in restricted waters are studied numerically by solving URANS equations. 

The free surface effec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o obtain more detailed flow field 

information. The ship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is explained by the analysis of the 

flow filed. The results are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and practically useful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hip behavior in restricted waters. 

 

Keywords: restricted waters, overset, free surface, viscous flow, shallow water, 

drift motion, pure sway, lock, ship-lock interaction, lightering, ship-ship interaction 

 



目录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 III 

第一章 绪论..................................................................................................................................... 1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 

1.2 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 CFD 研究综述 ...................................................................................... 6 

1.2.1 势流方法 ....................................................................................................................... 7 

1.2.2 粘性流方法 ................................................................................................................... 9 

1.3 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研究进展 .............................................................................. 12 

1.3.1 浅水效应 ..................................................................................................................... 13 

1.3.2 阻塞效应 ..................................................................................................................... 14 

1.3.3 船-船相互作用 ........................................................................................................... 16 

1.4 本文的主要工作 ...................................................................................................................... 18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 ...................................................................................................................... 19 

第二章 数值方法 ........................................................................................................................... 20 

2.1 引言 ......................................................................................................................................... 20 

2.2 数学建模 ................................................................................................................................. 20 

2.2.1 控制方程 ..................................................................................................................... 20 

2.2.2 湍流模型 ..................................................................................................................... 21 

2.3 数值方法 ................................................................................................................................. 23 

2.3.1 有限差分法 ................................................................................................................. 23 

2.3.2 坐标转换 ..................................................................................................................... 25 

2.3.3 离散方程的建立 ......................................................................................................... 26 

2.3.4 速度压力求解 ............................................................................................................. 28 

2.4 自由面模拟.............................................................................................................................. 30 

2.4.1 基本理论 ..................................................................................................................... 30 

2.4.2 Level set 方法 ............................................................................................................. 31 

2.5 重叠网格技术 .......................................................................................................................... 32 



目录 

 

2.5.1 引言 ............................................................................................................................. 32 

2.5.2 基本原理 ..................................................................................................................... 33 

2.5.3 应用过程 ..................................................................................................................... 34 

2.6 数值计算流程 .......................................................................................................................... 35 

2.7 本章小结 ................................................................................................................................. 36 

第三章 浅水域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37 

3.1 引言 ......................................................................................................................................... 37 

3.2 船型介绍 ................................................................................................................................. 37 

3.3 深水中 KVLCC2M 船模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38 

3.3.1 计算工况 ..................................................................................................................... 38 

3.3.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 38 

3.3.3 网格 ............................................................................................................................. 39 

3.3.4 结果与分析 ................................................................................................................. 40 

3.4 浅水中 KVLCC2M 船模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49 

3.4.1 计算工况及仿真设计 ................................................................................................. 49 

3.4.2 网格 ............................................................................................................................. 50 

3.4.3 结果与分析 ................................................................................................................. 51 

3.5 本章小结 ................................................................................................................................. 62 

第四章 浅水域船舶纯横荡运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64 

4.1 引言 ......................................................................................................................................... 64 

4.2 纯横荡运动水动力导数计算 .................................................................................................. 64 

4.3 船型介绍 ................................................................................................................................. 66 

4.4 仿真设计 ................................................................................................................................. 67 

4.4.1 计算工况 ..................................................................................................................... 67 

4.4.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 67 

4.4.3 网格 ............................................................................................................................. 68 

4.5 结果与分析.............................................................................................................................. 71 

4.5.1 水动力导数计算 ......................................................................................................... 71 

4.5.2 船表压力分布 ............................................................................................................. 74 

4.5.3 伴流场 ......................................................................................................................... 76 

4.5.4 自由面波形 ................................................................................................................. 79 



目录 

 

4.5.5 涡量场 ......................................................................................................................... 82 

4.6 本章小结 ................................................................................................................................. 83 

第五章 船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85 

5.1 引言 ......................................................................................................................................... 85 

5.2 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85 

5.2.1 船型及船闸模型 ......................................................................................................... 87 

5.2.2 仿真设计 ..................................................................................................................... 88 

5.2.3 程序可靠性验证 ......................................................................................................... 90 

5.2.4 航速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粘性流场的影响研究 ..................................... 99 

5.2.5 偏心距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粘性流场的影响研究 ............................... 107 

5.2.6 水深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粘性流场的影响研究 ................................... 110 

5.3 船舶驶入驶出构皮滩船闸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115 

5.3.1 船型及升船机模型 ................................................................................................... 116 

5.3.2 仿真设计 ................................................................................................................... 116 

5.3.3 船舶驶入构皮滩船闸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119 

5.3.4 船舶驶出构皮滩船闸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135 

5.4 本章小结 ............................................................................................................................... 148 

第六章 驳运过程中船-船相互作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 150 

6.1 引言 ....................................................................................................................................... 150 

6.2 船型介绍 ............................................................................................................................... 150 

6.3 程序可靠性验证 .................................................................................................................... 152 

6.3.1 计算工况 ................................................................................................................... 152 

6.3.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 153 

6.3.3 网格 ........................................................................................................................... 154 

6.3.4 水动力性能分析 ....................................................................................................... 156 

6.3.5 自由面波形与测波点波高 ....................................................................................... 157 

6.3.6 船表压力分布 ........................................................................................................... 158 

6.3.7 伴流场及船体周围水流速度分布 ........................................................................... 159 

6.4 环境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 ........................................................................................ 161 

6.4.1 仿真设计 ................................................................................................................... 161 

6.4.2 纵向位置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分析 ........................................................... 162 



目录 

 

6.4.3 横向位置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分析 ........................................................... 173 

6.4.4 水深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分析 ................................................................... 179 

6.5 本章小结 ............................................................................................................................... 186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188 

7.1 总结 ....................................................................................................................................... 188 

7.2 展望 ....................................................................................................................................... 189 

参 考 文 献................................................................................................................................. 19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208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210 

致  谢 .......................................................................................................................................... 21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2013年，英国劳氏船级社（LR）联合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和英国科学与技术组织奎奈蒂克公司（QinetiQ）共同发布了一份名

为《2030年全球海运趋势》的报告（Global Marine Trends 2030，2013），报告指

出随着人类经济迅猛发展、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现代船舶建造呈现大型化趋

势，船舶吃水与船舶宽度日益增加。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集装箱船及LNG船等

主要船型尺寸较现在将增加1.8-3倍，如图1.1所示。而航道、港湾等基础设施的

增长速率较船舶增长缓慢。因此，相对船舶尺寸，近岸、内河航道等水域水深变

浅、宽度变窄，成为限制水域（图1.2），进而影响船舶操纵性能及安全性。限制

水域包括浅水域、窄航道及既浅又窄航道（如船闸）三方面。 

 

 
图 1.1 至 2030 年船舶大尺度化趋势 

Fig. 1.1 Bulk Carrier/Tanker/Containership/LNG carrier fleet (million GT) 

(Global Marine Trends 2030, 2013) 

 

由于船舶在限制水域航行时运动及受力特点与宽阔水域有显著不同，船舶

在限制水域航行时易引起船舶运动不稳定，掌舵困难甚至发生海难事故（IMO, 

2002）。 

从运动特点而言： 

1) 限制水域中航行的船舶，航速通常很低； 

2) 船舶在进出港时，运动幅度通常很大(漂角较大，转艏速度较大)； 

3) 浅水中航行的船舶，下蹲现象较为显著。 

从受力特点而言： 

1) 受水底及岸壁等边界的影响，限制水域中航行的船舶所受水动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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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粘性与流动分离产生的水动力非线性影响对限制水域大幅度操纵运动船

舶影响较为显著； 

3) 浅水中的下蹲现象使船舶周围水流进一步加速，这将导致船表压力下

降，进而使船舶下蹲进一步增加，甚至发生触底及搁浅； 

4) 航速低，风、流等环境干扰力对船舶运动的影响更为显著； 

5) 由于受航道限制，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更易受航道固壁及周围

船舶等系泊物的干扰作用。 

因此，研究限制水域船舶的运动规律，预报限制水域船舶运动方式，对于

评估限制水域船舶运行的可行性、保障限制水域船舶运行的安全性有重要意

义。 

 

 
图 1.2 限制水域示意图 

Fig. 1.2 Green water incident (http://www.shallowwater.ugent.be/EN/kc_conf_banks_EN.htm) 

 

国际海事组织IMO（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于1993年通过了“船

舶操纵性暂行标准”，并于2002年底正式通过了“船舶操纵性标准”以完善船舶建

造标准，降低船舶运营生命周期内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但该标准的提出是基

于船舶以设计航速行驶于宽阔水域，且不考虑风浪等环境干扰力及纵倾等影响因

素的前提（夏召丹等，2008）。而限制水域运动船舶的水动力性能与宽阔水域中

有很大不同，IMO通过的“船舶操纵性标准”无法保证限制水域船舶航行的安全

性。因此，为提高限制水域船舶运营安全性，必须深入研究限制水域中运动船舶

的受力与运动特性，分析其水动力特性背后的物理机理，进而制定包括低速工况

及限制水域航行工况的船舶操纵性标准。 

研究船舶在限制水域运动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主要是通过对限制水域船舶

操纵性能的准确预报完成。第24届IITC会议操纵委员会回顾了船舶操纵性预报

技术的发展，并将典型的预报方法分为三类(ITTC, 2008; 王化明，2009)：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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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No simulation）、基于系统的模拟方法(System Based Simulation)以及基于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的模拟方法(CFD Based Simulation)。 

直接法无需数学模型。该方法可根据已有数据库中实船或自航模试验数

据，或在实船试验、自航模试验中测量船舶运行轨迹来直接确定船舶操纵参

数，如位移、舵角等。 

基于系统的模拟方法通过选择适合的数学模型，并结合水动力导数，通过

求解运动方程来模拟船舶轨迹。方法包括数据库、模型试验及系统辨识三种。

数据库方法基本思想是基于实船或模型试验结果，建立经验公式或回归方程来

获得水动力导数（Wagner-Smitt, 1970; Norrbin, 1971; Inoue等，1981; Clarke等，

1983; Kijima等，1990, 1993）。此外，数据库方法还可与理论模型，如Japanese 

Mathematical Model Group model（MMG模型，Kijima等，1993），the cross-flow 

drag model（Hooft, 1994）联立，以便简单快速的获得船舶水动力导数。但当船

型不在数据库涵盖范围时，理论模型精度及可靠性有限。模型试验方法可分为

自航船模试验（Free model tests）和约束船模试验（Captive Model Tests）两种。

自航模试验对船舶操纵性能（如回转性能，航向稳定性能等）的预报是利用与实

船几何相似的船模在水池或湖泊中进行操纵试验，以得到表示其操纵性的特征值

实现的。该方法是目前 能真实反映船舶在实际工作环境中操纵性能的方法

(ITTC, 2008)，具有很高的可信性，而且可针对目标问题给出直接的答案。但该

方法无法避免由于船模和实船的雷诺数不相等引起的“尺度效应”（Burcher, 

1975）。同时，该方法需要较大的试验水池，且无法针对操纵现象给出物理解

释。此外，对于特定环境（如港口，船闸等）中船舶操纵性问题，为真实还原实

际流场，需要建设与实际环境相似的试验水池，费用较高，限制了该方法的应

用范围。而约束船模试验则是在试验水池中，利用特定的试验装置强迫船模以某

种方式进行运动，其内容主要涵盖斜拖试验（oblique towing test）、悬臂试验

（rotating arm test）、平面运动机构试验（planar motion mechanism test, PMM）

和旋转试验（circular motion test）等（邹早建，2005）。约束船模试验可以在装

备了PMM等试验装备的拖曳水池中完成，且能得到用作数值仿真的数学模型。

但该方法需要对试验数据处理后才能得到船舶操纵性能结果，且得到的数学模

型精度与实验数目（费用）息息相关，存在费用与适用性的矛盾。另外，约束船

模实验的完成需要对试验方法、结果分析等有较高经验的人员才能保证其可信

度。总体而言，试验方法是可靠的，但由于试验费用高、周期长而受到限制。

系统辨识方法（Artyszuk, 2003; Hess和Faller, 2000; Moreira和Soares, 2003; 

Oltmann, 2003; Viviani等，2003; Depascale等，2002; Yoon等，2003）则是以实船

试验或自航模试验测量得到的船舶运动及舵角为输入变量来求得水动力导数。 

基于CFD的模拟方法同基于系统的模拟方法类似，都是通过计算船舶运动

轨迹来预报其操纵参数。但基于CFD的模拟方法是利用数值方法来获取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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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数以完成数学模型的构建与船舶水动力性能的预报，或通过耦合求解船舶运

动方程与流体运动方程，实现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直接预报。 

近三十年来，受益于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及数值方法的飞速发展，

CFD方法在预报船舶操纵性能方面表现出较高可信度，并因其应用范围广、费

用低等特点迅速成为人们研究船舶操纵性的主要方法之一。 

根据对流体粘性基本假设的不同，可将CFD方法分为势流方法和粘性流方

法。势流理论基于流体无粘性假设，虽然与实际流体存在差异，但针对某些特

定条件的操纵性问题势流方法也能给出合理的结果，因此该类方法在上世纪取

得了飞速的发展与应用。但由于其基于理想流体假设，与实际流动存在差异，

因此，可靠性相对较低，难以完整的反应问题的本质。而粘性流方法考虑流体

粘性，其数学模型也更接近流体真实流动，因此其计算结果精度较高。在粘性流

方法的帮助下，人们可以处理各类复杂流动，并可按照研究者需求，定制式获取

及存储流场中的信息，不仅便于人们对流动物理现象及其背后物理机理的研究，

更有利于大型数据库的建立与管理，促进船舶水动力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粘

性流方法还可以为物理实验的设计优化提供参考信息，并通过与试验结果的相互

验证，为结果的可靠性分析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科技的进步，当今

计算机的计算与存储能力已今非昔比，且价格不断降低。因此，粘性流方法必将

成为预报船舶操纵性 主要的方法。此外，随着船舶水动力学的进一步发展，

利用粘性流方法预报实船操纵性能，消除模型试验无法避免的“尺度效应”也将

成为可能。 

 

 
图 1.3 操纵性预报方法 

Fig. 1.3 Overview of manoeuvring prediction methods 

 

综上所述，粘性流CFD方法是目前船舶性能预报方法中兼具经济、高效、较

高可信度及良好发展前景的方法。因此，本论文将采用粘性流CFD技术对限制水

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性能进行数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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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制水域运动的船舶通常航速较低，船体兴波较小。因此，大部分学者

在研究限制水域船舶操纵性时，为提高计算速度，常采取忽略自由面变化，将

静水面简化为对称面的方法，即叠模法。但很多情况下自由面变化对船舶操纵

性影响显著。如船闸等既浅又窄的水域，由于阻塞系数很高，在船舶驶入闸室

的过程中船艏壅水显著，船艏、艉自由面液差较大，对船舶操纵性影响显著。

对此，自由面不可忽略。另一方面，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考虑

自由面兴波影响成为可能。此外，考虑自由面变化还可为探讨限制水域船舶水

动力性能背后的物理机理提供数据支持。因此，考虑自由面变化已成为研究限

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的趋势之一。为真实还原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周围流场演

化过程，提高数值模拟精度，较准确的解释船舶水动力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同

时考虑到研究的连续性，本文研究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

性能时将计及自由面兴波的影响。 

限制水域通常不具备完美的对称性，且限制水域船舶运动幅度通常较大。因

此，采用CFD方法预报限制水域船舶性能时要求数值计算能够处理边界的大幅

运动与变形。对此，传统网格类方法显现出了明显的不足，如对于动边界以及

多体相对运动问题，计算网格常常需要不断地更新，这不仅增加了计算量，而

且在计算中如何保证网格的质量也一直是个难点。而无网格方法（如粒子法等， 

Tang等，2014, 2015；张友林等，2015；Chen等，2015；杨亚强，2014；张雨新

等，2014；唐振远等，2014；Zhang等，2014a, 2014b），虽然在处理复杂流动问

题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存在计算量大或难以保证边界层流场的计算精度等

问题。因此，准确预报限制水域船舶操纵性，必须较好地解决动边界问题。为

此，我们引入了重叠网格技术。 

重叠网格又称Chimera (Benek等 , 1983; 1985; 1987; Chen等 , 2003;)、

Overlapping（Henshaw, 2003; 2006; Petersson等, 1999a; 1999b）或Overset（Chan

等，2002; 2009; Rogers等, 2003; Noack等, 2005; Koomullil等, 2006; Carrica, 2007; 

范晶晶等, 2010; Foster等, 2012; Shen等, 2014; 2015; Meng等, 2014a 2015a, 2015b; 

孟庆杰等, 2013a; 2013b; 2014; 2015a; 2015b, 2015c; Wang等, 2015）。该方法首先

对研究模型的各个部分进行单独的网格划分，然后将所有的模型网格嵌套到均匀

正交的背景网格当中。网格之间会存在重叠（如图1.4)，通过“挖洞”及“插值”

等技术手段，将物体内部及多余单元去除并在网格重叠区进行插值，实现重叠网

格间的数据交换，进而实现对整体流场的计算仿真。因此，重叠网格技术不仅能

够解决船舶水动力学仿真计算中大幅动边界难题，还能对特定位置进行局部加

密，既避免了全局加密带来的网格数量剧增，又实现了特定位置流场信息的精准

捕捉，具备在不降低计算效率的前提下提高计算精度的能力。 

综上所述，为准确预报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特性，评

估限制水域船舶运行可行性，本文引入重叠网格技术，解决限制水域运动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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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流场数值预报中的大幅动边界问题，并综合考虑自由面变化与流体粘性，

较真实的再现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的演变过程。同时，基于计算结果

对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运动方式及规律进行预报分析，为限制水域

船舶操纵提供依据。 

 

 
图 1.4 重叠网格示意图 

Fig.1.4 Overset grid 

1.2 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 CFD 研究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船舶CFD技术随着计算机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及数值方法的不断完善，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近二十年来，船舶CFD技术

以其精度高、费用低、可重复性好、不受时空条件约束及参数修改简单等优

点，已成为和船舶模型试验（EFD）方法并驾齐驱的船舶水动力性能研究方法，

并成为新船型开发及船型优化过程中的重要技术手段。船舶CFD技术不仅局限

于船舶快速性研究，还可以计算分析船舶耐波性、稳性及操纵性等，综合分析

船舶水动力性能。同时，船舶CFD技术不仅可以考虑裸船体，还可以综合考虑

船体、附体及自由面等，较真实的仿真船舶实际运行时的流场。此外，船舶

CFD技术不仅能够仿真传统的静水阻力试验，还可以计算拖航试验及自航试

验，综合研究船舶在各种工作环境下的水动力性能。 

船舶CFD技术的成功应用始于船舶快速性及耐波性方面。由于人们对船舶

操纵性的重视程度不够，且操纵运动船舶流场相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因此，

船舶操纵性的CFD应用技术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近年来，随着船舶CFD技术的

发展，采用CFD技术研究相对复杂的操纵运动成为可能；同时，“船舶操纵标准”

的颁布实施也让人们开始重视船舶操纵性能。因此，船舶操纵性的研究备受关

注，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主要技术手段来看，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

是基于简单势流模型（小展弦比机翼理论、细长体理论及切片理论等）计算方法

为主导的前期发展；二是，近年来，以基于求解雷诺平均纳维 -斯托克斯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 RANS）方程的粘性流方法为主导的充分发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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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势流方法 

限于计算机科技的发展水平，过去数十年，数值计算船舶运动主要采用较为

简单的势流方法（如基于小展弦比机翼理论、切片理论和细长体理论等）。因势

流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在定性研究各种因素对船舶水动力影响规律及小

幅度船舶操纵运动的水动力计算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空间，因此该类方法自上世

纪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应用。 

Tuck（1966）通过发展细长体理论，得出船体下沉的近似计算公式，计算结

果表明，在适当的范围内，该公式在求解船体下沉方面具有较高的精度。为使

该公式具有更好的应用性，Tuck和Taylor（1970）对船体下沉量计算公式做了简

化。但该公式仅适用于无限宽水域的工况，为使该方法适用于限制水域船体下

沉量的计算，Tuck（1973）基于原有理论对公式进行了改进。Dand和Ferguson

（1973）改进了求解无限水域船体下沉量的计算方法，并得到了较为简单的求解

船体下沉量的公式。Tuck和Newman（1974）提出了计算船-船相互作用的理论方

法，包括二维流动中的薄体理论以及深、浅水中的细长体理论，为后来的相关

问题的计算奠定了基础。King（1977）基于此方法，考虑尾涡泄出的影响，对薄

体之间的非定常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Abkowitz（1976）通过奇点分布近似地表

达船体壁面与岸壁，并采用迭代的方式满足边界条件，以求取偶极强度分布，

进而对船-船及船-岸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分析。Yeung和Hwang（1977）通过考虑

船体与水底的相互作用，计算研究了浅水中处于近场的船-船相互作用问题。

Yeung（1978）利用细长体理论对浅水中运动船舶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

Oortmerssen（1979）利用三维衍射理论对三维情况下两物体的水动力相互作用问

题进行了研究。Davis和Geer（1982）对浅水中两船平行航行时的船-船相互作用

的流场进行了研究。Duncan（1983）基于Oortmerssen的理论对有限水深中两无航

速船舶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Kijima和Yasukawa（1984）及Kijima（1987）

对狭窄航道中会遇及追越过程中两船的横向力及转艏力矩进行了研究。Gadd

（1985）通过考虑非对称边界层引起的外部流动的扭曲，对细长体理论进行了改

进，并有效的改善了小攻角流动问题的求解精度。Matsumura（1983）、

Hamamoto（1985）、Nonaka（1985）等人同样在改进经典细长体理论方法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Fang和Kim（1986）发展了一种能够预报两船在斜浪中航行时

水动力相互作用的切片理论。Kaplan和Sankaranarayanan（1987）对浅窄航道中两

船的追越、行经船舶和停靠船舶的船-船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Kijima（1997）对

两追越船舶与桥墩相互作用的水动力进行了研究。Varyani等（1998；2002）对多

船在航道中的会遇问题进行了研究。Varyani等（ 2003; 2004; 2006）、

Krishnankutty等（2004）研究了行经船舶与与一系泊船舶相互作用的水动力性能

及系泊缆绳的受力，并分析了不同船型对其作用力的影响。Skejic和Falti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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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从操纵性与耐波性的角度对两船追越问题进行了研究。Lee等（2007）

对限制水域中受风影响的船-船相互作用问题及安全操纵问题进行了研究。

Gourlay（2009）对会遇及追越过程中的两船相互作用引起的下沉与纵倾进行了研

究。 

由于势流方法对流场和船型几何作了各种简化假设，如果不根据试验结果

引入经验参数，计算得到的流场及水动力和实际情况相比会有较大出入，影响

船舶运动的预报精度。近二十年来，势流理论由于其固有的理论缺陷，主要被

用来估算船舶设计初期的操纵运动水动力性能（ITTC, 2011）。 

Zou, Z. J.和Söding, H.（1994）及Nakatake, K等（1998）通过引入环量并在船

体尾缘处满足Kutta条件的方法间接考虑流体粘性对船舶小幅度操纵运动水动力

性能的影响。Sasaki（1998）基于实船水动力模型提出了一种线性水动力导数的

预报方法，该方法将船体分为前中后三部分进行研究，并将结果与实验结果进

行了对比。Kijima等（1998）基于细长体理论提出了一种用以预报船舶水动力的

方法。作者在该方法中引入了一个用以表征泄涡初始位置的变量，并对该变量

与船舶主尺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Kijima和Kishimoto（1999）提出了一种评

估具有大纵倾角及大横倾角的船舶水动力性能的数值方法。Kijima和Takazumi

（1999）提出了一种预报船舶横向运动时水动力性能的方法。Kijima和Kaneko

（2000）利用细长体理论及分离涡模型对不同尾封板形式的三种船型水动力性能

进行了研究。Karasuno等（2000）对由环形涡、马蹄涡及横向涡组成的简化涡系

统中分离得到的数学模型进行了改进工作。Karasuno等（2000）和Beukelman等

（2001）利用分离涡模型与横流模型，间接的考虑粘性对船舶较大幅度操纵运动

流场的影响。Nakatake等（2001）提出了利用面元法求解船舶斜航及回转运动流

场及船舶水动力的方法。Fang和Chen（1998、2001）对波浪中以相同航速航行的

船船相互作用问题进行了研究。McTaggart等（2003）对靠近两船的航行耐波性

问题进行了研究。张谢东等（1997、2003）利用边界元方法对两船超越时的水动

力问题进行了研究。谢楠等（1999）基于三维势流理论研究了波浪中两浮体及静

水中船船相互作用问题。Lee和Kerwin（2003）基于B样条曲线发展了一种高阶面

元法。Kara和Vassalos（2003）利用纽曼-开尔文理论（N-K理论）计算了时域内

船舶前行的水动力性能。Zhang等（2003）提出了一种非定常涡格法及涡面元法

来预报螺旋桨与舵的性能，并通过迭代使推力与扭矩收敛。Kim和Shin（2003）

利用非均匀有理B样条（NURBS）来表达物体表面及物面上的速度势分布，计算

了无航速物体摇荡运动的水动力。Roux等（2005）在建立完整帆船模型时，对耦

合空气动力学求解器与水动力学求解器进行了尝试。其中，船舶所受水动力的

计算是基于满足线性自由面条件的格林函数。Wang等（2005）考察了三维时域

下波浪中两物体的相互作用。Söding（2005）基于非线性Rankine源法，研究了狭

窄航道中的两船追越问题。陈波，吴建康（2005a、2005b）利用G-H方程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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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船非定常运动时的相互干扰以及多船编队航行时的水动力问题。Wang和Zou

（2006）利用基于非均匀有理B样条的高阶Rankine面元法计算了Wigley船型线性

横荡及艏摇的阻尼系数。利用该方法，作者通过频域内对三维辐射问题进行研

究，以仿真小幅度PMM试验，计算得到的线性水动力系数能够对船舶动态稳性

进行评估。Varyani和Krishnankutty（2006）利用细长体理论与奇异点分布技术耦

合的方式对有船舶驶经时锚泊船舶的水动力性能进行研究。Toxopeus（2006）对

船舶操纵系数进行计算，并通过与粘流计算结果及实验结果的比较，对细长体

理论进行了验证。Sclavounos等（2006）基于Rankine面元法SWAN，提出了一种

状态-位置 优控制方法。Li等（2006）分析了水深对波浪中船船相互作用的影

响。Hong（2007）利用三维面元法对水下航行器在深水中航行时的水动力性能进

行预报。de KoningGans等（2007）发展了一种三维面元法用以计算驶经船舶水动

力的相互作用。Chahine等（2007）开发了边界元程序，用以计算多船在海港中

时的水动力性能。计算中，海港边界包括波浪入口及消波边界，船体六自由度

放开。Zhang等（2007）对多条船相互靠近并以相同速度前进时的流场进行了数

值计算。Dam等（2006，2008）采用改进的Boussinesq方程对船舶在倾斜岸壁环

境中的兴波进行了研究，并根据计算结果提出了用于预报 大波高的经验公

式。Sutulo等（2009）利用势流理论对船舶超越过程的船舶操纵性进行了研究。

计算中考虑了固定舵及自航控制器。Yasukawa和Nakayama（2009）对波浪中船舶

回转操纵性进行了预报，并根据计算结果分别给出了低频操纵运动及高频波浪

激励运动方程，计算结果与实验值较为一致。Debaillon等（2009）采用网格更新

的势流方法考察了岸壁效应对船体下蹲的影响。Sutulo等（2009；2010）利用二

维势流理论对不同船体在各种横截面中横摇运动的附加质量及阻尼系数进行了

研究，并系统的考察了河道水深及形状等因素对船舶水动力的影响。Yao等

（2010）综合考虑船体自由面兴波及船体下蹲，利用三维面元法对限制水域船舶

水动力性能进行了研究。 

1.2.2 粘性流方法 

船舶粘性流方法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了（Abdelmeguid，1978），

但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由于计算机技术及数值支撑技术的限制，船舶粘性流方

法进展缓慢。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软、硬件的高速发展为粘性流方

法的发展创造了较为理想的环境。硬件方面，对研究人员来说，运算速度快、

存储容量大的计算机已成为可能。软件方面，分布式计算及并行计算等加速算

法也已具备较高可靠性。目前，船舶粘性流CFD的研究已取得较充足的发展，

人们实现了对船舶性能及其粘性流场各个方面的研究。同时，以网格生成、加速

算法、预调制及可视化为代表的数值支撑技术也取得了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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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粘性流方法所取得的成功的鼓舞，人们开始探讨操纵运动船舶粘性水动

力的数值计算问题。 初，粘性流方法在操纵运动模拟方面的应用仅限于较为

简单的模式，如忽略自由面兴波及附体影响的定常斜航、定常回转问题。 

Makino和Kodama (1997)对艏部相同但艉部不同的两条船做定常斜航运动时

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Berth等（1998）基于有限体积法（Finite Volume 

Method, FVM）对大阪号油轮作定常斜航及回转运动的粘性流场进行了计算，结

算结果与真实流场一致性较高。Cura Hochbaum（1998）利用有限体积法，结合

分区对接网格及速度压力耦合的SIMPLER方法，对系列60和Mariner船模做定常

斜航、回转运动的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做了研究。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

了Cebeci-Smith代数模型及无壁面函数的k−ω两方程湍流模型的不同。Sato等

（1998）通过耦合船舶运动方程及N-S方程，在不计及自由面兴波影响的前提

下，数值求解了两条VLCC船模做低速操纵运动时的粘性流场。Ohmori（1998）

采用有限体积法及Sub-Grid Scale(SGS)与Baldwin-Lomax相结合的混合湍流模

型，在忽略自由面兴波影响的前提下，对大阪号油轮船模做定常斜航、回转运

动的粘性流场和船舶水动力进行了仿真。Miyazaki等(2000)对定常回转运动船舶

的水动力性能进行了研究。Yamasaki等(2001)对CFD粘性流方法在设计初期船舶

操纵性预报方面的应用做了介绍。Chen等（1997; 1998a; 1998b; 2000; 2002）采用

嵌入式RANS方法对船舶靠岸及船船相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样对不

计及自由面兴波影响的船舶定常斜航运动粘性流场进行数值研究的还有Longo和

Stern（2002）、Toxopeus（2004）、Xing（2007）等。 

随着计算机科技及数值技术的不断进步，考虑自由面兴波影响的船舶典型

操纵运动粘性流场的数值模拟逐渐成为可能。 

Alessandrini等（1998）采用有限差分法（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DM），

结合速度、压力与自由面完全耦合的多重网格算法、分区重叠网格及k−ω湍流

模型，并计及自由面兴波影响的前提下，对系列60船模做定常斜航、回转运动

的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了研究。Tahara等（2002）在计及自由面兴波

影响的前提下对系列60船舶做定常斜航、回转运动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模

拟，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较好。 

近年来，随着粘性流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带附体情况下的船舶操纵

运动粘性流场的数值模拟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同时，粘性流方法对船舶操纵

性的预报也逐渐从定常操纵运动的预报发展到非定常操纵运动的预报。此外，

重叠网格技术在船舶领域的成功应用使得粘性流方法具备数值模拟船舶自航试

验及六自由度自由运动数值试验的能力，且计算结果具备较高可信度。 

Ohmori（1998）对SR221B船模做非定常艏摇运动时船体周围的粘性流场进

行了数值模拟，横向力、艏摇力矩、横向力纵向分布及船体表面压力分布等计

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较好。Simonsen和Stern（2003；2005a；2005b）对带附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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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的不同舵角拖曳试验及斜拖试验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Di Mascio等

（2007）结合重叠网格技术对纯横荡运动的全附体KVLCC2船型周围的粘性流场

进行了数值求解与分析。计算结果表明CFD粘性流方法具备求解流场细节的能

力。Sakamoto等（2008）对DTMB5415船做纯横荡和纯艏摇运动时的粘性流场进

行了数值模拟。Broglia等（2008）通过求解非定常RANS方程，并结合动态重叠

网格方法，数值模拟了带舵和螺旋桨的KVLCC1/KVLCC2船型做纯横荡及纯艏

摇运动时的粘性流场。Carrica等（2008）利用DES方法对KVLCC1船舶做回转运

动及20°/20°Z形操纵运动时的粘性流场进行了计算，并采用URANS方法对

DTMB5415船型做回转运动及20°/20°Z形操纵运动时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仿

真。Hochbaum等（2008）利用RANS方法对KVLCC1/KVLCC2船型静态与动态约

束模型试验进行了数值模拟，并求得了相关的水动力系数和水动力导数。

Guilmineau等（2008）利用考虑自由面兴波影响的粘性流程序ISIS-CFD对带/不带

附体情况下DTMB5415船型做斜航和纯横荡运动时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计

算。Maki等（2008）利用商业软件FLUENT对不带附体的DTMB5415斜航运动的

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计算。Miller等（2008）利用求解RANS方程的CFDSHIP-

IOWA程序对带/不带附体的DTMB5415做斜航、纯横荡、纯横摇及带漂角的纯

艏摇运动时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Simonsen等（2008）同样利用自主开发

的程序CFDSHIP-IOWA对KCS船型做纯艏摇运动时船体周围的粘性流场进行了

数值仿真，计算中考虑了船舶的升沉与纵摇。Turnock等（2008）采用商业软件

CFX对带附体的KVLCC2船模在纯横荡运动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计算

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Carrica和Stern（2008）利用重叠网格技术独立生成螺

旋桨及舵的网格，进而实现船-桨-舵全耦合的数值试验，并对KVLCC1船型的回

转运动及Z形操纵运动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Lou等（2012）利用商业软件

FLUENT，并结合动网格技术，数值模拟了船舶在有岸壁情况下做纯艏摇及纯

横荡运动时的水动力，计算结果显示岸壁的存在对船体水动力会有一定的影

响。Zou等（2011；2013）采用SHIPFLOW软件对浅水中近岸航行船舶的水动力

性能以及船体下蹲现象进行了数值研究。同时，应用不确定度分析方法对计算

结果的可靠程度进行了考察。此外，文中通过对比势流方法及粘性流方法的水

动力预报结果，说明了粘性对于岸壁效应有不可忽略的影响。Carrica等（2012）

同样利用重叠网格技术，对ONR Tumblehome船模的双桨及双舵网格分别进行划

分（图1.5），并数值模拟了该船型在斜后浪中侧翻过程。Toxopeus等（2013）利

用多种CFD软件对KVLCC船模斜航及纯艏摇进行了数值试验。Carrica等（2013）

结合重叠网格技术实现舵相对船体运动，进而实现数值模拟DTMB 5415M船型

在静水及波浪中Z形操纵及回转试验，计算结果显示了CFD粘性流方法在求解船

舶操纵运动粘性流场方面的强大能力（图1.6）。Broglia等（2013）同样利用重叠

网格技术实现舵相对船体运动的方式，实现了一集装箱船回转运动的数值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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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Mofidi和Carrica（2014）利用重叠网格技术对KCS船型的舵、舵支撑及螺旋

桨进行了细致的网格划分，并完成Z形操纵数值试验，计算结果良好。Shen等

（2014, 2015）基于自主开发的粘性求解器naoe-FOAM-SJTU（Shen等，2013，

2016；吴建威，2016；李鹏飞，2016；Yin等，2016；Zhao等，2016；赵伟文等，

2016，2015；Cao等，2015，2014；Zha等，2015，2014；周胡等，2015；王建华

等，2015a； Luo等，2015；Duan等，2015；彭耀等，2014；叶海轩等，2014；

Liu等，2013；查若思等，2013；曹洪建等，2013；刘远传等，2013，2012；Ye等，

2012；），结合重叠网格技术开发了面向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动力学的数值求解器

naoeFoam-os-SJTU（王建华等，2015b, 2015c；刘小健等，2015a, 2015b），并基于

此求解器实现了KCS船型自航推进操纵数值试验。 

 

 
图 1.5 DTMB 5613 模型的表面重叠网格 

Fig.1.5 Overset grids for DTMB 5613 with twin propeller (Carrica et al., 2012) 

 

 
图 1.6 全附体 DTMB 5415M 在静水中的数值回转试验 

Fig.1.6 Turning circle maneuver in calm water for DTMB 5415M (Carrica et al., 2013) 

1.3 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研究进展 

船舶在限制水域航行时，其水动力性能必将受到流场边界的影响，如船体

下方的浅底、船闸周围的固壁及水域中其它船舶等，进而引起浅水效应，阻塞

效应以及船-船相互作用等。浅水效应，指的是由于船体底部距离水底较近，引

起船体周围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发生变化的现象。阻塞效应，指的是由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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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船闸）窄浅，船舶前行时，船艏水流堆积，船体前方壅水，进而对船体周

围流场产生影响，使得当船舶在该水域航行时，船舶水动力性能发生改变的现

象。船-船相互作用指的是水域中存在的其他船舶与目标船舶距离较近，对目标

船舶周围流场产生显著影响，进而改变目标船舶水动力性能的现象。由于浅水

效应、阻塞效应及船-船相互作用常常对船舶水动力性能产生较显著的影响，进

而导致船舶航行性能及安全性下降。为保障船舶在限制水域航行时的可行性与

安全性，许多学者对船舶在限制水域的水动力性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Tuck

（1978）对船舶在限制水域的水动力问题做了综合性的介绍。 

1.3.1 浅水效应 

浅水通常是指由于水深较船舶吃水稍大，船底与水底间距（富裕水深， 

under keel clearance, UKC）非常小的水域。对水深的描述通常采用水深h与船舶

吃水T的比值（水深吃水比：h/T）来量化。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时，浅水效应

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显著（PIANC, 1992；ITTC, 2002）。当船舶在浅水域航

行时，船体下方水流加速，压力下降，进而导致船舶发生较明显下沉，即下蹲

现象（squat phenomenon）。此外，船舶在浅水域航行时，船舶边界层的发展以

及船舶表面压力的分布都将受到水底的影响，进而影响船舶水动力性能，如船

舶受力及力矩等。由于水深较浅，船舶下蹲距离较大，船舶在浅水域航行时，

易发生搁浅事故。因此，浅水效应对船舶操纵性能影响显著。 

船舶在浅水域航行时，由于浅水效应引起的船舶受力及力矩的准确预报以

及船舶操纵性能的可靠评估，是研究船舶浅水效应的关键。目前的研究方法主

要包括经验公式、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三类。 

经验公式方法通常是通过对船舶在深水环境下的船舶水动力性能的修正，

来近似评估与母型船近似船型在限制水域的水动力性能。Clarke等（1983）；

Clarke (1997)；Ankudinov (1990) 研究了不同水深情况下的船舶线性水动力导

数。Kijima和Nakiri (2004)提出了根据深水环境下船舶水动力导数修正得到浅水

域中船舶水动力导数的方法。 

模型试验是预报浅水效应的一种可靠方法。Okano等（2004）对船舶在不同

水深情况下船舶斜航时的水动力性能进行了研究。Eloot等（2006）根据实验提出

了一种用于预报船舶不同水深吃水比情况下船舶操纵性能的数学模型。Jurgens

和Jager (2006)根据试验结果提出了一种评估船舶操纵性能及下蹲数值的数学模

型，并根据模型试验及实船试验结果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 

近年来，利用数值方法（势流理论或粘性CFD方法）预报船舶在浅水域航行

时船舶水动力性能逐渐流行起来。Wang等（2000）利用势流理论对一艘大型油

轮的水动力导数进行了计算。Simonsen等（2006a）利用RANS方法对油轮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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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中，不同航速运行时的船舶受力进行了研究，并对结果进行了验证和确认

（Verification & Validation, V&V），并根据计算结果对流场细节进行了报告

（Simonsen等，2006b）。Kim等（2009）对浅水中船舶做低速回转运动进行了研

究，并将结果与试验结果（Yoshimura, 1988）进行了对比验证。Wang等（2009a）

基于非定常RANS方法，结合两种不同的湍流模型对浅水域中斜航船舶的粘性

流场及船舶受力进行了研究，并将Wigley船型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验证。Wang等（2009b）利用定常RANS方法对不同水深情况下回转船舶的水动

力进行了预报，并通过比较深浅水中船舶受力的不同研究了浅水对船舶受力的

影响。Toxopeus等（2011）对SIMMAN 2008提供的不同水深的基准算例进行了广

泛的CFD研究，并根据结果对多个CFD程序进行了评估。杨勇等（2011）对

KVLCC1裸船体在深水和浅水中的PMM试验纯横荡运动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模

拟，并通过比较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Liu等（2015）对不

同水深情况下，船舶横摇运动时的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Zhu等（2015）对

浅水中波浪相互作用对船体远场兴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1.3.2 阻塞效应 

阻塞效应多发生在船舶通过船闸过程中。由于船闸环境既浅又窄，阻塞系

数较大，进而引起船舶周围流场与宽阔水域航行时有非常显著的差异，阻塞系

数指的是船舶 大横截面积与该处水域横截面积的比值，如图1.7所示。据相关

研究结论，船舶通行 大容忍阻塞系数约为0.92。同浅水效应类似，由于富余

水深及船舶与环境侧壁间距都非常小，船舶与环境侧壁及底部之间水流加速，

压力下降，进而影响船舶所受水动力。由于阻塞效应引起的船舶受力变化将影

响，甚至改变船舶的操纵性能，导致船舶发生碰壁或触底等事故。因此，阻塞

效应的研究对船舶在限制水域航行时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鉴于阻塞效应的复杂性，对阻塞效应的研究需综合考虑浅水效应及岸壁效

应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里，人们通过实验方法、数值方法等手段对阻塞效应进

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同浅水效应类似，限于计算机条件及CFD技术发展不足，

人们对阻塞效应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经验公式、试验方法或根据试验结果推导

的数学模型进行，并将阻塞效应作为水深、船速、船型参数、环境参数、阻塞

系数以及螺旋桨性能等因素的函数来处理。Cooper等（1978）利用试验方法研究

了阻塞系数对船舶通过闸室过程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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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阻塞系数定义 

Fig.1.7 definition of Blockage coefficient 

 

近年来，随着试验设施及试验技术的进步，通过更为准确、细致的模型试

验来研究岸壁效应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比利时弗兰德水力学研究中心

（Flanders Hydraulics Research, FHR）对船舶通过比利时泽布吕赫港Pierre 

Vandamme船闸过程的水动力性能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并分析了速度、水

深、偏心距及漂角等因素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Vantorre等，2012）。荷兰

泰尔纳曾港口管理局委托FHR对一丰满船型进入泰尔纳曾West船闸的操纵性能

进行了研究（Richter等，2011；Verwilligen等，2012）。为研究12000TEU船型通

过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的可行性，巴拿马管理局委托比利时弗兰德水力学研究中

心（Flanders Hydraulics Research，FHR）进行了一系列模型试验（Vantorre, M.等，

2013）。巴拿马船闸，泰尔纳曾West船闸，敦刻尔克Charles de Gaulle船闸及安

特卫普Berendrecht船闸的领航员们结合船闸及航道的实际结构情况及其实际操

作经验，分析了船舶通过闸室过程中的实际水动力性能（Eloot, K等，2013）。 

尽管经验公式、试验方法及基于试验结果推导的数学模型在阻塞效应的研

究中被广泛应用，但这些方法仍存在自身难以避免的缺点。例如，经验公式方

法只适用于船型近似且条件相近的工况，否则该方法的精度严重不足。而数学

模型的获取则需要大量的系列试验结果，但试验结果却无法提供用于分析各种

现象背后物理机制的流场具体信息。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始寻求合适的数值方

法来研究阻塞效应。 

Vrijburcht（1988）提出了six-waves-model，并基于此模型对船舶驶入船闸过

程的船体兴波进行了研究。Vergote（2012，2013）通过改进Vrijburcht的数学模

型，对船舶驶入闸室过程中闸室内的水位变化进行了分析。Chen（2010）提出了

viscous frictional 模型来计算船-闸的相互作用，并基于此模型对船舶驶入船闸

过程中船闸内水位及船舶纵荡，垂荡及纵摇运动进行了预报。Henn（2013）通过

发展Chen的理论，在综合考虑船闸及船舶形状的条件下计算了二维条件下船舶驶

入闸室时船舶下蹲值。目前，粘性CFD方法研究船舶通过闸室过程尚处于起步

阶段，研究成果较少。Wang等（2014）基于CFD软件FLUENT对船舶驶入第三组

巴拿马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进行了数值研究，但计算未考虑自由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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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等（2015a, 2015b, 2015c）利用自主开发程序，综合考虑自由面与粘性的影

响，对12000TEU船型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进行了数值研究，并研究了航

速、水深以及偏心距等因素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1.3.3 船-船相互作用 

船-船相互作用是研究船舶限制水域性能的另一个重要领域。船舶间超越、

会遇等过程是船-船相互作用较为常见的方式（徐言民等，2013；周琦，2014；徐

言民等，2015），也是人们研究 多的船-船相互作用工况（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ip Manoeuvring in Shallow and Confined Water: Ship-to-Ship 

Interaction, 2011）。此外，驳运过程中也存在船-船相互作用现象。驳运过程指的

是用较小船舶转运大型船舶上客货的过程。以油轮驳运为例，在驳运过程中，

待驳运船舶（Ship To Be Lightered, STBL）与驳运船舶（Service Ship, SS）通常以

非常接近的间距并行前进，同时操作人员将待驳运船舶上的原油等物资转移到

驳运船舶。驳运过程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8所示）：第一，待驳运船舶

以较低航速按照设计航线缓慢前行，驳运船舶自远方逐渐靠近待驳运船舶。第

二，待驳运船舶靠近待驳运船舶，两船通过系泊锚链进行固定，以相同速度平

行前进，并进行原油等物资的转移运输。第三，待物资转运完毕，两船锚泊系

统解除，驳运船舶逐渐驶离待驳运船舶，完成驳运过程。 

 

 
图 1.8 驳运过程 

Fig.1.8 Lightering operation (Skaugen Petro Trans Inc., 2004) 

 

驳运过程中由于两船间距较小，驳运过程中两船间水流加速，引起船舶周

围流场的变化，两船间可能产生相互吸引力。因此，船-船相互作用将影响驳运

船舶操纵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的保持，甚至发生船舶相撞，严重影响驳运的快

速性与安全性。此外，在限制水域时，船-船相互作用更加显著，进而对港口的

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船-船相互作用的研究在保障驳运过程船舶安全

性及为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供数据支持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

此，几十年来人们通过试验方法以及数值方法对船-船相互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 

Vantorre等（2002）通过模型试验研究了两船会遇及超越过程中，船-船水动

力的相互作用，并根据试验结果提出了计算船-船相互作用力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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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ire等（2009）基于模型试验，研究了驳运过程中的船-船相互作用，并基于研

究结果对其提出的数学模型进行完善与扩展。 

利用势流方法对船-船相互作用问题进行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

年代。早在1974年，Tuck和Newman（1974）就提出了计算船-船相互作用的理论

方法。其内容主要包括：薄体理论和细长体理论，并成为后来相关问题研究的

基础。该方法假设船舶为细长体，并把船舶流场分为船体周围的近场和远离船

体的远场两部分。在远场中，按照二维机翼绕流问题处理船舶航行，并通过沿

纵轴布置源汇来代替船舶。而在近场中，忽略船形沿船长方向的变化，由单位

纵向和单位横向的速度势来表示船舶周围的流动。 后根据近场的外极限与外

场的内极限匹配的原则，得到相应的源汇强度，进而求解船-船相互作用。King 

(1977)利用此方法，并考虑泄出尾涡的影响，研究了薄体之间的非定常相互作

用。Kaplan和Sankaranarayanan (1987)对浅窄航道中的两船追越及行经船舶与停

泊船舶的水动力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Varyani等（1998，2002）对多船在航道中

的会遇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Varyani和Krishnankutty (2006)考察了行经船舶

与系泊船舶的相互作用以及系泊缆绳的受力，并分析了船型对相互作用力的影

响。Lee等（2007）考虑风的影响，对两船在限制水域中的水动力相互作用和安

全操纵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粘性流方法以高可信度及对流场细节的

准确预报等优势，在船-船水动力相互作用的研究中逐渐盛行起来。Chen等

（2002）利用非定常RANS（Unsteady RANS, URANS）方法对限制水域中，船舶

会遇及超越过程中的船-船相互作用问题进行了研究。Huang等（2006）结合重叠

网格，利用RANS方法研究了行经船舶对码头停靠船舶的水动力影响，计算结

果包括船-船相互作用及船-码头相互作用的流场细节，进一步展示了粘性CFD方

法在研究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优势。韩阳等（2009）基于粘流CFD方

法研究了不同横向间距及前后位置工况下两艘KVLCC2船型水动力特性。Sadat-

Hosseini等（2012）利用URANS方法对驳运过程中船船相互作用进行了数值仿

真，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Lataire等，2009）进行了对比。张晨曦等（2011，

2012）通过求解非定常RANS方程，对浅水中会遇船舶水动力相互作用进行了数

值模拟。Zou等（2013）利用SHIPFLOW，对横向距离、纵向距离等因素对驳运

过程中船船相互作用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赵桥生等（2014）针对水面船舶

开展了两船间干扰水动力数值预报方法研究，建立了预报两船操纵运动相互作用

的水动力数值模拟方法。 



第一章 绪论 

18 

1.4 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利用组内自主开发（in-house）的数值求解器，通过数值模拟限制水域

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对限制水域运动船舶的水动力性能及其变化机理进行分析，

并对船舶在限制水域通行的可行性进行预报。限制水域运动船舶航速较低，粘性

作用较为显著；另一方面，在限制水域边界的影响下，船体边界层厚，且流动分

离现象明显。因此，为准确反应流场特性，本文采用基于粘性CFD的数值方法计

算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流场。同时，考虑到本文将要研究的船过船闸等阻塞

系数较高的问题，自由面变化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且自由

面变化情况可帮助解释船舶水动力性能特征。因此，本文计算计及自由面的变

化，较真实的反映船体周围流场演变过程，较准确的预报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

动力性能，并为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的分析提供更多的流场信息。此外，本文

通过引入重叠网格，实现了用全结构化网格离散流场，既节省计算资源，又解决

了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预报中大幅动边界的难题。本文主要工作如下： 

(1) 浅水域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水动力性能数值研究。以

KVLCC2M为研究对象，结合静态重叠网格方法，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面，

对不同水深，不同漂角工况下，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预报。

首先，基于深水域中KVLCC2M斜航运动数值试验，对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

能，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等信息进行了计算分析。计算结果与试验结合吻合

较好，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的在预报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有

效性及静态重叠网格技术可靠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研究了水深及漂角对船

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的分析，对斜航运动船

舶水动力特点进行了解释。 

(2) 浅水域纯横荡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水动力性能数值研究。以

KVLCC2超大型油轮为研究对象，结合动态重叠网格方法，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

自由面，对不同水深情况下KVLCC2船型做纯横荡运动时的水动力性能进行数值

预报。计算结果与试验值一致性较高，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在预报纯横

荡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可靠性及动态重叠网格技术在处理动边界问题中

的优势及可行性。基于船表压力分布、伴流场信息、自由面波形及涡量场演化过

程等数值计算结果，对船舶水动力性能随水深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 

(3) 船舶通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研究。以12000TEU船型为研究对

象，结合动态重叠网格方法，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面，对船舶通过船闸过程

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数值预报。首先，基于模型试验设计了数值

试验，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在预报

过闸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之上，数值研究了航速、水深及

偏心距等因素对过闸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船过船闸过程中，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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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分布，自由面波高及伴流场等流场细节的研究，对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了

分析。其次，数值研究了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驶出乌江构皮滩升船机过程船舶

水动力性能的变化，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演变过程，测波点波高历时，船表压

力分布及伴流场信息等计算结果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船过升船机过程水动力

性能变化的物理机理。 

(4) 驳运过程中船-船相互作用的复杂粘性流场数值研究。以KVLCC2及

Aframax船型为研究对象，结合重叠网格技术，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面，对

驳运中的船-船相互作用进行了数值研究。首先，利用数值方法重现模型试验，

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在预报驳运过

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可靠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数值研究了横、纵向

距离及水深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船表压力分

布及伴流场速度分布等信息的分析，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规律进行了探

讨。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 

本文致力于研究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性能。为较真实

的还原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演变过程，本文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

面变化。同时，引入重叠网格技术解决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研究中大幅

动边界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综合考虑自由面变化及流体粘性，较真实还原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

性流场，直观展现了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流场边界层厚、低速区大且流动分离显著

等特点；并通过对船舶伴流场等流场细节的预报与分析，清晰的展示了限制水域

对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规律及作用机理，为分析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

性能特征提供数据支持与物理解释； 

(2) 在国内首次将重叠网格技术应用于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的

数值模拟中，不仅解决了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计算中大幅度动边界的难

题，为实现限制水域船舶运动轨迹的直接模拟提供了可能；而且实现了流场全

结构化网格离散，利于节省计算资源并提高计算效率，为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水

动力性能计算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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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值方法 

2.1 引言 

本文计算基于组内自主开发的粘性CFD求解器，该求解器基于有限差分法

（FDM），通过求解定常和非定常的RANS方程，可以数值求解船舶水动力学问

题。本章将对求解器采用的主要数学模型及数值方法进行介绍。 

2.2 数学建模 

2.2.1 控制方程 

本文采用的程序基于流体不可压缩假设，控制方程为 RANS 方程，可用张量

形式描述为： 

 
0i

i

U

t x

 
 

 
                    (2.1) 

    ' 'i ji i
i j i

j i j j

U UU UP
U U S

t x x x x


 

    
            

     (2.2) 

其中，ρ代表密度，Ui为时均速度，μ是动力粘性，P是压力，Si为源项。 

考虑水的不可压缩性，上述方程经过船速U0，船长LPP，水的密度ρ无因次化

后可得： 

0i

i

U

x





                       (2.3) 

2
' '1

Re
i i i

i i j i
i i j j j

U u up
u u u s

t x x x x x

   
     

     
         (2.4) 

式中，
0

i
i

U
u

U
 ， 2

0

i PP
i

S L
s

U
 ，

0

PPTL
t

U
 ， 2 2

0

absp z
p

U Fr
  ， absp 是绝对压力，Fr

为傅汝德数， 0

PP

U
Fr

gL
 。 

上述方程中，引入了表现湍流脉动的雷诺应力项 ' '
i ju u ，整个方程不再封

闭，无法直接求解。为实现方程组封闭，我们将对雷诺应力做某些假定，并引入

湍流模型方程。 



第二章 数值方法 

21 

2.2.2 湍流模型 

根据对雷诺应力所做假定或处理方式的不同，可将常用湍流模型分为雷诺

应力模型与涡粘性模型。雷诺应力模型通过直接构建可表示雷诺应力的方程，

并用平均流动的物理量和湍流的特征尺度表示方程右端的未知项，较好的反映

了对雷诺应力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规律。但由于该方法计算量大，限制了该方

法在工程领域的应用（马娟，2011）。本文使用的是涡粘模型。 

在涡粘模型中，据Boussinesq提出的涡粘假定，可得到如下关系式： 

' ' 2
-

3
ji

i j t ij
j i

uu
uu k

x x
 
 

      
                (2.5) 

其中： tν 是涡流粘度， iu 表示时均速度， ij 为“Kronecker delta”函数（当 i  j 时，

ij  1；当 i  j 时，ij  0），k 表示湍流动能，其定义为： 

 
' '

'2 '2 '21

2 2
i j

i i i

u u
k u v w                      (2.6) 

将(2.5)式带入(2.4)式，可得到无因次化的RANS方程： 

2
1

Re

0i

i

uu u u v up ji i i t iu s
j it x x x x x x x

j i eff j j j j i

u

x

                       
  




 

        (2.7) 

若以向量形式，可表示如下： 

0 v                     (2.8) 

 T

eff

1
p S

t Re

 
       

   

v
v v v v           (2.9) 

其中， 

（1） v 为速度矢量； 

（2） 0 1
Re

1 Re
PP

eff
t t

U L

v v v
 

 
，表示的是有效雷诺数，其中 0Re PPU L

v
 为雷

诺数（U0 为船舶航速，LPP 是船长，v代表水的运动粘性系数。）， tv 是涡流粘

度，可据湍流模式计算得到； 

（3） 2 2
0

2

3
absp z

p k
U Fr

   ， absp 为绝对压力， z 表示垂向坐标值，

0

PP

U
Fr

gL
 为傅汝德数，k 代表湍流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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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为源项，内容涵盖除重力外的所有体积力。 

至此， tv 的确定就是湍流流动模拟的关键。目前常用的涡粘模型包括零方

程模型、一方程模型及两方程模型等，其中两方程模型目前使用 为广泛。两方

程模型以 k-ε 和 k-ω 模型为主。 

本文采用的是剪切应力输运模型（shear stress tranaport model, SST），该模

型由Menter（1994）提出，它是在标准BKW (blended k-ε / k-ω)模型的基础上修改

而来，属于混合 k-ε/k-ω 模型。该模型结合了k-ε 模型及k-ω 模型不受自由面影

响的优点，并考虑剪切力的影响，因此能够较好的模拟具有强逆压梯度的流场。 

对于标准BKW模型，其基本控制方程如下： 

21
0t

j k k
j j k

vk k
U k s

t x x R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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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壁区域混合函数F1 为1，即采用k-ω模型，而在湍流充分发展区域混合

函数F1 为0，即采用k-ε模型。进而充分发挥了两者的优势：k-ω 模型不需要壁

面函数，对近壁处的求解精度高、可靠性高，而k-ε 模型不受自由面影响，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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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面的求解稳定性高。求出F1 后，湍流模型方程中的其它量便可根据

 1 1 1 2= 1F F    求得，如表2-1所示。 

由于考虑了剪切力的影响，SST模型对存在强逆压梯度的流场模拟精度较

高。与标准BKW模型相比，SST模型仅改变了 k（如表2-1）及涡粘系数的定义： 

 2

0.31

max 0.31 ,t

k
v

F



                      (2.13) 

其中，

2

2 2

2 500
=tanh max ,

0.09 Re

k
F

y y 

  
      

，Ω表示涡量的绝对值，y 为近壁距

离。 

 

表 2-1 Blended k-ε / k-ω模型常量 

Table 2-1 Blended k-ω/k-ε model constants 

 
1  2  1,SST  

kσ  0.5 1.0 0.85 

σ  0.5 0.856 0.5 

β 0.075 0.0828 0.075 

β  0.09 0.09 0.09 

k 0.41 0.41 0.41 

 0.0553 0.04403 0.0553 

 

2.3 数值方法 

由于流体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很难得到控制方程的真解。为此，我们通过数

值的方法把计算域内有限数量位置（即网格节点）上的因变量值当作基本未知量

来处理，从而建立关于这些未知量的代数方程组，并通过求解该方程组得到网

格节点处物理量的值，计算域内其他位置上的值则根据节点位置上的值来确

定。 

2.3.1 有限差分法 

2.3.1.1 有限差分基本原理 

作为数值解法中 经典方法之一的有限差分法，是求解流体力学中偏微分

方程边值和初值问题的一种有效的数值方法。它是通过将计算区域划分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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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差分网格，用网格离散点上函数值近似替代偏微分方程式的连续解，并

将偏微分方程中的微商用相邻离散网格点的函数值的差商替代，进而实现通过计

算域中网格离散点处的近似值所组成的代数方程组逼近控制方程的偏微分方程，

后利用数值方法求解该代数方程组，便可获得离散点处的函数值。 

2.3.1.2 差分公式的构造及其精度 

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流体流动问题时，首先需要离散研究区域（即，网格划

分）。有限差分法采用的网格较为规则，设计者可据计算资源及计算精度的需要

来设计网格的疏密及分布。计算域通过划分网格完成离散化后，便可用相邻网

格的差商来代替计算区域中所要求解函数的偏导数（如
u u

x y

 


 
、 等），即

, , , ,

,
i j i j i j i j

u u u u

x x y y

 
 

                      
（i, j为离散网格点的标记）。目前，构造差商主

要有三种形式：前差分（forward difference）、后差分（backward difference）及

中心差分（central difference）。我们以一维工况为例（如图2.1），三种差分形式

的构造可表示为： 

1, ,

,

i j i j

i j

u uu

x x




      
                    (2.14) 

, 1,

,

i j i j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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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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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i j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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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图 2.1 一维有限差分示意图 

Fig.2.1 schematic diagram of one-dimensional finite difference 

 

虽然这三种差分格式都能表达出 xi 点偏微分的含义，但是其精度却有所不

同。为简要分析三种差分形式的精度，我们将 1iu  在 iu 附近按泰勒级数展开： 

   2 32 3

1 2 32 6i i
i i i

x xu u u
u u x

x x x

                      
 

整理得： 

 22 3
1 1

2 32 6
i i i i

i
i i i

xu u u uu x u u
E

x x x x x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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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截断误差（truncation error）
 22 3

2 32 6i

i i

xx u u
E

x x

     
         

，其量级为

O(Δx)，精度为一阶。 

同样，我们将 1iu  在 iu 附近以泰勒级数展开： 

   2 32 3

-1 2 3
- +

2 6i i
i i i

Δx Δxu u u
u u Δx

x x x

                   
 

整理得： 

1i i
i

i

u uu
E

x Δx
     

                    (2.18) 

其中，
 22 3

2 32 6i

i i

ΔxΔx u u
E

x x

    
         

，其量级同样为 O(Δx)，精度也为一阶。 

如果用式(2.18)加上式(2.17)，整理后有： 

 2 3
1 1 1 1

32 6 2
i i i i

i
i i

Δxu u u uu u
E

x Δx x Δx
                  

      (2.19) 

其中，
     

2 3 3
2 3

3 3

1

6 6i

i

Δx u u
E Δx O Δx

x x

    
          

 。 

与前差分和后差分不同的是，该处截断误差Ei 的量级为O(Δx2)，因此中心

差分的精度为二阶，计算精度更高。 

通过利用更多离散点数值泰勒级数展开结果进行组合，可得到更高精度的差

分格式，这里不再详细展开。考虑到实际应用中精算精度需求以及计算稳定性等

因素，本研究采用的是二阶精度的差分格式。 

2.3.2 坐标转换 

考虑到实际问题的复杂性，网格形状的多样性，直接在弯曲非正交的网格上

展开计算难度较大。为解决该问题，本文采用坐标转换的方式将控制方程的表达

形式从（ , , ,x y z t）直角坐标系下的物理域转换到（ , , ,    ）非正交曲线坐标系

下的计算域中。本文采用的主要转换关系如下：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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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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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i
i j

x
b

t J t

  
 

  
 

   
                     (2.23) 

其中 q 代表任意向量， iq 为  iq x 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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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mn 为线性序列算符，按照 l-m-n 的顺序进行循环。据上述公式，我们可

将连续方程及动量方程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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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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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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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离散方程的建立 

如之前所讲，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流体流动问题时，首先需要离散研究区域

(即，网格划分)，然后用网格节点上的代数方程组代替偏微分形式的控制方程。

在此过程中，通过其他节点处物理量插值，准确求解指定网格点处的物理量及其

导数是计算成功的关键。此外，对于瞬态流动问题，我们还要考虑时间的离散。 

2.3.3.1 时间项差分 

本文求解器是针对非定常问题而开发的，因此时间项的差分十分重要。本文

采用的为欧拉向后差分（Euler backward difference）方式，可用如下通式表示： 

 1 21 n n n
n m mmwt wt wt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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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n m mmwt wt wt  代表权重系数，赋给它们不同数值可改变差分精度，

具体请参照表2-2： 

 

表 2-2 不同权重系数下的时间项差分精度 

Table 2-2 Finite-difference weights for temporal discretization 

差分格式 nwt  mwt  mmwt  

一阶 1 -1 0 

二阶 1.5 -2 0.5 

 

本文采用二阶精度时间项差分格式，取： 1.5, 2, 0.5n m nmwt wt wt      得： 

1 21 3 1
2

2 2
n n n   

 
         

               (2.27) 

2.3.3.2 空间项差分 

如式(2.28)，本文采用高阶迎风格式离散对流项， 

   1 1

2 2k k

k k k k k

k

U U U U U 
    


 
   


          (2.28) 

其中， 
-

2 1 1 2k mm i m i n i p i pp iw w w w w             
 

2 1 1 2k pp i p i n i m i mm iw w w w w      
        

 

其中 , , , ,mm m n p ppw w w w w    均为权重系数，其取值的不同将改变差分格式类型，具

体见表 2-3： 

 

表 2-3 对流项空间离散的有限差分系数 

Table 2-3 Finite-difference weights for spatial discretization of convective terms 

格式 mmw  mw  nw  pw  ppw  

一阶迎风 0 -1 1 0 0 

二阶中心 0 -1/2 0 1/2 0 

二阶迎风 1/2 -2 3/2 0 0 

二阶迎风（Quick） 1/8 -7/8 3/8 3/8 0 

三阶迎风 1/6 -1 1/2 1/3 0 

四阶中心 1/12 -2/3 0 2/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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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即， 

 2 1 1 2

1 3 1

4 4 4
k

i i i i i
k

U A A A B B B
     
    


     


       (2.29) 

其中 = ,k k k kA U U B U U    。 

本程序中粘性项差分格式为： 
2

2 1 1 22 2 2 2 2mm i m i n i p i pp ii i

          
     


    

 
       (2.30) 

式中权重系数可参照表 2-4： 

 

表 2-4 粘性项空间离散的有限差分系数 

Tbale 2-4 Finite-difference weights for spatial discretization of viscous terms 

格式 2mm  2m  2n  2p  2 pp  

二阶中心 0 1 -2 1 0 

 

本文采用二阶中心差分进行离散，即 
2

1 12i i ii i

   
   


  

 
                     (2.31) 

2.3.3.3 动量方程的离散形式 

我们将时间项差分、空间项差分及粘性项差分（即，式(2.26)、(2.28)和

(2.31)）带入动量方程（式2.25）中，可得到式(2.32)所示差分形式的动量方程： 

,

1
i

n
n n k

ijk i nb i nb U i k
nb

p
A U A U S b

J 


  
             (2.32) 

其中， ijkA 为差分格式中中心点差分系数； nbA 为差分格式中相邻点的系

数，源项  1 21
=s

i i

n n
U U m mmS wt wt 


  


。 

2.3.4 速度压力求解 

到上节为止，我们成功利用代数方程组实现了对控制方程的离散，但连续方

程与动量方程中都有速度项，且动量方程里存在压力项致使速度压力互相耦合，

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求解速度压力场。目前，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有两种：耦合式解

法与分离式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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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式求解法需要同时离散整个控制方程组，联立求解各个变量（如u、v、

w、p等）。但该方法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代数方程组，对计算资源消耗极大。而

分离式解法则是顺序而逐个地求解每个变量的代数方程组。与耦合式解法相

比，具备效率高，消耗内存少等优点，因此应用更为广泛。目前流行的分离式

求解方法主要有SIMPLE (Patankar, 1980)，及其改进方法SIMPLER (Patankar, 

1980)、 SIMPLEC (Van Doormaal, 1984)以及用于求解非定常问题的 PISO

（Pressure Implicit with Splitting of Operators）算法（Issa, 1986）。 

本文采用的是PISO算法求解不可压RANS方程。PISO算法采用的是预估修正

法，内容包含预估—修正—再修正三个步骤。 

预估步（Predictor step）: 

在该步骤中，将上一时间迭代步的压力场 1nP  代入式(2.32)中，以计算当前时

间步的速度场 *
iU ： 

1
* *

,

1 1 n
k

i i nb i nb i k
nbijk ijk

P
U S A U b

A JA 

 
     

              (2.33) 

第一次修正（First corrector step）: 

由于预估步计算得到的速度场 *
iU 可能不满足连续方程，因此需要对速度进

行一次修正，同时求得下一时间步的速度场 **
iU ： 

*
** *

,

1 1 k
i i nb i nb i k

nbijk ijk

P
U S A U b

A JA 
 

     
              (2.34) 

但该式中，压力场 *P 未知，因此欲获得速度场 **
iU 就必须先求解压力场 *P 。对

式(2.33)两边求散度，即可得到： 

*
** *

,

1 1 1 1j j j j
i i i i nb i nb i ij j j k

nbijk ijk

P
b U b S A U b b

J JA J JA   
                  

  

由于上式等号左边满足连续方程，因此其值为零。整理上式可得： 

*
*
,

1 1jk
j

i i nb i nbj k j
nbijk ijk

Jg P
b S A U

J A JA  
     

          
           (2.35) 

式(2.35)通常被称为压力-泊松方程（Pressure-Poisson equation），通过求解该

方程就可以获得压力场 *P ，再将其代入式(2.34)，即可得下一时间步的速度场

**
iU 。至此，第一次修正完成。 

第二次修正（Second corrector step）: 

为进一步提高速度、压力场的求解精度，PISO算法对速度进行了第二次修

正。其过程同第一步修正类似： 

首先，建立求解速度场 ***
iU 的动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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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1 k
i i nb i nb i k

nbijk ijk

P
U S A U b

A JA 
 

     
             (2.36) 

其次，对式(2.36)两边求散度，获得压力-泊松方程： 

**
**
,

1 1jk
j

i i nb i nbj k j
nbijk ijk

Jg P
b S A U

J A JA  
               

  

后，通过对压力-泊松方程的求解得到压力场 **P ，并将其代入式(2.36)求

得第二次修正后的速度场 ***
iU 。 

2.4 自由面模拟 

在我们研究的问题中，自由面指的是水体和空气的交界面。通常，我们认为

空气对水体作用的整体压力为常数，即大气压强。考虑自由面变化对船舶水动

力性能的影响能够较为真实的还原船舶粘性流场。为此，我们需要在求解RANS

方程的时候考虑自由面边界条件。由于自由面的特殊性：既是流场求解的必要边

界条件，又要在计算过程中求解其位置，给计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此外，自由

面流动解的唯一性、存在性在理论层面上尚存在争议（孙荣等，2008）。 

2.4.1 基本理论 

在船舶与海洋过程领域，自由液面的求解方法包括界面追踪（interface 

tracking）与界面捕捉（interface capturing）两种方法。前者采用的是拉格朗日观

点，在计算中通过网格的移动实现对自由面的跟踪。该方法将自由面看做坐标曲

面，在计算中通过不断更新网格来适应自由面的变化。因此，该方法的控制域只

涵盖水体部分，且可在自由面位置准确的满足自由面边界条件，在船舶与海洋工

程领域应用广泛（Tahara等，1996；Zhang等，2003）。但该方法的精度受网格变

形质量的影响较为严重，通常需要想避免计算过程中网格发生严重扭曲。此外，

该方法难以求解自由面变化幅度较大的工况，如自由面破碎及重叠等问题，且由

于每个时间步都需要更新网格信息，对计算资源要求较高。界面捕捉类方法对自

由面的描述采用的是欧拉观点，因此其计算域需要覆盖整个流场。自由面的求解

通常采用设定函数及标记粒子等方法完成，计算过程中不需要网格的变形。因此，

该方法可以求解自由面变化较为复杂的问题，如波浪破碎、波浪翻卷、甲板上浪

及船艏破波等。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界面捕捉方法主要包括：MAC、VOF及

level-set三类。本文研究采用的是level-set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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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Level set 方法 

Level-set（Osher等，1988；Sussman等，1974）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采用距离

函数，在计算中存在移动速度，但始终保证 =0 的等值面为自由液面。如此

以来，在计算的任意时刻，只需得到，然后求解其零等值面便可确定自由面的

位置。Level-set方法是一种隐式界面捕捉技术，不仅解决了界面追踪技术难以处

理复杂流动的难题，且距离函数包含自由面的法向、曲率等特征，能够实现对

自由面精确、清晰的捕捉。此外，level-set方法无需进行坐标变换，且可适应的差

分形式较多，便于根据计算需要设计高精度格式，并易于向更高维度进行扩展。 

在船舶与海洋过程领域的研究中，我们通常不考虑水体与气体的相互转化，

即两相流体界面处不存在质量转化，因此level-set的距离函数在整个流场中满

足连续性，且满足如式（2.37）所示的运动方程： 

0j
j

u
t x

  
 

 
                    (2.37) 

通常将式（2.37）称为Level-set方程。 

本文将采用单相level-set方法（Carrica, P. M.等，2007）实现对自由面的捕捉。

该方法只需计算水相的流场，空气相的流场速度则是通过速度扩展的方法进行确

定。由于该方法仅计算水相，因此空气部分我们只需布置较少的网格点以保证满

足界面跳跃条件即可。因此，该方法具有节省计算资源的优势。 

由于动量方程只在水相中求解，因此通过Level-set方法获得自由面信息后，

需要对自由面的边界条件进行一定的处理，保证其满足式（2.38）及式（2.39）

所示的速度及压力条件， 

0v   n                         (2.38) 

2

z
p

Fr
                          (2.39) 

式中，




 


n 为单位法向量。 

受数值效应的影响，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不再满足 初的符号距离的定义，

进而影响计算的精度。为此，我们采用重初始化的方法保证距离函数能够一直

满足距离函数的条件。 

重初始化的步骤有两步，第一步是将临近自由面界面的网格点进行重初始

化；第二步是对剩余网格点求解一个输运方程: 

 0sign  n                      (2.40) 

并将第一步中所重初始化的网格点作为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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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叠网格技术 

2.5.1 引言 

由于结构化网格具有逻辑关系较为简单、计算精度及效率较高且技术较为成

熟等优点，因此备受CFD研究人员青睐。但对于外形较为复杂的物体，结构化网

格在确定其空间拓扑关系方面较为困难，尽管目前已有很多较为成熟的网格生成

专业软件（如Pointwise、ICEM等）可供研究人员使用，但对于复杂结构的物体而

言，结构化网格的生成仍然是一项十分困难，且效率较低的工作。而重叠网格的

提出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李亭鹤等，2005）。 

重叠网格技术是将外形较为复杂的物体分解成多个外形较为简单的部分，然

后对各个部分进行独立网格生成，再将所有子部分的网格嵌套到均匀正交的背景

网格中去。各个子部分网格间存在一定的重叠，流场信息则可通过插值的方式实

现耦合与匹配，进而实现全流场的计算。因此，重叠网格技术不仅可以保留结构

化网格逻辑关系较为简单、计算效率与精度较高等优势，还能够弥补结构化网格

难以处理外形复杂物体的不足，因此重叠网格技术在工程研究领域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与应用。 

1983年由NASA Ames 研究中心的Benek等所发表的关于重叠网格的文章

（Benek，1983）是可以追溯的关于重叠网格方法 早期的文章。为了进一步扩

大重叠网格技术的应用范围，NASA开发了PEGASUS系列（Suhs等，1991；Rogers

等，2003）。2009年，Chan（2009）对重叠网格在NASA研究中心的发展做了较为

详细的回顾。重叠网格技术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得益于Noack (2005)编写的同

时支持结构化网格及非结构化网格的插值代码SUGGAR(Structured, Unstructured, 

and Generalized overset Grid AssembleR)的问世。Noack等（2009）将SUGGAR代

码用C++语言重新编写，并开发了并行计算模块，计算效率大幅提高。 

国内对重叠网格方法的研究集中于空气动力学领域。许和勇 (2007; 2010, 

2011) 开发了一种基于非结构化网格的动态重叠网格方法，但由于该方法中静止

边界和运动边界在计算过程中须保持固定，因此该方法只能处理绕固定轴的旋转

问题。叶靓等（2009）发展了一种非结构重叠网格方法，利用背景网格为笛卡尔

网格的特点，大幅度简化贡献单元的搜索过程。田书玲等（2007a; 2007a; 2008）

针对非结构重叠网格方法提出了基于阵面推进的宿主单元搜索算法，实现了程序

的自动处理，并利用该方法对机翼扰流、三维机翼外挂物投放等非定常问题进行

了数值计算，充分体现了重叠网格方法在处理动边界问题方面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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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基本原理 

图2.2展示的是二维机翼的重叠网格示意图。其中，黑色的正交网格代表背景

网格，红色网格为机翼贴体网格。机翼贴体网格嵌套于背景网格当中。网格之间

的连接信息（Domain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DCI）,包括每个单元的属性、插值

单元及贡献单元的匹配关系与插值系数等，是重叠网格之间信息通信的重要信

息。DCI的求解过程由四个步骤组成：一，挖洞过程，即洞单元的搜寻；二，为

插值边界单元从另外一套网格中搜寻足够数量的插值贡献单元，为插值边界单元

提供插值信息；三，插值系数求解；四、重叠区域的优化。重叠网格技术首先通

过“挖洞”（hole cutting）与“插值”(interpolation)，将不参与流场计算的网格点排

除，其次在剩余网格间建立相互耦合及数据传递关系， 后通过插值完成各部分

网格在重叠区域的数据交换，进而完成整个流场的计算。“挖洞”与“插值”是重叠

网格技术前处理中 重要的内容。“挖洞”过程又称为洞单元搜寻过程，在该过程

中定位网格与物面、计算域等相对位置关系，并将不参与计算的网格标记为洞单

元并将其排除在计算之外。其基本思想是遍历所有背景网格单元，判断每个网格

单元是否在物体内部。若在物体内部，则标记为洞单元。反之，则标记为正常活

动单元。以图2.2所示机翼网格为例，黑色背景网格中有若干网格单元位于机翼内

部，由于机翼内部并没有流场信息，因此需要将这些处于机翼内部的单元排除在

计算之外。“插值”过程指的是在网格重叠部分进行数据的交换过程，该过程主要

包括贡献单元搜寻以及插值系数求解两步。插值系数的求解是通过加权求和的方

式完成插值边界单元和贡献单元之间的插值。另外，考虑到在物体表面较近的地

方，流场变化较为剧烈，且贴体网格在此位置处较为细长，而背景网格则相对方

正，两者在形状及单元大小上都有一定的差距，若采用直接插值则易引起计算精

度下降。为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对重叠的区域进行优化。重叠区域的优化过程

是在重叠区域中寻找与贡献单元匹配度 高的插值边界单元，除去多余的插值边

界单元，并只保留两层左右的插值边界单元以减少求解流场的计算量。 

根据网格插值信息在计算中是否需要更新，可将重叠网格技术分为静态重叠

网格技术与动态重叠网格技术两类。静态重叠网格技术指的是重叠网格之间的相

对位置在计算中保持相对不变。而动态重叠网格技术则指的是在每次的计算中，

网格间相对位置都存在变化。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只需要在计算开始之前获

得网格间的插值信息，并保存供程序随时读取即可，而后者则需要在每步的计算

中，重新计算网格间的插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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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机翼重叠网格示意图 

Fig. 2.2 Overset grid of airfoil 

2.5.3 应用过程 

Overset 技术的应用主要由三个步骤组成：（1）物体网格和背景网格的生

成；（2）挖洞过程；（3）插值过程。以图2.3所示的重叠区域局部放大图为例： 

首先，通过商用软件生成两块独立的结构化网格——背景网格（background 

mesh）和机翼网格（airfoil Mesh）；然后在机翼网格中指定挖洞边界（如图2.3中

的黑色粗线），将背景网格在机翼面内部的网格点挖去。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

计算量及边界层流动复杂等因素，插值区域应远离边界层，且一般只保留两层重

叠区域。 后一步为通过插值实现两套网格之间的数据交换。图2.3中的红色箭头

表示的是背景网格中的流场信息传递给机翼贴体网格，在二维工况下该数据传递

是通过背景网格中临近待插值点的四个红点传递给待插值点（黑点）完成。蓝色

箭头则代表利用机翼贴体网格中流场数据插值计算背景网格中流场数据，该过程

是通过与待插值点临近的四个蓝点传递数据给待插值点（黑点）完成的。 

 

 
图 2.3 overset 网格重叠区域局部放大图（马娟，2011） 

Fig. 2.3 magnified map of overset grid overlap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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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二维机翼网格为例，具体的插值过程可分为两步：首先根据数据提供

点(图2.3中红点或蓝点)与待插值点（图2.3中黑点）的相对位置，加权求得每个数

据提供点的插值系数 i, i, i, i 1, 2, 3, 4。然后利用插值系数，根据式（2.41）

即可获得被插值点的流场数据： 
4

int
1

i i i i i i
i

    


                    (2.41) 

式中表示任意变量，下标 int 为被插值点编号，i 为数据提供点编号。通过插

值，完成网格间的数据传递后，各部分网格单独求解，插值传递来的数据作为边

界条件参与计算。 

2.6 数值计算流程 

通过前文对本文程序所采用的数学建模及数值方法的介绍，可将程序的计

算流场归结为图2.4所示计算流程。 

 

1，读取输入条件（如网格，边界条件，运行参数等）； 

2，读取Overset插值系数； 

3，初始化流场； 

4，开始时间迭代（it为全局迭代步）； 

5，开始内部迭代（itin为内迭代步）； 

6，求解level-set方程； 

7，重初始化自由面； 

8，求解湍流模型； 

9，进行PISO循环； 

10，每次内迭代结束，都回到第五步继续循环，直至满足内迭代 大值； 

11，求解力及运动； 

12，输出结果文件； 

13，每次全局迭代结束，都回到第四步继续循环，直至达到设置的 大迭

代步数； 

14，结束计算，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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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计算流程图 

Fig. 2.4 flow chart of numerical calculation 

2.7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程序及数值方法。内容涵盖数学建模、数值方

法、自由面处理及重叠网格技术四个方面。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利用本节所

阐述的数值方法，即结合SST k-ω湍流模型，采用单相level-set方法模拟自由

面，利用PISO算法求解压力场等方式，通过求解不可压RANS方程，综合考虑

流体粘性及自由液面变化，并结合重叠网格技术实现对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

粘性流场的数值求解与模拟。 



第三章 浅水域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37 

第三章 浅水域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3.1 引言 

斜航运动是船舶约束模PMM试验的典型操纵运动之一，也是真实船舶航行

中 常见工况之一。因此，准确预报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不仅是研究限制

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的重要内容，也是验证程序在研究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

能方面可靠性的重要方法之一。 

本章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面变化，并结合静态重叠网格技术，对不同水

深，不同漂角工况下，斜航运动KVLCC2M船型的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性

能进行数值研究，以探讨水深及漂角对船舶性能的影响规律，并验证本文所采

用数值方法的可行性、有效性及准确性。首先，基于深水域中KVLCC2M斜航

运动数值试验，对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等信息进

行了计算分析。并通过对比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

的在预报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有效性及静态重叠网格技术可靠性。

其次，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水深及漂角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船表

压力分布及伴流场的分析，对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规律进行了解释。 

3.2 船型介绍 

本章采用的船型为KVLCC2M船型（Modified KRISO Tanker）。该船型是在

KVLCC2船型基础上修改而成，并作为2005年东京CFD工作会议（CFD Workshop 

Tokyo, 2005）的标准船型之一而被广泛研究。其主尺度及几何模型分别如表3-1

及图3.1所示。 

 

表 3-1 KVLCC2M 船模主尺度 

Table 3-1 Principal dimensions of the KVLCC2M model 

主尺度 符号 单位 值 

垂线间长 LPP m 4.9700 

大船宽 B m 0.9008 

吃水 T m 0.3231 

湿表面积 SW m2 6.5597 

排水量 ▽ m3 1.1712 

方形系数 CB ---- 0.8098 

纵向浮心位置(船中向前为正) LCB %LPP 3.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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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KVLCC2M 船模的几何形状 

Fig. 3.1 Geometry of the KVLCC2M model 

3.3 深水中 KVLCC2M 船模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3.3.1 计算工况 

本节对深水中，KVLCC2M船型以不同漂角（β=0°，3°，6°，9°，12°）航行

时，船舶水动力性能及其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具体计算工况如表3-2所

示。 

 

表 3-2 深水中 KVLCC2M 船模斜航运动计算工况 

Table 3-2 Case conditions for drift motion in deep water 

项目 符号 单位 值 

无量纲化水深 h Lpp 1.0 

无量纲化吃水 T Lpp 0.065 

水深吃水比 h/T - 15.4 

航速 U m/s 0.994 

弗汝德数 Fr - 0.142 

水深弗汝德数 Fh - 0.142 

雷诺数 Re ×106 3.945 

漂角 β ° 0, 3, 6, 9, 12 

 

3.3.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考虑到船舶斜航状态下，流场的不对称性，计算域大小设置为覆盖全船周

围流场，如图3.2所示，计算域总长度为5.0倍船长，宽度为3.0倍船长，水深为

1.0倍船长。计算采用的右手笛卡尔坐标系固定于船体，x 轴与来流方向相同，z

轴垂直向上，且 z=0 平面与自由面重合。坐标原点位于船体中横剖面、中纵剖

面及自由面交点。此外，为便于计算结果同试验结果的比较，本文边界条件设

置与试验情况保持一致：共采用5种边界条件，分别为：入流（ -1.5x  ）、出流

（ 3.5x  ）、水池壁面（ 1.5y   及 minz=z ）、船体表面及无穷远边界条件

（ maxz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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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Fig. 3.2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3.3.3 网格 

本节计算采用全结构化网格，并利用重叠网格技术，以保证网格完全正

交，避免大漂角工况下，因网格发生扭曲带来的计算误差甚至计算发散等问

题。以β=0°工况为例，图3.3-3.4分别为船模随体网格及全局网格示意图。计算

网格由覆盖全计算域且完全正交的背景网格、覆盖船体周围流场且完全正交的

精细化网格及船模随体网格三部分组 成。背景网格范围设置为：

1.5 3.5 1.5 1.5 1.0 0.25x y x        ， ， ； 精 细 化 网 格 范 围 设 置 为 ：

0.75 0.9 0.25 0.25 0.25 0.2x y x        ， ， 。所有网格都在 0.01 0.01z   范

围内进行加密，以保证能够准确的捕捉自由面。此外，考虑到计算中不采用壁

面函数，船模随体网格第一层网格高度设置为2.0×10-6，以保证y+<1。 

 

 

图 3.3 船模随体网格 

Fig. 3.3 boundary layer curvilinear grid of the KVLCC2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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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全局网格 

Fig. 3.4 Grid distributions for zero-drift angle case in deep water 

3.3.4 结果与分析 

3.3.4.1 水动力系数 

通过数值计算，本节对深水中船舶斜航运动时，所受到的总阻力系数CX，

侧向力系数CY及转艏力矩系数CN进行了预报。CX, CY, CN 定义为： 

2
X PP

2
Y PP

2 2
N PP

1
C = FX / U L T

2

1
C = FY / U L T  

2

1
C = MZ / U L T

2







 
    

 
 

  
 
 

 

                   (3.1) 

其中，FX及FY分别为船模受到的总阻力（N）及侧向力（N），MZ为转艏力

矩（Nm），ρ代表水的密度（Ns2/m4），U、LPP及T分别为船模航速（m/s），船

模垂线间长（m）及船模吃水（m）。 

图3.5为船模水动力系数计算坐标系。图3.6给出了船模水动力系数计算结果

与试验值的比较结果。结果表明，CY 及CN 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良好。CX 计

算结果在较小漂角时与试验值吻合较好；大漂角工况下，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趋

势一致，但存在一定的误差（ 大误差约3%）。其次，计算结果显示CX 随漂角

增大并未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且幅值变化不大，当漂角由β=3°变化到β=12°，

CX 仅增加了2%。而随着漂角增加，CY 及CN 急剧增加，当漂角由β=3°变化到

β=12°，CY 增加了475%，CN 增加了249%。此外，由于本文采用重叠网格技术，

保证了任意漂角工况下网格具备良好的正交性，因此本文计算结果较L. Eça

（2005）仿真结果具有更高精度。计算结果不仅表明我们采用的计算程序及数值

方法对预报船舶斜航运动水动力性能具有良好的可行性与可靠性，还说明重叠网

格技术对我们所研究问题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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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船模水动力系数计算坐标系 

Fig. 3.5 Coordinate systems for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CFD Workshop Tokyo, 2005) 

 

 

a) CX                                                   b) CY 

 

c) CN 

图 3.6 水动力系数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的比较 

Fig. 3.6 comparison of the computed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for the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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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结果 

 
b) 数值计算结果 

图 3.7 深水 0°漂角工况下，船体表面压力分布 
Fig. 3.7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for β= 0° 

 

 
a) 试验结果 

 
b) 数值计算结果 

A. 船艏表面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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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结果 

 
b) 数值计算结果 

B. 船艉表面压力分布 

图 3.8 深水 6°漂角工况下，船体表面压力分布 

Fig. 3.8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for β= 6° 

 

 

a)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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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值计算结果 

A. 船艏表面压力分布 

 

a) 试验结果 

 
b) 数值计算结果 

B. 船艉表面压力分布 
图 3.9 深水 12°漂角工况下，船体表面压力分布 

Fig. 3.9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for 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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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0° 

 

 

β= 3° 

 

 

β= 6° 

 

 

β= 9° 

 

 

β= 12° 

 

 
图 3.10 深水环境下，船表压力随的漂角变化 

Fig. 3.10 Pressure (top view and port side view) against drift angle in deep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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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船表压力分布 

图3.7-3.9展示了深水环境中，漂角β=0°, 6°, 12°工况下，船体表面压力计算

结果与试验值的对比结果。图中压力值通过无量纲的压力系数CP进行表征，CP

定义为： 

2
P

1
C = P U

2
 

 
 

                     (3.2) 

其中，P 为船表压力（N/m2），ρ 代表水的密度（Ns2/m4），U 为船模航速

（m/s）。 

如图3.7-3.9所示，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较好，表明我们采用的数值

方法具备预报深水中船舶斜航运动细节流场的能力，同时也预示了其预报浅水

中船舶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的可行性。基于此，本章将基于该程序及重叠网格

技术对浅水域斜航运动KVLCC2M船模复杂粘性流场及其水动力性能进行数值

研究与分析。 

图3.10展示了深水环境中，船体表面压力（底部视角）及船体舷侧压力差值

（左舷压力减去右舷压力，即左舷侧视角），随漂角变化的计算结果。计算结果

表明，船体艏艉肩部区域，各存在一个低压区，这可能是由于该区域表面曲率

较大，船体流过该区域时，流速增加所致。随着漂角增大，船体两侧压力分布

不对称性渐为显著，尤其在船体肩部区域压力不对称性尤为突出；而平行中体

区域船体两侧压力差别却较为微弱。此外，据船舶压力结果可看出，船体艏部右

舷侧压力较左舷侧低，这将会产生指向右舷的侧向力；而船体艉部区域右舷侧

压力大于左舷侧，因此而诱导的侧向力指向左舷侧。而靠近船体底部区域，船

体两侧压力分布呈现相反趋势。但由于该区域船体两侧压力差值在幅值与作用

面积方面都较小，对侧向力及转艏力矩的贡献也较小。由于压差分布作用面积

及幅值 大区域均位于船体艏部，因此船体整体受到指向右舷侧的推力及使船

艏发生正向旋转的转艏力矩。随着漂角增大，船体艏部与艉部压力差值均增

加，但船体艏部压差幅值增加较快且作用面积更大。因此随着漂角增大，侧向

力增加且方向指向右舷。同样，随着漂角增加，转艏力矩增大。 

3.3.4.3 船艉伴流场 

为进一步验证程序对流场细节的计算精度，并探索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

能变化的物理机理，本节对x/L=0.48处的艉部伴流场进行了预报与分析。图3.11

为测量平面（WAKE1）位置示意图，测量平面坐标可由式(3.3)得到。 

X = x cosβ                       (3.3) 

其中，β为漂角，x=0.4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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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为深水中，不同漂角工况下，WAKE1切面处速度（u/U）等值线图。

由图3.12-A，3.12-B及3.12-E可以看出，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说明本

程序对斜航中船舶复杂粘性流场的细节求解精度较高，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本

文程序的可靠性。图3.12结果表明，随着漂角不断增加，流动不对称性渐为显

著。这将引起侧向力与转艏力矩增大，不利于船舶稳定性。此外，随着漂角升

高，舭涡强度不断增大，且渐向右舷侧偏移。 

 

 
图 3.11 伴流场测量平面示意图 

Fig. 3.11 measurement plane for velocity fields 

 

 
a) 试验结果                          b) 数值计算结果 

β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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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3° 

 

a) 试验结果 

 

b)数值计算结果 

β = 6° 

 
β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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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结果 

 
b) 数值计算结果 

β = 12° 

图 3.12 深水中，不同漂角工况下，WAKE1 平面速度等值线图 

Fig. 3.12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in WAKE 1 plane in deep water against drift angle 

3.4 浅水中 KVLCC2M 船模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在实际环境中，尤其当船舶在港口中航行时，水深相对较浅，船舶水动力

性能，尤其是操纵性能受水深影响较大。因此，浅水域中斜航船舶水动力性能

的研究对船舶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节对程序可靠性的分析与验

证，本节通过对浅水域中KVLCC2M船型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的数值仿真与

分析，探索浅水效应对斜航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规律。 

3.4.1 计算工况及仿真设计 

根据水深（h）与船舶吃水（T）的比值，可将水深分为四类(PIANC, 1992)： 

深水                h/T > 3.0 

中等水深       1.5 < h/T ≤ 3.0 

较浅水         1.2 < h/T ≤ 1.5 

浅水               h/T ≤ 1.2 

第23届ITTC会议（23rd ITTC, 2005）操纵委员会将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

影响概括为：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在中等水深情况下开始呈现，较浅

水域中，该影响十分显著，而在浅水中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将主导船

舶水动力性能。为研究水深对斜航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直观展示水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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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性能的影响规律，本节对不同水深，不同漂角工况下的船舶斜航运动复杂

粘性流场进行数值仿真计算。具体计算工况见表3-3。本节算例计算域设计除水

深发生变化外，其余与3.3节相同，边界条件设置同样与3.3节相同，具体设置情

况如3.3.2节所示，这里不再赘述。 

 

表 3-3 不同水深，不同漂角工况下 KVLCC2M 船模斜航运动计算工况 

Table 3-3 test conditions in systematic study 

项目 符号 单位 值 

无量纲化水深 h Lpp 0.078, 0.0975, 0.195, 1.0 

无量纲化吃水 T Lpp 0.065 

水深吃水比 h/T - 1.2, 1.5, 3.0, 15.4 

漂角 β ° 0, 3, 6, 9, 12 

船速 U m/s 0.994 

弗汝德数 Fr - 0.142 

水深弗汝德数 Fh - 0.51, 0.46, 0.32, 0.142 

雷诺数 Re - 3.945×106 

3.4.2 网格 

浅水域中由于水深较浅，富余水深（UKC）较小，传统网格技术难以生成高

质量的结构化网格。为解决这一难题，本节采用重叠网格技术实现流场全结构

化网格离散并保证网格的正交性。图3.13为浅水（h/T=1.2），0°漂角工况下，计

算网格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同深水中工况类似，计算网格都包括覆盖全

计算域且完全正交的背景网格、覆盖船体周围流场且完全正交的精细化网格及

船模随体网格三部分。但由于水深较浅，精细化网格及船模随体网格都已超出

数值水池底部边界。为保证计算的可行性，必须对该部分网格进行处理。 

为解决该问题，我们在背景网格底部增加一个虚构的背景网格（“phantom” 

block），以保证“挖洞”及插值信息准确。如图3.13所示，浅水域网格由覆盖全计

算域且完全正交的背景网格、覆盖船体周围流场且完全正交的精细化网格及船

模随体网格以及虚拟背景网格四部分组成。然后，我们在程序中定义该虚构背

景网格的所有边界都为物面（wall）。如此以来，虚拟背景网格就会被程序认定

为一个封闭的物体，因此其所覆盖范围内的所有网格都将被挖空（blank out）而

不参与计算。这样以来，既能保证高效，完全正交化的结构化网格使用的可能

性，避免网格扭曲带来的计算误差，又能保证仿真的真实性与可行性。同样以

浅水（h/T=1.2），0°漂角工况为例， 终的计算网格情况如图3.14所示。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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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利用虚拟背景网格的办法，精细化网格及船模随体网格超出计算域的部分

都被挖掉，使计算具备可信的前提。 

 

 
图 3.13 浅水（h/T =1.2），0°漂角工况下，网格组成示意图 

Fig. 3.13 Grid distributions for zero-drift angle case in shallow water 

 

 
图 3.14 浅水（h/T =1.2），0°漂角工况下，最终计算网格示意图 

Fig. 3.14 the final grid system for zero-drift angle case in shallow water 

3.4.3 结果与分析 

3.4.3.1 水动力系数 

表3-4、3-5、3-6分别给出了不同水深，不同漂角情况下，KVLCC2M船模

水动力系数CX, CY, CN的计算结果。为更直观的给出水深及漂角对船舶水动力性

能的影响，我们将部分计算结果绘制成图3.15及图3.16。 

图3.15给出了浅水中KVLCC2M船模水动力系数CX, CY, CN随漂角的变化曲

线。对比图3.6与图3.15可以看出，随漂角变化，浅水中船舶水动力系数变化幅

值显著高于深水中水动力系数的变化。此外，图3.15还表明，浅水中船舶所受

总阻力系数CX 随漂角增加呈现显著减小，当漂角β由3°变化至12°，总阻力系数

CX 减小了约51%。而侧向力系数CY 及转艏力矩系数CN 却随着漂角的增加单调升

高。当漂角β由3°变化至12°，侧向力系数CY 增加了大约414%，转艏力矩系数增

加了大约390%。 

图3.16给出了6°漂角工况下，船舶水动力系数CX, CY, CN 随水深的变化曲

线。计算结果表明，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具有较大的影响。当水深由h/T=3.0

变为h/T=1.2，船舶水动力系数大幅上升：CX 增加了约118%，CY 约增加了约

538%，CN 约增加了201%。而当水深由h/T=3.0变为h/T=15.4，船舶水动力系数

变化较小：CX 降低了9%，CY 只降低了16%，CN 约减少18%。基于以上结果可

知，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浅水效应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较弱；当水深吃水

比h/T < 3.0，浅水效应渐为显著。当船舶在浅水域航行时，受到的水动力较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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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大得多，对船舶操纵性要求较高。因此，浅水效应的研究对船舶操作人员的

培训及帮助人们认识浅水域船舶性能特征等方面有重要意义。为保证船舶在浅水

域的航行安全，必须考虑浅水效应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表 3-4 船舶总阻力系数 CX计算结果 

Table 3-4 predicted hydrodynamic forces coefficient CX 

β 

h/T 
0 3 6 9 12 

1.2 -0.0452 -0.0439 -0.0441 -0.0359 -0.0213 

1.5 -0.0295 -0.0288 -0.0303 -0.0304 -0.0291 

3.0 -0.0194 -0.0195 -0.0202 -0.0205 -0.0207 

15.4 -0.0175 -0.0181 -0.0184 -0.0189 -0.0188 

 

表 3-5 船舶侧向力系数 CY计算结果 

Table 3-5 predicted hydrodynamic forces coefficient CY 

β 

h/T 
0 3 6 9 12 

1.2 0 0.0884 0.1952 0.3084 0.4545 

1.5 0 0.0238 0.0729 0.1282 0.1964 

3.0 0 0.0130 0.0306 0.0549 0.0865 

15.4 0 0.0120 0.0257 0.0456 0.0693 

 

表 3-6 船舶转艏力矩系数 CN计算结果 

Table 3-6 predicted hydrodynamic forces coefficient CN 

β 

h/T 
0 3 6 9 12 

1.2 0 0.0261 0.0525 0.0906 0.128 

1.5 0 0.0182 0.0312 0.0456 0.0603 

3.0 0 0.0090 0.0174 0.0245 0.0300 

15.4 0 0.0073 0.0142 0.0200 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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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X                                                 b) CY 

 

c) CN 

图 3.15 浅水中，船舶水动力系数随漂角变化曲线 

Fig. 3.15 Results of CX, CY, CN in shallow water (h/T = 1.2) against drift angle 

 

 

a) CX                                                              b) CY 



第三章 浅水域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54 

 

c) CN 

图 3.16 6°漂角工况下，船舶水动力系数随水深变化曲线 

Fig. 3.16 Results of CX, CY, CN at β=6° against water depth 

3.4.3.2 船表压力分布 

船表压力分布是分析船舶受力的重要依据。为进一步研究船舶在不同水

深，不同漂角工况下受力机理，本节对KVLCC2M船型在不同水深，不同漂角

工况下的船表压力分布进行了数值预报。图3.17给出了浅水中，不同漂角工况

下船表压力（  0.5P/ ²=PC U ）分布及两舷侧压差（左舷压力减去右舷压力，

(ΔCP(P-S))，即左舷侧视角）分布情况。 

通过对比图3.10与图3.17，不难发现，漂角相同的情况下，浅水域中船体表

面压力低压区压力较深水域中结果有显著下降，且低压区分布面积更广。此外，

浅水域中船体两侧压力分布不对称性更为突出。船体两舷侧压力差值分布情况

表明，浅水域中船体艏部压差值较深水中更大，而船体艉部情况则与此相反。

这必将导致浅水中船舶所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的增大，不利于船舶操纵。这也

正是图3.15中船舶受力结果远高于图3.6中计算结果的原因。 

此外，对比相同漂角情况下，不同水深中船表压力分布，可知船体表面低

压区不仅与船体表面的高曲率有关，也与富裕水深相关。 

图3.18为漂角β=6°时，不同水深情况下，船表压力（CP）分布及两舷侧压差

（ΔCP(P-S)））分布情况计算结果。可以清晰的看出，水深对船体表面压力分布及

两舷侧压力差值情况有明显的影响：随着水深不断减小，船底压力逐渐减小，

这必将导致船舶产生下蹲，增加船舶触底危险。此外，随着水深减小，两舷侧压

力差值在船艏其余不断增加，在船艉区域逐渐减小。这将引起船舶所受侧向力

及转艏力矩的增加，进而解释了图3.16中船舶受力随水深变化的原因。此外，对

比h/T=3.0与h/T=15.4两种工况下的船表压力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区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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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而随着水深继续减小，船表压力开始呈现显著变化。该结论进一步支持

3.4.3.1节中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浅水效应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较弱；当水

深吃水比h/T < 3.0，浅水效应渐为显著的结论。 

 

 
β = 0° 

 

 
β = 3° 

 

 
β = 6° 

 

 
β = 9° 

 

 
β = 12° 

 

 
图 3.17 浅水中，不同漂角工况下船表压力及两舷侧压差分布情况 

Fig. 3.17 Pressure (bottom view) and pressure difference (at port side) distributions against drift 

angle in shallow water (h/T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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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 1.2 

 

 
h/T = 1.5 

 

 
h/T = 3.0 

 

 
h/T = 15.4 

 

 
图 3.18 漂角 β=6°时，不同水深情况下船表压力及两舷侧压差分布情况 

Fig. 3.18 Pressure (bottom view) and pressure difference (at port side) distributions against water 

depth (β=6°) 

3.4.3.3 船艉伴流场 

为进一步研究水深对斜航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本节对WAKE1 

（x/L=0.48）截面处的伴流场进行了预报分析。图3.19给出了浅水（h/T=1.2）中，

不同漂角工况下WAKE1截面伴流场情况。从图3.19中可以看出，当漂角β=0°

时，流动依然呈现良好的对称性。但由于浅水效应的影响，边界层较厚且出现

明显的流动分离，可见流体粘性和流动分离产生的水动力非线性影响对浅水域

斜航船舶流场影响显著。对于漂角不为零的工况，以漂角β=3°工况为例，流动呈

现明显不对称性，但流动分离现象却较漂角β=0°工况呈现减弱趋势。此外，流

动分离区域向右舷侧移动，且部分向上移动至横梁处。此外，以漂角β=6°工况为

例，对比图3.12-C与图3.19-c)，可以看出与深水情况不同，浅水时，右舷侧存在

较为明显的舭涡自船体脱落，且靠近龙骨处存在另一个较大的涡。图3.19-c)还

表明，此工况下，流动分离发生在左舷侧且十分靠近船体。漂角继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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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9°，12°时，流动分离转移到右舷侧。且随着漂角增加，流动分离现象又呈现

增加趋势。 

 

 
β=0° 

 
β=3° 

 
β=6° 

 
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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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2° 

图 3.19 浅水（h/T = 1.2）中，不同漂角工况下 WAKE1 截面伴流场情况 

Fig. 3.19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on wake 1 plane against drift angle in shallow water (h/T = 1.2) 

 

图3.20为漂角β=6°时，不同水深情况下WAKE1截面伴流场情况。图中结果

表明，随着水深不断下降，船艉处流动分离现象逐渐显著，涡结构渐为清晰，

且涡强度增加，当水深吃水比h/T=1.5或h/T=1.2，右舷侧舭涡自船体脱落。此

外，对比图3.20-c)与图3.20-d)可发现，两者区别较小。说明当水深吃水比

h/T > 3.0时，浅水效应可不考虑，这与3.4.3.1节及3.4.3.2节结论一致。图3.20结

果表明，粘性对斜航运动船舶流场的影响随着水深减小而增加。浅水域时，由于

粘性及流动分离等现象引起的水动力非线性效果显著。因此，研究限制水域斜航

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时，须考虑流体粘性效应。 

 

 
 h/T = 1.2 

 

 
h/T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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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 3.0 

 

 
h/T = 15.4 

图 3.20 漂角 β=6°时，不同水深情况下 WAKE1 截面伴流场情况 

Fig. 3.20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on wake 1 plane against water depth (β=6°) 

3.4.3.4 自由面波形 

为更好的描述水深对KVLCC2M船型斜航运动的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本节

对不同水深，不同漂角情况下，KVLCC2M船型斜航运动时的自由面波形进行

了研究分析。图3.21给出了浅水中（h/T=1.2），不同漂角工况下自由面波形。图

中计算结果表明，漂角为β=0°时，船体周围流场呈现良好的对称性。随着漂角的

不断增加，船舶周围流场不对称性逐渐加剧。对漂角不为零的工况，船艏区域左

舷侧液面较右舷侧高，而船艉区域则相反，且这一趋势随着漂角的增加而增大，

这必将引起两舷侧船表压力差值增加，进而导致船舶侧向力及转艏力矩的增加。

该结论与3.4.3.1及3.4.3.2节中计算结果一致，并进一步对其计算结果进行了解释。 

图3.22为漂角β=6°时，不同水深情况下，自由面情况计算结果。从图中计算

结果可以看出，水深对斜航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显著，随着水深的减小，尤其

是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时，自由面兴波更为显著，进而引起船舶水动力性能发

生显著改变。因此，在研究限制水域斜航船舶水动力性能时，须考虑浅水效应对

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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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β=0° 

 

 
b) β=3° 

 

 
c) β=6° 

 

 
d) 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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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β=12° 

图 3.21 h/T=1.2，不同漂角工况下自由面波形 

Fig. 3.21 Wave pattern against drift angle for h/T=1.2 cases 

 

 
a) h/T=1.2 

 
b) h/T=1.5 

 
c) h/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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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T=15.4 

图 3.22 漂角 β=6°时，不同水深情况下自由面波形 

Fig. 3.22 Wave pattern against water depth for β=6° cases 

 

3.5 本章小结 

本章以KVLCC2M船型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自由面及流体粘性，对不同

水深，不同漂角工况下的KVLCC2M船模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仿

真，并基于计算结果分析了水深及漂角变化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首先，本文基于试验数据，对深水域（h/T=15.4）中，KVLCC2M船型以不

同漂角进行斜航运动时的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与分析，并将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吻合较好。这不仅表明本文采用的程序及数值方法

在预报深水中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方面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同时也表明

了程序在预报不同水深情况下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方

面的可行性。 

基于以上结论，本章对不同水深情况下，KVLCC2M船型以不同漂角进行

斜航运动时的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计算，并对不同水深及不同漂角工

况下的船舶所受水动力系数、船表压力分布、艉部伴流场及自由面波形等信息

进行分析，探讨浅水效应对船舶性能的影响机理与规律。 

以上工作及结论表明： 

1，本文采用的程序及数值方法具备准确预报斜航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的

能力； 

2，重叠网格方法不仅能够解决浅水域难以生成全结构化网格的难题，还能

够避免大漂角引起的网格扭曲，利于计算精度的提高； 

3，浅水效应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显著：与深水工况相比，浅水中

KVLCC2M船模斜航运动总阻力升高约120%，侧向力升高约540%，转艏力矩升

高约200%。因此，当船舶在浅水域航行时，必须考虑浅水效应引起的船舶性能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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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KVLCC2M船模斜航运动问题，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时，浅水效

应才对船舶水动力性能产生显著影响； 

5，流体粘性对浅水域斜航运动船舶伴流场影响显著，进而影响浅水域运动

船舶的水动力性能。因此，研究浅水域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须考虑粘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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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浅水域船舶纯横荡运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4.1 引言 

作为船舶典型操纵运动之一，纯横荡运动已成为研究船舶操纵性能的重要

内容。准确预报船舶纯横荡运动复杂粘性流场信息及船舶纯横荡运动水动力性

能，对研究船舶操纵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纯横荡运动也是船舶约

束模PMM试验的典型运动形式，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量学者对船舶纯

横荡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因此，船舶纯横荡运动

也逐渐成为研究船舶操纵运动中的“标准算例”，被用来验证程序及数值方法的

可靠性。 

本章根据SIMMAN 2008提供的试验数据，以KVLCC2船型为研究对象，结

合动态重叠网格技术，采用单相Level-set自由面捕捉方法，以及SST k-ω湍流模

型和PISO算法求解不可压缩RANS方程，综合考虑流体粘性与自由面影响，通

过KVLCC2船模纯横荡平面运动数值试验，得到纯横荡运动KVLCC2船舶水动

力系数，船体表面压力分布，自由面波形，伴流场及涡流场等流场信息，并根

据水动力和力矩的计算结果，计算得到KVLCC2船舶纯横荡运动线性水动力导

数。同时，将计算结果与SIMMAN 2008提供的试验数据进行比较，验证本文数

值方法模拟和预报船舶操纵运动性能的有效性。 

4.2 纯横荡运动水动力导数计算 

对于纯横荡运动船舶，船舶运动方式为沿纵向匀速前进运动与横向低频振

荡运动的叠加（杨勇，2011）。在本章计算中，采用来流方式代替船舶匀速前进，

因此船舶相对于计算域只做横向低频振荡运动，其运动规律可由式（4.1）表示： 

2

sin

cos

sin

y a t

v y a t

v y a t


 

 

 
  
   



 

                     (4.1) 

式中， a 为横荡运动幅值，ω为横荡运动频率。 

由于本章只考虑小幅纯横荡运动的情况，因此满足线性假设。船舶所受水

动力及力矩可表示为： 

 

 
v v

v v

Y Y v Y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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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将式(4.1)代入式(4.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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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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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υ

Y =Y -aω sinωt +Y aωcosωt

N = N -aω sinωt +N aωcosωt









              (4.3) 

基于线性假设，船模做简谐振荡运动时受到的力和力矩也应该是简谐变化

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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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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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式中，Y0和N0为船舶所受约束力及力矩幅值， y 及 n 则为约束力、力矩同

横向位移之间的相位差。 

将式(4.4)改写为如下形式： 

0 0 1 2

0 0 1 2

     

     

y y

n n

Y Y cos sin t Y sin cos t Y sin t Y cos t

N N cos sin t N sin cos t N sin t N cos t

     

     

    


   

 

 
       (4.5) 

式中，Y1和N1为力及力矩与横向位移同相位的分量幅值；Y2和N2为力与力

矩与横向位移成ᴨ/2相位差的分量幅值。 

根据力与力矩的平衡原理，模型试验所测得的约束力及力矩应同船模受到

的水动力及力矩相同。即， ,Y Y N N   ，对比式(4.3)与(4.5)，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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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进而可得到线性船舶水动力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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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并可无因次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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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图4.1为水动力导数计算原理示意图。由图可知，我们由CFD计算得到船体

所受水动力和力矩曲线，根据水动力与力矩幅值 Y0、N0 及水动力、力矩曲线

同横向位移曲线之间的相位差 yφ  与 nφ  就可以得到线性水动力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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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水动力导数计算原理示意图 

Fig. 4.1 principle of the calculation of hydrodynamic derivatives 

4.3 船型介绍 

本章研究对象为现代超大型油轮KVLCC2（the second variant of the KRISO 

Very Large Crude-oil Carrier）。该船型作为现代代表性船型，被国际拖曳水池会

议（ITTC），船舶水动力学相关研讨会（Hino, 2005; Larsson et al., 2010）及

SIMMAN workshops (2008, 2014)等引为基准研究船型，并被广泛用于船舶水动

力性能研究。本章计算采用采用 INSEAN提供的缩尺比为1/45.71的船模，

KVLCC2船模主尺度见表4-1。图4.2为KVLCC2船型几何模型。 

 

表 4-1 KVLCC2 船模主尺度 

Table 4-1 Principal dimensions of the KVLCC2 model 

主尺度 符号 单位 值 

垂线间长 LPP m 7.00 

大船宽 B m 1.269 

吃水 T m 0.455 

方形系数 CB ---- 0.810 

 

 
图 4.2 KVLCC2 船型几何模型 

Fig. 4.2 Geometry of KVLLC2 shi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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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仿真设计 

4.4.1 计算工况 

本章对不同水深情况下，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时的复杂粘性流场及船

舶水动力性能进行了数值模拟。具体计算工况如表4-2所示。 

 

表 4-2 KVLCC2 船模纯横荡运动计算工况 

Table 4-2 Case conditions for pure sway motion of KVLCC2 ship model 

项目 符号 单位 值 

无量纲化水深 h Lpp 0.078，0.0975，0.195，0.5395 

无量纲化吃水 T Lpp 0.065 

水深吃水比 h/T - 1.2, 1.5, 3.0, 8.3 

船模纵向航速 U m/s 0.533 

弗汝德数 Fr - 0.064 

雷诺数 Re ×106 3.28 

漂角 β ° 0 

横荡速度幅值的无因次量 maxv  - 0.07 

船模横荡频率 f Hz 0.06 

注： max maxv =v / U  

4.4.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本章研究的是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问题，属动边界问题。为保证计算

的准确性，计算域需覆盖全船周围流场，计算域总长度为5.0倍船长，宽度为3.0

倍船长，水深随计算工况不同而改变。图4.3给出了水深吃水比h/T=1.2工况下，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设置示意图。计算采用的右手笛卡尔坐标系固定于船体，x轴

与来流方向相同，z轴垂直向上，且z=0平面与初始自由面重合；坐标原点位于

船体中横剖面、中纵剖面及自由面交点。在本计算中，共采用8个边界条件：入

口边界条件位于船艏之前1个船长处（ -1.5x  ），出口边界条件位于船体后方3.0

倍船长处（ 3.5x  ），两个侧壁边界条件位于计算域两侧，距船体舯部平面1.5倍

船长（ 1.5y   ），池底边界条件（ minz=z ），两个船体物面边界（船体表面）

以及位于 maxz z 的无穷远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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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h/T = 1.2 工况计算域与边界条件 

Fig. 4.3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h/T = 1.2 case 

4.4.3 网格 

本章计算依然采用全结构化网格。考虑到KVLCC2船型较为复杂，为降低

全流场结构化网格的生成难度，同时也为避免船舶横荡运动时，网格的再生成

或变形带来的耗时与计算误差问题，本章采用重叠网格技术，辅助网格生成。 

图4.4为船舶随体网格示意图，图4.5则展示了浅水域（h/T=1.2）工况下重叠

网格系统的构成。同第三章相同，初始网格由O型船体随体网格，网格尺度较

小的H-H型refinement网格，网格尺度较大的H-H型背景网格以及H-H型phantom

网格组成。Refinement网格与船舶随体网格的运动始终与船体运动保持一致，

以便保证计算过程中船体网格的正交性与近船体流场求解的精度。Refinement

网格可以在保证近船体流场求解精度的前提下，加大背景网格尺度以减少网格

量，提高计算效率。由于水深很浅(h/T=1.2)，因此船舶随体网格超出水底边

界。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必须将超出水底部分的网格“挖掉”。因此，我们在

水底边界之下设计了phantom网格，并将其所有边界设定为wall边界，使得重叠

网格程序将此区域认定为物体内部，而将其内所有网格都“挖掉”，进而保证计

算的合理性。需要说明的是，phantom网格只是作为重叠网格程序的一个辅助性

网格，而在计算求解网格中只需要船舶随体网格，refinement网格以及背景网格

即可，如图4.6所示。图4.7为计算网格 终的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我们采用的重

叠网格技术不仅能够准确的实现船体表面的捕捉，同样可以实现对计算域的准

确控制。这都为我们的模拟计算提供了可信的前提。图4.8为一个周期内计算网

格各个组分之间的相对运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计算过程中，背景网格

始终保持不动，船舶随体网格和refinement网格随船体一起做横荡运动，并与船

体保持相对固定。因此，重叠网格方法能很好的保证网格的正交性，避免网格

重构，变形带来的耗时及计算误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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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KVLCC2 船舶随体网格 

Fig. 4.4 Boundary layer curvilinear grid of the KVLCC 2 hull 

 

 

图 4.5 重叠网格组成 

Fig. 4.5 Original distributions of the overset grid 

 

 

图 4.6 初始计算网格组成示意图 

Fig. 4.6 Original distributions of the computational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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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计算网格最终结构示意图 

Fig. 4.7 Final distributions of the computational grid 

 

 

a) t = 1/4T 

 
b) t = 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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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 3/4T 

 
d) t = 1T 

图 4.8 一个周期内网格运动示意图 

Fig. 4.8 Displacement of the grids in one period 

4.5 结果与分析 

4.5.1 水动力导数计算 

本节根据SIMMAN 2008提供的试验数据，对水深吃水比分别为h/T=1.2、

h/T=1.5、h/T=3.0、h/T=8.3时的KVLCC2船模纯横荡运动时的水动力系数进行数

值求解。 

图4.9为四种水深情况下，船模所受横向力以及转艏力矩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的对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吻合较好，说明我们的数值方

法及重叠网格技术对预报KVLCC2船模纯横荡运动时的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

性能，具有较高的精度与可信度。此外，计算结果表明，水深吃水比h/T=3.0时船

舶所受侧向力与转艏力矩较水深吃水比h/T=8.3时分别增加了16.4%，1.1%；水

深吃水比h/T=1.2时船舶所受侧向力与转艏力矩较水深吃水比h/T=8.3时分别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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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83.2%，200.1%。由此可见，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

能影响显著，必须考虑浅水效应。 

基于以上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不同工况下，船舶受到水动力和力矩幅值

Y0、N0。再根据船舶水动力、力矩曲线与相应横向位移曲线关系图，获得船舶

水动力、力矩曲线与横向位移之间的相位差 yφ 与 nφ ，即可得到船舶操纵运动的

线性水动力导数。以h/T=1.2工况为例，图4.10直观显示了该工况下船舶水动

力、力矩曲线与横向位移曲线相位关系图。根据图4.10，即可求得该工况下，

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水动力导数。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9 不同水深工况下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4.9 Results of the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for different water dept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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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h/T = 1.2 工况下，船舶水动力、力矩曲线与横向位移曲线相位关系图 

Fig. 4.10 phase relationship of hydrodynamic coefficients with ship moment for h/T = 1.2 case 

 

表4-3为四种水深工况下，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水动力导数计算结果。

从计算结果来看，水深吃水比h/T=3.0与水深吃水比h/T=8.3情况下的水动力导数

非常相近。而当h/T=1.5与h/T=1.2时，相对于h/T=8.3水深情况，水动力导数发生

明显增加。因此，从水动力导数的计算结果同样可以得到对于水深吃水比

h/T < 3.0的水域，必须考虑浅水效应的结论。 

 

表 4-3 不同水深工况下，KVLCC2 纯横荡运动水动力导数计算结果 

Table 4-3 Computational results of hydrodynamic derivatives for different water depth 

h/T 8.3 3.0 1.5 1.2 

v   0.04 0.04 0.04 0.04 

y  0.1412 0.1267 0.2260 0.3517 

n  0.8800 0.8486 1.1473 1.1627 

Y0(N) 35.034 40.768 78.463 99.206 

N0(N·m) 50.121 51.415 93.344 150.431 

Y  -0.01438 -0.01677 -0.03170 -0.03861 

Y  -0.01012 -0.01058 -0.03608 -0.07014 

N  -0.001891 -0.002013 -0.002272 -0.003535 

N  -0.01133 -0.01131 -0.02495 -0.0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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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船表压力分布 

为进一步分析船舶受力机理，并研究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机理，

本节对不同水深工况下，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过程中，船体压力情况进行了

计算与分析。图4.11展示了四种不同水深环境下，t=1/4T时刻，船体表面压力

（CP，底部视角）及两舷侧压力差值（ΔCP(P-S)，即左舷侧视角）计算结果。图4.12

为四种不同水深环境下，t=1/2T时刻，船体表面压力及两舷侧压力差值计算结

果。计算结果表明，水深对船体表面压力分布影响显著。浅水域中船体表面压力

较深水工况船体表面压力幅值显著下降，低压区域面积显著增加。且浅水域中

船体两侧压力不对称性更为突出。对比h/T=3.0与h/T=8.3两种工况下的船表压力

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区别微弱，而随着水深继续减小，船表压力开始呈现

显著变化。说明，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浅水效应对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

水动力性能有较显著的影响。此外，t=1/4T时刻，船体两侧压力差值较大，船舶

侧向力必然较大。此外，压力不对称性尤以平行中体周围 为突出，且压力分

布几乎关于船舯对称，因此转艏力矩却近乎为零。而t=1/2T时刻，艏部右舷侧

压力较左舷侧低，这将会产生指向右舷的侧向力；而船体艉部区域右舷侧压力

大于左舷侧，因此而诱导的侧向力指向左舷侧。且两者幅值相近，因此此时刻

船舶受到的整体侧向力较小。而另一方面，船艏正向压力差值与船艉负向压力

差值都将使船舶产生向右舷侧转艏的力矩。因此，此时船舶转艏力矩却较大。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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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T = 8.3 

 

 
图 4.11 t=1/4T 时刻船表压力及两舷侧压差分布情况 

Fig. 4.11 Pressure (bottom view) and pressure difference (at port side) distributions at t=1/4T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12 t=1/2T 时刻船表压力及两舷侧压差分布情况 

Fig. 4.12 Pressure (bottom view) and pressure difference (at port side) distributions at t=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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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伴流场 

为继续探讨KVLCC2船型在浅水中纯横荡运动水动力性能与宽阔水域中的

不同，本节对四种不同水深情况下，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的伴流场进行了

预报及分析。图4.13-4.14分别为t=1/4T时刻与t=1/2T时刻，船舶周围伴流场流体

速度示意图。结果表明，水深对船舶周围流场的影响自水深吃水比h/T < 3.0开始

逐渐显著。由于水底的限制作用，浅水域船体周围水流流速发生显著增加，进

而引起船体压力及船舶水动力性能的改变。随着水深变浅，船体周围涡量逐渐

增强，涡量出现位置向船艏方向移动，船体艉部流动分离更加显著，且尾涡强

度增加。因此，流体粘性对浅水域船舶伴流场作用显著。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13 t=1/4T 时刻船舶周围伴流场流体速度示意图 

Fig. 4.13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around KVLCC2 at instant t=1/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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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14 t=1/2T 时刻船舶周围伴流场流体速度示意图 

Fig. 4.14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around KVLCC2 at instant t=1/2T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15 t=1/4T 时刻船舯剖面（x/L=0.5）处伴流场 

Fig. 4.15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at x/L=0.5 plan at instant t=1/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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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16 t=1/2T 时刻船舯剖面（x/L=0.5）处伴流场 

Fig. 4.16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at x/L=0.5 plan at instant t=1/2T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17 t=1/4T 时刻船艉伴流场（x/L=0.5） 

Fig. 4.17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at x/L=0.98 plan at instant t=1/4T 

 

 
a) h/T = 1.2                             b) h/T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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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T = 3.0                             d) h/T = 8.3 

 
图 4.18 t=1/2T 时刻船艉伴流场（x/L=0.98） 

Fig. 4.18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at x/L=0.98 plan at instant t=1/2T 

 

为更清晰直观的反映水深对船舶周围流场的影响，图4.15-4.18分别展示了

t=1/4T时刻与t=1/2T时刻，船舯剖面(x/L=0.5)处伴流场及船艉伴流场(x/L=0.98)情

况。计算结果更清晰的表明水深对横荡运动船舶流场影响显著。尤其当水深吃水

比h/T < 3.0时，随着水深不断减小，船体周围水流速度增加，涡量强度增加，流

动分离现象更加显著。这将导致浅水工况下，船体表面压力下降，水动力系数

增加，进而引起船舶操纵困难以及船舶安全性的下降。 

 

4.5.4 自由面波形 

为更好的描述水深对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的影响，本节对不同水深情

况下，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自由面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图4.19-4.20分别

为t=1/4T时刻与t=1/2T时刻，不同水深工况下的自由面波形计算结果。结果表

明，t=1/4T时刻，船舶运动至侧向 大位置处，此时左舷侧自由面较右舷侧高，

因此左舷侧船表压力较右舷侧大，船舶受到由左舷侧指向右舷侧的侧向力。此

外，船舶艏艉部分自由面高度情况几乎一致，因此，尽管该时刻侧向力较大，

但转艏力矩却很小。而t=1/2T时刻，船舶回到初始位置，但船艏，船艉区域自

由面情况相反。船艏区域，左舷侧自由面较右舷侧高，因此船艏处船表压力左

舷侧较高，由此引起的侧向力指向右舷侧。而船艉区域，左舷自由面较右舷侧

低，因此船艉处船舶压力右舷侧高，由此引导的侧向力指向左舷侧。在两者的

共同作用下，船体受到的侧向力较小，但两者都产生使船舶向右舷侧转艏的力

矩，因此船舶此时刻转艏力矩反而达到 大值。该结论与4.4.1及4.4.2节结果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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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19 t=1/4T 时刻，自由面波形图 

Fig. 4.19 free surface at instant t=1/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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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20 t=1/2T 时刻，自由面波形图 

Fig. 4.20 free surface at instant t=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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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涡量场 

为更直观表述水深对纯横荡运动KVLCC2船型流场的影响，并探讨水深对

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规律，本节对纯横荡运动KVLCC2船型周围涡量场变化

过程进行了研究分析。图4.21-4.22分别为t=1/4T时刻与t=1/2T时刻，由Q=50等值

面表示的KVLCC2船型周围涡量场分布情况。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21 t=1/4T 时刻，船体周围涡量场 ( Q=50 ) 

Fig. 4.21 vorticity field represented by iso-surfaces of Q=50 at instant t=1/4T 

 

据图中结果可知： 

1，船体艏艉处涡量较平行中体周围显著； 

2，桨毂涡一直存在且强度较大。t=1/4T 时刻，桨毂涡强度较t=1/2T 时刻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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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1/4T 时刻，左舷侧舭涡较为显著。且对于水深较浅（h/T < 3.0）工况，

舭涡自船体脱落； 

4，t=1/2T 时刻，右舷侧舭涡出现，左舷侧舭涡消失。同样，对于水深较浅

（h/T < 3.0）工况，舭涡自船体脱落； 

5，对于t=1/4T 时刻及t=1/2T 时刻，h/T=3.0工况与h/T=8.3工况，舭涡都不

明显，且涡量场情况类似。说明浅水效应对于h/T > 3.0工况效果微弱。 

 
a) h/T = 1.2                           b) h/T = 1.5 

      
c) h/T = 3.0                          d) h/T = 8.3 

图 4.22 t=1/2T 时刻，船体周围涡量场 ( Q=50 ) 

Fig. 4.22 vorticity field represented by iso-surfaces of Q=50 at instant t=1/2T 

4.6 本章小结 

本章结合动态重叠网格技术，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面变化，通过求解

非定常RANS方程，对不同水深工况下，KVLCC2船型纯横荡运动复杂粘性流场

进行了数值预报与分析，并根据计算结果求得了船舶水动力系数及水动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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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同时，将船舶水动力系数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比较，数据吻合较好，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采用的程序与数值方法具备研究船舶纯横荡运动复杂粘性流

场的能力，且具备较高的可信度。此外，为深入研究水深对KVLCC2船型纯横

荡运动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机理，本章充分发挥CFD计算可以获得流场细节的优

势，对船表压力分布、自由面演变过程，伴流场及涡流场等流场细节信息进行

了计算分析，深入研究了船舶纯横荡运动过程中流场演变过程及其对船舶水动

力性能的影响规律。 

以上工作及结论表明： 

1，本文采用的程序及数值方法具备准确预报深、浅水域纯横荡运动船舶复

杂粘性流场的能力； 

2，动态重叠网格技术能够高效处理船舶水动力学动边界问题。重叠网格技

术不仅能够解决复杂船型全结构化网格生成困难的问题，还能够减少动边界问

题引起的网格重构带来的耗时与计算精度下降等问题，利于计算效率与计算精

度的提升； 

3，对于KVLCC2船模纯横荡运动问题，浅水效应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显

著：与深水中工况相比，浅水中KVLCC2船模纯横荡运动时的侧向力计算结果升

高了约183%，转艏力矩升高了约200%； 

4，对于KVLCC2M船模纯横荡运动问题，当水深吃水比h/T < 3.0时，浅水效

应才对船舶水动力性能产生显著影响； 

5，考虑自由面变化，可为分析纯横荡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特点提供进一步

数据支持，利于人们认识船舶水动力性能背后的物理机理； 

6，流体粘性对浅水域纯横荡运动船舶伴流场影响显著，进而影响浅水域运

动船舶的水动力性能。因此，研究浅水域纯横荡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须考虑粘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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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船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5.1 引言 

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航运重要性进一步加强。航运作为当

前价格 低廉，效率 高的运输方式，为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为满足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船舶大型化进程不断加快。以集装箱船

型为例，目前世界上 大的21000TEU集装箱船型已于2015年11月在上海外高桥

造船公司开始建造。如此巨大海上船舶的建造与使用，意味着港口基础设施（如

船闸等）的尺寸，需同步增加，以满足船舶大型化的要求。据了解，为满足大型

船舶通过的可行性，提高船闸运营效益，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多个在建船闸及船

闸规模扩大项目正在开展，如第三组巴拿马船闸及乌江构皮滩船闸等。 

由于船闸结构形式既浅又窄的特殊性，船舶通过闸室时，船舶水动力性能

必将与宽阔水域航行时有很大不同。首先，由于闸室内部富余水深非常小，船

舶通过闸室过程中，必然存在浅水效应。其次，由于闸室侧壁与船体间距非常

狭窄，船舶通过闸室过程中，必存在岸壁效应。浅水效应与岸壁效应同时作

用，将引起所谓的阻塞效应（piston effect），这将导致船艏处发生壅水，而壅水

又将导致回流的发生。而壅水与回流都会导致压阻力的升高。同时，由于回流

速度升高，船体受到的摩擦阻力也升高。因此，船舶通过闸室过程，总阻力往

往较宽阔水域时呈现大幅升高，大大增加船舶通过的难度与危险性。 

为研究船舶驶入驶出船闸过程的可行性，及在此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

变化情况，并探讨物理现象背后的流动机理，本文首先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

马船闸过程的水动力性能进行了数值研究与分析，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

行对比，以验证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的可靠性。同时，研究了水深，航速及偏

心距离等因素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章对船舶以不同航

速驶入驶出乌江构皮滩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及粘性流场演变过程进行

了数值模拟，并通过对该过程中船舶水动力系数、自由面波高、船表压力分布

及伴流场等信息的分析，预报船舶通过构皮滩船闸的可行性。 

5.2 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2006年，为适应船舶的日益大型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计划扩建巴拿马运

河船闸以允许更大的船型通过巴拿马运河。为此，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新建了

第三组巴拿马船闸，如图5.1。如图5.2所示，新船闸长427m，宽55m，深

18.29m，与已有船闸相比，新船闸允许通过船型尺寸在船长、船宽及吃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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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增加了25%，50%及25%。新船闸允许一种被称作超巴拿马型12000TEU集

装箱船通过。 

 

 
图 5.1 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设计图 

Fig. 5.1 The third set of Locks for the Panama Canal 

(http://gizmodo.com/the-panama-canals-newest-gates-are-truly-gargantuan-1538000080) 

 

 
图 5.2 新旧巴拿马船闸尺寸对比图 

Fig. 5.2 Panamax and post-panamax vessel size comparison 

(https://www.stratfor.com/sample/image/panama-canals-expansion) 

 

为研究12000TEU船型通过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的可行性，巴拿马管理局委托

比利时弗兰德水力学研究中心（Flanders Hydraulics Research，FHR）进行了一系

列模型试验。为方便世界学者研究工作的开展，2012年FHR向世界公开了部分

模型试验数据(Vantorre, M等，2012)，并于2013年6月份在比利时根特大学召开

了以“船舶在船闸中性能”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2013）。研讨会中，对船舶通过

船闸过程可行性的研究主要采取实尺度及模型尺度试验。考虑到CFD方法经

济、高效、高可信度且能够探寻物理机理的优点，利用CFD方法研究船舶通过

闸室过程水动力性能逐渐成为可与试验媲美的方法之一。本节综合考虑自由面

与流体粘性，通过求解URANS方程，数值研究12000TEU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

马船闸过程水动力性能变化。在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的前提下，进一

步研究了航速，闸室水深及偏心距等因素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同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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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采用重叠网格技术，以解决限制水域船舶全结构化网格生成困难的问题，同

时也避免了传统网格技术在求解船舶大幅运动时存在的网格重构耗时及精度不

足等问题。 

5.2.1 船型及船闸模型 

本节研究的是12000TEU船模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

变化过程及闸室水深、船舶航速及偏心距等因素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计

算所用船模缩尺比为1/80，船体几何形状及主尺度分别见图5.3及表5-1。船闸模

型根据第三组巴拿马船闸，以1/80为缩尺比设计，几何形状及主尺度见图5.4。 

 

 
图 5.3 12000TEU 船型几何模型 

Fig. 5.3 Geometry of the12000TEUhull 

 

表 5-1 12000TEU 船模主尺度 

Table 5-1 Principal dimensions of the12000TEUmodel 

主尺度 符号 单位 值 

垂线间长 LPP m 4.350 

大船宽 B m 0.613 

吃水 T m 0.19 

方形系数 CB ---- 0.65 

 

 
图 5.4 第三组巴拿马船闸几何模型 

Fig. 5.4 Geometry of the third set of lock for Panama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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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仿真设计 

5.2.2.1 计算工况 

本节首先对试验工况进行了数值仿真，并根据计算结果对程序及数值方法

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在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的前提下，本节进一步

研究了水深，航速及偏心距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

能的影响。具体计算工况见表5-2。其中，算例A是为验证程序及数值方法而设

计的验证算例；算例A1用来分析自由面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算例A, B, C

设计用以研究航速对通过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算例A, D, E则为

研究水深对通过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而设计；算例A, F, G用来研

究偏心距对通过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表 5-2 12000TEU 船模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计算工况 

Table 5-2 Details of the case conditions for ship behavior in the lock 

参数 

工况编号 
航速(m/s) 水深吃水比 h/T 偏心距（mm） 是否考虑自由面

A 0.115 1.2 0.0 是 

A1 0.115 1.2 0.0 否 

B 0.0575 1.2 0.0 是 

C 0.23 1.2 0.0 是 

D 0.115 1.1 0.0 是 

E 0.115 1.3 0.0 是 

F 0.115 1.2 7.5 是 

G 0.115 1.2 19.0 是 

5.2.2.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本节研究的是12000TEU船模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

能演变过程，属动边界问题。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及可靠性，计算域尺寸按照

第三组巴拿马船闸实际比例设计。除算例D, E外，其余算例，计算域范围为：-

1.62≤ x ≤5.10, -0.0524≤ z ≤0.17，闸室部分-0.079≤ y ≤0.079，引航河道及宽阔水域

部分-0.313≤ y ≤0.313。为研究水深对船舶通过船闸水动力性能的影响，算例D及

算例E水深范围分别为-0.048≤ z ≤0.17及-0.0568≤ z ≤0.17。以算例A为例，图5.5给

出了计算域及边界条件设置示意图。计算采用的右手笛卡尔坐标系位于闸门

处，x轴指向宽阔水域，z轴垂直向上，且z=0的平面与初始自由液面重合。坐标

原点位于闸门所在平面，水线面及闸室中纵平面交点处。为保证计算与试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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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一致性及结果的可比性，本节计算采用的边界条件与试验条件一致。计算

采用三种边界条件：物面边界（船体表面），无穷远边界（z=zmax）以及池壁边

界条件（剩余其他边界）。 

 
图 5.5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设置 

Fig. 5.5 Computational domain, coordinate syste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5.2.2.3 网格 

本节计算同样采用全结构化网格。同时为解决限制水域全结构化网格生成

困难的问题，本节同样采用重叠网格技术，分别生成船模随体网格以及背景网

格。计算采用的全局网格，船模随体网格及重叠网格系统，分别如图5.6-5.8所

示。船模随体网格采用O型结构化网格，并在船模艏艉处及自由面处进行局部

加密以便更准确的捕捉船体周围流场。由于船闸较为窄浅，因此我们采用与前

两章相同的加“虚拟网格”（phantom block）的处理办法，保证计算的可信度。具

体方法见3.4.2节及4.3.3节。 

此外，由于本计算不采用壁面函数，因此，在本节计算中，船模随体网格

第一层网格高度设计为1×10-6，以保证对于所有算例，都满足y+<1。背景网格采

用H-H型结构化网格，并在-0.003≤ z ≤0.003范围内进行加密，以保证对自由面的

精确捕捉。计算网格总量约为550万，其中船模随体网格210万，背景网格3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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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计算全局网格示意图 

Fig. 5.6 grid distribution 

 

 
图 5.7 船模随体网格示意图 

Fig. 5.7 boundary layer curvilinear grid of the 12000TEU ship model 

 

 
图 5.8 重叠网格系统示意图 

Fig. 5.8 Overset grid system 

5.2.3 程序可靠性验证 

本节根据试验工况设计了算例A，用以确认本章采用的数值方法适合求解

船舶通过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及船舶周围粘性流场的演变过程。计算结

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包括船舶总阻力、侧向力、转艏力矩、艏垂线位置下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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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艉垂线位置下蹲值五方面。同时为深入理解船舶通过闸室过程中的船-闸室相

互作用，本节还对自由面波高、船表波高、伴流场以及船表压力分布等流场信

息进行了预报与分析。同时，为定量反映自由面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本节

对不计及自由面工况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 

为更好的描述船舶通过船闸过程中，船体周围粘性流场信息，我们定义了

三个典型时刻，如图5.9所示。T1 时刻，船舶仍在较宽阔水域航行；T2 时刻，

船舶已有一半驶入闸室；而T3 时刻，船舶刚好完全驶入闸室。 

 

 
 

 
 

 
图 5.9 典型时刻定义 

Fig. 5.9 Definition of three certain instants when ship maneuvering into the lock 

5.2.3.1 水动力性能分析 

图5.10为研究船舶通过船闸过程中水动力性能的坐标系统示意图。图5.11为

船舶总阻力、侧向力及转艏力矩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的对比情况。其x轴代表船艏

位置。由于计算坐标系原点位于闸门位置（请参考图5.5），且x轴指向较宽阔水

域，因此图5.11中x坐标区间为[2.5至-1.0]。 

 

 
图 5.10 计算船舶水动力坐标系示意图 

Fig. 5.10 Coordinate systems for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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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阻力 

 
b) 侧向力 

 
c) 转艏力矩 

图 5.11 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5.11 Time history of the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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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11中可以看出，船舶总阻力、侧向力及转艏力矩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吻合较好，说明本节采用的数值方法对研究船舶通过闸室过程水动力性能具备

较高的可信度。以总阻力X为例，在船舶驶入闸室的过程中，总阻力 X 变化过

程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船舶仍在较宽阔水域航行。此时总阻力 X 幅值

较小并伴随小幅震荡。这是船舶低航速及浅水效应的双重影响结果。第二阶

段，船舶开始驶入闸室。此时，总阻力X幅值迅速升高。船舶驶入闸室过程中，

由于阻塞效应，船艏出现壅水。这必将引起船艏周围水位上升，而船艉周围水

位下降，进而引起船艏压力升高，船艉压力下降。这些都将使船舶所受压差阻

力大幅升高。此外，船艏壅水还将引起船舶周围水流回流速度的增加，进而导

致摩擦阻力增加。因此，当船舶驶入闸室过程中，在压差阻力与摩擦阻力双重

升高的作用下，总阻力 X 呈现迅速升高。第三阶段，船舶超过一半已驶入闸

室。此时船舶总阻力 X 呈现下降。这是由于船艏壅水开始逐渐排出闸室所致。

船舶所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也同样呈现三个阶段。船舶驶入闸室之前，岸壁效

应逐步提高，由于岸壁作用导致的船舶两侧流场不对称性必将引起两舷侧压力

差异。靠近船体的岸壁周围水流速度增加，压力下降，进而诱发船舶侧向力不

为零，同时产生使船舶向水域中心旋转的侧向力。当船舶驶入闸室，由于船舶

沿闸室中线驶入，船舶两侧流场对称，因此侧向力及转艏力矩逐渐降低为零。

这与图5.11-b)及5.11-c)中结果一致。 

此外，图5.11中计算结果还表明，不计及自由面变化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尤

其转艏力矩，存在较显著的影响。与计及自由面计算结果比较，不计及自由面时

总阻力 大值升高高约14%，这可能是由于不计及自由面时闸室内没有壅水现

象，当船舶驶入闸室，闸室内水被迫流出，致使船舶周围水流大幅加速所致。而

不计及自由面时侧向力计算结果 大值却较计及自由面时降低约27%，这可能是

由于不计及自由面变化工况忽略了船体两侧船表波高不同所致。因此，我们认为

自由面对过闸船舶水动力性能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 

5.2.3.2 艏垂线及艉垂线下蹲值 

船舶驶入闸室的过程中由于阻塞效应的作用，船艏出现壅水现象，这将引

起船舶抬艏、回流速度的增加以及船体周围水位的变化，进而引起船体升沉变

化。此外，根据伯努利方程可知，回流速度的增加将导致船体周围压力下降，

进而引起船体的垂向位置的变化，但由于压力下降在船长方向分布不均，将引

起船舶纵倾。 

船舶平均升沉 σ 及纵倾角 τ 可根据计算得到的垂向力Z及纵倾力矩M，由下

式求得：（升沉以向上为正，纵倾以抬艏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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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w 为水线面面积，Iw 为水线面通过漂心横轴的纵向惯性矩。计算得

到平均升沉 σ 及纵倾角 τ 后可根据式(5.2)求得艏垂线位置下蹲值zFP及艉垂线位

置下蹲值z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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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zAP zFP

zFP zAP L




 
 

                      (5.2) 

图5.12为艏垂线位置下蹲值zFP及艉垂线位置下蹲值zAP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对比图。对比结果表明两者吻合较好，进一步表明本章数值方法对求解船-闸室

相互作用粘性流场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以艏垂线位置下蹲值zFP为例，图5.12-a)，

表明在船舶驶入闸室过程中，zFP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船舶航行于较

宽阔水域。此时，由于浅水效应与低速航行的作用，船舶呈现埋艏状态，zFP为

负且呈现小幅震荡。其次，当船舶开始驶入闸室，船舶呈现抬艏，且抬艏幅值逐

渐升高。这是由于船舶驶入闸室时，船艏壅水所致。 后，当驶入闸室船长超过

总船长一半，船艏壅水开始排出闸室，进而引起zFP下降，当船舶完全驶入闸室，

zFP几乎为零。图5.12-b)表明船舶驶入闸室的过程中，zAP幅值一直为负且绝对值

持续增大，即船艉垂线位置一直下沉。水流回流速度的增加及船艉周围水面高度

下降都引起船艉位置船表压力的下降，进而导致船艉垂线位置持续下沉。 

 

 
a) zFP                                  b) zAP 

图 5.12 艏垂线位置下蹲值 zFP 及艉垂线位置下蹲值 zAP 计算结果 

Fig. 5.12 Time history of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s of the fore and aft perpendiculars 

5.2.3.3 自由面高度及船表波高 

为更好的理解船舶驶入闸室过程中，水动力现象的产生机理，图5.13-5.14

分别展示了T1-T3时刻，y/L=-0.078截面处的自由面波高计算结果及左舷侧船表

波高图。为更清晰的展示不同时刻自由面波高的区别，图5.13中将自由面波高

结果放大了十倍。图5.14中，x/L=-1代表船艏垂线位置。图5.13-5.14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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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1时刻，由于航速较低，船体周围水面与静水面相差不大。这正是图

5.11-a)中所示，当船舶在较宽阔水域航行时，总阻力X较小的原因； 

2，T2时刻，由于船艏壅水，船艏位置水面升高，而船艉位置水面下降。这

将引起船艏压力升高，船艉压力下降，进而引起船舶呈现抬艏及船艉下降。这

与图5.12结果一致； 

3，T3时刻，船体周围液面高度较T2时刻下降。这表明此时刻，船艏的壅水

已排出闸室，这将引起船舶总阻力X的下降及船体周围压力的下降。进而引起船

艏垂线位置及船艉垂线位置进一步下蹲。这与图5.11-5.12结果一致。 

 

 

图 5.13 船体周围自由液面高度 

Fig. 5.13 water level elevation around the ship at different time for case A 

 

 

图 5.14 不同时刻，右舷侧船表波高示意图 

Fig. 5.14 wave profile along port side of the hull at three different time 

5.2.3.4 伴流场 

图5.15为速度场分析采用的坐标系及伴流场截面（WAKE1）平面位置示意

图。图5.16为不计及自由面工况下，T1-T3时刻，WAKE1截面水流纵向速度 u 计

算结果示意图。图中结果表明，T1时刻，船舶处于较宽阔水域，但由于水深较浅，

受浅水效应的影响，船舶周围水流速度呈现回流，但回流速度较小。T2时刻船舶

部分驶入闸室，阻塞系数较T1时刻急剧升高，导致船体周围水流回流速度较T1时

刻有显著升高，这必将导致船舶阻力的升高。此外，T2时刻由于船舶两侧流场的

不对称性，船体两侧水流速度也呈现较显著的不同。而T3时刻，船舶完全驶入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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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船舶两侧流场对称。此外，由于阻塞系数的进一步上升，船舶周围水流速度

进一步升高。 

 

 
图 5.15 速度场分析坐标系及 WAKE1 截面示意图 

Fig. 5.15 Coordinate systems for velocity fields 

 

 
a) T1 时刻 

 
b) T2 时刻 

 
c) T3 时刻 

图 5.16 不计及自由面工况下，WAKE1 平面纵向速度等值线 

Fig. 5.16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in WAKE 1 plane for case A1 

 

图5.17为计及自由面变化工况下，T1-T3时刻，WAKE1截面水流纵向速度u

计算结果示意图。计算结果表明： 

1，船过船闸时，阻塞系数对水流回流速度影响显著； 

2，T1时刻，由于浅水效应，水流回流速度略微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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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2时刻，伴流场与T1时刻呈现很大不同。首先，由于高阻塞系数，水流 

x 方向回流速度显著升高；其次，由于船舶周围流场的不对称性，左右舷侧水

流回流速度显著不同，这将导致船体两舷侧压力的不同，进而引起侧向力及转

艏力矩不为零； 

4，T3时刻，船舶完全驶入闸室，船体周围流场呈现对称性。同时，T3时刻

船体周围水流回流速度较T2时刻进一步升高。 

 

 
a) T1 时刻 

 
b) T2 时刻 

 
c) T3 时刻 

图 5.17 计及自由面变化工况，WAKE1 平面纵向速度等值线 

Fig. 5.17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in WAKE 1 plane for case A 

 

对比图5.16与图5.17计算结果，可知： 

1，两种方法都能给出一致的流场变化趋势； 

2，对于不计及自由面变化的方法，当船舶驶入闸室，船艏壅水被强制排出，

导致船舶周围水流速度计算结果较计及自由面变化的方法升高，进而导致船舶水

动力性能的变化。以船舶总阻力为例，对于计及自由面变化工况，当船舶驶入闸

室时其总阻力的升高主要时由于船艏壅水及船舶周围水流回流速度增加所致，即

船舶总阻力的升高是压差阻力与摩擦阻力同时升高的结果。而对于不计及自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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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工况，当船舶驶入闸室，船舶总阻力的升高是由于船舶周围水流回流速度

的增加所致，即船舶总阻力的升高主要是摩擦阻力升高所致。因此，尽管两种方

法都能较准确的给出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过程，但其机理却相差较远。因此，为

准确反映整个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变化情况与机理，为船舶通行的安全性提

供更为合理的解释，在本文的研究中，将计及自由面变化。 

5.2.3.5 船表压力分布 

T1-T3时刻，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如图5.18-5.20所示。船舶驶入闸室的过

程中，由于阻塞系数升高，导致船舶与回流水流间相对速度增加，这将引起船

体表面压力的下降。但图5.19中结果显示T2时刻船艏部分压力呈现显著升高，

这是由于船艏壅水所致。而T3时刻，由于船艏壅水排出闸室，导致船艏压力下

降，如图5.20所示。同时，T3时刻，船艏压力的下降将导致船艏垂线位置下

蹲，这与图5.12-a)结果一致。此外，图5.18-5.20表明，船艉附近压力一直为

负，这也解释了图5.12-b)中船艉垂线位置下蹲值为何一直增大。图5.18-5.20结

果还表明，船舶驶入闸室之前，由于船舶两侧水域的不对称性，船体两侧压力

不同，因此船舶受到的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不为零。 

 

 

 

 

 
图 5.18 T1 时刻，船舶压力分布（自上而下：左舷，右舷，船底） 

Fig. 5.18 Surface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starboard side view and top view) for caseA at time T1 

 

 

 

 

 
图 5.19 T2 时刻，船舶压力分布（自上而下：左舷，右舷，船底） 

Fig. 5.19 Surface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starboard side view and top view) for caseA at time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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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T3 时刻，船舶压力分布（自上而下：左舷，右舷，船底） 

Fig. 5.20 Surface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starboard side view and top view) for caseA at time T3 

5.2.4 航速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粘性流场的影响研究 

航速对船舶驶入船闸过程中，船-闸相互作用存在显著影响。为研究航速对

船舶驶入闸室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本节对12000TEU船型以三种航速

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的船舶水动力性能，艏垂线位置下蹲值，艉垂线位

置下蹲值，自由面波高，船表波高，伴流场及船表压力分布等信息进行了数值

计算与分析。计算工况见表5-2。 

5.2.4.1 水动力性能分析 

图5.21为船舶以不同航速通过闸室时，船舶所受水动力计算结果。船舶航

速越高，船艏壅水现象必然越显著，这将引起船舶艏艉压力差值增加，进而导

致船舶所受压差阻力升高。同时，船舶航速越高，水流回流速度越高，进而导

致摩擦阻力升高。因此，航速越高，船舶总阻力必然越大。通常集装箱船在广

阔海域行驶航速约为10.3 m/s（20节），按照本章缩尺比1/80换算至模型尺度航速

为U=1.15m/s。同时，假定总阻力系数约为Ct=4.0×10-3，可得模型尺度下，船舶受

总阻力约为R=Ct×0.5×ρ×U2×L×T =2.19N。即船舶螺旋桨能够提供的动力，在模型

尺度下约为2N。而计算结果表明，船模以0.0575m/s（实船1节）的航速驶入船闸，

其受到的总阻力 大值即达到2N。即，船舶以1节航速过闸时的总阻力与广阔海

域中以20节航速前行船舶总阻力相当。这进一步表明了阻塞效应对船舶水动力性

能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伯努利理论可知，船舶两侧水流回流速度

差异越大，流动不对称性越强，船体两舷侧压力差值越大，进而导致船舶侧向

力及转艏力矩也随船舶航速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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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阻力计算结果 

 
b） 侧向力计算结果 

 
c) 转艏力矩计算结果 

图 5.21 不同航速工况下，船舶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5.21 Time history of X, Y and N for different ship speed cases 

 

基于以上分析，船舶通过船闸时的航速，需要综合考虑安全性与效率，按

照实际情况（如拖车所能提供 大拖力等），选择 佳的通行航速，并采用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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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为船舶通行提供足够动力。此外，由于闸室环境既浅又窄的特殊性，船舶通

过船闸过程中，须采取防撞措施（如防撞橡胶等）来保证船舶及闸室的安全性。 

5.2.4.2 艏垂线及艉垂线下蹲值 

图5.22给出了不同航速工况下，船艏垂线位置下蹲值zFP及船艉垂线位置下

蹲值zAP 历时曲线。结果表明，航速升高并未改变下蹲值变化过程与趋势，仅对

幅值有显著影响。艏垂线位置下蹲值zFP及艉垂线位置下蹲值zAP均随船舶航速

升高而升高。船舶航速越高，更多的水被推入闸室。这必将引起船舶抬艏增

加。同时，这将引起船艉处水位的下降，导致船艉下沉。此外，船艏壅水加剧

导致回流速度的增加，引起船体表面压力下降，导致船舶整体下沉。因此，航

速越高，船艏垂线位置下蹲值zFP及船艉垂线位置下蹲值zAP均增大，甚至可能

引起触底。此外，对于航速为0.23 m/s工况，船舶刚好完全驶入闸室时，船艉垂

线位置下蹲值为33mm。由于此时闸室内壅水并未及时排出，因此若船舶继续深

入船舶，船艉垂线位置下蹲值必将继续上升，而船舶富余水深仅为38mm，即此

航速下，船艉触底可能性非常大。此外，实际环境中，由于存在螺旋桨等附

体，船艉垂线处的情况可能更加恶劣，船舶触底的可能行更大。因此，

12000TEU船型在通过第三组巴拿马船闸时，航速建议低于0.23 m/s（实尺度为4

节）。 

 

 
a) zFP                                    b) zAP 

图 5.22 不同航速工况下，zFP 与 zAP 计算结果 

Fig. 5.22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zFP and zAP for different speed cases 

5.2.4.3 自由面高度及船表波高 

图5.23-5.24为T3时刻，不同航速工况下，y/L=-0.078截面处的自由面波高计

算结果及左舷侧船表波高图。为清晰描述不同航速工况自由面特征，图5.23结

果由计算结果放大三倍得到。从图5.23-5.24结果可知，航速并未改变波面及船

表波高形态，但对幅值有影响。航速越高，船艏周围水面越高，而船艉周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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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这进一步证明，对于高航速的工况，更多的水被推入闸室。首先，这将

导致闸室内水位增高，导致水流回流速度升高，进而导致压力下降，引起船体

整体下沉。同时，闸室内水位的升高将导致船艉周围水位下降，导致船艉垂线

位置处下蹲值增大。此外，回流速度升高还将导致船舶所受摩擦阻力升高。所

有这些结论与图5.21-5.22结果相同。 

 

 
图 5.23 不同航速工况下，船体周围自由面波高示意图 

Fig. 5.23 water level elevation around the ship for different ship speed cases 

 

 
图 5.24 不同航速工况下，左舷侧船表波高示意图 

Fig. 5.24 wave profile along port side of the hull at time T3 for different ship speed 

5.2.4.4 伴流场 

图5.25-5.26给出了不同航速工况下，T3时刻WAKE1截面伴流场信息。图

5.25-5.26都显示船舶两侧流场具有较好的对称性。同时结果还表明，由于阻塞系

数较高，随着航速的增加，船艏壅水更为显著，水流回流速度显著增加。进一步

证实了上两节关于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原因的分析：船舶航速的增加，引起水

流回流速度的增加，进而导致船舶下蹲值的增加及船舶所受总阻力的升高。此

外，图5.26中结果表明随着航速升高，船舶周围水流切向速度增加。这将进一

步恶化船体周围流场紊乱性，不利于船舶操纵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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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0.0575m/s 

 
b) U=0.1150m/s 

 
c) U=0.2300m/s 

图 5.25 不同航速下，T3 时刻船舶伴流场轴向速度等值线 

Fig. 5.25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in WAKE 1 plane at time T3 for different speed cases 

 

 
a) U=0.057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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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0.1150m/s 

 
c) U=0.2300m/s 

图 5.26 不同航速下，T3 时刻船舶伴流场切向速度分布 

Fig. 5.26 Cross-flow vectors in WAKE1 plane for different speed cases 

 

5.2.4.5 船表压力分布 

图5.27-5.28分别展示了不同航速工况下，T2与T3时刻船表压力分布情况。

计算结果表明，对所有工况，由于船艏壅水，船艏处船表压力都显著高于船艉

处船表压力。船体表面压力随船舶航速的升高而升高。计算结果还可看出，随着

航速的升高，T2时刻船体两侧船表压力分布不对称性增加，这将导致侧向力与

转艏力矩的增加。而T3时刻，由于船体周围流动的对称性，船体两侧压力分布

相同，船舶所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均为零。此外，对比T2时刻与T3时刻船表压力

分布结果可发现，只有航速为0.23m/s的工况，T3时刻船艏表面压力高于T2 时

刻船艏表面压力。这是由于航速为0.23m/s的工况，由于航速过高，T3时刻船艏

壅水未能及时排出闸室所致。 

 

 

 

 
a) U=0.057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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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0.1150m/s 

 

 

 
c) U=0.2300m/s 

 
图 5.27 不同航速工况下，T2 时刻船舶压力分布 

（自上而下：左舷，右舷，船底） 

Fig. 5.27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starboard side view and top view) against different ship speed 

at instant T2 

 

 

 

 
a) U=0.0575m/s 

 

 

 
b) U=0.1150m/s 

 

 

 
c) U=0.2300m/s 

 
图 5.28 不同航速工况下，T3 时刻船舶压力分布（自上而下：左舷，右舷，船底） 

Fig. 5.28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starboard side view and top view) against different ship speed 

at instant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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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阻力 

 
b) 侧向力 

 
c) 转艏力矩 

图 5.29 不同偏心距工况下，船舶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5.29 Time history of the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for different eccentricity cases 



第五章 船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107 

5.2.5 偏心距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粘性流场的影响研究 

在实际工况中，由于船舶操纵难度较大，船舶不一定完全沿闸室中线进入闸

室。为研究偏心距对船舶驶入闸室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本节对船舶

以不同偏心距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的水动力性能及自由面波高及伴流场

等流场情况进行数值模拟。具体工况设计见表5-2。 

5.2.5.1 水动力性能分析 

图5.29给出了12000TEU船型以不同偏心距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时，船舶

水动力性能计算结果。计算结果显示，偏心距的增加仅引起船舶水动力幅值的

改变，并为改变曲线形态。此外，随着偏心距的增加，增加了船艏壅水排出闸

室的困难，因此船舶总阻力增加。此外，随着偏心距的增加，船舶周围流场不

对称性增加，进而导致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不为零。考虑到闸室侧壁与船体间距

极其狭窄，偏心距越大，船体侧壁与闸室侧壁碰撞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建议

船舶在驶入闸室的过程中使用防撞垫等保护措施。 

5.2.5.2 艏垂线及艉垂线下蹲值 

图5.30为不同偏心距工况下，船舶艏垂线及艉垂线位置下蹲值计算结果。

图中结果显示，艏垂线及艉垂线位置下蹲值都随偏心距升高为增加，但幅值不

大。尽管随偏心距的增加，下蹲值变化不大，但考虑到船闸环境既浅又窄的特

殊性，触底可能性任何幅度的增加都值得注意。鉴于此，我们认为船舶沿船舶

中线驶入闸室 为安全。 

 

 

a) zFP                                  b) zAP 

图 5.30 不同偏心距条件下，船舶下蹲值计算结果 

Fig. 5.30 Time history of zFP and zAP for different eccentricity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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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 自由面高度及船表波高 

图5.31-5.32为T3时刻，不同偏心距工况下，y/L=-0.078截面处的自由面波高

计算结果及左舷侧船表波高图。为清晰描述不同航速工况自由面特征，图5.31

结果由计算结果放大三倍得到。从图5.31-5.32结果可知偏心距增加并未改变波

面及船表波高形态，但对幅值有影响。偏心距越高，自由面高度及船表波高越

大。这是由于随着偏心距增加，船舶左舷侧距离闸室侧壁越近，船艏壅水越难

以从左舷侧排出闸室所致。 

 

 

图 5.31 不同偏心距工况下，y/L=-0.078 截面自由面波高计算结果 

Fig. 5.31 water level elevation around the ship for different ship speed cases 

 

 

图 5.32 不同偏心距工况下，左舷侧船表波高计算结果 

Fig. 5.32 wave profile along port side of the hull at time T3 for different ship speed 

5.2.5.4 伴流场 

图5.33给出了不同偏心距工况下，T3时刻WAKE1截面伴流场计算结果。图

5.33-b)及5.33-c)工况计算结果都呈现显著的不对称性。即，偏心距不为零的工

况，船舶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不为零。偏心距越大，船体与闸室侧壁间距越小，

流场不对称性却越明显，船舶侧向力与转艏力矩越大，因此偏心距增加将导致

船舶侧壁与闸室碰撞的可能性大幅升高，不利于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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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Δy =0.0mm 

 

b) Δy =7.5mm 

 

c) Δy =19mm 

图 5.33 不同偏心距工况下，T3 时刻船表伴流场计算结果 

Fig. 5.33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in WAKE 1 plane at time T3 for different eccentricity cases 

5.2.5.5 船表压力分布 

图5.34给出了不同偏心距工况下，T3时刻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结果表

明： 

1，对于三种偏心距工况，船艏处表面压力均高于船艉处表面压力，这是由

于船艏壅水所致； 

2，随着偏心距离的增加，船舶表面压力及船体两舷侧的压力差值增加； 

3，船体两舷侧压力差值主要集中在船艉区域，且右舷压力较左舷侧高，因

此侧向力指向左舷侧，转艏力矩使船舶向右舷侧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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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Δy =0.00 mm 

 

 

 
b) Δy =7.50 mm 

 

 

 
c) Δy =19.0 mm 

 
图 5.34 不同偏心距工况下，T3 时刻船舶压力分布（自上而下：左舷，右舷，船底） 

Fig. 5.34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starboard side view and top view) against different eccentricity 

at instant T3 

5.2.6 水深对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粘性流场的影响研究 

水深是影响船舶通过闸室过程中水动力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明确水深

对12000TEU船舶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水动力性能的影响程度，本节对水

深吃水比h/T=1.1，1.2，1.3三种工况下，船舶驶入闸室过程水动力性能进行了

数值研究，并根据计算结果对船舶水动力性能，船艏、艉垂线下蹲值，自由面

情况，船表波高图，伴流场及船表压力分布等信息进行分析。 

5.2.6.1 水动力性能分析 

图5.35为不同水深工况下，12000TEU船型自较宽阔水域经由引航河道沿船

闸中心航线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变化过程。计算

结果表明，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幅值的改变。随着水深

减小，阻塞系数增加。因此，水深越小，被推入闸室内的水越多，船艏壅水越

严重。这将引起船艏区域压力增加，船艉压力减小，进而导致船舶所受压差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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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另一方面，阻塞系数的增加将导致船艏壅水较难排出闸室。因此，随

着水深减小，水流回流速度增加，导致船舶所受摩擦阻力增加。进而导致船舶

所受总阻力升高。随着水深减小，浅水效应对船舶性能的影响更为显著，船舶流

场不对称性必将更加显著，进而导致侧向力与转艏力矩增加，如图5.35-b)及

5.35-c)所示。 

 

 

a) 总阻力                               b) 侧向力 

 

c) 转艏力矩 

图 5.35 不同水深工况下，船舶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5.35 Time history of X, Y and N for different water depth cases 

5.2.6.2 艏垂线及艉垂线下蹲值 

图5.36给出了不同水深工况下，12000TEU船型驶入第三组巴拿马船闸时艏

垂线及艉垂线下蹲值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表明，水深对船舶艏垂线及艉垂线下

蹲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下蹲幅值的改变。船舶艏垂线及艉垂线下蹲值都随水

深的下降而升高。水深越小，浅水效应越显著，船舶下沉幅度越大。另一方面，

水深越小，阻塞系数越高，船艏壅水约显著，进而导致船舶抬艏幅值更大。图

5.36-b)结果显示，对于h/T=1.1及h/T=1.2的工况，两者计算得到的船艉垂线下蹲

大值非常接近。但实际情况中，考虑到螺旋桨等附体的影响，由于h/T=1.1工

况，富余水深仅为19mm，船舶发生触底为可能性较h/T=1.2却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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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FP                                  b) zAP 

图 5.36 不同水深工况下，船舶下蹲值计算结果 

Fig. 5.36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fore and aft perpendiculars zFP and zAP 

5.2.6.3 自由面高度及船表波高 

图5.37-5.38为T3时刻，不同水深工况下，y/L=-0.078截面处的自由面波高计

算结果及左舷侧船表波高图。为清晰描述不同航速工况自由面特征，图5.37结

果由计算结果放大三倍得到。从图5.37-5.38结果可知： 

1，水深不同工况下，波面及船表波高形态未变，但幅值有所不同； 

2，对比h/T=1.1和h/T=1.3工况计算结果，可发现随着水深减小，船艏区域

水面升高，船艉区域水面下降。这说明随着水深降低，更多的水被推入闸室。

如前面章节所言，船艏壅水增加将导致船舶总阻力的升高及船舶抬艏与船艉下

蹲值的增加； 

3，h/T=1.2工况，自由面高度的减小及船表波高的降低，可能是由于闸室

内壅水被排出闸室所致。 

4，h/T=1.1与h/T=1.2工况下船舶艏艉液面高度差值相近，均高于h/T=1.3工

况。这进一步解释了图5.35-a)中船舶总阻力计算结果h/T=1.1与h/T=1.2工况相近

却高于h/T=1.3工况的原因。 

 

 
图 5.37 不同水深工况下，T3 时刻自由面高度计算结果 

Fig. 5.37 water level elevation around the ship for different water dept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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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不同水深工况下，T3 时刻船表波高计算结果 

Fig. 5.38 wave profile along port side of the hull at time T3 for different water depth 

5.2.6.4 伴流场 

图5.39给出了不同水深工况下，T3时刻WAKE1截面伴流场计算结果。总体

而言，随水深的降低，船体周围水流回流速度呈现增大趋势。回流速度的增加

将导致船舶所受摩擦阻力的升高及船体整体下蹲幅值的增加。但h/T=1.1工况伴

流场的轴向速度却低于h/T=1.2工况，这将导致h/T=1.1工况船舶摩擦阻力的下

降。如前面所讨论，这可能是由于高阻塞系数所致。 

 

 
a) h/T = 1.1 

 
b) h/T = 1.2 

 
c) h/T = 1.3 

图 5.39 不同水深工况下，T3 时刻船舶伴流场计算结果 

Fig. 5.39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in WAKE 1 plane for different water dept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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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5 船表压力分布 

图5.40-5.41给出了不同水深工况下，T2与T3时刻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

结果表明，对于所有工况，由于船艏壅水，船艏压力均高于船艉压力。此外，由

于船艏壅水部分排出闸室，所有工况下，T3时刻船艏压力都小于T2时刻。对于

h/T=1.1及h/T=1.3工况而言，由于浅水效应增强，船表压力随水深减小为增加。

此外，由于T3时刻船艏壅水部分被排出闸室，因此h/T=1.2工况T3时刻船体周围水

面较其余两种工况低，进而导致该工况下，T3时刻船表压力较低。 

 

 

 

 
a) h/T = 1.1 

 

 

 
b) h/T = 1.2 

 

 

 
c) h/T = 1.3 

 
图 5.40 不同水深工况下，T2 时刻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 

Fig. 5.40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starboard side view and top view) against different water depth 

at time T2 

 

 

 
a) h/T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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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T = 1.2 

 

 
c) h/T = 1.3 

 
图 5.41 不同水深工况下，T3 时刻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 

Fig. 5.41 Pressure (port side view, and top view) against different water depth at time T3 

5.3 船舶驶入驶出构皮滩船闸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为加快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贵州省政府决定打通乌江航运，建设

乌江构皮滩水电站翻坝运输系统，改写贵州没有四级航道和闸坝过船设施的历

史。为此，贵州省政府投资35亿，按IV级航道、500吨级船型标准同步建设构皮

滩水电站通航建筑物。由于构皮滩水域水位差大，构皮滩水域采用垂直升船机

实现船舶顺利通航。图5.42为升船机示意图。 

为研究船舶驶入驶出构皮滩升船机的可行性及航速对船舶通行过程中船舶

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本节对500吨内河船型，以不同航速驶入驶出构皮滩升船机

过程的水动力性能及流场演变过程进行数值仿真，以分析升船机使用可行性。 

 

 
图 5.42 升船机示意图 

Fig. 5.42 ship lift (http://www.shipol.com.cn/tpxs/98244.htm) 



第五章 船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116 

5.3.1 船型及升船机模型 

本节研究的是船舶驶入驶出构皮滩升船机过程，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过程

及船舶航速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由于缺乏构皮滩水域航行船舶数据，本

节采用的500吨内河船型是由12000TEU船型缩小八倍得到，其主尺度及几何模型

可参照表5-1及图5.3。升船机模型根据构皮滩实际环境以1/10缩尺比进行设计。

构皮滩航道几何形状与主尺度见图5.43。 

 

 

a) 俯视图 

 

b) 侧视图 

 

c) 三维模型 

图 5.43 构皮滩升船机航道实尺度几何模型及主尺度 

Fig. 5.43 Geometry of the canal of GouPitan 

5.3.2 仿真设计 

5.3.2.1 计算工况 

本节对船模以0.5m/s、0.7m/s、1.0m/s航速，180°航向状态由宽阔水域经引

航河道驶入构皮滩升船机及0°航向状态由构皮滩升船机经引航河道驶入宽阔水

域过程船模水动力性能及粘性流场变化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具体计算工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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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其中，算例A, B, C用来研究航速对船舶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水动力性

能的影响；算例D, E, F则是为研究航速对船舶驶出构皮滩升船机过程水动力性

能的影响而设计。 

5.3.2.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计算域大小设计与构皮滩实际航道尺寸相同，具体见图5.43，计算采用1/10

缩尺比进行。图5.44给出了坐标系及边界条件设置示意图。计算采用的右手笛

卡尔坐标系位于闸门处，x轴指向宽阔水域，z轴垂直向上，且z=0的平面与初始

自由液面重合。坐标原点位于闸门所在平面，水线面及闸室中纵平面交点处。

为保证计算与试验工况的一致性及结果的可比性，本节计算采用的边界条件与

试验条件一致。计算采用三种边界条件：物面边界（船体表面），无穷远边界

（z=zmax ）以及池壁边界条件（剩余其他边界）。 

 

 
Fig. 5.44 坐标系及边界条件设置 

Fig. 5.44 coordinate syste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表 5-3 12000TEU 船模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计算工况 

Table 5-3 Details of the case conditions for ship behavior in the GouPitan ship lift 

参数 

工况编号 
航速(m/s) 航向 

A 0.5 180°航向，宽阔水域→构皮滩升船机 

B 0.7 180°航向，宽阔水域→构皮滩升船机 

C 1.0 180°航向，宽阔水域→构皮滩升船机 

D 0.5 0°航向，构皮滩升船机→宽阔水域 

E 0.7 0°航向，构皮滩升船机→宽阔水域 

F 1.0 0°航向，构皮滩升船机→宽阔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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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 网格 

本节计算同样采用全结构化网格。同时为解决限制水域全结构化网格生成

困难的问题，本节同样采用重叠网格技术，分别生成船模随体网格以及背景网

格。计算采用的全局网格，船模随体网格及重叠网格系统，分别如图5.45-5.47

所示。船模随体网格采用O型结构化网格，并在船模艏艉处及自由面处进行局

部加密以便更准确的捕捉船体周围流场。由于船闸较为窄浅，因此我们采用与

前两章相同的加“虚拟网格”（phantom block）的处理办法，保证计算的可信度。

具体方法见3.4.2节及4.3.3节。 

此外，由于本计算不采用壁面函数，因此，在本节计算中，船模随体网格

第一层网格高度设计为1×10-6，以保证对于所有算例，都满足y+<1。背景网格采

用H-H型结构化网格，并在-0.01≤ z ≤0.01范围内进行加密，以保证对自由面的精

确捕捉。计算网格总量约为500万，其中船模随体网格190万，背景网格310万。 

 

 

图 5.45 计算全局网格示意图 

Fig. 5.45 grid distribution 

 

 

图 5.46 船模随体网格示意图 

Fig. 5.46 boundary layer curvilinear grid of the12000TEUshi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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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7 重叠网格系统示意图 

Fig. 5.47 Overset grid system 

5.3.3 船舶驶入构皮滩船闸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在前序工作的基础上，本节对船舶以0.5m/s、0.7m/s、1.0m/s航速，180° 航

向状态由宽阔水域经引航河道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及粘

性流场演变过程进行了数值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对船舶受力，船舯剖面伴流

场，自由面波形，船表压力分布以及监测点波高历时曲线等结果进行了分析，

以研究构皮滩升船机的使用可行性。为便于描述船舶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

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变化，我们定义了三个典型时刻，如图5.48所示。Time1时刻

船舶仍在较宽阔水域（如海洋或湖泊）中航行；Time2时刻船舶完全进入引航河

道；Time3时刻船舶则完全进入升船机中。 

 

 

图 5.48 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三个典型时刻示意图 

Fig.5.48 definition of three instant 

5.3.3.1 水动力性能分析 

本节对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船舶所受总阻力系数CX，

侧向力系数CY，纵摇力矩系数CM及转艏力矩系数CN进行了预报。CX, CY, CM, CN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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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C =

X 20.5ρU L T
PP

Y
C =

Y 20.5ρU L T
PP

M
C =

M 2 20.5ρU Lpp T

N
C =

N 2 20.5ρU Lpp T

                           (5.1) 

其中，X, Y, M, N 分别为船舶受到的总阻力(N)，侧向力(N)及纵摇力矩(N-

m)与转艏力矩(Nm)，ρ 为水的密度(Kg/m3)，U 为船舶速度(m/s)，L为船模长度

(m)，T 为船模吃水(m)。 

图5.49为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中，船舶所受总阻力系数CX、侧向力系数

CY、纵摇力矩系数CM及转艏力矩系数CN的历时曲线。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由

于船舶航行环境既窄又浅，船体周围流场呈现明显的岸壁效应与浅水效应，船

舶航行过程中其总阻力、侧向力、纵摇力矩及转艏力矩均呈现明显的震荡。以

总阻力系数CX为例，在船舶由宽阔水域驶入升船机过程中，船舶受到的总阻力系

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船舶开始航行至船舶到达引航河道之前。此时在

船舶低航速及浅水效应的影响下，总阻力系数呈现显著震荡，但幅值较小，且整

体上没有上升趋势。第二阶段自船舶开始驶入引航河道至船舶开始驶入升船机为

止。此时由于船舶航行水域阻塞系数升高，船艏开始壅水，进而引起船舶压差阻

力及摩擦阻力同时上升。因此，该阶段船舶总阻力系数呈现较为显著的上升趋势。

后一个阶段直到船舶完全驶入升船机为止。此阶段中，由于船舶周围水域水深

变浅，航道变窄，阻塞系数急剧升高，船艏壅水严重，致使船舶所受总阻力进一

步升高。此外，图5.49中总阻力计算结果显示，对船舶航速为0.5 m/s的工况，当

船舶由引航河道驶入升船机时，船舶总阻力略有下降，而其他两个航速下，船舶

总阻力一直为上升状态。这是因为对于航速为0.5 m/s的工况，当船舶驶入升船机

时，船艏壅水部分被排出升船机所致。船舶所受侧向力、纵摇力矩及转艏力矩也

同样呈现三个阶段。不同的是，船舶所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呈现 大值的位置，

在船舶完全驶入引航河道中之前。而当船舶驶入升船机时，由于流场的对称性，

船舶侧向力及转艏力矩降为零。船舶所受纵摇力矩变化趋势与总阻力变化趋势类

似。当船舶驶入升船机时，船舶所受纵摇力矩迅速升高，表明当船舶驶入升船机

时由于船艏壅水作用，船舶将产生显著的抬艏，进一步加大船舶所受总阻力。此

外，计算结果还表明，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中，航速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显著。

同样以总阻力系数为例，1.0 m/s工况船舶总阻力系数约为0.5 m/s工况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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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X                                                         b) CY 

 

c) CM                                                         d) CN 

图 5.49 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升船机过程水动力系数计算结果 

Fig. 5.49 Time history of CX, CY, CM , CN for different ship speed cases when entering the lock 

5.3.3.2 船舯剖面伴流场 

图5.50-5.52分别为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Time1、

Time2、Time3三个时刻，船舯剖面周围水体流速U等值线示意图。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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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m/s 工况 

图 5.50 船舶驶入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船舯周围水流流速示意图 

Fig. 5.50 Velocity contour aroun mid-ship at instant Time1 when the ship enter the lock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51 船舶驶入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船舯周围水流速示意图 

Fig. 5.51 Velocity contour aroun mid-ship at instant Time2 when the ship enter the lock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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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 m/s 工况 

图 5.52 船舶驶入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船舯周围水流速示意图 

Fig. 5.52 Velocity contour aroun mid-ship at instant Time3 when the ship enter the lock 

 

由图5.50-5.52结果可知： 

1，首先，船舶受到浅水效应与岸壁效应的影响，船体周围水流发生回流，

导致船舶阻力的变化；其次，流场对称性的变化，使得船舶在驶入升船机的过

程中，存在侧移及转艏的可能；第三，船舶在驶入升船机的过程中，由于回流

速度的增加，导致船体表面压力下降，加上水深较浅，船舶易发生下蹲，存在

触底的可能。 

2，Time1时刻（船舶位于宽阔水域），船体周围水流发生回流，且船体两侧

水流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船体两侧水流速度的不对称性，将导致此时刻船体

侧向力与转艏力矩不为零，船体存在侧移与转艏的可能性。 

3，Time2时刻（船舶位于引航航道），由于侧壁与船舶距离变小，船体周围

水域进一步受限，船体周围水流回流速度增大，但船体两侧流场不对称性下

降，船舶所受侧向力与转艏力矩下降。 

4，Time3时刻（船舶位于升船机内），由于水深变浅，船体艏部水位上升，

船体周围水流回流，使得船体所受阻力迅速升高。另外，由于船体两侧水域的

对称性，船舶所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为零，发生侧移与转艏的可能性下降。但

此时由于水深变浅，船舶发生触底的可能性增加。 

5，航速对船体周围流场影响显著。随着船舶航速的增加，由于闸室环境的

岸壁效应以及浅水效应，船体周围水流发生明显回流，且回流速度呈现显著上

升。这必将导致船体受力的增加，进而导致船舶航行安全性下降。因此，建议

船舶在驶入船闸过程中降低航速，以期安全顺利的通过闸室。 

5.3.3.3 自由面波形 

图5.53-5.55分别为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中，船舶位于宽阔水域（Time1时

刻）、引航航道（Time2时刻）以及升船机内部（Time3时刻）时的自由面波形图。

据结算结果可知，Time1时刻与Time2时刻，由于环境的不对称，船体周围流场

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且由于河道较窄，船体兴波发生明显反射。反射波与船体

兴波相互作用，使得船体周围流场更加复杂。此外，对航速为0.7m/s及1.0m/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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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随着船舶驶入升船机，由于水域变窄，阻塞系数增加，致使船体艏部水位

上升，而船体舯后部水位下将。这将使得船体周围流体进一步回流，进而使得

船体阻力进一步增加，增加船舶驶入升船机的困难。而对于航速为0.5m/s的工

况，当船舶完全驶入升船机，船艏壅水逐渐排出生升船机，这将导致船舶总阻力

下降，与图5.49结果及分析一致。船舶航速越高，驶入升船机时，将有更多的水

在船体前方堆积，致使升船机内水位升高，而船体舯后方水位下降。这必将导

致船体所受压差阻力及摩擦阻力的增加，进而导致总阻力及纵摇力矩的升高。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53 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Time 1 时刻自由面波形图 

Fig. 5.53 wave pattern at instant Time1 when the ship enter the lock 

 

 
0.5 m/s 工况 

 

0.7 m/s 工况 

 
1.0 m/s 工况 

 
图 5.54 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Time 2 时刻自由面波形图 

Fig. 5.54 wave pattern at instant Time2 when the ship enter the lock 

 



第五章 船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125 

 
0.5 m/s 工况 

 
0.7 m/s 工况 

 
1.0 m/s 工况 

 
图 5.55 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Time 3 时刻自由面波形图 

Fig. 5.55 wave pattern at instant Time3 when the ship enter the lock 

5.3.3.4 船表压力分布 

为进一步分析船舶水动力性能特征，本节对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构皮滩升

船机过程中船表压力分布进行了计算分析。船表压力系数 CP 定义为： 

1
2

P
2

P
C =

ρU

                     (5.2) 

其中，P 为船体表面压力(N/m)，  为水的密度(Kg/m3)，U 为船体运动速度

（m/s）。 

图5.56-5.64分别为船舶以0.5m/s、0.7m/s、1.0m/s航速驶入升船机过程中，

船舶位于宽阔水域、引航航道以及闸室内部三个时刻（对应图5.48中Time1，

Time2，Time3），船舶表面压力系数 CP 示意图。对比图5.56-5.58中计算结果可

知，随着船舶逐渐驶入升船机，船舯、船艉区域船表压力逐渐下降，这是由于船

艏壅水，导致船舯、船艉处水面下降所致。当船舶位于宽阔水域及引航河道中时，

由于流场不对称性，船体两舷侧表面压力不同。这将导致船舶所受侧向力不为零。

同时，由于两舷侧压力差分布关于船舯剖面不具对称性，因此船舶受到的转艏力

矩必然也不为零。因此，在船舶完全驶入闸室之前，存在显著的岸推岸吸效应。

因此，建议船舶安装防碰撞措施。而当船舶完全驶入升船机，由于流场的对称性，

船舶两舷侧压力分布相同，船舶所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为零。此外，图5.59-5.61

中结果还显示，Time2时刻，船艏压力较Time1时刻有所升高。这是由于水域变窄，

船艏开始壅水所致。而Time3时刻，由于船艏壅水被排出升船机，此时船艏压力

较Time2时刻稍有下降。而图5.62-5.64中结果显示，Time3时刻，船艏压力 大，

这说明航速为1.0 m/s工况下，船艏壅水尚未来得及排出升船机，因此该工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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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所受总阻力也必将 大。这与图5.49中结论一致。对比图5.56-6.64中相同时

刻，不同航速工况下的船表压力情况，可知航速对船表压力分布影响显著。以

Time3时刻为例，航速越高，船体艏部压力越大，艏艉压力差越大。这将导致船

体总阻力阻力及船舶所受纵摇力矩的上升。因此，船舶驶入闸室时，航速越

高，危险性与难度越大。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56 船舶 0.5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56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0.5m/s case at instant Time1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57 船舶 0.5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57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0.5m/s case at instant Time2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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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8 船舶 0.5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58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0.5m/s case at instant Time3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59 船舶 0.7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59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0.7m/s case at instant Time1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60 船舶 0.7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60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0.7m/s case at instant Time2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61 船舶 0.7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61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0.7m/s case at instant Tim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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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62 船舶 1.0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62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1.0m/s case at instant Time1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63 船舶 1.0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63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1.0m/s case at instant Time2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64 船舶 1.0m/s 航速驶入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64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enter the lock with U=1.0m/s case at instant Tim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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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 监测点波高 

为更精确的分析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中，自由面的变化情况，进而细致的

分析船舶水动力性能，我们对17个关键点的波高进行了检测。图5.65为测波点

位置示意图。表5-4给出了17个测波点无量纲化的坐标位置。 

 

 
图 5.65 测波点位置示意图 

Fig. 5.65 sketch map of wave gauge position 

 

表 5-4 测波点坐标位置 

Table 5-4 wave gauge positon 

测波点编号 X 坐标（Lpp） Y 坐标（Lpp） 

1 -1.53 -0.115 

2 -0.76 -0.115 

3 0.0 -0.115 

4 0.37 -0.115 

5 1.36 -0.115 

6 3.67 -0.115 

7 5.98 -0.115 

8 -1.53 0.115 

9 -0.76 0.115 

10 0.0 0.115 

11 0.37 0.115 

12 1.36 0.115 

13 3.67 0.115 

14 5.98 0.115 

15 1.36 0.690 

16 3.67 0.690 

17 5.98 0.690 

 

图5.66为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升船机过程中，不同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以1.0 m/s工况，升船机 里面的1号测波点波高历时为例，该点处的波高变化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船舶刚开始运动，由于距离较远，1号测波点波高

为零。第二阶段，随着船舶逐渐接近升船机，船艏兴波传进升船机，1号测波点

波高升高。但在重力及波浪反射的作用下，1号测波点位置波高又下降。第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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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当船舶开始驶入升船机，由于阻塞系数高，船舶航行速度快，船艏壅水无法

及时排出，此时1号测波点位置水位将持续升高。1号测波点水位变化结果表明，

对于1.0m/s工况，当船舶完全驶入闸室，该点处自由面升高值约为船舶吃水的

40%，因此该工况下，船艏壅水十分显著。而对于0.5m/s工况，当船舶完全驶入

闸室，该点处自由面升高值仅为船舶吃水的4%。因此，航速对船舶粘性流场存在

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位于升船机闸门处的3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也可分为三个

阶段，但其变化过程与1号测波点波高变化过程存在显著差异。第一阶段，船舶

刚开始运动，由于距离较远，3号测波点波高几乎不变。第二阶段，随着船舶逐

渐接近升船机，船艏兴波传进升船机，3号测波点波高升高，但在重力及波浪反

射的作用下，3号测波点位置波高又下降。由于3号测波点位置较1号测波点更靠

近宽阔水域，因此，其波高升高时间较1号测波点提前，但变化形式方面，前两

个阶段两个测波点没有本质区别。第三阶段为船舶开始驶入升船机，此时由于船

艏壅水，使得3号测波点位置处水位极速下降，但在重力作用下，3号测波点位置

波高将逐渐回升。该阶段，3号测波点位置波高下降 大值可达船舶吃水的43%，

该时刻船舶艏艉吃水差值可达船舶吃水的57%，因此船舶总阻力必将迅速升高。

计算结果进一步表明，对于阻塞系数较高的限制水域，自由面变化对船舶水动力

性能存在显著影响。 

 

 
a) 1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b) 2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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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d)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 5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f) 6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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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7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h) 8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i) 9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j) 10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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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1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l) 12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m) 13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n) 14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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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5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p) 16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q) 17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图 5.66 船舶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Fig. 5.66 wave height measured by seventeen gauges 

 

纵观1-17号测波点位置波高历时曲线，可知在船舶逐渐驶入升船机的过程

中，船艏兴波将先于船舶传入升船机，引起升船机内部波高的变化。随着船舶

驶入升船机，船艏发生壅水，引起船艏艉水位差，进而影响船舶水动力性能。

且航速越高，船艏壅水越显著，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也必然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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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船舶驶出构皮滩船闸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本节对船舶以0.5m/s、0.7m/s、1.0m/s航速，0°航向状态由构皮滩升船机经

引航河道驶入宽阔水域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及粘性流场演变过程进行了数

值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对船舶受力，船舯剖面伴流场，自由面波形，船表压

力分布以及监测点波高历时曲线等结果进行了分析，以进一步研究构皮滩升船

机的使用可行性。同样，为便于描述船舶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船舶水动力

性能的变化，我们定义了三个典型时刻，如图5.67所示。Time1时刻船舶仍在升

船机中航行；Time2时刻船舶完全进入引航河道；Time3时刻船舶则完全进入较

宽阔水域（如海洋或湖泊）中。 

 

 
图 5.67 船舶驶出升船机过程三个典型时刻示意图 

Fig. 5.67 Definition of three instant when the ship leave the lock 

5.3.4.1 水动力性能分析 

本节对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船舶所受总阻力系数CX，

侧向力系数CY，纵摇力矩系数CM及转艏力矩系数CN进行了预报。CX, CY, CM, CN 

的定义见式(5.1)。图5.68为船舶驶入升船机过程中，船舶所受总阻力系数CX、

侧向力系数CY、纵摇力矩系数CM及转艏力矩系数CN的历时曲线。对比船舶驶

入、驶出构皮滩升船机过程水动力计算计算，可发现两者计算结果几乎互为反

过程。由于浅水效应及岸壁效应同时作用，图5.68中计算结果同样呈现明显的

震荡。以总阻力系数CX计算结果为例，当船舶自升船机驶入宽阔水域，其变化

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船舶自升船机中驶出至完全驶入引航河道为

止。此阶段由于升船机阻塞系数高，船舶驶出升船机的同时将升船机内部水体

推出，致使船艏水位上升，船艉水位下降。因此，此阶段船舶总阻力 大。但

随着船舶逐渐驶出升船机，船舶周围水深增加，水域变宽，船舶所受总阻力下

降。第二阶段船舶自引航河道完全驶入宽阔水域。这时水域宽度继续增加，船

舶总阻力较前一阶段继续下降。第三阶段，船舶完全驶入宽阔水域。这时船舶

总阻力主要受浅水效应的影响，又由于航速降低，船舶所受阻力较小且呈现震

荡。此外，图5.71中结果同样说明航速对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显著。以1.0 m/s工

况与0.5 m/s工况为例，船舶驶出升船机过程中，1.0 m/s工况时船舶总阻力系数

大值约为0.5 m/s工况的1.8倍。据图5.68中计算结果可发现，CY, CM, CN同样呈

现三个阶段。此外，图5.68-b)与图5.68-c)中结果还表明，随着船舶驶出升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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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由于流场的不对称性，船舶侧向力与转艏力矩不再为零。考虑到水域既浅

又窄的特点，对船舶操纵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建议船舶在航行的过程中

采用必要的防碰撞措施。 

 

 
a) CX                                                     b) CY 

 
c) CM                                                     d) CN 

图 5.68 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出升船机过程水动力系数计算结果 

Fig. 5.68 Time history of CX, CY, CM , CN for different ship speed cases when leaving the lock 

5.3.4.2 船舯剖面伴流场 

图5.69-5.71分别为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Time1、

Time2、Time3三个时刻，船舯剖面周围水体流速U等值线示意图。由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 

1，首先，船舶受到浅水效应与岸壁效应的影响，船体周围水流发生回流，

导致船舶阻力的变化；其次，流场对称性的变化，使得船舶在驶出升船机的过

程中，存在侧移及转艏的可能；第三，船舶在驶出升船机的过程中，由于回流

速度的增加，导致船体表面压力下降，加上水深较浅，船舶易发生下蹲，存在

触底的可能。 

2，Time1时刻，船体将闸室内水流推出，导致船体周围水流发生明显回

流，进而导致船体所受阻力迅速升高。此外，回流速度随着航速增加而升高。

因此船舶航速越高，船体所受阻力越大。另外，由于船体两侧水域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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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所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为零，发生侧移与转艏的可能性较小。但此时由于

水深较浅，船舶存在发生触底的可能性。 

3，Time2时刻，由于船体周围水域渐宽，船体周围水流速度较Time1时刻

下降。但船体两侧流场不对称性增加，船舶所受侧向力与转艏力矩不再为零，

船体存在侧移与转艏的可能性。 

4，Time3时刻，由于船体周围水域更为宽阔，船体周围水流回流速度进一

步下降。但由于流场的不对称性，船舶仍存在侧移与转艏的可能性。 

5，航速对船体周围流场影响显著。随着船舶航速的增加，由于闸室环境的

岸壁效应以及浅水效应，船体周围水流发生明显回流，且回流速度呈现显著上

升。这必将导致船体受力的增加，进而导致船舶航行安全性下降。因此，建议

船舶在驶出船闸过程中降低航速，以期安全顺利的通过闸室。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69 船舶驶出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船舯周围水流速示意图 

Fig. 5.69 Velocity contour aroun mid-ship at instant Time1 when the ship leave the lock 

 

 
a) 0.5 m/s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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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70 船舶驶入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船舯周围水流速示意图 

Fig. 5.70 Velocity contour aroun mid-ship at instant Time2 when the ship leave the lock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71 船舶驶入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船舯周围水流速示意图 

Fig. 5.71 Velocity contour aroun mid-ship at instant Time3 when the ship leave the lock 

5.3.4.3 自由面波形 

图5.72-5.74分别为船舶驶出升船机过程中，船舶位于升船机内部（Time1时

刻）、引航航道（Time2时刻）以及宽阔水域（Time3时刻）时的自由面波形图。

据结算结果可知，由于闸室内环境既浅又窄，阻塞系数高，当船舶自闸室内驶

出，闸室内水体将被推出闸室，导致闸室内部水位下降，船体艏部周围水位升

高。当船驶出闸室，船体艏部水位随船舶航速增加而增加，而闸室内水位则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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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速增加而减小。因此，当船舶驶出闸室，船体所受压差阻力随船舶航速

升高而升高，进而增加船舶驶出闸室的难度。此外，Time2时刻与Time3时刻，

由于环境的不对称，船体周围流场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且由于河道较窄，船

体兴波发生明显反射。反射波与船体兴波相互作用，使得船体周围流场更加复

杂。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72 Time 1 自由面波形图 

Fig. 5.72 wave pattern at instant Time1 when the ship leave the lock 

 

 
a) 0.5 m/s 工况 

 
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73 Time 2 自由面波形图 

Fig. 5.73 wave pattern at instant Time2 when the ship leave the lock 

 

 
a) 0.5 m/s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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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7 m/s 工况 

 
c) 1.0 m/s 工况 

 
图 5.74 Time 3 自由面波形图 

Fig. 5.74 wave pattern at instant Time3 when the ship leave the lock 

5.3.4.4 船表压力分布 

图5.75-5.83分别为船舶以0.5 m/s、0.7 m/s、1.0 m/s航速驶出闸室过程中，船

舶位于升船机内部、引航航道以及宽阔水域三个时刻，船舶表面压力系数CP示

意图。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船舶驶出升船机，船舯、船艉区域船表压力逐

渐升高，这是随着船舶驶入宽阔水域，船舯、船艉处水面回升所致。另一方面，

随着船舶驶出升船机，由于流场的不对称性，船体两舷侧压力呈现差异，船舶所

受侧向力及转艏力矩不再为零，船舶存在与水域侧壁碰撞的危险，因此建议船舶

驶出升船机的过程中安装防碰撞设备。对比图5.81-5.83中计算结果可知，Time1

时刻，船舶刚驶出升船机，此时由于阻塞系数大，船艏壅水作用下，船艏水位升

高，船艉水位下降，进而导致船艏压力增大，船艉压力下降。而随着船舶逐渐驶

出升船机，阻塞系数下降，船体艏艉液面高度逐渐趋于平和，船艏压力下降，而

船艉压力则回升。此外，对比相同时刻，不同航速工况下船表压力计算结果不难

发现，航速对船表压力影响显著。Time1时刻，随着航速的增加，船艏压力显著

升高，极大增加了船舶驶出升船机的难度。而Time3时刻，随着航速的增加，船

体两舷侧压力差值更为显著，船舶所受侧向力必然越大，船舶航行安全性下降。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75 船舶以 0.5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75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0.5m/s case at instant Ti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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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76 船舶以 0.5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76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0.5m/s case at instant Time2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77 船舶以 0.5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77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0.5m/s case at instant Time3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78 船舶以 0.7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78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0.7m/s case at instant Time1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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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79 船舶以 0.7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79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0.7m/s case at instant Time2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80 船舶以 0.7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80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0.7m/s case at instant Time3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81 船舶以 1.0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1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81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1.0m/s case at instant Time1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82 船舶以 1.0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2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82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1.0m/s case at instant Time2 



第五章 船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143 

 
a) 左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b) 右舷表面压力系数 CP 

 
c) 底部表面压力系数 CP（俯视） 

 

图 5.83 船舶以 1.0m/s 航速驶出闸室过程 Time 3 时刻 CP示意图 

Fig. 5.83 surface pressure for ship leave the lock with U=1.0m/s case at instant Time3 

5.3.4.5 检测点波高 

图5.84为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出升船机过程中，不同测波点（测波点位置见图

5.65及表5-4）波高历时曲线。 

 

 
a) 1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b) 2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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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d) 4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 5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f) 6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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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7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h) 8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i) 9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j) 10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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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1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l) 12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m) 13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n) 14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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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5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p) 16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q) 17 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图 5.84 船舶驶入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 

Fig. 5.84 wave height measured by seventeen gauges 

 

以航速为1.0 m/s，升船机闸门处的3号测波点为例，该点的波高历时可分为

三个阶段。首先，船舶自升船机内向外行驶至船艏到达3号测波点为止。该阶段，

由于阻塞效应，船舶驶出升船机时，升船机内水体被推出升船机，因此该阶段3

号测波点位置波高升高， 大值约为船舶吃水的31%。第二阶段，船艏超越3号测

波点到船舶完全驶出升船机为止。此阶段，船艏壅水现象依然存在，因此，3号

测波点位置处水面持续下降， 大幅值约为船舶吃水的44%。第三阶段为船舶驶



第五章 船过船闸过程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148 

出升船机及以后过程。此时在重力作用下，闸室内水位开始回升，并逐渐趋于平

稳。进一步对比3号测波点不同航速计算结果可发现，航速为0.5 m/s时，3号测波

点波高 大值与 小值分别为船舶吃水的11%与10%。说明航速对该过程中流场

变化存在较大影响。而离升船机 远的7号测波点波高历时曲线则表明该处水位

变化过程较为简单。首先，当船舶开始驶出升船机，由于距离较远，该处水面几

乎不受影响。随着船舶继续驶出，船艏波传至该点处，致使该处水位升高。随着

船舶继续驶出，该点处水位在重力作用下又渐渐回落。 

纵观1-17号测波点位置波高历时曲线，不难发现船舶通过升船机过程中，由

于阻塞系数较大，船艏存在显著的壅水现象，对自由面，尤其是船舶艏、艉水位

影响显著，进而影响船舶水动力性能。因此，对于船过船闸问题，考虑自由面变

化有助于更精确的预报船舶水动力性能并为船舶水动力特点提供解释依据。 

5.4 本章小结 

本章对12000TEU船型通过船闸过程水动力性能进行了数值研究。首先，本

章基于FHR公布的试验工况设计了数值试验，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

对比。船舶总阻力、侧向力，转艏力矩及艏艉垂线下蹲值与试验值吻合较好，

说明本文计算程序及数值方法对预报船舶通过船闸时的水动力性能具有良好的

可行性与可靠性。此外，通过自由面高度，伴流场及船表压力分布等信息，对

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了初步解释。 

考虑到船过闸室过程中，水深、航速及偏心距等因素可能对船舶水动力性

能有较大影响，基于以上验证结果，本章对不同水深，不同航速及不同偏心距

工况下，船过船闸时的水动力性能及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研究。由于船闸环境

既浅又窄，阻塞系数较大，对船舶安全通行提出了较高的操纵要求。基于计算

结果，建议船舶沿闸室中心缓慢通过，并采用拖车提供牵引力并固定方向，同

时采用装备防撞垫等措施保证大型船舶驶过船闸的安全性。 

后，本章对船舶以不同航速驶入驶出乌江构皮滩升船机过程的水动力性

能进行了数值研究。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演变过程，测波点波高历时，船表压

力分布及伴流场信息等计算结果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船过升船机过程水动力

性能变化的物理机理及原因，为船舶安全通行及闸室设计提供参考。 

以上工作及结论表明： 

1，本文采用的程序及数值方法具备准确预报船舶过闸复杂粘性流场演变过

程及过闸船舶水动力性能的能力； 

2，重叠网格技术不仅能够解决限制水域复杂船型全结构化网格生成困难的

问题，还能够避免大幅动边界问题引起的网格重构带来的耗时与计算精度下降

等问题，利于计算效率与计算精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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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阻塞效应对过闸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显著。研究船舶过闸问题时，须考

虑限制水域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改变； 

4，自由面变化，对过闸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显著：考虑自由面与不考虑

自由面时的计算结果相差约为10%-20%。因此，考虑自由面变化不仅能够帮助人

们认识船舶水动力性能背后的物理机理，更能够真实还原船舶过闸时的流场演变

过程，为船舶过闸可行性及安全性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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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驳运过程中船-船相互作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6.1 引言 

原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各个国家原油产

量不同及战略需要，原油通常需要通过油轮自产地尽可能迅速的运至客户。近

年来，随着大型甚至超大型油轮的诞生，这一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但新的问题相继而生。首先，许多港口限于水深，宽度等因素，无法容纳这些

大型船舶入港。其次，对于商业船舶而言，在港口耽搁时间越久，耗费越大。

而船舶在港口的停靠时间，主要由装载及卸货时间决定。因此，船舶装卸货物

效率越高，在港口停靠时间越短，经济效应越好。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驳运得到解决。驳运指的是用主尺度较小的船舶转

运大型船舶所载货物或人员的过程。以大型油轮的驳运为例，驳运不仅能够解

决大型或超大型油轮无法进港的难题，还可在大型油轮航行状态下进行，大幅减

小了由于装卸货物带来的时间消耗，大大提高了大型油轮的经济性。此外，据

相关研究机构分析，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油轮尺寸较现在将增加1.8-3倍。而港

口等基础设施尺寸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难以及时保持与船舶尺寸发展速

度匹配。因此，驳运必将是未来船舶运输业常见的一种运输方式。而驳运中船-

船相互作用对船舶操纵性提出了挑战，为保证船舶驳运的安全，就必须对驳运过

程中的船-船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本章基于CFD方法，综合考虑流体粘性及自由面，对驳运过程中船舶水动

力性能进行了数值计算分析。首先，本章基于试验结果，对试验工况进行了数

值试验，并将计算得到的水动力系数，截面波形等结果与试验值进行了对比，

以验证本文数值方法在预报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可靠性；其次，本章数

值研究了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随驳运船舶间横向相对位置，纵向相对位置及水

深等参数的变化规律，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速度分布

等信息的分析，研究了相对位置及水深对驳运船舶水动力的影响规律。 

6.2 船型介绍 

本节研究的是驳运过程中，超大型油轮 KVLCC2（待驳运船舶，Ship To Be 

Lightered, STBL）及 Aframax（阿芙拉型）油轮（驳运船舶，Service Ship, SS）相

互作用的船舶水动力性能计算及粘性流场分析。其中超大型油轮 KVLCC2 船型

信息可参阅本文 4.3 节。但不同的是本章采用船模缩尺比为 1/75。图 6.1 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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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LCC2 船型型线及几何模型示意图。阿芙拉型油轮是一种载重小于 12 万吨，

宽度大于 32.31 米的油轮。其尺寸可方便进出北美的大多数港口，经济性良好，

并且对冰区有很好的适应性，因此又被称作“运费型船”。因为港口设施的限制，

很多非欧佩克石油出口国的港口，难以适应超大/巨型油轮（VLCC/ULCC），所

以，通常需要阿芙拉型油轮进行原油转运。图 6.2 为阿芙拉油轮型线及几何模型

示意图，表 6-1 及 6-2 分别为 KVLCC2 船型及 Aframax 船型主尺度。 

 

 
a) KVLCC2 船型型线(Lataire et al., 2010) 

 
b) KVLCC2 侧视图 

图 6.1 KVLCC2 船型几何模型 

图 6.1 Body plan and geometry of KVLLC2 ship model 

 

 
a) 阿芙拉油轮型线(Lataire et al., 2010) 

 
b) 阿芙拉油轮侧视图 

图 6.2 阿芙拉油轮几何模型 

图 6.2 Body plan and geometry of Aframax shi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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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KVLCC2 船模主尺度 

Table 6-1 Principal dimensions of the KVLCC2 model 

主尺度 
KVLCC2

(STBL) 

垂线间长 (m) 4.267 

大船宽 (m) 0.773 

艏垂线吃 

水 TF (m) 

设计工况(Design Condition) 0.277 

部分载重工况(Loading condition after 2nd off load) 0.171 

艉垂线吃 

水 TA (m) 

设计工况(Design Condition) 0.277 

部分载重工况(Loading condition after 2nd off load) 0.171 

 

表 6 -2 Aframax 船模主尺度 

Table 6-2 Principal dimensions of the aframax model 

主尺度 Aframax (SS) 

垂线间长 (m) 3.085 

大船宽 (m) 0.560 

艏垂线吃水 TF (m) 
设计工况(Design Condition) 0.2 

压载工况(Ballast condition) 0.1 

艉垂线吃水 TA (m) 
设计工况(Design Condition） 0.2 

压载工况(Ballast condition) 0.121 

 

6.3 程序可靠性验证 

本节基于模型试验结果（Lataire等，2009），对试验工况进行了数值试验，

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以验证本文数值方法在预报驳运船舶水动

力性能方法的可靠性。 

6.3.1 计算工况 

为验证本文采用的数值方法对计算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可靠性，我们据

水池试验结果设计了数值试验。试验中待驳运船舶（STBL）与驳运船舶（SS）

以相同航速（0.356m/s，模型尺度）平行前行。表6-3给出了验证算例计算详细工

况。为考察工况下两船的水动力性能，我们对三个截面处的波高进行了检测，

截面位置及试验设计图见图6.3。 

 



第六章 驳运过程中船-船相互作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153 

 
图 6.3 仿真设计示意图 

Fig. 6.3 computational setup 

 

表 6-3 基准算例计算工况 

Table 6-3 Case conditions for benchmark cases 

 Aframax / KVLCC2 (SS / STBL) 

工况编号 A B 

水深 h(m) 0.23 0.475 

吃水 T (m) 0.1 / 0.171 0.1 / 0.277 

航速 U(m/s) 0.356 0.356 

弗汝德数 Fr 0.065 0.065 

水深弗汝德数 Fh 0.237 0.165 

纵向间距 Δx（m） 1.543 0 

横向间距 Δy（m） 1.3335 0.9995 

 

6.3.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本节研究的是驳运过程中KVLCC2及Aframax船型相互作用的水动力性能。

为便于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比较，本节计算域设置按照试验水池条件进行设

计。以算例A为例，整个计算域长度为5.5倍Aframax船长，宽度为2.27倍

Aframax船长，水深为0.23m。图6.4给出了计算域范围及边界条件的设置。计算

采用的右手笛卡尔坐标系固定于Aframax船舯位置，x轴与来流方向相同，z轴垂

直向上，且z=0平面与初始自由面重合；坐标原点位于船体中横剖面、中纵剖面

及自由面交点。本计算中共采用6类边界条件： 

 入口边界条件位于船艏之前 1.5 倍 Aframax 船长处； 

 出口边界条件位于船体后方 3.0 倍 Aframax 船长处； 

 池底壁面边界条件位于计算域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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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体表面采用不可滑移物面边界； 

 位于 maxz z 的无穷远边界条件； 

 考虑到试验设置中，KVLCC2 及 Aframax 船船宽都约为水池宽度的 10%，

且两船固定在水池中央位置。因此试验中并未考虑岸壁的影响。为加速计算的收

敛，计算域两个侧壁采用零梯度边界条件，距船体舯部平面距离为 1.135 倍

Aframax 船长。 

 

 
图 6.4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Fig. 6.4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6.3.3 网格 

本节仍采用全结构化网格。考虑到水深较浅，且两船间距较近，传统网格

技术难以生成高质量的结构化网格。为此，本节继续采用重叠网格技术，辅助

生成高质量结构化网格。 

计算采用的全局网格，船模随体网格及重叠网格系统，分别如图6.5-6.7所

示。船舶随体网格采用O型结构化网格，并在船模艏艉处及自由面处进行局部

加密以便更准确的捕捉船体周围流场。由于计算水深较浅，本节同样采用加“虚

拟网格”的处理方法，保证计算具有可信的前提。具体方法可参阅3.4.2节及4.3.3

节。考虑到本计算不采用壁面函数，本节计算中船模随体网格第一层网格高度

设计为1×10-6，以保证对于所有算例，都满足y+<1。背景网格采用H-H型结构化

网格，并在-0.002 ≤ z ≤0.002范围内进行加密，以保证对自由面的精确捕捉。计

算网格总量约为609万，其中KVLCC2船模随体网格212万，Aframax船模随体网

格176万，背景网格22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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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计算全局网格示意图 

Fig. 6.5 grid distribution 

 

 
图 6.6 Aframax 船模随体网格示意图 

Fig. 6.6 boundary layer curvilinear grid of the Aframax model 

 

 
图 6.7 KVLCC2 船模随体网格示意图 

Fig. 6.7 boundary layer curvilinear grid of the KVLCC2 model 

 

 
图 6.8 重叠网格系统示意图 

Fig. 6.8 Overset gri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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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水动力性能分析 

表6-4给出了数值计算结果同试验结果的对比情况。表中船舶水动力结果已

转化到试验所采用的右手坐标系下。坐标原点固定在Aframax船中位置处，x坐标

轴指向船艏，z轴垂直向下且静止自由面位于z=0平面。计算结果表明： 

1，KVLCC2船型总阻力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比误差范围为6-30%； 

2，KVLCC2船型侧向力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比误差范围为4.9-30%； 

3，KVLCC2船型转艏力矩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比误差范围为1.1-22%； 

4，Aframax船型总阻力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比误差范围为1.9-73%； 

5，Aframax船型侧向力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比误差范围为1.0-3.0%； 

6，Aframax船型转艏力矩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比误差范围为3.5-16%； 

7，就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情况而言，工况B远好于工况A。说明随着水

深的增加，计算精度升高； 

8，侧向力结果（KVLCC2船型侧向力为+Y方向，Aframax船型侧向力为-Y

方向）表明，对与两种工况两船之间存在相互吸引力； 

9，由于工况A中两船纵向间距较大，两船相互吸引力较工况B小； 

10，由于本文船舶运动方式与试验工况略有差异，且本文忽略了试验中可能

存在的侧壁对船舶性能的影响，都有可能引起计算结果与试验值之间的误差。 

 

表 6-4 水动力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对比 

Table 6-4 comparison of the computed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for the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总阻力(N) 侧向力(N) 转艏力矩(Nm)

Case A 

(Δx=1.543m 

Δy=1.3335m) 

Aframax 

试验值 -0.97 -0.30 1.38 

计算值 -1.68 -0.29 1.15 

误差(%) -73 3.0 -16 

KVLCC2 

试验值 -0.96 0.85 3.44 

计算值 -1.25 1.10 2.68 

误差(%) -30 30 -22 

Case B 

(Δx=0.0m 

Δy=0.9995m) 

Aframax 

试验值 -0.68 -1.150 0.110 

计算值 -0.69 -1.152 0.114 

误差(%) -1.9 -1.0 3.5 

KVLCC2 

试验值 -2.37 0.85 -0.74 

计算值 -2.22 0.89 -0.75 

误差(%) 6.25 4.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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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自由面波形与测波点波高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数值方法在预报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可靠性，本

节对比了测波点波高数值解与试验值，如图6.9所示。测波点位置信息见图6.3。

由于两船距离较近形成了狭窄通道，水流经过船体之间时将导致此处压力下降，

进而导致自由面下降。位于船体之间的2号测波点成功捕捉到该波谷信息。从计

算结果来看，2号测波点船艏艉处的波峰预报较为准确，但船体之间波谷峰值数

值结果较大，这可能是导致总阻力预报值高于试验值的原因。此外，计算结果还

表明1号测波点位置由于离船 远，因此其波幅 小。3号测波点较1号测波点更

靠近船体，因此3号测波点波高波谷幅值较1号测波点大。整体而言，计算结果与

试验值吻合较好但存在一定的误差。一方面，尽管试验中可能存在侧壁对船舶性

能的影响（如侧壁反射波等），但为提供计算效率，本文将计算域两侧壁设置为

零梯度边界条件，这将影响计算结果的精度；另一方面，与试验工况不同，本文

计算中并为考虑船舶姿态的变化，这也将影响计算结果精度。 

为进一步说明船舶水动力性能，图6.10给出了驳运船舶周围自由面波形

图。对工况A及B而言，水深弗汝德数Fh均远小于1.0 (case A: Fh = 0.237，caseB: 

Fh = 0.165)。因此，船舶前进速度低于波相速度。因此，散波（diverging wave）

显著且不存在横波及开尔文包络线，散波向船体两侧各180°范围内传播。图6.10

中结果表明我们采用的RANS方法成功捕捉到了这一浅水孤立波的显著特点。此

外，计算结果还表明，船舯位置及两船之间为波谷，且波谷 低位置位于两船之

间，越靠近船体，波谷深度越大。因此，两船存在相互吸引力。由于相对位置的

影响，A工况两船间波谷较B工况高，且B工况自由面分布较A工况而言，具有较

好的对称性。此外，计算结果表明，船艏与船艉均处于波峰位置，且船艏位置波

峰 明显。 

 

 

图 6.9 波高与试验值对比图 

Fig. 6.9 Wave height detected by three gauges for ca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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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A 

 

b) Case B 

图 6.10 工况 A 自由面波形图 

Fig. 6.10 Wave pattern for caseA 

6.3.6 船表压力分布 

为进一步分析船舶水动力性能，本节对驳运中船-船相互作用下的船表压力

（  = 0 5 2
PC P/ . U ）分布进行了计算分析。以工况A为例，图6.11给出了船体

表面压力分布情况。据图中结果可知，由于船舶相互距离较近，船-船相互作用

改变了船体间水流分布，进而引起船舶表面压力分布改变。Aframax船艉左舷侧

及KVLCC2船艏右舷侧存在显著的低压区，这将导致诱发使两船相互靠近的侧

向力及使两船都向右舷侧转艏的转艏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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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工况 A 船表压力分布 

Fig. 6.11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ship hull 

6.3.7 伴流场及船体周围水流速度分布 

图6.12-6.13分别给出了A、B工况下，船体周围速度分布及两船艉部伴流场

情况。由于两工况中，船舶相对位置变化，因此两图中伴流场截面位置不同。图

6.12中，对Aframax船，伴流场截面位于x/LAframax=-0.035，对KVLCC2船，伴流

场截面位于 x/LAframax=0.659 。图 6.13 中，对 Aframax 船，伴流场截面位于

x/LAframax=0.465，对KVLCC2船，伴流场截面位于x/LAframax=0.659。图中结果显

示，由于两船相互作用及浅水效应的影响，两船之间及船体近场区，流体速度

较来流速度稍高。此外，图6.12两船及图6.13中KVLCC2船舶艉部伴流场边界层

厚，低速区域较大且呈现显著不对称性。此外，Aframax船艉左舷侧及KVLCC2

船艉两侧都呈现显著的流动分离，这都将引起压阻力的升高，进而导致总阻力

的升高。而图6.13中，Aframax船艉伴流场低速区域面积大幅下降。这主要是由于

深水变化对两船的影响不同所致。对于KVLCC2船而言，A，B工况其水深吃水比

变化微弱（case A: h/T=1.345, case B: h/T=1.715）。据本文3.4.1节，对水深的分类

（PIANC, 1992）结果，可知A，B工况，对KVLCC2船型而言，水深由较浅水变

为中等水深，且h/T 变化仅为28%，因此KVLCC2伴流场变化不大。而对Aframax

船型而言，A，B工况下，其水深（case A: h/T=2.3, case B: h/T=4.75）则由中等水

深变为深水，h/T 变化约为207%，水深变化较大，因此Aframax船伴流场变化较

大。 

基于以上结果分析，可认为本文采用的求解器及数值方法对驳运船舶水动

力性能的预报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因此，本文将利用该求解器进一步研究环境

参数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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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工况 A 速度分布及伴流场计算结果 

Fig. 6.12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for case A 

 

 
图 6.13 工况 B 速度分布及伴流场计算结果 

Fig. 6.13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for cas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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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环境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 

6.4.1 仿真设计 

驳运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且对船舶操纵性具有非常高的要求。影

响驳运过程安全性的因素非常多，涵盖驳运船舶横、纵向位置，水深，船速，船

型，相对航向稳定性等等。其中，驳运船舶横、纵向相对位置及水深是影响驳

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及驳运过程安全性 主要的因素（Vergote T，2013）。 

为进一步探讨环境因素对驳运过程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本节通过改变

KVLCC2与Aframax船舶横、纵向相对位置及水深情况，数值研究了横、纵向相

对位置及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图6.14给出了改变相对位置的算例设

置示意图。表6-4给出了具体计算工况。计算域，边界条件及网格设计同上节相

同，不再赘述。 

 

 
图 6.14 不同环境参数算例设计示意图 

Fig 6.14 Overview of systematic computations for the variation of: (a) Δx, (b) Δy, (c) h 

 

表 6-4 不同环境参数计算工况 

Table 6-4 test conditions of systematic computations 

参数 单位 Aframax KVLCC2 

吃水 T m 0.100 0.171 

航速 U m/s 0.356 0.356 

水深 h m 0.2052, 0.23, 0.2565, 0.513, 3.078 

h/TKVLCC2 - 1.2→1.35→1.5→3.0→18.0 

Fr - 0.065 0.055 

Fh - 0.251, 0.237, 0.225, 0.159, 0.065 

Re ×106 1.094 1.51 

Δx m (-1.0→-0.75→-0.5→-0.25→0→0.25→0.5→0.75→1.0)×Laframax

Δy m (0.648→0.432→0.324→0.233) × Lafra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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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纵向位置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分析 

6.4.2.1 水动力性能分析 

图6.15给出了驳运船舶总阻力X (N)，侧向力Y (N)及转艏力矩N (Nm)与纵向

相对位置的关系。 

当Aframax船位于KVLCC2船后方时（Δx/LAframax<0），Aframax船所受阻力较

小。当Δx/LAframax=-0.5工况下，Aframax船总阻力 小。此时，Aframax船艏波峰

与两船间波谷相互作用，使得Aframax船压差阻力减小。而对于KVLCC2船而

言，两船相互作用降低了其船艉水面高度，使得其压差阻力增加，因此该工况

下，其阻力 大。以Δx/LAframax=-0.5为基准，随着Aframax船位置后移或前移，

Aframax船型阻力增加，KVLCC2船型阻力减小。但由于Aframax船型前移使得

两船相互作用显著，因此当Aframax船前移距离与后移距离相同时，前移工况两

船阻力都较后移工况大。当Δx/LAframax=0.75，Aframax船艉位于两船间波谷位

置，使得Aframax船阻力 大，KVLCC2船阻力 小。当Δx/LAframax=1.0，

Aframax船艉位于KVLCC2船艏之前，两者相互作用减弱，相较Δx/LAframax=0.75

工况，Aframax船总阻力下降，KVLCC2船总阻力升高。 

除Δx/LAframax=-1.0，0.75及1.0工况外，其余工况下Aframax船所受侧向力均

为负值，说明Aframax有被吸引向KVLCC2移动的趋势。当两船纵向间距减小，

由于船-船相互作用加剧及浅水效应的影响，Aframax船所受侧向力逐渐增加，

当两者之间纵向间距为零（Δx/LAframax=0），Aframax所受侧向力达到 大值。而

随着两船纵向绝对间距的增加，两船相互作用减小，Aframax船所受到的侧向力

逐渐降低。当Δx/LAframax=-1.0，-0.75及-0.5时，KVLCC2船受到的侧向力为负，

说明KVLCC2船型在这些工况下具有被“推开”的趋势。随着Aframax船位置进一

步前移，KVLCC2所受侧向力变为正向且逐渐增大，即KVLCC2受到吸力，具

有向Aframax船移动趋势。当Δx/LAframax=0.25时KVLCC2所受侧向力达 大值。

Aframax船位置继续前移，KVLCC2所受侧向力减小。当Δx/LAframax=1.0时，

KVLCC2受到的侧向力为负值，即，KVLCC2受到推力作用。 

随着两船纵向位置的改变，两船所受转艏力矩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当

Δx/LAframax=-1.0，两船受到的转艏力矩均为正，但幅值很小。随着两者纵向间距

的减小，即随着Aframax船靠近KVLCC2，两船所受转艏力矩增大。当

Δx/LAframax=-0.5，Aframax所受转艏力矩达 大值。当Δx/LAframax=-0.25，KVLCC2

所受转艏力矩达 大值。此外，计算结果还表明，当Aframax位于KVLCC2后方

时，两船受到的转艏力矩为正，即Aframax具有向KVLCC2方向转艏趋势，而

KVLCC2却转离Aframax。当Aframax位于KVLCC2前方，两船受到的转艏力矩

为负，即KVLCC2具有向Aframax方向转艏趋势，而Aframax却转离KVLC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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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阻力 X                            b) 侧向力 Y 

 
c) 转艏力矩 N 

图 6.15 不同纵向位置工况下，驳运船舶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6.15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on the Aframax and the KVLCC2 versus Δx 

6.4.2.2 自由面波形与测波点波高 

图6.16-6.17分别给出了不同纵向位置工况下，船体周围自由面波形与测波

点波高。当Δx/LAframax=-0.5时，Aframax船艏波峰与两船间波谷相互作用，将导

致此时Aframax船总阻力 小，KVLCC2总阻力 大。当Δx/LAframax=0.75，

Aframax船艉位于两船间波谷位置，此时Aframax船阻力 大，而KVLCC2船艏

位于两船间波谷位置，因此KVLCC2此时船阻力 小。当两船纵向间距

Δx/LAframax=±1.0时，两船间相互作用 小。以上结论进一步确认了图6.15中船舶

总阻力随纵向位置改变的计算结果。 

 

 

a) Δx/LAframa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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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Δx/LAframax=0.75 

 

c) Δx/LAframax=0.5 

 

d) Δx/LAframax=0.25 

 

e) Δx/LAframax=0.0 



第六章 驳运过程中船-船相互作用复杂粘性流场数值模拟 

165 

 

f) Δx/LAframax=-0.25 

 
g) Δx/LAframax=-0.5 

 
h) Δx/LAframax=-0.75 

 

i) Δx/LAframax=-1.0 

图 6.16 不同纵向位置对自由面的影响计算结果 

Fig. 6.16 Wave pattern versus 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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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Δx/LAframax=1.0                         b) Δx/LAframax=0.75 

 

c) Δx/LAframax=0.5                         d) Δx/LAframax=0.25 

 

e) Δx/LAframax=0.0                        f) Δx/LAframax=-0.25 

 

g) Δx/LAframax=-0.5                       h) Δx/LAframax=-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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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Δx/LAframax=-1.0 

图 6.17 不同纵向位置工况下，测波点波高计算结果 

Fig. 6.17 Wave height versus Δx 

6.4.2.3 船表压力分布 

图 6.18 给 出 了 不 同 纵 向 位 置 工 况 下 ， 船 表 压 力 分 布 情 况 。 当

Δx/LAframax=1.0，两船间相互作用较小。Aframax船侧向力为正向，即受到推力作

用，但由于艏艉区域右舷侧都低于左舷侧，其转艏力矩较小。此外，由于船体

艏艉肩部曲率变化较大，船体肩部存在低压区。当x/LAframax=-0.5，Aframax船所

受侧向力为负向，即受到吸力作用。直至Δx/LAframax=0.0，Aframax船侧向压力差

值达到负向 大，即Aframax所受侧向力达到负向 大值。两船纵向距离继续减

小，Aframax船侧向力逐渐减小。当x/LAframax=-1.0，Aframax船左舷侧压力高于

右舷侧，即侧向力方向指向右舷。当0<Δx/LAframax<0.5，Aframax船体左舷侧压力

较右舷侧低，且低压区位于船体中后部分，因此其转艏力矩为负向，即使得

Aframax向远离KVLCC2方向转艏。当Δx/LAframax<0，Aframax船体左舷侧压力低

于右舷侧，但低压区位于Aframax船中前区域，因此其转艏力矩为正向，使得

Aframax向靠近KVLCC2方向转艏。 

当Δx/LAframax=1.0，KVLCC2船艏艉区域都存在两舷侧压力差，但幅值与面

积都较小，因此转艏力矩也很小。随着两船纵向距离减小至Δx/LAframax=0.25，

KVLCC2船体表面压力减小，且右舷侧下降程度更显著，因此KVLCC2受到侧

向力指向右舷且逐渐增大。两船纵向间距继续减小，KVLCC2船体表明压力升

高，且右舷侧变化较快，因此其侧向力逐渐减小。当Δx/LAframax=-0.5，其左舷侧

压力小于右舷侧，侧向力方向指向左舷，即KVLCC2受到推力作用。KVLCC2

受到的转艏力矩变化过程同Aframax船转艏力矩相似，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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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Δx/LAframax=1.0 

 
b) Δx/LAframax=0.75 

 
c) Δx/LAframax=0.5 

 

 

d) Δx/LAframax=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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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Δx/LAframax=0.0 

 
f) Δx/LAframax=-0.25 

 
g) Δx/LAframax=-0.5 

 

h) Δx/LAframax=-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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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Δx/LAframax=-1.0 

图 6.18 不同纵向位置工况下，船舶压力分布计算结果 

Fig. 6.18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versus Δx 

 

 
a) Δx/LAframax=1.0 

 
b) Δx/LAframax=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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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Δx/LAframax=0.5 

 
d) Δx/LAframax=0.25 

 
e) Δx/LAframa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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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Δx/LAframax=-0.25 

 
g) Δx/LAframax=-0.5 

 
h) Δx/LAframax=-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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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Δx/LAframax=-1.0 

图 6.19 不同纵向位置工况下，速度分布及伴流场计算结果 

Fig. 6.19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versus Δx 

6.4.2.4 伴流场及船体周围水流速度分布 

图6.19给出了不同纵向位置工况下，z/LAframax=-0.01截面船体周围水流速度

分布及两船艉部伴流场速度等值线计算结果。驳运中两船距离很近，由于船-船

船相互作用及浅水效应，船体之间水流速度高于来流速度。以Δx/LAframax=0工况

为例，两船间速度峰值区域几乎覆盖了Aframax船平行中体部分，这必将引起

Aframax船左舷侧压力的下降。随着Aframax船前、后平移，两船间速度峰值覆

盖区域随之减小，且影响区域也集中于Aframax船艉部区域、艏部区域，进而引

起如图6.18所示的船表压力的变化。 

船体艉流场显示，船体周围水流低速区大，边界层厚，且存在显著不对称

性。当Aframax船舶位于KVLCC2前方时（Δx/LAframax>0），两船艉流场左舷侧低

速区明显且存在显著的流动分离。当Aframax船舶位于KVLCC2后方时

（Δx/LAframax<0），两船艉流场低速区转移到右舷侧，且同样存在显著的流动分

离。随着两船纵向间距扩大（Δx/LAframax=±1.0工况），两者相互作用显著下降。

结果进一步证明，流体粘性对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存在不可忽视的作用。 

6.4.3 横向位置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分析 

6.4.3.1 水动力性能分析 

图6.20为驳运船舶总阻力X (N)，侧向力Y (N)及转艏力矩N (Nm)与横向相对

位置关系示意图。与纵向相对位置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不同，图6.20显

示船舶水动力性能随横向相对位置的变化呈现单调变化趋势。随着两船横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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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增加，两船总阻力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幅值不大。当两船横向间距由

Δy/LAframax=0.233增至Δy/LAframax=0.648，KVLCC2所受总阻力降幅仅有20%，

Aframax船总阻力降幅更低，仅11%。而侧向力及转艏力矩随船舶横向间距的变

化相对显著。当两船横向间距由 Δy/LAframax=0.233 增至 Δy/LAframax=0.648 ，

KVLCC2所受侧向力降幅为39%，转艏力矩降幅艉86%，同时Aframax船侧向力

降幅为61%，转艏力矩降幅为98%。 

 

 

a) 总阻力 X                             b) 侧向力 Y 

 

c) 转艏力矩 N 

图 6.20 不同横向位置工况下，驳运船舶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6.20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on the Aframax and the KVLCC2 versus Δy 

6.4.3.2 自由面波形 

图6.21给出了不同横向相对位置工况下，自由面波形计算结果。计算结果

表明，随着船舶横向间距的减小，船体之间水位呈现下降趋势，这必将导致船

舶临近舷侧（Aframax左舷侧，KVLCC2右舷侧）压力下降，进而产生使船舶向

中间移动侧向力。如图6.20所示，Aframax所受侧向力为正，KVLCC2所受侧向

力为负，两船间存在相互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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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Δy/LAframax=0.233 

 
b) Δy/LAframax=0.324 

 
c) Δy/LAframax=0.432 

 

d) Δy/LAframax=0.648 

图 6.21 不同横向相对位置工况下，自由面波形计算结果 

Fig. 6.21 Wave pattern versus Δ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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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3 船表压力分布 

图6.22给出了不同横向相对位置工况下，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由于驳

运中船舶间距较小，船舶相互靠近舷侧（Aframax左舷侧，KVLCC2右舷侧）压

力较低，船舶间存在相互靠近的吸力。随着船舶横向间距的增加，船体对水流

的阻塞效果下降，船体表面压力升高，且船体两舷侧压力差值下降。因此，随

着船舶横向间距增加，船舶侧向力降低。当横向间距由Δy/LAframax=0.233变为由

Δy/LAframax=0.324，船表压力变化 显著，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也必将 剧烈。 

 

 

a) Δy/LAframax=0.233 

 

b) Δy/LAframax=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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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Δy/LAframax=0.432 

 

d) Δy/LAframax=0.648 

图 6.22 不同横向相对位置工况下，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 

Fig. 6.22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versus Δy 

6.4.3.4 伴流场及船体周围水流速度分布 

图6.23为不同横向相对位置工况下，船艉伴流场速度等值线及z/LAframax=-

0.01截面处水流速度分布图。由于船-船相互作用及浅水效应，截面处水流速度

较来流速度高，且随着横向间距的减小，船舶间水流速度显著升高。这必将导

致船舶间临近舷侧表面压力的下降，进而诱发船舶相互靠近，不利于驳运的安

全性。但对于Δy/LAframax=0.233工况，由于两船间距过于狭窄，船舶对水流形成

显著的阻塞作用，船体之间水流速度反较Δy/LAframax=0.324工况低。船体艉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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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船舶横向相对位置对船艉伴流场影响显著。当Δy/LAframax=0.233船艉伴流

场低速区显著高于其余工况，存在显著的流动分离。这将引起船舶总阻力的升

高。此外，该工况下，船舶边界层非常厚，伴流场不对称性显著，因此其侧向

力与转艏力矩较其余工况大。随着船舶横向间距增加，船-船相互作用呈现减小

趋势。对比Δy/LAframax=0.432与Δy/LAframax=0.648工况船艉伴流场计算结果，可发

现差异较小。 

 

 
a) Δy/LAframax=0.233 

 
b) Δy/LAframax=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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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Δy/LAframax=0.432 

 

d) Δy/LAframax=0.648 

图 6.23 不同横向位置工况下，速度分布及伴流场计算结果 

Fig. 6.23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versus Δy 

6.4.4 水深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分析 

6.4.4.1 水动力性能分析 

图6.24展示的是不同水深工况下，驳运船舶总阻力X (N)，侧向力Y (N)及转

艏力矩N (Nm)计算结果。以KVLCC2船舶水动力计算结果为例，当水深自

h/TKVLCC2 =3.0变为h/TKVLCC2 =1.2，KVLCC2船型总阻力增加了105%，侧向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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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85%，转艏力矩增加了约600%。而当水深自h/TKVLCC2 =3.0变为h/TKVLCC2 =18.0，

KVLCC2船型总阻力仅降低了3%，侧向力降低了约11%，转艏力矩降低了约90%。

即，当水深吃水比h/TKVLCC2 < 3.0，其水动力性能发生显著升高。因此，水深对驳

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显著，深水环境中驳运过程安全性将会有显著改善。这也

是驳运通常在深海中进行的主要原因。 

 

 

a) 总阻力 X                             b) 侧向力 Y 

 

c) 转艏力矩 N 

图 6.24 不同水深工况下，驳运船舶水动力计算结果 

Fig. 6.24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moment on the Aframax and the KVLCC2 versus h/TKVLCC2 

6.4.4.2 自由面波形 

图6.25给出了不同水深工况下，自由面波形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表明，由

于船舶间距较小，对船舶之间水流具有阻塞作用，进而导致船间水位较低。此外，

水深对自由面波形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水深的减小，尤其当h/TKVLCC2 < 3.0时，船

体之间水位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这必将导致船舶临近舷侧（Aframax左舷侧，

KVLCC2右舷侧）压力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使船舶侧向力的增加。而

h/TKVLCC2 =3.0与h/TKVLCC2 =18.0计算结果相差较小，即当h/TKVLCC2 > 3.0时，水深对

所研究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较小。因此，研究h/TKVLCC2 < 3.0水域船舶驳运

可行性及操纵性能时必须考虑浅水效应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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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TKVLCC2 = 1.2 

 
b) h/TKVLCC2 = 1.35 

 
c) h/TKVLCC2 = 1.5 

 

d) h/TKVLCC2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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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TKVLCC2 = 18.0 

图 6.25 不同水深工况下，自由面波形计算结果 

Fig. 6.25 Wave pattern versus h/TKVLCC2 

6.4.4.3 船表压力分布 

图6.26给出了不同水深工况下，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图中结果显示，随

着水深的不断降低，船底压力不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浅水效应引起船舶周围水

流加速所致。此外，计算结果还表明，随着水深不断下降，船体两舷侧压力差值

不断升高，这可能是由于船间水流速度增加，水位下降所致。因此，为保证驳运

船舶的安全性及快速性，建议选择水深较深（h/TKVLCC2 > 3.0）的水域进行驳运。 

 

 
a) h/TKVLCC2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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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TKVLCC2 = 1.35 

 
c) h/TKVLCC2 = 1.5 

 

d) h/TKVLCC2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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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TKVLCC2 = 18.0 

图 6.26 不同水深工况下，船表压力分布计算结果 

Fig. 6.26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versus h/TKVLCC2 

6.4.4.4 伴流场及船体周围水流速度分布 

图6.27展示的是不同水深工况下，船体周围水流速度分布及船艉伴流场分布

情况。图中结果表明，水深较浅时，船体周围流场低速区大，边界层厚，且流动

分离显著，不利于驳运船舶操纵性。随着水深的增加，该现象得到缓解。 

 

 
a) h/TKVLCC2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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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TKVLCC2 = 1.35 

 
c) h/TKVLCC2 = 1.5 

 
d) h/TKVLCC2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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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TKVLCC2 = 18.0 

图 6.27 不同水深工况下，速度分布及伴流场计算结果 

Fig. 6.27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velocity field contours versus h/TKVLCC2 

6.5 本章小结 

本章对驳运中Aframax与KVLCC2船型相互作用的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

模拟。首先以两个试验工况为基准算例，对驳运船舶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计

算，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进行了对比。测波点波高，船舶阻力、侧向力及转

艏力矩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一致性较好，说明本文采用的程序及数值方法在预

报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具备较好的可行性与可信度。同时，通过对船表压

力分布、自由面波形及伴流场等信息的分析，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了初

步解释。 

基于以上结果，本章数值研究了纵向相对位置、横向相对位置及水深对驳

运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对于不同纵向相对位置的工况，计算结果显示： 

1，当纵向距离较大时，船舶受力将使两船分开，而当纵向距离较小时，船

舶受力使两船相互靠近； 

2，船舶所受转艏力矩使两船向同侧转艏：当Aframax位于KVLCC2前方

（Δx/LAframax>0）时，转艏力矩使两船都向右舷侧转艏，当Aframax位于KVLCC2

后方（Δx/LAframax<0）时，转艏力矩使两船都向左舷侧转艏。 

对于不同横向相对位置的工况，计算结果显示： 

1，船艏受到的总阻力、侧向力及转艏力矩都随两船横向间距的增加而减

小。其中，侧向力及转艏力矩受两船横向间距的影响较总阻力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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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舶间的吸力，使船舶具有相互靠近的趋势。而转艏力矩却使得两船都

向右舷侧转艏。 

对于不同水深的工况，计算结果显示： 

1，水深对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影响显著：与深水域工况相比，浅水域中驳

运船舶总阻力系数升高约105%，侧向力升高约385%，转艏力矩升高约600%。研

究浅水域船舶驳运可行性及操纵性时，必须考虑水深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变化。 

2，当h/TKVLCC2 > 3.0，船舶水动力性能变化微弱。 

以上工作及结论表明： 

1，本文采用的程序及数值方法具备准确预报驳运船舶复杂粘性流场的能

力； 

2，重叠网格技术能够解决限制水域全结构化网格生成的难题，利于计算效

率的提升； 

3，流体粘性对驳运船舶伴流场影响显著，进而影响船舶的水动力性能。因

此，研究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须考虑粘性的影响； 

4，相对位置及水深对驳运船舶粘性流场影响显著，进而影响船舶水动力性

能。因此，研究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必须考虑水深影响及船-船相互作用； 

5，考虑自由面变化，不仅更加真实反应船体周围流场演化过程，还可为分

析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提供进一步数据支持，利于人们认识驳运船舶水动力性能

背后的物理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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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7.1 总结 

本文基于组内开发的CFD求解器，结合重叠网格技术，综合考虑流体粘性

及自由面变化，对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进行了数值试验，得到了作

用在船体上水动力，并基于流场信息对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了分析，展示了粘

性CFD方法在研究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方面的优势。主要工作涵盖四方

面： 

（1）以KVLCC2M船型为研究对象，结合静态重叠网格方法，数值预报了

船舶斜航运动复杂粘性流场及作用在船体上的水动力。首先，基于深水域

KVLCC2M斜航运动数值试验，对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船表压力分布及

伴流场等信息进行了研究。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较好，说明基于本文程序及

数值方法，研究船舶斜航运动粘性流场具有良好的可行性与可靠性。然后，进

一步研究了浅水效应及漂角对斜航运动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自由

面波形、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的剖析，对浅水效应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 

（2）以超大型油轮KVLCC2船型为研究对象，结合动态重叠网格技术，数

值预报了不同水深情况下纯横荡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通

过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在研究船舶纯横荡

运动复杂粘性流场方面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同时通过对比不同水深环境下，船

表压力分布及伴流场信息等细节流场的变化规律，研究了水深对船舶水动力的

影响规律及浅水域中船舶水动力性能特征。 

（3）数值研究了船舶通过第三组巴拿马船闸及乌江构皮滩升船机过程中复

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首先，以12000TEU集装箱船为研究对象，通过

数值模拟试验工况，对比计算结果与试验值，验证了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在预报

船过船闸过程中船舶水动力方面的可靠性。基于此，本文数值研究了航速、水

深及偏心距等因素对船过船闸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并据对

该过程中船表压力分布，自由面波高及伴流场等细节流场的分析，探讨了船舶

水动力性能变化规律。 后，以500吨内河船为研究对象，数值研究了船舶以不

同航速驶入驶出乌江构皮滩升船机时的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变化

过程，并通过对自由面波形演变过程，测波点波高历时，船表压力分布及伴流

场信息等计算结果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船过升船机过程水动力性能变化的机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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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超大型油轮KVLCC2及Aframax船型为研究对象，数值研究了浅水驳

运船舶相互作用的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首先，通过基准算例试验

结果与计算结果的对比，验证了利用本文程序及数值方法预报驳运船舶水动力

性能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基于此，通过对比不同横、纵向相对位置及不同水深

工况下，船舶粘性流场及水动力性能计算结果，研究了相对位置及水深对驳运

船舶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限制水域船舶典型运动的复杂粘性流场及船舶水动力性能的计

算，及对船体周围粘性流场细节的分析，直观表现了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特点

与宽阔水域的不同，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特征并更科学

的操纵限制水域运动船舶。此外，本文研究结果还表明重叠网格技术不仅便于实

现限制水域流场全结构化网格离散，提供计算效率，还能够方便解决限制水域运

动船舶大幅动边界问题。因此，重叠网格必将成为研究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

的重要技术手段。同时，本文通过对限制水域复杂粘性流场细节的分析，进一步

说明了流体粘性及自由面变化对研究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粘性CFD方法不仅具有与模型试验媲美的精度，且具备高效性、

经济性及可获得并长期保存所有流场信息等特点，必将成为研究限制水域船舶

水动力性能的重要手段。 

 

7.2 展望 

本文对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进行研究，预报并直观展示了限制水域中

浅水效应、阻塞效应及船-船相互作用对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但由于船型数

据、计算条件及时间的限制等，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 

(1) 对限制水域船舶多自由度运动进行数值研究，实现对限制水域船舶操

纵性能的直接预报。通过对船舶操纵性的直接预报，尤其当船舶运动幅值较大

时，避免了数据回归的繁琐，可直接给出限制水域环境下船舶运动轨迹，具有直

接、快速及高效等特点。 

(2) 综合考虑船-桨-舵相互作用，数值计算限制水域船舶自推进运动时的水

动力性能，更真实的还原船-桨-舵相互作用下，复杂粘性流场的变化过程及船

舶水动力性能，为进一步分析限制水域船舶操纵性及其物理机理提供更真实可

信的结果。 

(3) 对实尺度船舶在限制水域运动时的水动力性能进行预报。由于限制水域

船舶水动力性能与深水时存在显著不同，为准确预报实船在限制水域运动时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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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性能，更精确的预报限制水域船舶通行可行性，有必要对实尺度工况进行研

究。 

(4) 采用DES、LES等方法对限制水域运动船舶复杂粘性流场进行数值仿真。

由于粘性作用对限制水域船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较为显著，采用DES、LES等方

法实现对流场细节更为精准的预报，必可为深入探讨限制水域对船舶水动力性能

的影响机理提供更为丰富、可信且详实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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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的博士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四

年里，曾激情澎湃满心喜悦，也曾迷茫失措怅然若失。现在细细想来，识得可

识之人，做了可做之事，总算没有虚度，倒也幸运。随着时光推移，这一切都

将化作我人生的美好回忆与宝贵财富，值得收藏与珍惜。 

本文是在导师万德成教授悉心指导与亲切关怀下完成的。万教授学识渊

博、博闻强识，与之交流常给我以拨云见日般的豁然开朗之感，让我在科研道

路上少走不少弯路。万教授治学严谨，为人和蔼可亲，不仅尽自己所能为我搭

建了优秀的科研工作平台，更像一位亲人、长辈，教会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

理。现在想来，常有因耽于玩乐而至学艺不精，未能为师门多贡献自己力量之

愧。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感谢万教授在学习与生活中的关心与帮助！

更愿万教授身康体健，桃李满天下！ 

衷心感谢陈作钢研究员、董国祥研究员、傅慧萍副教授、范佘明研究员、付

世晓教授、廖世俊教授、李晔研究员、张怀新教授、朱仁传教授、周伟新研究员、

邹早建教授及邹璐老师等在开题、预答辩及答辩时给予的指导与帮助！ 

感谢四年学习生涯中朝夕相处、共同奋斗的兄弟姐妹：王吉飞、曹洪建、

张雨新、端木玉、沈志荣、唐振远、王建华、赵伟文、程萍、张友林、朱怡、

陈翔、庄园、刘正浩、刘远传、周胡、叶海轩、赵文超、查若思、张晨亮、何

佳益、杨亚强、李鹏飞、李海洲、尹崇宏、吴建威、刘晓义、孙涛、彭耀、罗

天、吴惠宇、艾勇、何东亚、付博文、夏可、饶成平、金圣赫、刘曾、徐妲

莉、崔继峰、Umer、Raees、杨鹏等，感谢你们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

帮助，是你们让我的学习和生活变得丰富而精彩，也祝愿各位前程似锦！ 

感谢一起来交大求学的任少飞、段斐及室友饶志强，谢谢你们在在生活上给

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愿到哈工程教学的任少飞科研成果累累，祝段斐、饶志强再

攀科研高峰！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亲戚、朋友，是你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一步步的成

长为现在的我，在此对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姐姐、哥哥，还有妻子及其家人。感谢父母

把我养育成人，并用默默的付出无私的支持我求学至今，谢谢你们！愿父母身

体健康，晚年幸福！姐姐哥哥都已成家，生活安定，希望他们家庭幸福，平安

康健！我的妻子四年前陪我来到上海，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的生活。虽然非常

辛苦，但从来没有怨言，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对待她。也要感谢岳父、岳母及其

家人对我的理解与支持，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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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关心并支持我的人，四年时光已经过去，唯留美好在我

心中。在未来，我依旧会牢记“船建人”的使命与责任，努力为国家海洋事业的

发展贡献力量。精忠报国志常在，不负辛劳三十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