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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桨舵相互作用的重叠网格技术数值方法 

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值方法的飞速发展，计算流体力学方法（CFD）开始活跃于

船舶与海洋工程的各个领域当中，已有越来越多研究工作基于 CFD 方法开展研究。

然而 CFD 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中的发展一直受困于多个瓶颈。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动网格技术。在实际船舶工程问题当中，船舶上会安装螺旋桨、舵等活动附体。这些

活动附体会对船体的受力和运动等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处理这类船、桨、舵相互作用

的问题上，不仅需要处理船舶在自由面上的六个自由度运动，同时还需要考虑螺旋桨

和舵相对于船体的旋转运动。传统的动网格方法很难同时处理船、桨、舵三者的耦合

运动。重叠网格方法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并实现船、桨、舵相互作用的

数值模拟。重叠网格技术可以破除物体与网格之间的约束关系，能够使船体在自由面

上拥有大幅度六自由度运动的同时，让各类附体相对于船体自由地转动。在重叠网格

的帮助下，能够有效解决船、桨、舵相互配合等复杂问题的计算。 

本博士论文的目标是基于开源代码 OpenFOAM，深入研究和开发重叠网格技术，

并使用重叠网格技术来实现船、桨、舵相互作用等问题的数值计算。本文在基于

OpenFOAM 的数值方法、数据存储方式以及非结构网格的特点上，利用 SUGGAR 程

序生成重叠网格的插值信息，开发出了重叠网格模块。在该模块的开发过程中分为静

态重叠网格和动态重叠网格方法两部分。 

在静态重叠网格开发中，完成了并行化等功能的优化，提高计算效率，并统一模

块接口，使 OpenFOAM 中的任意控制方程均可以通过该模块来实现重叠网格方法。

在并行化过程中，将用于重叠网格通信的插值信息进行重新编号和有效分块，并利用

MPI 将每块的插值信息传递给对应进程。在插值信息分块过程中，根据网格区域分

块的结果进行有效处理，只传递给每个进程所需的信息，避免多余信息的传递，以提

高并行效率。与此同时，为了提高重叠网格模块的通用性，并且使其能够用于其它问

题以及数学模型当中，本文利用了 C++语言中的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公用接口采

用抽象类的方法，使函数接口统一。 

在动态重叠网格的开发中，本文完成了多级物体运动模块的开发以及通信模式

的优化。在多级物体运动模块中，船体作为父物体在自由面上进行六自由度运动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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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螺旋桨和舵作为子物体还能相对于船体进行转动。利用该模块可以实现船、桨、

舵相互配合等问题的 CFD 计算。同时本文基于 MPI 完成 OpenFOAM 与 SUGGAR 之

间的通信模式的优化。该优化方法将 OpenFOAM 与 SUGGAR 分别置于不同进程中

运行，并利用延迟算法，使两者能够同时进行计算，有效解决普通动态重叠方法中

CFD 计算进程闲置的问题，从而大幅度减少动态问题中的计算时间。 

为了有效解决计算船舶水动力学中的船、桨、舵配合等问题，本文将重叠网格方

法与开源 CFD 工具箱 OpenFOAM 相结合，开发出面向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动力学的

数值求解器 naoeFoam-os-SJTU。该求解器具有动态重叠网格的处理计算能力，以及

针对重叠网格方法所开发的多级物体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块，能够用于实现船、桨、舵

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耦合等复杂问题的计算。 

为了验证该重叠网格模块以及展示重叠网格方法在处理各类复杂问题时的能力，

本文进行了自航推进、自航操纵和带桨耐波性三部分算例的验证。第一部分是 KCS

的自航推进问题。利用重叠网格，解决螺旋桨在船后的旋转问题，完成 KCS 带桨的

自航推进问题的计算，并得出 KCS 的自航推进因子。第二部分为船舶带桨、带舵的

自航操纵问题。在自航操纵计算中，船舶具有六个自由度的运动，并且由螺旋桨提供

船舶前行的推力、由舵提供船舶转向的力矩。计算的算例包括 KCS 的 Z 形操纵模拟、

全附体 DTMB 5415M 模型的 Z 型操纵和回转操纵试验计算。第三部分增加了波浪的

因素，计算 KCS 船模在波浪中的螺旋桨推进和船体运动问题。所有算例中的螺旋桨

和舵均通过重叠网格方法进行离散，并且能够相对船体进行旋转，以进行船、桨、舵

的整体模拟。三部分算例均有模型试验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并得到令人满意的

比较结果，充分验证了重叠网格方法在处理这类船、桨、舵相互作用问题上的有效性

和准确性。通过这三部分算例的计算和验证，证明了重叠网格方法能够实现传统动网

格方法所无法实现的船、桨、舵配合等复杂问题的计算，大幅扩展 CFD 在船舶水动

力学中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CFD，重叠网格，OpenFOAM，naoe-FOAM-SJTU，naoeFoam-os-

SJTU，自航推进，操纵性，耐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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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OVERSET GRID TECHNIQUE FOR 
HULL-PROPELLER-RUDDER INTERACTIONS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computer techniques and numerical method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research tools in the field of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FD are impeded by several 

bottleneck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is the dynamic grid technique. In practical ship 

engineering, ships are appended with propellers, rudders and other appendages that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hip motions. In real situation, the movement of ship hull, rudders 

and propellers are fully coupled. The ship has full 6DoF motions in free surface. In the 

meanwhile, the rudders and propellers are moving or rotating with respect to the ship hull. 

The conventional dynamic grid approaches, such as deforming and sliding grid methods are 

difficult and inefficient to handle the movements of ship hull, rudders and propellers 

simultaneously. The overset grid approach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described 

above. The simulation of hull-propeller-rudder interactions can be handled by this method. 

Overset grid method removes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mesh topology among different objects 

and allows grids to move independently within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The 

computations such as self-propulsion and free maneuvers with moving propellers and 

rudders in calm water or wav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handled by traditional dynamic 

grid approaches, can be solved by the overset grid method. 

The objectiv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develop the overset grid technique based on the 

open source code OpenFOA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set grid module is based on 

the numerical methods from OpenFOAM including the cell-centered scheme and 

unstructured grids. SUGGAR program is utilized to generate the domain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DCI) for the overset grid interpol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static overset grid method, 

in which the module is fully parallelized and the interface is unified so that it can be applied 

to all of the governing equations in OpenFOAM. In parallelization, the DCI is renumbered 

and decomposed. Each block of DCI is sent to the specific processor and the size of the 

block is minimized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scalability. In addition, the interface of the 

overset gird module is unified by an abstract class based on the idea of the object-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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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ing in C++ language. Almost all the governing equations in OpenFOAM can be 

used for the overset grid method using the unified module interface.  

The second part is dynamic overset grid method, where a full 6DoF motion module 

with a hierarchy of bodies is developed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penFOAM and 

SUGGAR is optimized. In the hierarchy of bodies, the ship hull (parent) has 6DoF mo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earth on the free-surface while the rudders and propellers (children) can 

move relatively to the ship hull. Besides, OpenFOAM and SUGGAR are running 

simultaneously in different processors using the lagged mode, which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idle time issue for CPU processors in conventional dynamic overset grid approaches. 

Based on the overset grid module and OpenFOAM, a new solver named naoeFoam-

os-SJTU is developed. The new solver has the overset grid capability and a full 6DoF 

module with a hierarchy of bodies, allowing the ship and its appendages to move 

simultaneously. This solver can be applied for the investigations of hull-propeller-rudder 

interactions.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developed overset grid module and naoeFoam-os-SJTU solver, 

three categories of validation cases including self-propulsion, free maneuvering and 

seakeeping are performed. The first one is a self-propulsion test of the KCS model with a 

rotating propeller. The self-propulsion factors are obtained through full CFD computations 

including open-water test, towed condition and self-propulsion. The second category is free 

maneuvers with moving propellers and rudders. All of the propellers and rudders are 

modelled by overset grids. Two ship models are investigated in the free maneuvers. The 

first one is the KCS model, on which 15/1 and 10/10 zigzag maneuvers are carried out. The 

second ship model is fully appended DTMB 5415M, where one turning circle maneuver 

and one 20/20 zigzag maneuver are performed. The third category includes incident waves. 

The computations of KCS model with a rotating propeller in head waves are carried out. In 

all cases, the rudders and propellers are fully discretized by overset grids. These appendages 

are able to rotate with respect to the ship hulls and provide the thrust forces and turning 

moments for the ship. The experimental data are available for validation in all cases. The 

comparisons show good agreements with measurements, indicating the fine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of the overset grid method. The validation cases show that the overset grid 

method is able to handle complex ship hydrodynamic problems such as hull-propeller-

rudder interactions, which cannot be handled by traditional dynamic mesh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set grid technique can extend the applications of CFD methods. 

 

Keywords: CFD, overset grid, OpenFOAM, naoe-FOAM-SJTU, naoeFoam-os-SJTU, 

self-propulsion, maneuvering, sea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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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数值方法的飞速发展，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简称 CFD）在 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并在各

个领域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当中，CFD 快速的发展超越

了人们的预期。在 CFD 的帮助下，研究人员能够更充分地研究船舶的粘性流场，更

深入地分析其中的物理现象，并且可以取得更高的计算精度。与基于无粘性甚至是线

性假设之上的传统理论相比，CFD 方法采用了更接近流体真实流动的数学模型，计

算出来的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况。CFD 方法的这种特性能够使其胜任众多的船舶水动

力学问题的计算，包括快速性、耐波性、操纵性以及船型优化等。同时，通过 CFD

方法能够获得流场中任意位置的信息，有利于人们对物理现象以及其背后的流动机

理进行更深入地研究。CFD 的计算结果还可以给试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进一

步优化试验流程，减少试验成本，并为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提供参考。因此，CFD 方

法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以及深远的发展前景。然而，船舶与海洋工程中的流动问

题较为复杂，许多时候船或海洋平台在水中是处于运动状态的，这就要求数值计算能

够处理边界的运动和变形，特别是当模拟带有螺旋桨和舵的流动问题时，需要考虑

船、桨和舵三个物体边界的运动，这给数值计算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开发一套能

够较好地模拟船、桨、舵的复杂流动问题的 CFD 求解器对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具有

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存在一些 CFD 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工程问题中，这些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

两类：基于 Euler 描述法的有网格法以及基于 Lagrange 描述法的无网格粒子法。无

网格法 近新兴的一类 CFD 方法，比较适合处理自由面的大变形问题，发展较为迅

速，但无网格法计算量较大，难以实现工程实际中复杂流动问题的模拟。有网格方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更稳定、更精确的数值方法，在科研和工程领域中被广泛采

用。但是有网格法的发展也存在诸多瓶颈，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点是在动网格的处理能

力上。船舶在海面上具有六个自由度的运动，并且在波浪力的作用下，船舶的运动规

律极其复杂。正常航行的船舶上安装了螺旋桨和舵等附体。当螺旋桨旋转和舵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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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对船体的受力和运动产生较大的作用。因此，要准确地模拟计算船舶的运动，

并考虑螺旋桨、舵等附体对流场以及船体的作用，就必须要让网格“动”起来。传统

的动网格技术，如变形网格和滑移网格等，很难满足这种要求。目前主流的动网格方

法之一是变形网格方法。该方法通过网格的变形来实现物体的移动。但这种方法局限

于小幅度运动的处理。一旦物体运动幅度增大，网格就会严重变形、扭曲，导致网格

质量下降，甚至计算发散。因此，变形网格方法很难处理船舶与海洋结构物大幅度的

六自由度运动问题。滑移网格是另外一个常用的动网格方法。这种动网格方法能够处

理沿直线平移或者绕着固定轴旋转等网格运动。滑移网格方法常被用于船桨配合等

问题中，但是这网格方法只适用于简单的单个自由度运动，并且运动轨迹固定。滑移

网格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仅限于船舶固定、螺旋桨在船后旋转的情况。一旦船舶拥有较

大幅度的运动，并且同时考虑螺旋桨的旋转时，滑移网格就难以适用了，并且当船后

布局较为紧凑时，螺旋桨滑移网格的划分难度就大幅度增加。目前的研究当中，有将

变形网格和滑移网格相结合的方法。该方法虽然能够改善变形网格和滑移网格的相

关问题，并结合两种动网格方法的优点，但是本质上依然没有突破网格运动上的局限

性。正是由于传统动网格技术上的局限性，使 CFD 在船舶工程应用过程中，始终很

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船体大幅度运动和船、桨、舵耦合的 CFD 模拟计算。 

重叠网格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类动网格问题，从而实现船、桨、舵相互作用的数

值模拟。重叠网格又称 Chimera[1–4]、Overlapping[5–8]或者 Overset[9–15]。该方法是将模

型中每个部分单独划分网格，然后再嵌套入到另一个背景网格当中。网格之间会存在

网格重叠的部分。在去除物面内部的单元和多余的重叠单元之后，通过在网格重叠区

域互相插值，使得每套网格可以在重叠区域的边界进行数据的交换，以完成整个流场

的求解。 

在处理船舶水动力学问题时，重叠网格技术能让 CFD 计算复杂的几何形状，包

括船体表面上的附体以及船尾的螺旋桨和舵，并且能够利用该方法对特定位置（如自

由面、船尾伴流场等）进行局部加密，使求解器能够更精确地捕捉这些特定位置的流

场，同时能避免因全局加密所导致的网格数量剧增。 

在处理动态问题的计算中，重叠网格技术可以解除物体与网格之间在拓扑结构

上的约束关系，能够让各物体在计算域内自由地运动，不受网格结构的影响。基于这

个特点，重叠网格技术不仅能够用于模拟船舶大幅度的六自由度运动，而且能够允许

船体的各个部件单独运动，实现物体的多级运动,比如船舶在波浪上运动的同时，螺

旋桨和舵绕着固定在船体上的转轴进行转动。重叠网格的这些优点，可以弥补传统动

网格技术的劣势，实现船舶的大幅度运动，以及船、桨、舵运动耦合等复杂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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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 数值计算。在重叠网格的帮助下，可以突破由于动网格技术所引起的发展瓶颈，

实现诸多过去无法计算的问题。 

此外，重叠网格技术有着广泛的技术应用背景，不仅能够应用在船舶水动力学

中，还能够应用在海洋工程、海上浮式风机、水下工程、航空航天等领域当中。因此

实现和掌握重叠网格技术，为后续该技术在其它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掌握和开发重叠网格技术，是求解船舶大幅度的六自由度运动、船桨

舵相互作用等复杂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对突破 CFD 方法在动网格技术上的瓶

颈，推动 CFD 方法在船舶水动力学以及其它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计算船舶水动力学的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综述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国外就已经陆续开始 CFD 方法在船舶水动力学中

的研究。这些较早开始 CFD 研究的国外机构，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和积累之后，

陆续形成了一些成熟的内部自主开发的（in-house）数值求解器，并且在船舶水动力

学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应用。 

东京大学的Hideaki Miyata等人是 早一批从事船舶水动力学CFD的学者之一。

从 1980 年代开始，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基于 CFD 的研究工作[16,17]，并开发了求解器

TUMMAC-IV。他们采用有限差分法（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DM）和 MAC（Marker 

and Cell）法，通过求解 Navier-Stoeks（N-S）方程来模拟船舶的兴波流场。Sato 等[18]

使用基于有限体积法（Finite Volume Method, FVM）的求解器 WISDAM-V，对 Wigley

和 S60 船模在迎浪情况中的运动响应进行计算。这是较早实现船舶在波浪上运动的

CFD 模拟工作之一。文中采用网格整体运动的方法来处理船体的运动，用 Density-

Function 方法来处理自由界面。Ohmori[19]则使用 WISDAM-V 求解器对船模进行斜

航、圆周运动（Circular Motion Test, CMT）以及平面运动机构（Planar Motion 

Mechanism, PMM）等约束船模试验的模拟。Orihara 和 Miyata[20]在求解器 WISDAM-

V 的基础上开发出兼容重叠网格的求解器 WISDAM-X。他们利用该求解器对一种集

装箱船型（SR-108）在迎浪中的运动响应以及波浪增阻进行求解和优化。日本 NMRI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Institute）的 Takanori Hino 早在 1987 年开始采用有限差

分法和 N-S 方程来求解船体的粘性流场[21]。后来 Hino 开发了基于有限体积法的求解

器 SURF（Solution algorithm for Unstructured RaNS with FVM）[22,23]。该求解器基于

非结构网格，使用了人工伪压缩法和 Level-Set 方法。随后，Hinatsu 和 Hino[24]利用



第一章 绪  论 

第 4 页 

动网格方法实现了 Wigley 在波浪上运动的模拟。Hino 和 Ohashi[25]使用 SURF 求解

器模拟高速单体船的喷水推进器，以及推进器和船体的相互作用。日本九州大学的

Hu 等[26–29]则开发了基于笛卡尔网格的 CIP（Constrained Interpolation Profile）方法，

对 2D 和 3D 液舱晃荡、浮式物体和船舶在波浪上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等课题进行了研

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美国 George Manson 大学的 Löhner 和 Yang[30]基于有限元方法（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提出了一套改进型基于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法（ALE）的动网格方法。

该方法通过求解一个考虑变扩散率（diffusivity）的 Laplace 方程来求得网格的移动速

度。其中扩散率是根据网格节点至物面距离计算得到。该方法使靠近物面处有相对均

匀的网格移动速度，从而保证了物面附近的网格质量。Löhner 等[31]在现有的有限元

和动网格方法的基础上，开发了一套基于非结构网格和求解自由面的求解器，并进行

了带升沉和纵倾的船舶流场计算[32]。Yang 等[33]对一个带有液舱的 LNG 船进行了在

迎浪和斜浪中运动的数值模拟，并考虑船体内液舱晃荡对船体运动的影响。 

 

 

 利用重叠网格技术模拟船与船在波浪上的相互作用 [15] 

 Simulations of ship-ship interactions in head wave by overset grid [15] 

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开发的 CFDShip-Iowa，是基于有限差

分法和 RANS/DES 方程的求解器，专门用于船舶水动力学的计算和研究。其开发始

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由 Stern 教授领衔的团队负责对其开发。经过 20 多年的开发与

实践，CFDShip-Iowa 已经成为目前船舶 CFD 计算领域当中的重要标志。它的应用范

围较广，可用于船舶水动力学的各个领域，包括阻力计算、耐波性预报、操纵性模拟、

船型优化、船体和波浪流固耦合、船桨舵的相互配合和控制。在早期，CFDShip-I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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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变形网格方法处理船舶的运动以及使用自由面追踪法来捕捉自由液面。

Weymouth 等[34]利用动网格技术和自由面追踪法对 Wigley 船模在迎浪中的运动问题

进行了数值模拟。Wilson 等[35]则对带附体舭龙骨的 DTMB5415 船模在静水中的自由

横摇以及在横浪中的横摇运动进行了计算，并对船体附近、尤其是舭龙骨所引起的流

场变化进行了分析。由于自由面追踪法和变形网格方法对自由面变形和船体运动的

处理能力有限，后来 Wilson 和 Carrica 等人在原有求解器的基础上引入了 Level-Set

方法和重叠网格方法。Carrica 等[15]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对 DTMB5512 船模在波浪中的

垂荡和纵摇运动进行求解，并利用重叠网格的特性，同时模拟了两艘船模在波浪中的

运动以及相互作用情况（见图 1-1）。Bhushan[36]使用了两种壁面函数模型（Two-Layer 

& Multilayer），分别对实船尺度下的两艘船型（Athena R/V 和 DTMB 5415）进行阻

力、自航、耐波性和操纵性等问题的计算和验证。关于重叠网格在船舶水动力学计算

的研究和应用将在第 1.4.2 节中详细介绍。 

随着 CFD 方法的被广泛应用，CFD 技术逐步成熟的同时，也诞生了不少商业化

的 CFD 软件。 

COMET 是较早通过求解 N-S 方程来研究船舶水动力学问题的软件之一。

Azcueta[37]在求解器 COMET 基础上，开发扩展出运动模块，利用刚体网格运动的方

法，分别对一种快艇船型及其三个改进型，通过一次性计算（in one go）求解出了静

水中的阻力、升沉和纵倾曲线，以及在迎浪、斜浪和横浪中的多个自由度的运动响应。

Azcueta[38]又对 LCS 系列船型（包括单体和双体船）进行静水阻力预报以及在波浪中

运动响应和波浪增阻的计算。 

ISIS-CFD 是另外一个比较知名的计算流体力学软件，起源于 1999 年， 早由

Ecole Central de Nantes (ECN)开发，后来由 NUMECA 推出商业版本。Wackers 等[39]

使用 ISIS-CFD求解器，利用变形网格方法，模拟了集装箱船在迎浪和斜浪中的运动。

Wackers 等[40]基于上述工作开发了自适应网格技术。该技术能够自动识别自由面或

者伴流场等流动剧烈变化的区域，并对这些区域自动进行局部加密。该方法可以应用

于船舶在波浪上的运动和动态自适应网格加密（见图 1-2）。 

CFX 是 ANSYS 公司旗下的一款商业化 CFD 软件。它在船舶水动力学中也有较

多的应用算例。Lübke[41]利用 CFX 软件的滑移网格技术，较早地实现了船舶与螺旋

桨配合的整体计算。Banks 等[42]使用 CFX 对 KCS 船模的静水阻力以及船桨配合进行

了数值计算。Rattanasiri 等[43]使用 CFX 研究了两个 AUV 在一起航行情况下的水动

力和流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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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CCM+是由 CD Adapco 公司所开发的商业软件。它起源于 2004 年，并且

是当今船舶与海洋工程中广为流行的商业软件之一。Simonsen 等[44]使用 STAR-

CCM+和 CFDShip-Iowa 对 KCS 模型在迎浪中运动响应和波浪增阻进行 CFD 计算，

并和试验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后来，Simonsen 等[45]又使用 STAR-CCM+对 KCS 模

型通过进行平面运动机构试验（PMM）的 CFD 计算，得到相关水动力导数，并基于

操纵性数学模型，利用计算得到的水动力导数，进行船模的 Z 形操纵和回转操纵的

数值模拟。 

 

 

 针对自由面网格自适应网格技术应用在船舶在波浪上运动 [40] 

 Adaptive refinement of free surface mesh for heave and pitch motions in waves [40] 

近年来，除了内部自主开发的（in-house）求解器和商用软件之外，还出现了第

三类 CFD 求解代码，也就是开源代码。由于开源代码的开放性和免费性，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当中典型的代表有 OpenFOAM[46]、OVERTURE[47]、PETSc-FEM[48]等。其

中，OpenFOAM 在船舶水动力学中应用 广泛。由于 OpenFOAM 不逊于商业软件的

功能和特性，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转移到 OpenFOAM 平台上。Moctar 等[49]在

2010 年哥德堡的船舶 CFD 水动力学研讨会[50]中分别使用 OpenFOAM 和 COMET 软

件对 KCS、KVLCC2 和 DTMB 5415 三种船型分别进行计算。其中 KCS 包含了静水

和迎浪两种工况；KVLCC2 计算了迎浪工况；DTMB5415 则是在静水中的横摇衰减

的计算。OpenFOAM 和 COMET 均得到了满意的计算结果。在部分结果中 OpenFOAM

要优于 COMET。美国的 NSWCCD（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 Carderock Division）

基于 OpenFOAM 平台开发出了求解器 NavyFoam[51]，专门用于船舶水动力学的 CFD

计算和研究。Jacobsen 等[52]在 OpenFOAM 的基础上开发一套数值造波和消波的工具

箱 waves2Foam，并将其源代码公布在网上，分享给相关研究人员使用。Chen 等[53]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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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OpenFOAM 模拟了海洋结构物与波浪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并在与试验测量的比较

中取得了良好的吻合程度。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的 CFD 发展的起步相对比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目前也有不少应

用在船舶水动力问题研究上的成果。其中大致可以分为船舶阻力预报和粘性流场的

计算、船舶数值水池建设和波浪增阻的预报，以及船桨配合与自航模拟的数值计算。 

在船舶阻力和粘性流场的计算方面，倪崇本等[54]提出一种预报船舶总阻力的方

法。该方法通过 RANS 方程求解船舶的粘性阻力，通过 Euler 方程求解出船舶的兴波

阻力。将这种方法有效结合，从而大幅度减少 CFD 在船舶阻力预报中的计算量。陈

康和黄德波[55]采用网格自适应技术对两种三体船型进行阻力预报。其计算结果在低

速时和试验值相吻合，但随着 增大（ 0.3），计算结果开始与试验值发生偏差。

这主要由于在计算高速航行的三体船时，并未考虑升沉和纵倾对船舶阻力的影响。王

硕等[56]使用 RANS 和 VOF 方法对一高速滑行艇在静水的水动力和粘性流场进行了

数值计算。倪歆韵等[57]分别对船舶在横向风和流的作用下进行数值计算。计算得到

的风载荷和流载荷与试验测量吻合较好。Ma 等[58]基于 RANS 方法对带固定舵的 KCS

船型在浅水近岸情况下进行水动力的计算，并考虑不同离岸距离和不同舵角对水动

力的的影响。杨春蕾等[59]分别使用 RANS 和 DES 方法对 KCS 集装箱船型的粘性流

场进行数值计算和不确定性的分析，并通过三套不同的网格进行计算，估算网格的误

差和不确定度。Wang 和 Zou[60,61]使用 FLUENT 和滑移网格方法，对船舶以恒定航速

通过闸门的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分析整个过程中船舶所受到的水动力以及流场

变化。Shen 等[62,63]基于开源代码 OpenFOAM，开发了面向船舶与海洋工程的求解器

naoe-FOAM-SJTU，其中 naoe 代表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并利用

该求解器完成船舶静水阻力和粘性流场的初步验证[64,65] 

在船舶数值水池的计算中，吴乘胜等[66–68]对基于 N-S 方法的数值波浪水池展开

初步研究，并对 Wigley 船模的在波浪中固定和自由运动的两种状态下进行计算以及

与试验的比较和验证。后来吴乘胜等[69]又对高速三体船在波浪中的运动和波浪增阻

进行预报，并与基于极细长体切片理论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谢云平等 [70]采用

FLUENT 软件，建立三维数值波浪水池，对 Wigley III 和 Model 5b 在迎浪中的运动

响应和增阻进行数值计算，并和试验结果进行比较。计算结果中，Wigley III 的波浪

增阻与试验值吻合较好，但是 Model 5b 船模则有较大误差。王硕等[71]使用 RANS 和

VOF 方法对一高速滑行艇在迎浪中的水动力和运动进行了数值模拟，并总结了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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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艇在迎浪中的运动规律。方昭昭等[72]利用 FLUENT 软件建立三维数值水池，计

算 WigleyIII 船模在迎浪和斜浪工况中的水动力，并与试验数据吻合较好。Yang 等[73]

使用 RANS 方法和变形网格方法对一船舶在不同航速下的强迫横摇和自由衰减横摇

进行数值模拟。肖龙飞等[74]在数值波浪水池中进行了 FPSO 舷侧波浪的数值模拟。

查晶晶等[75]尝试在 OpenFOAM 使用 VOF 放进行数值造波和消波。Cao 等[76–79]在

naoe-FOAM-SJTU 中建立数值造波水池，并进行了多种波形的制造和验证。Cao 等
[80,81]利用 naoe-FOAM-SJTU 求解器研究浮式结构物在波浪和锚链耦合作用下的运动

以及水动力。Shen 等[82–84]利用 naoe-FOAM-SJTU 求解器完成了对各类船型在波浪中

的耐波性的计算验证。Ye 等[85]利用 naoe-FOAM-SJTU 求解器完成 S-175 船型在迎浪

中的波浪增阻的预报。朱仁传和缪国平等[86–88]提出了将势流方法与CFD方法相结合，

采用势流方法给出船舶的运动规律，用 CFD 中的 VOF 方法模拟甲板上浪问题，对

甲板上浪问题进行数值模拟和研究。李裕龙等[89]将势流理论与开源代码 OpenFOAM

相结合，利用势流理论求解船体运动，利用 OpenFOAM 中的 VOF 方法来模拟液舱

内液体晃荡，来研究船体和液舱晃荡的耦合运动问题。 

在船舶的船桨配合与自航模拟当中，张志荣等[90]利用混合面法实现了 KCS 船模

与 KP505 螺旋桨配合的整体 CFD 计算。这也是国内较早实现船桨整体计算的文献之

一。王金宝等[91]使用 RANS 和 VOF 方法研究了在计及自由面的情况下船桨的相互作

用。王展智等[92]以某四桨水面船舶为计算对象，使用 MRF 方法计算分析了不同螺旋

桨布置对螺旋桨效率的影响。程捷等[93]以 DTMB5415 模型为研究对象，在忽略自由

面的情况下进行了平面运动机构试验的模拟。吴乘胜等[94]采用滑移网格方法对 KCS

船型和 KP505 螺旋桨配合下的自航因子以及实船功率进行预报。杨春蕾等[95]分别使

用动量源法、MRF 法和滑移网格法来表述螺旋桨，并进行船、桨、舵相互干扰的数

值计算。申辉等[96]利用使用 MRF 方法研究一半潜式平台的动力定位系统与平台的相

互干扰作用。 

综上所述，CFD 在国内的船舶水波水动力学的应用和研究中也得到了飞快的发

展。在 2010 年的哥德堡船舶 CFD 研讨会[50]上，已经出现了不少来自于国内的研究

工作[97–101]，这也暗示了国内船舶 CFD 的研究步伐已经逐步赶上了国际发展的水平。

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外商业软件的使用上，仍然缺乏求解器软件

的自主开发和数值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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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桨舵配合数值计算的研究与进展 

船舶、螺旋桨以及舵之间相互配合是目前 复杂的船舶水动力学问题之一。三者

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螺旋桨的抽吸作用会改变船尾流场以及船体表面压力。

船尾的伴流场的变化同时会对螺旋桨推力和舵的侧向力产生影响。由于转舵所引起

的转向力矩的变化，会导致船舶航行方向和姿态发生变化。船舶航行姿态的改变，又

会伴随船尾伴流场的剧烈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螺旋桨的推进效率和舵的转向力矩。

由螺旋桨产生的剧烈变化的尾流场，同时又给舵的升力造成影响。因此，船、桨、舵

三者之间的作用是相互耦合的。忽略三者之一的任何因素都会导致错误的计算预报

结果。此外，螺旋桨的高速旋转、船后快速变化的流场和空泡等复杂因素的干扰，同

样给这类问题的研究带来的巨大的挑战。 

 螺旋桨体积力方法 

在早期 CFD 方法刚起步的时候，计算资源较为稀缺。研究人员通常会采体积力

模型方法来代替螺旋桨进行计算。由于螺旋桨复杂的几何形状，以及较大的计算量，

直接划分螺旋桨网格并进行整体计算是相对困难的。对于体积力方法，只需通过在动

量方程中添加相关源项，就可以表示螺旋桨对流场的影响。由于这种方法简单，易实

施，计算量小，因此在早期被广泛使用。在 1988 年 Stern 等[102]使用基于迭代法的体

积力模型实现了船、桨相互作用的计算。Kawamura 等[103]也是采用迭代推进的方式

将 RANS 求解器 WISDAM-V 和基于势流的螺旋桨模型相结合，通过相互迭代的方

式，实现船、桨配合的计算。Choi 等[104,105]采用类似方法，将基于涡格法的螺旋桨程

序 MPUF3A 和 CFD 软件 FLUENT 相结合，并对多艘商业船型的船、桨配合进行了

数值计算。文中通过 CFD 求得的船后伴流场作为 MPUF3A 的输入数据，然后根据

MPUF3A 得到的螺旋桨推力和扭矩，计算出螺旋桨盘面处的体积力，并加入到动量

方程中。两程序之间进行迭代，直至得到稳定结果。Phillips 等[106]将 RANS 方程和叶

素动量理论（Blade element momentum）相结合，对固定舵角下的 KVLCC2 船型进行

了船、桨配合计算，并使用该方法计算了用于操纵性模型中的水动力导数。此外，在

2005 年的东京 CFD 研讨会[107]上公开了 KCS 船型的船、桨配合的试验数据，因此有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基于 KCS 船型进行船、桨配合的数值计算和验证。Tahara

等[108]使用 Flowpack 求解器和螺旋桨体积力方法对 KCS 船型的船、桨相互作用进行

了数值计算。Fu 等[97]以及吴召华等[109]则是将 RANS 求解器和描述型的 Hough 和

Ordway 体积力模型相结合，对 KCS 船型的自航性能进行了数值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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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桨配合的问题当中，体积力方法可以高效地计算船、桨配合问题。由于该

方法的计算量小，容易实施，在早期被广泛运用于船、桨配合的数值计算当中。但是

由于这种方法基于较多的假定条件，比如无粘条件以及无限桨叶等假定条件，因此在

整体计算精度上有所欠缺，并且无法精确计算船尾和螺旋桨之间的流场。 

 滑移网格方法 

由于体积方法在计算精度上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开始采用计算精度更高的直接

划分螺旋桨网格的方法。通过直接对船体和螺旋桨进行网格的整体划分和计算，从而

精确地捕捉船、桨之间的流场以及精确预报船、桨的水动力性能。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快速增加，直接划分螺旋桨网格所引起的计算量的增加已经在可

承受范围之内，并且随着非结构网格技术的发展，对于螺旋桨这类复杂曲面的网格划

分难度大幅度减小。因此这类直接划分螺旋桨网格的方法，在船、桨配合的计算中已

经开始被广泛采用。 

在目前所有处理螺旋桨网格的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是滑移网格方法。滑移网格

方法是对螺旋桨划分一个圆柱面网格，并在这个圆柱面网格内进行螺旋桨网格的生

成。在圆柱表面设定滑移边界，使螺旋桨网格可以在圆柱面内自由地旋转，并 终实

现对船体和螺旋桨整体计算的目的。 

与滑移网格方法类似的是多重参考系（MRF）方法。该方法是在移动区域内建立

起相对于静止区域的旋转坐标系。与滑移网格方法 大的区别是在运动区域内网格

不发生运动。MRF 方法是假定在流场充分发展后的定常情况，优点是收敛速度快，

但缺点是无法精确捕捉螺旋桨的非定常流动，在计算结果上稍逊于滑移网格方法。因

此，相比滑移网格方法，MRF 的实际应用相对较少。 

Lübke[41]在 2005 年使用商业软件 CFX 和滑移网格方法对一固定姿态的 KCS 船

型在叠模工况下进行了带螺旋桨的自航计算。在五年之后的 2010 年哥德堡船舶 CFD

研讨会[50]上，有更多的国外学者[100,110–112]使用采用滑移网格方法对固定姿态的 KCS

的自航模拟进行了研究。在我国也有相关的工作展开。Zhang 等[113]分别使用体积力

模型和滑移网格法对 KCS 船型的船、桨配合进行数值计算。沈海龙和苏玉民[114]基于

DES 模型和滑移网格方法，对 KCS 集装箱船型的船、桨相互干扰的水动力性能进行

了计算预报。沈兴荣等[115]使用滑移网格方法和 FLUENT 软件研究了螺旋桨对舵表面

上压力分布变化的影响。杜云龙等[116]使用相同的动网格方法计算研究原型和改进船

型之间的推进性能变化，并考虑了舵对其中水动力性能的影响。王骁等[117]将 MRF 方

法和滑移网格方法相结合，用滑移网格方法来实现双螺旋桨的旋转，用 MRF 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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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船体的定常回转运动，并以双桨双舵的 MARIN 7963 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悬臂

回转试验的数值模拟，以研究船、桨、舵配合下的船体周围流场。滑移网格方法在潜

艇的自航推进计算也有一定的应用。杨琴等[118]利用滑移网格方法对全附体 SUBOFF

进行了自航试验的数值计算。姚震球等[119]使用滑移网格方法，计算和比较了潜艇带

桨和不带桨情况下尾流场的区别。张楠等[120,121]基于滑移网格方法，对一潜艇在浸没

于深水和靠近自由面的两种状态下进行了推进性能的计算。 

从上述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滑移网格方法已经被广泛用于船、桨配合的数值计算

之中，并且具有较高的精算精度，以及能够精确捕捉船、桨之间的粘性流场。虽然有

的研究工作将舵的作用考虑在内，但是舵和船均是固定的，无法实现计算过程中进行

舵的转动。由转舵所产生的转向力矩，以及螺旋桨对船体运动的影响无法在这类方法

中实现。这类方法并没真正意义上实现船、桨、舵相互作用的数值计算。从宏观意义

上讲，这类计算问题仍然可以认为是定常问题。船、桨、舵配合的计算不仅需要螺旋

桨的旋转，同时还要兼顾船体自身的六自由度运动以及舵的转动。滑移网格方法无法

同时处理这些运动。 

 操纵性数学模型方法 

目前研究船、桨、舵配合并进行自航操纵性数值计算的主要手段是基于操纵性数

学模型和相关水动力导数。这种方法是基于模型试验或者 CFD 方法，进行平面运动

机构（PMM）等约束船模试或计算，得到相关水动力数后，再根据操纵性数学模型

进行船、桨、舵配合的操纵性模拟。目前这种方法被较广泛地采用。Simonsen 等[45]

分别利用 CFD 计算得的和 EFD 测量得到的 PMM 数据，根据操纵性数学模型，对

KCS 船模在静水中的回转操纵和 Z 形操纵实现进行模拟。Sadat-Hosseini 等[122]同样

也是利用类似方法，分别进行 ONR Tumblehome 船模的 PMM 试验和数值计算，获

取船模的水动系数，并基于操纵性数学模型，对该船模在波浪上的各类侧翻、骑浪、

周期性运动等各类现象进行了模拟。Zhang 等[123]使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方法从船舶约束试验数据中的获取水动力导数，并进行操纵性模拟。Kang

等[124]开发了一种针对单桨双舵的操纵性数学模型，基于约束试验和自航试验数据中

获取的相关水动力导数，进行 Z 形操纵和回转试验的模拟。其中，Z 形操纵的模拟结

果与试验吻合较好，但是回转操纵的运动轨迹却和试验偏差较大。Khanfir 等[125]利用

基于 MMG（Mathematical Modeling Group）表述方法的操纵性模型，对单桨双舵以

及双桨双舵的船型进行 Z 形操纵和回转操纵的计算，但是回转操纵的计算结果与试

验测量值普遍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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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基于操纵性数学模型的方法具有计算速度快等特点。一旦求得所有水动力

导数，就可快速进行多次模拟。然而，这类方法计算精度往往取决于数学模型的本身

和水动力导数的准确度，并且忽略较多的耦合的因素。在与真实试验测量比较中，仍

有较大的差距。在航速变化较大的时候，需要重新进行 PMM 试验或者数值计算，以

获取到新的水动力导数。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仅能得到船舶的运动轨迹和受力，无

法得到流场信息，因此无法从该方法的结果中观察船、桨、舵在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

物理现象，也无法对其中的复杂机理进行分析。 

 重叠网格方法 

在船、桨、舵配合的研究当中，为了得到更精确的自航操纵计算结果以及更详细

的流场信息，利用 CFD 方法进行数值求解是 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 CFD 方法对

船体、螺旋桨和舵的直接计算，可以完成对这类非定常问题的数值模拟，并且精确捕

捉船、桨、舵之间的复杂流场。但是，传统的变形网格和滑移网格方法很难实现在船

体运动的基础上叠加舵的转动，也没有类似螺旋桨体积力模型的简化方法能够在

CFD 计算中描述转舵对流场以及船体运动的影响。在现有的参考文献中，唯一能够

实现在船、桨、舵配合以及三者运动耦合的方法是重叠网格方法。Carrica 等[126]使用

重叠网格方法来实现舵相对于船的转动，从而完成对 DTMB 5415M 船型在静水中和

波浪中的 Z 形操纵和回转试验的数值计算。但由于其中的螺旋桨由体积力模型所代

替，因此计算结果与试验仍存在一定误差。Brogila 等[127]同样使用重叠网格方法对一

集装箱船型进行回转试验的 CFD 计算。通过重叠网格方法实现舵的转动，并由舵向

船舶提供回转力矩。作者使用不同的螺旋桨体积力模型来代替螺旋桨，发现由于缺乏

对螺旋桨侧向力的考虑，部分螺旋桨体积力模型在回转试验的计算过程中产生了较

大的误差。 

在上述文献当中，由于螺旋桨被体积力模型所代替，计算结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要实现完整的船、桨、舵数值模拟和自航操纵的计算，并精确捕捉到船、桨、舵

相互作用下的复杂流场以及水动力性能，就需要将船体、螺旋桨和舵以及所有附体进

行网格划分和离散。由于这种方法的网格运动复杂（螺旋桨和舵分别绕着两个不同的

旋转轴进行旋转）、计算量之大、计算难度之高。在现有的文献当中，相关成果较少，

并且均是通过重叠网格方法来实现。重叠网格不仅能够处理船体的六自由度运动，还

能在船体运动的基础上同时处理螺旋桨和舵的旋转运动。根据目前的参考文献中，

早通过这类方法实现自航操纵性模拟是 Carrica 和 Stern[128]。他们利用重叠网格方法

来分别划分螺旋桨和舵的网格，对 KVLCC1 船型进行回转和 Z 形操纵的直接 CFD



第一章 绪  论 

第 13 页 

模拟，但是由于该文中舵支承被简化，导致有效舵面积增大，以至于计算得到的转向

性能高于试验值。Mofidi 和 Carrica[129]改进该问题，使用重叠网格对 KCS 船型的舵

支撑和舵面进行更精确的划分，保证了有效舵面积不变，同时还划分了螺旋桨网格，

进行了两个 Z 形操纵试验的计算，并得到良好的计算结果。此外，由于重叠网格强

大的适应能力，这种船、桨、舵直接计算的方法还能扩展到波浪中去。Carrica 等[130]

通过重叠网格法，利用重叠网格将 ONR Tumblehome 船模的双桨和双舵进行划分，

并进行了该船模在斜后浪中侧翻过程的 CFD 计算。 

因此重叠网格方法是实现船、桨、舵同时运动以及自航操纵计算的 有效和 精

确的数值方法之一。重叠网格能够实现船体自身运动的基础上叠加上螺旋桨以及舵

的旋转运动，并直接计算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耦合关系，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

船、桨、舵相互作用和自航操纵的数值计算。 

 重叠网格技术的研究与进展 

 发展历史 

重叠网格技术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当今所使用的重叠网格核心

思想 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后半段以及 80 年代期间，由 NASA Ames 研究

中心所提出的方法。在当时，重叠网格方法被称之为 Chimera 网格，来自于希腊神

话。1983 年由 NASA Ames 研究中心的 Benek 等[1]所发表了关于重叠网格的文章。

在该文章中通过求解 Euler 方程，对圆柱、机翼绕流等问题进行模拟和验证。在 80

年代，他们又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重叠网格方法和应用的文章[2,3]，这也是可以追溯

到的关于该方法的早期文献。2009 年，Chan[12]对重叠网格在 NASA 研究中心的发展

做了详细的回顾。当时该方法主要是用于航空航天领域中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并在那

个领域逐渐发展成熟。其典型代表就是应用在 NASA 所开发的 OVERFLOW 求解器

上[131,132]。 

为了能让更多的求解器支持重叠网格方法，NASA开发了PEGASUS系列[10,133]。

该程序的功能就是将用户输入的网格信息进行挖洞和插值，生成插值信息提供给求

解器进行流场的求解。这些插值信息建立起了多个相互独立网格之间的信息通道。其

中 PEGSUS 4[133]是 PEGASUS 早期的版本之一。图 1-3 展示了利用 PEGSUS 4 组建

的波音777-200型飞机的表面重叠网格，并且采用OVERFLOW求解器进行计算[134]。

但是 PEGSUS 4 需要用户输入大量信息来完成插值任务，包括指定挖洞边界、插值

边界等。因此前期工作量相当之大，导致该波音 777-200 型重叠网格的组建耗时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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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NASA 重写了 PEGSUS 4 的代码，推出了 PEGASUS 

5[10]。其 大的特点可以自动完成插值任务，以减小用户在前期的工作量。在图 1-3

波音 777 的算例中，使用相同的体网格，重叠网格的组建工作从原先的 32 个工作日

大幅减小至 3 个工作日，孤点（Orphan）的数量从 5600 个减小至 1200 个[10]。虽然

目前 PEGASUS 5 仍在不断开发中，并且支持了单元中心（Cell-Centered）的流场数

据存储格式[135]，但该版本也有很多局限性。比如只支持结构化网格，不支持非结构

网格。因此，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求解器开始采用有限体积法和非结构网格方法的时

候，PEGASUS5 这种局限性也使得它很难被广泛用到其它的求解器中。 

这类早期的重叠网格技术均是基于结构化网格。对于复杂的几何曲面，需要多块

网格在物面上进行重叠。物面上的每一个部件，如飞机机翼等，都需要若干重叠网格

将部件表面包裹，并且在物面上保证有足够的重叠面积。一旦重叠面积不够，就会产

生大量孤点，导致计算结果产生偏差和计算过程的不稳定。结构化重叠网格的构建过

程需要工作人员进行反复尝试和调整，并耗费大量的工作时间。因此，在复杂几何上

构建结构化的重叠网格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随着非结构网格技术和应用的发展，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基于非结构网格的重叠

网格技术。Nakahashi 等[136]在 2000 年提出一种基于非结构网格的重叠网格方法。在

该方法中，使用一整块非结构网格来描述复杂的几何曲面，从而有效避免在物面上生

成多块重叠网格，大幅度减少重叠网格的装配时间。由于非结构网格能够处理任意复

杂的几何形状，后来该方法被用于超音速飞机和助推器的分离[137]、黄蜂飞行[138]等具

有复杂几何曲面的问题研究中。 

在 2005 年，Ralph Noack[11]编写了同时适用于结构网格和非结构网格的插值代

码 SUGGAR（Structured, Unstructured, and Generalized overset Grid AssembleR）。该

程序不仅能够支持非结构网格，而且还能支持单元中心存储的数据格式，并且专门针

对动态问题所设计，计算效率较高。同时为了让 SUGGAR 更容易地兼容其它普通求

解器，Noack[139]开发了函数库 DiRTlib（Donor interpolation Receptor Transaction 

library）。该函数库的特点就是能够帮助普通的求解器读取由 SUGGAR 生成的插值

信息并实现重叠网格的插值。SUGGAR 有较为广泛的应用范围。它既可以用于基于

结构化网格的求解器上，如 CFDShip-Iowa V4.0[15]和 V4.5[140]以及 OVER-REL[141]等，

又可以适用于基于非结构化网格的求解器上，如 Cobalt[142]、HYB3D[143]以及

USM3D[144,145]、FUN3D[146]等。如图 1-4 所示，SUGGAR 可以同时处理结构化的六面

体单元，也能处理非结构的四面体单元。Noack 等[147]在 2009 年推出了 SUGGA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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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本 Suggar++。该程序代码改用 C++语言重新编写，大幅提高计算效率，支持

并行计算，并逐渐代替 SUGGAR，成为目前主流的重叠网格插值程序之一。 

 

 波音 777-200 的表面重叠网格 [12,148] 

 Surface overset grid of Boeing 777-200 [12,148] 

 

 利用 SUGGAR 进行结构化和非结构重叠网格的组合 [11] 

 Assembling of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grids by SUGGAR [11] 

在开源代码 OpenFOAM 方面，由于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也有研究人员

开始尝试在其中加入重叠网格功能。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里大学 Boger 等[149] 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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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FOAM 中实现了重叠网格方法。他们基于 Sugar++ [147]以及 DiRTlib 函数库[139]

开发了用于 OpenFOAM 的重叠网格链接库 foamedOver。在前文中已经提到，

Suggar++是 SUGGAR 的升级版本，具有并行化等功能。DiRTlib 函数库的作用是大

幅度减少开发重叠网格的难度。但是，在目前有限的公布的参考文献中，foamedOver

仅有一些简单问题的计算和验证，尚未被应用到复杂问题中去。 

在我国重叠网格技术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并且主要集中在空气动力学上。许和勇

等[150–152]开发了一种基于非结构网格的动态嵌套（重叠）网格方法，并利用该方法求

解 Euler 方程，对直升机的旋翼与机身干扰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数值模拟和研究。在

该方法中，重叠网格的生成是基于一块整体网格。通过人工给定静止边界和运动边界

的来实现重叠网格的划分和重叠区域的判定。但是由于静止边界和运动边界在计算

过程中保持固定，因此该方法只能处理绕固定轴的旋转问题，有较大的局限性。Zhao

等[153]基于单元中心格式的有限体积法，对 Inverse map 方法[154]进行改进，提出了一

种新的贡献单元算法 PSSDE（Pseudo-Searching Scheme of Donor Elements），并使用

结构化重叠网格对一直升机旋翼进行计算和验证。叶靓等[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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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该方法仅局限于背景网格是笛卡尔网格的情况。田书玲等[156–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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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人

工干预，并利用该方法对机翼扰流、三维机翼外挂物投放、直升机前飞等非定常问题

进行了数值计算。该方法体现了动态重叠网格在处理非定常运动物体上的能力。 

 在船舶工程中的应用 

在船舶海洋工程领域当中，重叠网格技术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开始被多家研究机

构所采用。 

Texas A&M University的Hamn-Ching Chen是 早将重叠网格方法引入船舶CFD

计算的人之一。Chen 开发了基于结构化网格和 Finite-analytic 方法（FAM）的重叠网

格技术。2002 年，Chen 等[159]基于该重叠网格方法对船舶的自由横摇运动进行了模

拟，考察舭龙骨和尾鳍对横摇运动和兴波的影响。利用重叠网格在动态问题中的优

势，可以实现大幅度横摇运动的模拟。2003 年，Chen 和 Lee[4]继续利用该方法，对

S60 船型进行船、桨配合模拟，其中包括正车和倒车，以及固定半径的回转试验的模

拟。由于当时计算资源的限制，作者并没有采用直接计算螺旋桨的方式，而是通过势

流螺旋桨求解器 MPUF-3A 和 RANS 求解器之间相互迭代的方法进行求解。虽然采

用这种间接模拟的方式，但是利用重叠网格的优势，仍然能够实现类似船舶回转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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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运动的计算。2009 年，Chen 和 Yu [160]将 LES 方法和重叠网格方法相结合，研

究 X-Craft 和 DDG-51 两艘船型的波浪与船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甲板上浪和抨击现象

的研究，如图 1-5 和图 1-6 所示。随后，该重叠网格技术也被运用到海洋工程中。

2010 年，Chen[161]利用重叠网格方法，模拟了多圆柱平台在极限波浪下的波浪载荷和

甲板上浪现象。 

 

 在数值波浪水池中的 X-craft 的重叠网格示意图[160]  

 Overset grids for X-craft in a numerical wave tank[160]  

 

 DDG-51 在波浪中的甲板上浪现象[160]  

 Green water on deck of DDG-5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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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重叠网格和螺旋桨体积力进行船模的回转试验直接模拟[127] 

 Simulations of turning circle based don overset grid and propeller body force[127] 

 
意大利 INSEAN 的 Broglia、Muscari 和 Di Mascio 等人基于重叠网格方法，对船

舶水动力进行了一些列开发和计算。Muscari 等[162]在 2006 年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结

构化网格的重叠网格实现方法，并将该重叠网格方法植入进由 Di Mascio 等[163]所开

发的基于有限体积法、结构化网格、单相 Level-Set 方法和 RANS 方程的船舶水动力

学 CFD 求解器中。跟传统重叠网格方法相比，该方法省去了寻找洞单元的过程，仅

仅通过寻找插值单元和贡献单元，就能实现重叠网格之间的信息传递。利用这一重叠

网格方法，他们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研究。Brogila 等[164,165]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对一全附

体的巡逻船进行横摇衰减的数值模拟。Brogila 等[166,167]又利用相同的方法 Delft 372

高速双体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来分析不同 Re 数(10 ~10 对双体船片体之间

粘性干扰的影响程度。Zaghi 等[168]对一双体船性分别进行试验和数值研究。这次的

研究主要目的是分析不同的片体间距对片体间干扰的影响。Maki 等[169]利用该求解器

对一自由面效应概念船（Suface-Effect Ship）进行了静水阻力的数值模拟。Brogila 等
[127]对一集装箱船型进行回转试验的模拟。通过重叠网格方法来描述船上的附体，并

实现舵相对船舶的旋转，以产生转向力矩，从而完成船舶的转向运动（见图 1-7）。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 CFDShip-Iowa V4.0[15]以及 V4.5[140]是基于有限差分法（FDM）、

结构化网格、RANS/DES 方法，单相 Level-set 方法的求解器。该求解器充分利用重

叠网格方法，解决了船舶水动力学 CFD 计算中的众多难题，如船舶在波浪上运动、

船舶的自航推进、船舶的自航操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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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附体双桨双舵 DTMB 5613 模型的表面重叠网格（侧翻时候情形）[130] 

 Overset grids for fully appended DTMB 5613 with twin propeller[130]  

 

 

 用螺旋桨体积力模型和重叠网格方法计算的全附体 DTMB 5415M 在静水中的回转试验。左

侧自由面染色为速度绝对值，右侧为涡量绝对值[126]  

 Turning circle maneuver in calm water for DTMB 5415M with body force propeller model by 

overset grid. Free sruface in the left figure is colored by absolute velocity and the right is colored by 

total vorticity[95] 

在耐波性方面，采用重叠网格可以实现船舶在波浪上的大幅度运动。Mousaviraad,

等[170]基于重叠网格方法，提出 HWG（Harmonic Wave Group）方法。利用该方法，

只要通过一次 CFD 计算就能求出一个航速下完整的运动响应曲线和波浪增阻曲线。

Sadat-Hosseini 等[171]对 KVLCC2 船型在波浪中的运动和增阻进行了全面的计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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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网格收敛性和时间步长的验证。Castiglione 等[172]使用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对

Delta 372 双体船型在不同航速 0.3 0.75 以及不同波浪波陡(0.025

0.1)的运动响应和波浪增阻进行计算，并与试验值以及切片理论进行对比。计算结果

和试验结果相吻合，并优于切片理论，而且能够得到船舶运动中的非线性因素。He

等[173]对 Delta 372 双体船在 0.5和六级海况的工况下，分别进行规则波和非规则

波进行计算和验证，并对双体船在该海况下的波浪增阻、运动、抨击载荷进行研究。

同时利用 KLE（Karhunen–Loève expansion）方法对双体船船型进行优化。优化后的

船型可以减少 6.5%的静水阻力以及 3.9%的波浪阻力，但是增加了 6.4%的波浪载荷。

Carrica 等[174]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和螺旋桨体积力模型，对全附体 DTMB 5613 模型

（ONR Tumblehome）在八级海况的不规则波浪中的大幅侧翻情况进行直接模拟，并

设置了一个控制器来控制双舵的舵角和螺旋桨转速，使船舶在恶劣海况下仍然可以

按照指定航向航行。 

在自航推进方面，采用重叠网格可以有效解决螺旋桨旋转以及与船体运动耦合

问题。Carrica 等[175,176]使用重叠网格对三艘船型（KVLCC1, DTMB 5613 和 KCS）进

行了自航推进的计算和验证。Castro 等[177]利用壁面函数研究实尺度下的螺旋桨和船

体的相互作用，并分析了船模尺度和实船尺度对船的边界层和螺旋桨推进性能的影

响。Carrica 等[130]通过直接离散双桨和双舵的方法，对 DTMB 5613 模型在斜浪工况

下的侧翻工况进行了直接模拟（见图 1-8）。同时通过调整针对舵角的 PI 控制器的参

数，来优化船模在斜浪工况下的横摇幅度，并保证航行方向。这篇文章也是 早利用

重叠网格实现船舶带桨带舵在波浪中运动的文献之一。 

在操纵性方面，重叠网格技术可以实现大幅度 PMM 试验以及自航操纵试验的

计算。Simonsen 和 Stern[178,179]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对 Esso Osaka 油轮进行裸船以及

带舵状态下的 PMM 计算模拟，其中包括固定首向角以及固定舵角的两种状态，并求

出相关水动力导数。Sakamoto 等[180,181]对带附体的 DTMB 5415 模型在 0.28航速

下的各类 PMM 试验进行了系统性的计算，其中包括斜航试验、稳定回转、纯横荡、

纯首摇以及首摇和横荡混合等各类 PMM 试验的计算。此外，基于重叠网格处理复杂

运动的能力，可以实现操纵性试验的直接 CFD 计算。Carrica 等[126]利用重叠网格方

法，进行了全附体 DTMB 5415 在静水中以及波浪中的 Z 形操纵和回转操纵试验的计

算模拟。全附体 DTMB5415 包含两个螺旋桨，为简化问题，螺旋桨均由体积力模型

代替。双舵则是由重叠网格进行划分和直接计算。文中计算的工况包括 0.25和

0.41两个航速，分别进行了 35 度 大舵角的回转试验和 20/20 的 Z 形操纵试验的计

算。图 1-9 展示的是 DTMB 5415 在静水中回转时的自由面速度和涡流场。由于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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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桨由体积力模型代替，因此在计算结果和试验测量存在一定的偏差。Mofidi 和

Carrica[100]为了能够更精确地捕捉到船、桨、舵之间的流场，使用重叠网格方法代替

螺旋桨体积力模型，利用重叠网格技术同时划分螺旋桨和舵的网格，对 KCS 模型进

行 Z 形操纵试验的计算，并且得到良好的计算结果。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总结出，重叠网格技术对 CFD 在船舶水动力学领域的应用和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重叠网格技术可以突破 CFD 在传统动网格技术上的瓶颈，解

决众多传统动网格技术所无法处理的问题。因此，重叠网格技术应用前景广泛。完成

重叠网格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能够为该方法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以及其它领域中的应

用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应用在船舶海洋工程中的重叠网格技术均是基于结构化网格，如图 1-5、图

1-7 以及图 1-8 所示。虽然结构化网格具有较高的离散精度、较好的网格质量等特点，

但是生成基于结构化网格的重叠网格的难度是极大的。结构化的重叠网格需要在复

杂曲面上布置多个体网格才能将整个曲面包络起来，并且在物面上的每块重叠网格

之间都需要有足够的重叠区域，否则就会产生较多的孤点单元。曲面复杂程度越高，

在物面上所需要的体网格就越多，总共消耗的工作时间就越大。在文献[130]中，安

装双桨双舵的全附体 DTMB 5613 模型的重叠网格总共由 49 块体网格组成。每一块

网格都是需要由人工生成，并且需要反复调整网格以减少孤点单元的产生。因此，采

用结构化的重叠网格是一个大量耗费时间、生成难度巨大的工程。然而在空气动力学

中逐渐发展成熟的非结构重叠网格技术，却始终没有在船舶水动力学中得到很好的

应用。这也是重叠网格在船舶工程应用中的一个空白。 

与应用在船舶工程中的其它重叠网格方法相比，本博士论文将着重基于

OpenFOAM 中的非结构网格技术，与重叠网格方法相结合，将非结构的重叠网格方

法运用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中。在后文的应用算例中，包含了各类复杂的曲面，如船体

曲面、船舶附体（减摇鳍、舭龙骨、螺旋桨轴承）、螺旋桨和舵等。这里物体均由非

结构网格进行处理，并利用非结构网格的特性，大幅度降低网格生成难度和减少重叠

网格生成时间，从而使该方法更易于工程应用。 

 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对重叠网格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实现动态重叠网格技

术，并将重叠网格技术与开源代码 OpenFOAM 相结合，开发面向船舶与海洋工程水

动力学问题的数值求解器。求解器的目标是利用重叠网格技术有效解决船舶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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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水动力学问题，包括船、桨、舵相互配合以及船舶大幅度的六自由度运动等问

题。求解器开发完成后，进行船舶水动力学相关问题的计算和验证。计算的内容包含

船舶水动力学的多个方向，其中包括船舶的静水兴波流场以及阻力计算、在波浪中的

耐波性计算、带螺旋桨的自航推进计算、带螺旋桨和舵的自航操纵计算以及在波浪中

的螺旋桨推进和耐波性计算。 

 本文的主要创新 

本文的主要创新有： 

1. 深入研究和开发出了重叠网格技术。针对该重叠网格技术实现了多项功能的

优化和并行化，以 大幅度提高计算效率。重叠网格技术能够破除物体与网格之间的

拓扑结构约束关系，能够实现物体间的无约束运动， 终可以用于船舶在波浪上的大

幅度六自由度运动以及船、桨、舵相互配合的 CFD 计算。 

2. 将重叠网格技术与 OpenFOAM 相结合，整合并开发出了 naoeFoam-os-SJTU

求解器。该求解器在基于 OpenFOAM 数据结构和数值方法的基础上，添加了动态重

叠网格技术和多级运动模块，能够有效处理多项船舶与海洋水动力学问题的数值计

算。naoeFoam-os-SJTU 求解器并且将 OpenFOAM 中的非结构网格技术与重叠网格方

法相结合，以大幅度减少对于复杂曲面的重叠网格生成时间和难度，更容易应用于工

程问的研究中。 

3. 利用重叠网格技术，实现船、桨、舵相互作用和运动耦合的直接数值计算。

使用重叠网格方法对船体、螺旋桨和舵的网格进行单独划分，使螺旋桨和舵能够相对

于船体独立旋转，同时船体又可以相对于大地坐标系进行六个自由度的运动。通过这

种方法来实现船舶带螺旋桨在静水中自航推进、船舶带桨带舵在静水中自航操纵，以

及船舶带螺旋桨在波浪中推进等问题的数值计算。相关计算结果与试验测量进行验

证，并取得令人满意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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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值求解器基本框架搭建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在开始重叠网格的开发工作之前，首先是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开发平台。在此基

础上搭建出求解器框架，选用合适的数值方法，并验证这些数值方法的有效性，为

后实现重叠网格方法奠定基础。本章将着重介绍基于开源代码 OpenFOAM 开发的基

础求解器 naoe-FOAM-SJTU，并使用该求解器进行相关算例的验证，以验证其中的数

值方法的有效性，为下一步重叠网格技术的开发工作奠定基础。 

 求解器开发平台 

 

 naoe-FOAM-SJTU 的基本框架图 

 Basic structure of naoe-FOAM-SJTU solver 

本博士论文选用的开发平台为开源 CFD 代码 OpenFOAM。OpenFOAM 作为开

源代码具有非常好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并且可以根据需求在原有代码的基础上添加

新的模块和功能。此外，OpenFOAM 具有非常丰富的 CFD 方法和数据结构函数库，

包含了当今主流的 CFD 数值方法，并可以将原有的函数库和模块随意组合，形成完

整的求解器。基于这些特性，本博士论文选择 OpenFOAM 作为主要的开发平台。 

本章节在 OpenFOAM 平台的基础上，开发若干模块，并与 OpenFOAM 自带的

数值方法相结合，开发出了 naoe-FOAM-SJTU 求解器。求解器的基本框架如图 2-1 所

示。该求解器是以船舶与海洋工程为开发对象，采用了 OpenFOAM 中有限体积法的

离散格式，使用 RANS 方程为控制方程，VOF 方法来捕捉自由面，并在此基础上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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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六自由度运动模块和造波、消波模块。由于该求解器框架尚未开发重叠网格模

块，网格的运动采用的是变形网格法进行求解。关于求解器的详细使用方法可以参见

求解器使用手册[62]。 

 基本数值方法 

 控制方程 

为了求解非定常不可压粘性流体，求解器中采用的控制方程为不可压的两相

RANS（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方程： 

 

 0 U  (2-1) 

( ( ) ) ( ) ( )g d eff eff sp f f
t 

    
                 


U

U U U g x U U  (2-2) 

 
其中： 为速度场； 为网格移动速度； ⋅ 为流体动压力； 为液体或者

气体的密度； 为重力加速度向量；  为有效动力粘度，其中 和 分

别称为运动粘度和湍流涡粘度，后者由湍流模型求解而得； 为两相流模型中的表面

张力项，将在 2.2.3 节将做进一步说明； 为消波区域所施加的源项，将在 2.3.4 节中

进行描述。 

 速度压力解耦 

控制方程中的速度压力的耦合是通过 PISO（Pressure Implicit with Splitting of 

Operator）算法来求解。该方法由 Issa 于 1986 年提出[182]。OpenFOAM 中的 PISO 算

法采用的是由 Rhie 和 Chow[183]提出的同位网格方法。相比传统的交错网格，同位网

格将所有数据均存储于网格单元中心点上，更易于编程，解决三维问题更有效率。本

节将对其算法过程进行介绍。将方程(2-2)整理后得到： 

 ( ( ) ) ( ) ( )g eff eff dp S
t

   
        


U

U U U U U  (2-3) 

为方程(2-2)中剩余的所有源项： 

 sS f f     g x   (2-4) 

在方程(2-3)中等号左端项均是以速度 为未知量的项。等号右边为压力梯度和源

项。将方程(2-3)经过有限体积法（FVM）离散之后，可以得到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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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A H p S  U U   (2-5) 

式中， 是将方程(2-3)等号左边项离散后得到线性代数方程组矩阵中的对角线元素；

为矩阵中剩余的非对角线元素和速度的乘积。 

首先通过线性代数方程组求解器，求解方程(2-5)，得到更新的速度场 ∗。这一步

称为速度场的预估。 

将求得的速度场 ∗代入回式(2-5)： 

  * *
p dA H p S  U U   (2-6) 

将式(2-6)的两端均除以 以后得到： 

 
 *

* d

p p p

H S p

A A A


  

U
U   (2-7) 

令： 

 
 *

p p

H S

A A
 

U
U   (2-8) 

得到： 

 * d

p

p

A


 U U   (2-9) 

将式(2-9)两边同时求散度后得到： 

 * 1
d

p

p
A

 
          

 
U U   (2-10) 

将式(2-10)代入连续性方程(2-1)后得到压力泊松方程： 

 1
d

p

p
A

 
       

 
U   (2-11) 

在求解(2-1)的泊松方程过程中，等号左端为压力的二阶导数。OpenFOAM 中并

没有直接求压力的二阶导数，而是求解压力梯度的散度。该压力梯度是存储在单元的

面上，而不是单元的中心上。其中压力梯度是通过相邻单元中心的压力值求得，并非

通过相邻单元面的压力值来求得。对于等号右端项采用显示的处理方法，假定 在求

解过程中是一个常数，并且在 并不包含任何压力项。将 从单元中心插值到单元面

上，并求得 在单元面上的速度通量 。根据高斯定理，可以得到： 

 
V


  U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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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单元的体积。将(2-12)代入泊松方程(2-1)进行求解。OpenFOAM 通过这种方

式来有效避免压力振荡。 

在求解完压力泊松方程(2-11)之后，得到新压力值 。这一步称为压力修正。将

求得的 代入式(2-9)之后即可更新速度场 ∗∗。这一步称为速度更新。用求解的新速

度场更新 ∗∗ ，并根据式(2-8)更新 。将新的 代入泊松方程(2-11)，并求解新的压

力场。求和压力之后再更新速度场。依此反复循环迭代。这是 OpenFOAM 中 PISO

算法的基本思路。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压力泊松方程的求解次数。一般情况

下，一次 PISO 循环求解两次压力泊松方程即可。 

在 OpenFOAM 中，PISO 算法通常是通过 PIMPLE 算法实现。所谓 PIMPLE 算

法是 PISO 算法和 SIMPLE 算法的结合。PIMPLE 算法本质上是在 PISO 算法的基础

上增加了若干非线性迭代，以确保在非定常问题中，每个时间步内的流场均能得到充

分的迭代并收敛。这对于非定常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自由面捕捉 

本文采用带有人工压缩技术的 VOF 法（Volume of Fluid）来捕捉自由界面的变

化。这种人工压缩技术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控制数值耗散并拥有较高的自由液面捕捉

精度。该方法的具体原理和详细求解过程可以参阅文献[184,185]，这里作简单概要。

其输运方程可以定义为： 

 [( ) ] [ (1 ) ] 0g rt

   
        


U U U  (2-13) 

其中 为体积分数，代表每一个网格单元中液体部分所占体积的百分比，因此在所有

单元中， 的值介于 0 和 1 之间: 

 

0

1

0 1







 
  

空气中

水中

自由液面

 (2-14) 

基于体积分数 ，密度 和动力粘度 分别定义为： 

 
(1 )

(1 )

l g

l g

   

   

  
   

 (2-15) 

其中：下标 g 和 l 分别代表气体和液体。 

在方程(3)中，等号左边前两项构成传统 VOF 输运方程。第三项为考虑自由界面

的可压项。由于 1 的作用，第三项仅在自由界面起作用。 是用于压缩界面的

速度场，它的值可以通过界面上的速度通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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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min ,max

| | | |r f f
f f

C
           

U n
S S

 (2-16) 

其中，下标 代表存储在网格单元面上； 是包括网格运动速度的速度通量，其值是

通过 PISO 算法求得； 是网格单元面的方向向量， 的模等于网格单元面的面积；

是自由面压缩系数，其值越大，自由面的压缩效果越明显，在本文中，取 1.0；

是自由界面上的单元法向量，其定义如下： 

 

 
 

 
f

f

f



 




 
n  (2-17) 

其中， 稳定因子： 

 
8

1/3

1

1 10

/
N

i
i

V N








 
 
 


 (2-18) 

其中， N 为所有网格的数量。 

方程(2-2)中的表面张力项可以定义为： 

 f     (2-19) 

式中， 代表表面张力，在本文中取 0.07	 / ； 为自由液面的曲率，其定义如

下： 

 
·

·
f f

f

iV
    

 S n

n  (2-20) 

其中， 为每一个单元的体积；∑ 代表的是将一个单元所有面上的值求和。 

VOF 方程的具体解法如下。将式(2-13)在每个单元内沿单元体积积分： 

     1 0rV V V
dV dV dV

t

   
       

  U U  (2-21) 

根据格林公式，可以将(2-21)体积分化为面积分： 

     1 0p f f rf f
f fp

V
t

            
 S U S U  (2-22) 

然后得到： 

 0p f rb f
f fp

V
t

         
   (2-23) 

其中：	 为可压缩项的通量，值存储在单元面上，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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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rb rf
     (2-24) 

 min ,maxr f r a
f f

C
S S

 
  
          

S U n  (2-25) 

在得到式(2-23)以后，在 OpenFOAM 的做法是将其导入到 MULES（Multidimensional 

Universal Limiter with Explicit Solution）[186] 求解器当中进行求解。目前在 OpenFOAM

当中，对方程(2-23)采用显式的求解方法*。缺点是要严格满足 CFL 条件，当需要大

步长的时候，为了不保证发散，需要在每一个时间步内增加 VOF 方程求解的子循环

迭代。所谓子循环迭代，指的是将一个时间步长平均分解成若干小的子时间步。然后

在分解后的子时间步进行 VOF 方程的计算，从而保证了计算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每

个子时间步之内，动量方程并没有更新。这种子循环的做法虽然可以保证 VOF 显式

解法在大步长计算的稳定性，但同时也牺牲了非定常问题的计算精度。 

 湍流模型 

在 OpenFOAM 中提供了多种湍流模型，但是目前本博士论文主要采用的有两种

湍流模型。第一种是 Wilcox 提出的 模型[187]，另一种是有是 Menter 提出的 SST

（Shear Stress Transport） 模型[188]。这里对两种模型作简单介绍。 

2.2.4.1 模型 

在 OpenFOAM 中采用了标准的 湍流模型，其湍动能 (turbulene kinetic 

energy) 和特定湍流耗散率 (specific dissipation rate) 方程的表达式如下： 

 
   

   

*

2

k t

t

k
k G k k

t

t k 

    

        


       


        

U

U U
  (2-26) 

其中，为湍动能以及 为特定湍流耗散率；为雷诺应力张量 (Reynolds stress tensor): 

 2
2

3ij t ij ijS k      (2-27) 

其中， 为应变张量率(strain rate tensor)，定义为： 

  1

2
T

ijS    U U  (2-28) 

                                                 
* 本博士论文的主要工作是基于OpenFOAM-2.0版本。在OpenFOAM-2.3版本之后，OpenFOAM的代码中添加了

VOF方程的半隐式解法，从而改善了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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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enFOAM 中，设产生项 : 

  
2

1
2

2
T

tG          
U U U  (2-29) 

当通过式(2-26)求解得到 和 以后，湍流涡粘性 （turbulent eddy viscosity）就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得到： 

 /t k   (2-30) 

式(2-26)所用到的各项系数列于表 2-1。 

表2-1  模型中的湍流系数 

Table 2-1 Coefficients used for the  turbulence model 

∗     

0.09 0.072 0.52 0.5 0.5 

 

2.2.4.2 SST  模型 

SST  模型 早由 Menter 在 1994 年提出[189]。该模型通过剪应力输运 

(Shear Stress Transport, SST)公式结合当前两种主流的二方程湍流模型， 模型以

及标准 模型[190,191]的优点。由于 处理近壁处边界层的良好的处理能力，包

括处理逆压力梯度以及流动分离等问题，同时 模型在逆压力梯度较大的时候表

现并不良好，因此在靠近壁面的边界层流动内采用 模型。由于在远场 模型

会对入口的湍流参数过于敏感，同时 模型在剪切力和压力梯度较小的流动情况

下表现较好。因此在远场的自由流动中就适合采用 模型。因此 SST 模型

充分结合了 和 两种湍流模型的有点，并有效避免了两种模型的缺点，是目

前广为流行的湍流模型。 

SST  模型的的具体实施过程是先将 模型转换为以 和 为变量的方

程。然后通过两个混合函数将 模型的方程和 模型的方程结合起来。 终表

达式如式(2-3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在 OpenFOAM 中并非采用的是 Menter 在 1994

年提出的原始模型[189]，而是经过十年演变后的修改版模型[188]。此外，不同文献所采

用的变量名称和符号均不相同。下述的所有的表达符号均以 OpenFOAM 所采用的符

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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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其中， 为湍动能； 为特定湍流耗散率。 是将 模型和 模型结合的混合函

数。在混合函数的作用下，在近壁处标准 被激活，在远场处 被激活。 的

定义如下： 

 

4

2
1 * 2 * 2

4500
tanh min max , ,

k

kk
F

y y CD y





  

                   

  (2-32) 

式中， ∗ 的定义为 

  * -10max ,10k kCD DC     (2-33) 

的定义为： 

 
22kCD k 





     (2-34) 

的定义为： 

  *
1min ,cG G k    (2-35) 

其中， 10； 为产生项，定义如下： 

 
2

tG S   (2-36) 

其中， 为应变率的不变量（Invariant measure of the strain rate），其定义如下： 

 2 ij ijS S S   (2-37) 

其中， 的定义如式(2-28)所示。 

随着方程(2-31)求解完成后，湍动粘度 可以通过下式求得： 

 
 

1

1 2max ,t

a k

a S F



   (2-38) 

其中， 0.31 (见表 2-2); 为第二个混合函数，定义如下： 

 

2

2 * 2

2 500
tanh max ,

k
F

y y


  

              
  (2-39) 

此外，方程(2-31)中的各类系数，都是通过混合函数 得到： 

  1 1 2 1F F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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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代表方程中各项混合后的系数； 和 分别代表 方程和 方程中的

系数。所有系数见表 2-2。 

表2-2 SST  中的湍流系数 

Table 2-2 Coefficients for SST  turbulence model 

        ∗   

0.85034 1.0 0.5 0.85616 0.075 0.0828 0.5532 0.4403 0.09 0.31 10.0

 

2.2.4.3 近壁面处理 

边界层内的流动可以分为粘性底层（Viscous sublayer），对数率层（Log layer）

以及外层区域[187]，如图 2-2 所示。在粘性底层里，无因次化的速度 和无因次化

的物面距离( 呈线性关系： 

 u y    (2-41) 

在对数率层， 与 的自然对数呈线性关系： 

 
 ln Ey

u



    (2-42) 

其中， / ； / ; /  为摩擦速度; 是 Von Karman 常数；

E 也是一常数；通常，在光滑表面下 0.41, 9.81； 为物面上的剪应力。这种

规律我们也称之为 Law of the wall。 

 

 湍流边界层的速度分布[187] 

 Velocity profile for a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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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雷诺数（Low-Reynolds）模型中，如果要精确捕捉边界层内的流动，就需要

将离物面第一层网格至于粘性底层之内。但是由于粘性底层的的厚度很小，通常要求

无因次化的网格到物面的距离 5。为了满足这个要求，物面处的网格往往会非常

密，从而产生巨大的网格数量。如果在物面处的网格单元太大，那么低雷诺数模型就

会得到较差的结果。因此，这种方法对网格密度的较为敏感。同时，低雷诺数模型需

要较密的网格，而这种大网格量在工程应用当中往往是不经济的。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在工程应用上会采用壁面函数（Wall Function）的方法，可以使得第一层网格从

粘性底层扩大至对数率层 30 	 200，大幅度减少近壁处的网格数量。同时由

于壁面网格数量的减少，网格单元大小的增加，同时也提高了计算的稳定性并且加快

了计算的收敛[192]。因此，壁面函数是目前工程界广为应用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粘性底层和对数率层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层 (Buffer layer)。在这

个区域内，既不满足粘性底层的线性关系，也不满足对数率层的对数关系。目前很难

有一个完整的模型来描述这一个区域。在应用壁面函数时，一般只是考虑粘性底层和

对数率层。 

本博士论文的所采用的湍流模型均是基于 系列的模型（包括 SST 模型），

因此，这里所有壁面函数方法的讨论均基于 方程来进行。 

在壁面函数方法中，物面第一层的网格往往是跳过了粘性底层，直接位于对数率

层。然而在越靠近物面的地方，速度梯度通常是 大的。如果物面第一层网格直接跳

过了粘性底层，那么求出的速度梯度就会产生较大的误差。为了修正这个误差，在有

限体积法中，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在动量方程中添加源项来修正摩擦力。第二

种方法也是 OpenFOAM 采用的方法，是通过修改物面第一层网格的湍动粘度 来实

现。在 OpenFOAM 中，提供了多种计算壁面 的方法，这里介绍主要常用的两种方

法。 

第一种修正 的方法是假定在粘性底层和对数率层之间有一个临界点。在粘性底

层有式(2-41)所示的关系式。在对数率层中，则有式(2-42)所示的关系是。因此，在临

界点上，将式(2-41)与式(2-42)结合，就有： 

 
 ln Ey

y



    (2-43) 

其中， 9.81， 0.41，代表光滑表面。方程(2-43)的求解方法可以采用迭代法求

解。 终求解得临界点为 11.53。然后通过湍动能 k 近似求得物面每一个单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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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k
y y


    (2-44) 

当 11.53时，认为是层流流动，设该处的 0。当 11.53则，认为第一层

网格处于对数率层， 通过下式求得： 

 
 

1.0
ln

t

y k

Ey
 





 
  
 
 

  (2-45) 

 
第二种修正 的方法是基于 Spalding’s Law，并在物面上提供一个连续的 分布。

该法则假定： 

    2 31 1
1 0.5

6
uy u e u u u

E
   

            
  (2-46) 

其中， 

 
u y

y 


     1 p wallu uu

u
u u 




   (2-47) 

其中， 是近壁第一层网格单元中的速度； 是壁面上的速度。如果物体固定，

则为零；如果物体在移动， 则为这一点的移动速度。 

将式(2-47)代入到式(2-46)，就得到关于 的一组方程。该方程可以通过 Newton

迭代法求解。在求解完 之后， 就可以用以下表达式得到： 

 2max 0,t u   
   

U
n

  (2-48) 

修正完第一层网格的 之后，下一步是对 与 两个变量进行处理。对于 方

程在物面上的边界条件，直接在物面边界条件上施加法相梯度为零的第二类边界条

件既可： 

 0
k


n
    0




n
 (2-49) 

对于处于物面第一层网格的 值，则采用 Menter 提出的混合方法[193]来求得。该

方法是将低雷诺数模型的近壁处理方法和标准壁面函数结合起来，进一步减低壁面

函数对网格的依赖性，大幅度增加了 的适用范围。具体做法如下： 

在如果第一层网格处于粘性底层中，那么就是用低雷诺数的近壁处理方法，定义

为： 

 2
1

6
vis y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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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网格单元中心距离物面的距离； 0.075 (见表 2-2)。 

如果第一层网格较粗，处于对数率层，则采用标准壁面函数的方法，定义 为： 

 log

1

0.3

u

y



   (2-51) 

其中， 0.41是 Von Karman 常数； 是摩擦速度。 

此外，根据标准壁面函数， 在对数率层中满足以下条件[187]： 

 

2

*

u
k 




  (2-52) 

将式(2-52)代入到时(2-51)中，并令 ∗ 0.09（见表 2-2），可以得到： 

 log *1/4

k

y


 
   (2-53) 

后，Menter 通过下式将这两种近壁处理方法结合起来，并根据此求得物面第

一层网格单元的 值： 

 
2 2

logvis   
  (2-54) 

对于式(2-54)而言，当物面第一层网格距离物面较远时，即 比较大时，1/ 占主

导地位，则式(2-54)主要采用对数率层的处理方式，即式(2-50)。当第一层网格据距离

物面较近时，即 比较小时，1/ 占主要成分，式(2-54)则以粘性底层的处理方式为

主，即式(2-53)。 

后一步是对产生项 的处理。在基于 模型和 SST 的方程中，如式(2-26)以

及式(2-31)所示，均有一产生项 。在求解 方程之时，物面第一层网格 的值由

式(2-55)计算并代替： 

  
*1/4

| |t

k
G

y

 



 


U

n
  (2-55) 

2.2.4.4 入口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 

和 的初始流场和入口边界条件通过以下经验公式求得： 

  23

2
k I U   (2-56) 

 
1

tk 
 


   
 

  (2-57) 

其中，是湍流强度（turbulence intensity）， ν / 为涡粘比（eddy viscosity raito）。

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参数为设成：I 1%， ν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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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波模块 

本文所开发的造波模块是基于设定入口边界条件的方式进行造波。由于该方法

的实现简单，无需通过增加计算域或者通过动网格来实现造波，因此可以 大程度上

减小由造波所引起的计算量增加。本文的造波模块可以支持多种波形的产生，如规则

波、长峰和短峰非规则波等。由于采用了面向对象（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

的编程方式以及 C++语言中的多态性的编程思想，在该造波模块的代码结构中，所

有的波形共享一个接口，便于波形扩展和使用。此外，该模块的封装性良好。在修改

或者添加波形的时候，主程序代码不受影响，只需重新编译造波模块的函数库即可。 

 模块结构 

造波模块的代码结构如图 2-3 所示。其中核心是 waveMaker 类对象。它负责选

择波浪的类型，同时根据不同的波浪类型，将相关数值提供给速度 和体积分数 在

入口的边界条件。waveMaker 包含一个指针，指向某一种造波理论。对于造波理论类

型的管理，采用的是定义一个抽象基类，名为 waveTheory。在该基类的基础上派生

出若干子类。每个子类代表一种造波理论，并且利用 C++虚函数和多态性的特性，将

所有造波理论的对外接口由基类保持统一。常用的造波理论可以是 Stokes 一阶、二

阶、浅水波、孤立波、长峰和短峰不规则波等。程序会根据用户选择的造波类型，自

动分配该类型的内存空间，并让 waveMaker 包含一个指向这个空间的指针。如果需

要添加造波类型，只需再从基类 waveTheory 派生一个子类用于编写新的造波理论，

并且其它代码不受影响。这种通过一个基类派生出多个子类，每个子类代表不同造波

理论的思想，主要参考于 Jacobsen 等[52]在 waves2Foam 代码中所采用的相关方法。

此外，对于非规则波而言，需要提供一个波谱函数。在造波模块中同样提供了多种波

谱可以选择，如白噪声、P-M、ISSC 以及 JONSWAP 等。对于波谱的管理，和造波

理论类似，同样是通过一个父类派生出若干子类，每个子类代表一种波谱。程序自动

根据用户的选择，来分配指定波谱的内存空间，并让非规则波的造波理论通过一个指

针来指向这个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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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波模块代码结构图 [62] 

 Code structure for the wave generation module [62] 

对于造波入口的边界条件，waveMaker 会根据不同类型的造波理论、入口边界的

位置以及不同时间，计算出入口边界上每个单元的速度场 , , , 以及体积分数

场 	 , , , 的值。入口边界会作为第一类边界条件参与动量方程和 VOF 方程计算。 

此外，造波边界上体积分数 的值需要进一步处理得到。由于造波理论给出的自

由面升高 , , 与 并不直接相关，因此需要对入口边界上每一个单元面进行额外

处理。首先，对每一个单元面，如果所有顶点都位于 之上，则 0；如果所有顶点

都位于 之下，则 1。如果至少有一个顶点位于 之上，而其它顶点位于 之下，

可以近似估算为： 

 min

max min

z

z z

 



  (2-58) 

其中， 为单元面的 下端而 为单元面的 上端。如果入口单元面（尤其是与

自由面截交的单元面）的形状是矩形，而且四条边与坐标轴平行，那么式(2-58)的处

理方式可以得到精确解。一般的入口的网格均能满足上述要求，因此这种简单的处理

方式阻力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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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波浪类型及理论 

这里列举船舶与海洋工程中常用的波浪类型以及造波理论。由于本博士论文所

有的工况均在深水范围内，造波模块中与浅水相关的理论不再赘述。naoe-FOAM-

SJTU 中所支持的所有波形列表以及理论可以参考其使用手册[62]。 

2.3.2.1 Stokes 一阶深水波 

 

 0

( , ) cos( )

( , , , ) cos( )

( , , , ) sin( )

e

kz
e

kz
e

x t A kx t

u x y z t U A e kx t

w x y z t A e kx t

 

  

  

 


   
   

 (2-59) 

 
其中：为自由液面上各点在任意时刻的垂向位置； , , , 和 , , , 分别为流

体中各点在任意时刻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速度分量； 为船模的航速； 为规则波

的波幅。 为波浪的自然频率，由 2 / 确定； 为波长；k 为波数； 为船模

与波浪的遭遇频率，在迎浪情况下，由 确定； 是相位。在 0时刻，

如果波浪的第一个波峰到达船舶重心位置 ，那么 ⋅ 。 

2.3.2.2 长峰非规则波 

长峰非规则波可以认为是一系列长峰规则波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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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其中，下标 i 代表不同的组成波。其它个参数定义和(2-59)相同。 

式(2-60)中波幅 是根据谱密度函数得到： 

  2i i iA S d    (2-61) 

其中， 为谱密度函数。其定义与选择的波谱有关。具体在下一节介绍。 

相位 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1

i

i i l
l

k 


    (2-62) 



第二章 数值求解器基本框架搭建 

第 38 页 

对于在船舶在波浪中航行的问题，谱密度函数 要经过一步转换，得到基于

遭遇频率的谱密度函数 。具体过程如下：首先，假定两种谱密度函数曲线下在

单个频率内的面积相同： 

    e eS d S d      (2-63) 

遭遇频率 满足以下关系式： 

 
2

0 cose U
g

      (2-64) 

其中， 为船的前进航速；为船舶航行方向与波浪方向的夹角。将式(2-64)代入(2-63)

后得到以下关系式： 

    

0

2
1 cos

e

S
S

U
g


  




  (2-65) 

2.3.2.3 短峰不规则波 

短峰不规则波的瞬时的自由面升高表达式为： 

  ,, ,
1 1

cos cos sin
i j

N K

i j i j i j e i j
i j

A k x k y t    
 

      (2-66) 

与长峰不规则波相比，短峰不规则波在谱密度函数中引入了方向函数： 

      ,S S D      (2-67) 

其中， 为方向函数，定义为： 

   22
cos | |

2
D

  


   
 

  (2-68) 

每个组成波的波幅定义为由谱密度函数得到： 

  , 2 ,i j i j i jA S d d      (2-69) 

相位定义为： 

 ,
1

i

i j i l j
l

k 


    (2-70) 

 常用谱密度函数 

波谱可以用于制造长峰和短峰不规则波。这里对造波模块中常用的波谱进行简

单介绍。naoe-FOAM-SJTU 支持的其它谱密度函数可以参考其使用手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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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 白噪声 

白噪声（white noise）是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谱密度为常数的波谱。常用于测

量船舶运动响应的 RAO（Response amplitude operator）。具体可以表述成以下形式： 

  
min

0 min max

max

0

0

S S

 
   

 


  
 

  (2-71) 

2.3.3.2 JONSWAP 

JONSWAP 波谱是北海海浪联合计划（Joint North Sea Wave Project）测量所得到

的波谱。在 17 届 ITTC 会议上推荐为有限海域中所采用的波谱。该波谱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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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其中， / 是 1/3 有义波高； 是谱峰周期；参数 定义为： 

 
0.07

0.09
p

p

 


 


  
  (2-73) 

式中， 是谱峰周期对应的圆频率， 2 / 。 

 

2.3.3.3 ISSC 波谱 

ISSC 波谱由国际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会议（International Ship and Offshore 

Strutures Congress）提出，并在第 15 届 ITTC 会议上被推荐为充分发展海浪的波谱。

该波谱基于二参数 P-M 波谱，其表达式为： 

    42
1/3 5

0.1107 exp 0.4427 /S H
  


   
  (2-74) 

式中， / 是 1/3 有义波高； 2 / ， 为平均周期。 

 数值消波模块 

为了避免波浪到达计算域出口时产生反射，对船体粘性流场和运动的计算产生

干扰，在出口处设置了消波区域，用于减小出口所产生的反射波。消波方法是在计算

域出口处设置海绵层（Sponge Layer）[194]，以消除传递过来的兴波。具体方法为在动

量方程(2-2)中添加源项 ，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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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 在消波区内

在消波区外

 (2-75) 

 
其中， 消波区开始位置； 是消波区长度； 是人工粘性系数。与传统的海绵层消

波方法相比，在公式(2-75)中添加了一个相对速度项 。这一项的作用可以使消波

区的速度逐步过渡到以 ，以达到理想的出口流场。如果 等于入口速度，那么

可以使得入口和出口的流量相等，以保证整个计算域内流体质量的守恒。 

消波区的形状有两种。一种是矩形的消波区域，另外一种圆柱形的消波区域，分

别适用于不同的问题。矩形消波区域，如图 2-4 所示，分为 、 、 以及 四个

区域，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单独开启或者同时开启四个区域。圆柱形消波区域

如图 2-4 所示。消波区的范围由两个同心圆组成。适用于由中心向外辐射、以及斜向

波等问题。 

 

 矩形消波区域示意图 

 Geometry of sponge layer in rectangl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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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柱形消波区域示意图 

 Geometry of sponge layer in cylinder shape 

 物体六自由度运动模块 

 六自由度运动方程求解 

 

 船体和地球坐标参考系 

 Description of ship and earth systems 

为了求解船舶在静水以及波浪上的运动而开发，本文开发了六自由度运动求解

模块。该求解模块参考是的是 Carrica 等[15]所使用的基于 Euler 角表述的六自由度运

动模型。如图 2-6 所示，在这个模型中，共使用了两个坐标系：地球坐标系和船体坐

标系。地球坐标系（Earth system），也称为惯性坐标系，可以固定在地球参考系上，

或者以恒定速度相对于大地向前移动。船体坐标系（Ship system），也称为非惯性坐

标系。该坐标系始终固定在船体上，其原点在旋转中心或者船体重心上。当船模正浮

时，船体坐标系的坐标轴方向与地球坐标系相同。船体在地球坐标系中的位移，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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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船体坐标系相对地球坐标系的位置定义为： , , , , , , ，分别

代表纵荡、横荡、垂荡、横摇、纵摇以及首摇运动。其中 , , 为三个 Euler 角。

船体坐标系中的六个自由度的速度定义为： , , , , , , 。两个坐标

系中的速度可以通过基于 Euler 角的转换矩阵来转换： 

 
1 1

1 1 1 2 2 2

1 1 1 2 2 2

· ·

· ·

 
 

  
 

v J v J

J v J v

 
 

   (2-76) 

其中，J1 和 J2 及其逆矩阵为转换矩阵。该矩阵可以通过依次绕 轴、 轴和 轴的旋转

矩阵的乘积得到。J1 和 J2 及其逆矩阵的表达式如下[1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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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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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sin cos cos cos

           
           

    

  
    
  

J  (2-77) 

 2

1 sin tan cos tan

0 cos sin

0 sin / cos cos / cos

   
 

   

 
   
  

J  (2-78) 

 
1

1 1
T J J  (2-79) 

 1
2

1 0 sin

0 cos sin cos

0 sin cos cos


  
  



 
   
  

J  (2-80) 

 
在求解船舶的六自由度运动之前，首先需要知道船舶所受到的力和力矩。由于流

场是在地球坐标系下求解的，因此力和力矩同样是在地球坐标系下计算得到。首先船

体上每个单元面所受到的水动力为： 

 d d df fe p  F τ S S  (2-81) 

其中， 是船体表面单元面的法相向量，指向船体内部，它的模等于船体表面单元面

的面积；下标 代表是在地球坐标系下； 是剪应力， 是总压。剪应力和总压的计算

公式如下： 

 
 eff

·

T

dp p





    


 

τ U U

g x
 (2-82) 

在得到了船体表面每一个单元面上的总力后，就可以积分求得整个船体所受到

的合力以及合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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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船体的总质量；是重力加速度矢量； 是从旋转中心到船体重心的矢量： 

 

 ( , , ) ( , , ) ( , , )cg g g g cog cog cog rot rot rotx y z x y z x y z  r  (2-84) 

 

在求得船体所受到的总力和总力矩之后，需要将其转换至船体坐标系下，以便于

对六自由度运动方程进行求解：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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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J F

M J M


   (2-85) 

 

其中，下标 代表地球坐标系下力和力矩， 则代表船体坐标系。 

船舶运动的加速度可以在船体坐标系下通过六自由度刚体运动方程(2-86)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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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其中， , , 为船模重心到旋转中心的向量的三个分量，由式(2-84)得到；

, , 	为绕旋转中心点的主转动惯量，由式(2-87)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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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其中， , ,  为基于船体重心的主转动惯量。 

在通过式(2-86)得到六个自由度的加速度后，再对其进行积分，得到在船体坐标

系下的六个自由度的速度 , , , , , ，并通过式(2-76)转换至地球坐标系下

, , , , , 。根据网格求解器的要求，也可以进一步积分得到位移

, , , , , 。网格求解器根据地球坐标系下的速度或者位移来计算得到网格节

点的位移。 

 动态变形网格 

在没有重叠网格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动态变形网格（Dynamic deforming mesh）

的方法来实现网格的运动。在这种方法当中，网格之间的拓扑关系不发生变化，只通

过单元的拉伸、压缩等变形运动来用不断变形的网格来模拟船体的运动情况。整个流

场中网格节点的位移通过求解以下 Laplace 方程获得： 

 ( ) 0g  x  (2-88) 

其中： 为网格节点位移； 为扩散系数（Diffusivity coefficients）。 的取值有多种

方法，可以取为常数、与网格单元中心到船体表面距离成反比关系、指数关系等。一

般情况下，选择的是平方反比关系，即： 

 
2

1

r
   (2-89) 

式(2-89)表明当网格节点单元距离船体越近的网格， 系数越大，网格单元的变形越

小，以保证船体周围的网格质量。 

除了式(2-88)中以网格节点位移为未知量来求解 Laplace 之外，在 OpenFOAM 中

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求解方式，就是以网格节点的移动速度为未知量求解 Laplace 方

程： 

 ( ) 0g  U   (2-90) 

其中， 为网格节点的移动速度。然后，网格节点的位移 再通过一次积分得到： 

 0g g gdt x x U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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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网格节点在上一时间步的位移。由于第二种方法多了一步积分步骤，从

而缓解了由求解 Laplace 方程所产生的数值振荡，因此稳定性更高。 

关于方程(2-88)以及方程(2-90)的边界条件，在非移动边界上可以采用零值或者

可滑移边界条件。在移动边界上，需要根据 2.4.1 节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型，求解出船

体在地球坐标系的位移 , , , , , 或者速度 , , , , , 。对于

方程(2-88)而言，需要船体在地球坐标系的位移 ，并根据此计算出船体表面上每一

个网格节点的位移，作为方程(2-88)在移动物面（即船体表面）上的边界条件。类似

的，对于方程(2-90)而言，仅需要知道船体在地球坐标系下的速度 ，并根据此计算出

船体表面上每一个网格节点的移动速度，作为方程(2-90)在移动物面上的边界条件。 

 六自由度运动计算流程 

六自由度运动的求解基本流场可以简单归纳为： 

1. 根据上一时间步计算得到的网格节点位移，移动全局网格，并求解出网格单

元面上的移动通量。并根据新的网格节点位置，开始重新计算流场。 

2. 计算 VOF 方程，得到体积分数 

3. 开始 PISO 循环，求解控制方程。 

4. PISO 循环结束后，开始计算湍流模型方程，并完成这一时刻流场的计算。 

5. 根据式(2-83)求得作用在船体上的总力和总力矩 , 。 

6. 根据式(2-85)将力和力矩转换至船体坐标系 , 。 

7. 求解(2-86)以获得六个自由度的加速度 , , , , , 。 

8. 将加速度积分，得到船体坐标系下的速度 , , , , , 。 

9. 跟据式(2-76)，将速度转换至地球坐标系下 , , , , , 。 

10a. 若采用方程(2-90)求解网格节点位移速度，根据第 9 步得到的速度，计算得

到物体表面网格节点的速度，并作为边界条件代入到方程(2-90)，求解得到网格移动

速度。再根据(2-91)计算得到网格节点位移。 

10b. 若采用方程(2-88)求解网格节点位移，先将第 9 步得到的速度，再一次积分

得到位移，并根据此计算得到物体表面网格节点的位移，并作为边界条件代入方程

(2-88)。求解后直接得到网格节点位移。 

11. 将网格节点移动到新的位置，并计算网格节点移动的通量。 

12. 回到第一步，开始下一个时间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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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水流场问题的计算验证 

在完成了求解器 naoe-FOAM-SJTU 的基本框架搭建之后，下一步就需要对该求

解器进行初步验证。主要验证求解器中所采用的数值方法、六自由度运动模型以及造

波、消波模块的有效性。所采用的验证算例是基于标准船型的标准算例。计算结果均

有试验数据进行详细验证，从而达到验证上述数值方法的目的。 

首先验证的算例是两艘标准船型（DTMB 5415 和 KCS）在考虑航行姿态下的静

水流场的计算。在计算过程中，船模会随着水动力和重力的不平衡力作用下，产生姿

态上的运动变化，并在水的粘性作用下，运动幅度逐渐减小，直至完全平衡状态。计

算的结果将有试验数据作为参考验证。试验数据包括静水阻力、自由面兴波、粘性流

场等。 

 DTMB 5415  

DTMB 5415 是早期美国海军一水面舰艇的初始设计。该舰艇的全长为 142 米。

船模的缩尺比为 24.8，对应船模长度为 5.72 米。该船型的主要几何特征是船首具有

一个声纳罩以及方形船尾。这艘船模从 2000 年哥德堡船舶 CFD 水动力学研讨会[196]

开始就被采用为为用于 CFD 计算验证的标准算例。在后续的 2005 年东京船舶 CFD

研讨会[107]和 2010 年的哥德堡 CFD 研讨会[50]上均作为标准考核船型之一。DTMB 

5415 的几何形状在图 2-7 中显示，其主尺度在表 2-3 列出。DTMB 5415 还有一个形

状相同但是缩尺比不同的模型，模型号码为 DTMB 5512。其缩尺比为 46.6。在后文

当中，会有对该模型的计算和验证。 

本模型的计算工况为三个航速（Fr = 0.138、0.28 以及 0.41）下静水阻力，并在

表 2-4 中列出。详细计算工况由表 2-4 所示。计算所采用的湍流模型为 模型 

DTMB 5415的网格是由OpenFOAM自带的 SnappyHexMesh网格生成工具生成。

该工具的 大优点就是能够处理复杂曲面，自动生成以六面体为主的非结构网格，并

且能够进行局部加密（如船尾伴流区域和自由面的加密）。其生成网格的基本原理，

就是先基于一个简单的笛卡尔正交网格，将与物面相交的单元进行分裂，把六面体单

元分裂成八个小六面体单元。逐级分裂，直至达到用户指定的层数。随后，去除物体

表面内的网格，并将剩余的网格边界贴合到物体表面上。必要时，可以在物面上拓朴

出边界层网格。由于在分裂前后，网格始终是保持六面体的形状，并且保持良好的正

交性，因此，这类网格就具有一定的质量，比较适用于有限体积法的求解器当中。但

是，该网格生成工具也存在着一定缺陷，比如，很难对细小的地方作细微调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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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尖角的曲面，如螺旋桨梢部，其网格的生成质量较差。 后由 SnapyHexMesh

工具生成的网格由图 2-8 展示。图中展示的是在网格收敛性验证中使用的中等网格。

在船尾和自由面区域有单独的独立加密，以捕捉变化剧烈的流场。网格的计算域范围

为-1.0Lpp<x<4.0 Lpp 、0<y<1.5 Lpp以及-0.5 Lpp <z<1.0 Lpp。 

 

 

 DTMB 5415 船模的几何形状 

 Geometry of DTMB model 5415 

表2-3 DTMB 5415 模型的几何主尺度 

Table 2-3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model DTMB model 5415 

主尺度 符号和单位 值 

缩尺比  24.8 

垂线间长 Lpp (m) 5.72 

大船宽 BWL (m) 0.768 

吃水 T (m) 0.248 

排水量 ∆ (m3 ) 0.551 

湿表面积 SW (m2 ) 4.824 

方形系数  0.507 

纵向浮心位置(船中向前为正) LCB (%Lpp ) -0.683 

中心高度（从基线起） KG (m) 0.304 

惯性半径 Kyy/Lpp 0.25 

 

表2-4 DTMB 5415 模型的计算工况 

Table 2-4 Case conditions for DTMB model 5415 

工况编号 1 2 3 

船模速度 (m/s) 1.034 2.097 3.071 

傅氏数 (Fr) 0.138 0.28 0.41 

雷诺数 (Re) 5.96 × 106 1.19 × 107 1.75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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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局网格 

(b) 船首网格 (c) 船尾网格 

 DTMB 5415 网格 

 Mesh for DTMB model 5415 

在开始三个航速的计算之前，首先进行单个航速的网格收敛性验证，其中计算工

况选取 0.28。用于收敛性验证的三套网格数量从0.926 10 到2.390 10 。在

网格收敛性的计算当中，采用固定的船舶姿态。在计算开始之前，根据试验的结果，

调整船舶的姿态。具体调整如下，升沉值为 1.83 10 ，纵倾值为 0.108 。这

里升沉的定义为向上为正，纵倾角的定义为尾倾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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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收敛性验证的主要验证对象是无因次化的阻力系数 	，定义如下： 

 
2

0

1
2

T
t

w

R
C

U S
  (2-92) 

其中， 为船模受到的总阻力； 的航行速度； 为船模在静水中正浮时的湿表面

积。 

网格收敛性验证结果在表 2-5 显示。从表中可以看到，阻力的收敛效果良好。粗

网格的误差较大，有 5%的相对误差。中等网格和密网格的结果相近，且误差均在 0.5%

以内。其中与试验结果最接近的是密网格，误差仅为-0.28%。由于中等网格可以得到

和密网格相近的结果，因此，在后续计算当中，均采用中等网格的配置，以减小计算

时间。 

表2-5 DTMB 5415 在 Fr=0.28 航速下的的网格收敛性验证计算结果 

Table 2-5 Computational results of  by three meshes for DTMB 5415 at Fr=0.28 

网格 	 10  误差 (%) 单元数量（百万） 

粗网格 4.44 5.01 0.927 

中网格 4.25 0.36 1.653 

密网格 4.22 -0.28 2.390 

试验 [197] 4.23 - - 

 
在网格收敛性验证之后，开始对其它航速的计算。在收敛性验证中，船舶姿态预

设，并在计算过程中始终固定。但是在之后的计算当中，船舶姿态不再固定。在计算

开始时刻，让船舶自由运动，直至达到平稳位置。最终的平衡位置就是船舶在该航速

下的升沉和纵倾值。此外，由于在低航速工况下 0.138 ，自由面波幅较小，波

长较短，需要更密的自由面网格进行捕捉，所以对于 0.138的工况，网格量达到

了 201 万，而对于其它两个航速 0.28，网格量仍然保持在 165 万。 

图 2-9 显示的是 DTMB 5415 船模在不同航速下船舶运动姿态的时历曲线。除了

0.138工况以外，其它几个航速在计算刚开始的时候，升沉和纵倾运动都有较大

幅度的震动。但随着时间的递增，在水的粘性作用下，运动幅度逐渐衰减直至收敛。

从震动的幅度来看，航速越高，幅度越大。对于 Fr=0.138 而言，由于航速很低，船

舶运动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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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升沉 
 

(b) 纵倾 

 DTMB 5415 船模在三个航速下的运动姿态时历曲线 

 Time histories of ship motions of DTMB model 5415 at different speeds 

图 2-10 显示的是计算得到的升沉和纵倾值和试验结果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

计算结果和试验值吻合较好。 大的误差是出现在 0.138航速下纵倾值。在不同

Fr 的情况下，Fr 越高，船舶的升沉值也越大。对于纵倾值而言，它与航速呈现先递

减再递增的关系。在 0.138时，纵倾角约等于零。在 0.28时，船舶处于首倾

状态。但是一旦到了 0.41时，船舶姿态突然改变，从首倾改变为尾倾，并且纵

倾角的绝对值比在 0.28时的纵倾角大一个量级。 

为了比较航行姿态对船模总阻力的影响，我们针对三个航速，额外计算了固定船

模姿态的阻力结果。固定姿态是将船模姿态固定在设计水线上，计算过程中并无发生

升沉和纵倾。图 2-11 显示固定和自由姿态下，阻力系数 Ct随着航速变化曲线，并和

试验结果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固定航行姿态在高航速下（ 0.41）时，计

算得到的阻力结果要小于自由航行姿态的结果，同时也偏离试验结果。但是，随着航

速的减小，航行姿态的影响也逐级减小。在低航速（ 0.138），固定姿态和自由

姿态的结果几乎一致，同时和试验结果也十分相近。这说明，在高航速时，船体航行

时候的运动姿态必须在考虑范围内，否则阻力计算有较大误差。然而对于低航速，这

种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将自由姿态的三个阻力结果和试验结果相比，吻合较好，

基本验证了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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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升沉 (b) 纵倾 

 DTMB 5415 计算得到的升沉和纵倾值与试验的比较 

 Predicted ship motions of DTMB model 5415 compared with measurements 

 

 DTMB 5415 分别在固定姿态和自由姿态下的阻力曲线以及和试验结果的比较 

 Predicted Ct for DTMB model 5415 in fixed and free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measurements 

图 2-12 显示的是 DTMB 5415 船模在 0.28航速下的自由面波形，并与试验

测量的比较。由于试验测量的范围较小，可比较的兴波范围只有船侧 0.5 个船长以及

船后 2.0 个船长的范围内。但是在这有限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计算捕捉到

的自由面与试验值相近。无论是兴波的波幅还是横波的波长上，计算和试验的结果相

吻合。此外，单独观察 CFD 的计算结果，自由面的数值耗散较小，波形可以很清晰

得捕捉到。随着船后距离的增加，兴波波幅的衰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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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B 5415 模型在 0.28航速下的自由面波形 

 Wave pattern of DTMB model 5415 at 0.28 

 

(a) 0.28 
 

(b) 0.41 

 DTMB 5415 在 0.28和 0.41航速下的船体表面波高 

 Wave profile of DTMB model 5415 at 0.28 and 0.41 

图 2-13 显示的 DTMB 5415 船模分别在 0.28和 0.41航速下的船体表

面波高曲线，并与试验结果的比较。由于船体在计算过程当中产生了升沉和纵倾，因

此在进行比较时，根据计算得到的升沉和纵倾值旋转和平移波高值，使其从地球坐标

系下转换至船体坐标系中，然后再与试验值进行比较。从图 2-13 中可以看出，计算

得到的波高和试验结果吻合较好，验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唯一误差较大的地方是在

0.41时的船首波高处，计算的波高值要小于测量值。主要原因是在高航速下船

首波高较大，同时这套网格加密集中在 0（初始自由面）附近，离这个平面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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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越粗。因此在波高较大的情况下，波高的捕捉误差就越大。在 0.28时，船

首波高较小，处于较密网格区域内，因此结果捕捉的较好。 

 

 

 在 / 0.935剖面处轴向速度的比较 

 Axial velocity at	 / 0.935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 

 

 DTMB 5415 在 0.28航速下的船体边界层分布 

 Boundary layer of DTMB model 5415 for	 0.28 

为了进一步研究 DTMB 5415 的粘性流场，这里对 0.28航速下的边界层进

行分析。首先，将 / 0.935处（即螺旋桨剖面）的速度剖面和试验值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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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1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计算得到的船尾伴流跟试验结果相比有相似的速

度场分布，但是计算得到的边界层厚度偏大。这与所采用的 湍流模型有关。此

外，在 0.28航速的边界层用速度切片的形式在图 2-15 中展示出来。图中的颜色

用无因次化的轴向速度 / 来表示。船体的边界在船中前保持较薄的厚度，但是过

了船中之后开始缓慢变厚。边界层的变化速度较为缓和，这主要是由于船中后部分的

曲面变化较均匀。此外，从船首声纳罩处产生的一对涡也可以清晰地捕捉到。这对涡

可以一直传递到船尾处，并且影响船尾的伴流分布。 

 KCS 

KCS（KRISO Container Ship）是一艘由韩国 KRISO（Koera Research Institude of 

Ships and Ocean Engineering）设计的现代集装箱船型。它跟 DTMB 5415 模型一样，

同样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届哥德堡船舶 CFD 研讨会[50,196]以及 2005 年东京船舶

CFD 研讨会[107]上，被用于 CFD 考核验证的标准船型之一。KCS 的几何模型展示于

图 2-16，其主尺度列于表 2-6。此外，跟 DTMB 5415 模型相比，KCS 船模有一个较

大的球鼻首以及更复杂的尾部曲面。由于 KCS 属于肥大型船型，因此在阻力成分当

中，粘性将占主要因素。在试验工况中，在 KCS 模型安装上了舵，所以在实际计算

用网格生成过程中，也将舵考虑在内。 

计算工况列于表 2-7 当中。一共计算六个航速，并在计算过程当中考虑船舶的航

行姿态（升沉和纵倾）。这个计算工况以及相关试验数据是来自于哥德堡 2010 研讨

会中的算例 Case 2.2b[50]。 

用于 KCS 的计算网格与 DTMB 5415 模型一致，也是由 SnappyHexMesh 生成，

由图 2-17 所展示。由于此次 KCS 的计算航速范围较大，Fr 从 0.108 到 0.282，因此

需要针对不同的航速区间建立两套网格来进行计算。第一套网格一共有 122 万网格

单元，对应的是较高的航速区间	 0.227 0.282)。第二套网格一共有 183 万网

格单元，对应的低航速区间 0.108 Fr 0.195 。与第一套网格相比，第二套网格

加密了自由面处的网格。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低航速计算而言，由于兴波波高较小，因

此在波高范围内需要更多的网格来准确捕捉兴波，否则会产生自由面振荡，以至于阻

力计算难以收敛。计算域范围和 DTMB5415 模型的一致，具体如下： 1.0

4.0	 、0 1.5 以及 0.5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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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舵的 KCS 船模的几何形状 

 Geometry of KCS equipped with rudder 

表2-6 KCS 船模的主尺度 

Table 2-6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model KCS 

主尺度 符号和单位 值 

缩尺比  31.6 

垂线间长  (m) 7.278 

大船宽  (m) 1.019 

吃水  (m) 0.342 

排水量 Δ (m3 ) 1.649 

湿表面积  (m2 ) 9.553 

方形系数  0.651 

纵向浮心位置(船中向前为正)  (%Lpp ) -1.48 

中心高度（从基线起） (m) 0.230 

惯性半径 / 0.25 

表2-7 KCS 模型的计算工况 

Table 2-7 Case conditions for model KCS 

工况号 1 2 3 4 5 6 

航速 (U, m/s) 0.914 1.281 1.647 1.922 2.196 2.380 

傅氏数 (Fr) 0.108 0.152 0.195 0.227 0.260 0.282 

雷诺数 (Re) 6.66×106 9.32×106 1.20×107 1.40×107 1.60×107 1.7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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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船首网格 

 
(b) 船尾网格 

 KCS 船模的计算网格 

 Computational mesh for KCS model 

计算得到的 KCS 船模在不同航速下的升沉和纵倾结果与测量值的比较由图 2-18

所示。预报的升沉值和试验结果总体相近。但是在 低航速时 0.108 有相对较

大的误差，这是由于低航速下收敛较为困难所致。对于纵倾而言，计算值和试验值相

比，有相同的随航速变化趋势，但是在0.152 0.26保持了一个恒定的误差。在

高航速 0.282 和试验结果吻合较好。从变化趋势来看，升沉值随着航速的增

加而增加，并且增速随着航速的增加而增加。纵倾值先往负值（首倾）方向递增，在

0.26达到负向 大值，然后往正值方向变化。这一点和 DTMB 5415 船模在相同

范围内的结果一致。 

图 2-19 展示的是在不同航速下 KCS 阻力系数的计算结果。在和试验结果的比较

中，阻力的计算结果较为准确。即使对于阻力较难收敛的 低航速而言，其阻力结果

也和试验值吻合较好。在六个航速的结果当中， 大的误差是出现在 0.152。该

航速的误差为 1.52%。从阻力的变化趋势来看，KCS 模型的阻力系数 先随着航速

的增加而减小，直至航速达到 0.195。随后，阻力系数缓慢增加。在0.195

0.26范围内，阻力系数变化较小。但是当航速超过 0.26后，阻力系数急剧增加。

在0.26 0.282范围内，其增幅达到 24%。 



第二章 数值求解器基本框架搭建 

第 57 页 

 
(a) 升沉 

 
(b) 纵倾 

 计算得到的 KCS 船模的升沉和纵倾结果与测量值的比较 

 Predicted ship motions of KCS compared with measurements 

 

 计算得到的 KCS 船模阻力系数和测量值的比较 

 Predicted Ct of KCS compared with measurements 

由于缺乏 KCS 带舵模型在 0.26航速下的自由面兴波的试验数据，这里采用

的是较早测量的另外一个试验结果[198]对兴波结果进行验证。在这个试验测量中，

KCS 模型并没有安装舵，并且没有考虑船舶的航行姿态，船模是固定在设计水线上。

但是由于在 0.26航速下，船模的航行姿态变化并不大，而且舵对于自由面兴波

的影响较小，因此，采用这个试验的兴波测量结果和本节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比较结果如图 2-20 所示。从计算结果中，可以得到目前所采用的 VOF

方法对于肥大船型而言，仍然可以精确得捕捉到船的兴波。即使在远场的自由面结果

中，也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兴波耗散。这点与 DTMB 5415 的兴波结果较为类似。与

试验结果的比较中，无论在波长还是兴波形状上，计算和试验测量的波形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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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S 在 0.26航速下的自由面兴波 

 Wave pattern of KCS at 0.26 

 

 不同航速下的船体表面波高的比较 

 Wave profiles of KCS for various Froude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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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S 模型在 Fr=0.26 航速下的边界层分布 

 Boundary Layer of KCS at Fr=0.26 

 

(a) 船首 (b) 船尾 

 KCS 模型在 Fr=0.26 航速下的船体表面流线的分布 

 Streamline near hull surface of KCS at Fr=0.26 

图 2-21 展示的是不同航速下，船体表面波高的比较。对于不同航速而言，有不

同的升沉值和纵倾角，因此计算得到的波高都经过变换至船体坐标系下，以方便比

较。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航速的增加，兴波的波幅也随之增加。图中也显示了船体

兴波和船体阻力的相关性。对于 0.282航速下，我们观察到在船首出现 大的波

高，同时在船尾处出现 深的波谷，因此其兴波阻力也是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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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展示的船体表面边界层的分布，由无因次化的轴向速度 / 所表示。

从船首至船中，其边界层较薄，紧贴船体表面。但是，随着船中向船尾递进，边界层

厚度逐渐变厚，边界层变化较为剧烈，这主要是由于 KCS 尾部曲面突然向上收缩的

缘故。从图中可以观察到船尾处船体伴流和舵的相互干扰。此外，在船体两侧还观察

到一对舭涡，从船中一直发展到船尾，影响螺旋桨剖面的伴流。 

图 2-23 展示的是船体表面的流线分布。流线由速度矢量的绝对值来进行染色。

图 2-23(a)显示的是船首处的流线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船首部分流线遭遇 KCS 模

型的球鼻首后，绕着球鼻首，旋转并向下流动至船体的底部。对于船尾处的流线分布

则由图 2-23(b)显示。从图中可以看到，上部分的流线逐渐向上往自由面处流动。对

于中部和船体附近的流线则向上流动，并在螺旋桨桨轴处汇合，并且能观察到此处的

漩涡。 

 船舶在规则波中运动和增阻的计算验证 

船舶在波浪中运动、波浪载荷以及波浪增阻的精确预报对于船舶航行的安全性

以及提高推进效率和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精确的预报船舶在波浪中运动响

应和波浪增阻的方法能够给船舶设计当中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以提高船舶安全

性能以及稳性和快速性能。 

在上一节完成船舶的静水阻力的验证之后，下一步就开始对船舶在波浪中的运

动和增阻等耐波性问题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来检验求解器中开发的六自由度运动模

块和造波模块的有效性。本小节将以 DTMB 5512 船模为计算模型，对船舶在波浪上

运动和增阻问题进行计算和分析，并与相关试验结果进行比较。通过计算比较，以验

证求解器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块和造波模块在求解此类问题上的准确性。 

 几何模型和计算工况 

本节采用的计算船模是 DTMB 5512 船模。该模型与章节 2.5.1 的 DTMB 5415 模

型相比，具有相同的几何形状，但采用不同的缩尺比。DTMB 5512 采用的缩尺比为

46.6，船长为 3.048 m。在该缩尺比下的几何主尺度列于表 2-8。其几何形状可以参

见图 2-7。 

DTMB 5512 的模型试验是在美国爱荷华大学 IIHR 研究所的拖曳水池中进行的。

该水池长 100 米，宽 3.048 米。Gui 等[199,200]和 Irvine 等[201]在该水池中针对 DT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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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模型，进行了一系列在迎浪工况下的试验，并将试验数据公开，提供给 CFD 研

究者进行计算验证。 

表2-8 DTMB 5512 模型的几何主尺度 

Table 2-8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DTMB Model 5512 

主尺度 符号和单位 值 

缩尺比  1:46.6 

垂线间长  (m) 3.048 

吃水  (m) 0.132 

方形系数  0.507 

湿表面积  (m2) 1.371 

模型质量  (kg) 86.4 

纵向浮心位置(船中向前为正)  (%Lpp) -0.683 

中心高度（从基线起）  (m) 0.162 

惯性半径 /  0.250 

航速  (m/s) 1.531 

傅氏数  0.28 

雷诺数  4.65×106 

 

表2-9 计算波浪工况 

Table 2-9 Wave and case conditions 

工况号 
Case No. 

释放的自由度 
Degrees of freedom

波长 
Wave Length 

/  

波幅 
Wave 

amplitude 
(m) 

波陡 
Wave 

Steepness 
 (-) 

1 垂荡和纵摇 1.0 1.21×10-2 0.025 

2 垂荡和纵摇 1.0 2.43×10-2 0.050 

3 垂荡和纵摇 1.0 3.64×10-2 0.075 

4 垂荡和纵摇 1.0 4.85×10-2 0.100 
 

DTMB 5512 的计算工况列于表 2-9。为了观察船模在波浪上的大幅度运动和非

线性现象，这里将入射波的波长统一选择为一个船长 1.0 。波陡的范围为

0.025	 	 	 	0.100 。船舶的航速为 1.531 m/s，对应 0.28以及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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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计算工况中的规则波的造波方式采用设置入口边界条件的方法。具体方法可以

参见章节 2.3。本节算例采用的是 	 湍流模型。 

本节计算所用的网格仍然采用 SnappyHexMesh 生成。生成的网格和 2.5.1 节所

采用的网格类似，但是从入口至船尾的自由面附近增加了在 方向加密范围。以保证

入口波的波峰和波谷被包含在自由面加密范围内，并且保证在船舶运动，网格变形之

后，入射波能够始终保持在自由面加密范围内。整体网格的示意图如图 2-24 所示。

对于大波幅入射波 0.075 ，由于波幅增大以及船舶运动幅度剧烈，自由面加密

的高度会再做适当调整，但是船体表面网格、其它局部加密、计算域范围保持不变。

此外，在初始时刻，根据该船模在 0.28航速下的静水航行姿态，设置了船模初

始的升沉 5.85 10 	m 和纵倾值 0.136 。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小船模在计算开

始时刻不必要的垂荡和纵摇的扰动，以增加船舶运动预报的准确性。在时间步长方

面，在小波幅 0.025 情况下，采用的时间步长为 0.001	 。但是，随着波幅

的增大，船舶运动随之增大。在采用变形网格的情况下（本节尚未采用重叠网格），

大幅度的网格运动会大幅降低计算的稳定性，甚至发散。采用减小时间步长的方法可

以有效解决稳定性问题。在 大的波幅工况下 0.100 ，时间步长逐渐减为

0.0004	 。同时网格变形也增加了网格的非正交性。非正交性在 OpenFOAM 中会增

加 计 算 误 差 。 因 此 ， 随 着 波 幅 的 增 加 ， OpenFOAM 中 的 非 正 交 迭 代 

（nNonOrthogonalCorrectors）也会适当增加。这类问题在采用重叠网格以后可以有效

解决。 

 

 DTMB 5512 的计算用网格 

 Computational Mesh for DTMB 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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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结果和分析 

2.6.2.1 傅立叶级数 

本算例采用的傅立叶级数展开的方法（Fourier Series, 简称 FS），将任意非定常

的时历曲线展开成余弦函数的求和，并得到各阶级数的幅值和相位。其中非定常曲线

可以是船舶的垂荡和纵摇运动曲线、阻力曲线等。具体表达式如下： 

 0

1

( ) cos( ) 1,2,3...
2

N

n e n
n

t nt n
   



     (2-93) 

其中， 是n阶的幅值， 是对应该阶的相位。每一阶的幅值和相位都可以通过以下

公式得到： 

 2 2
n n na b    (2-94) 

 
1tan ( )n

n
n

b

a
   (2-95) 

其中， 和 的表达式分别为： 

 
0

2
( ) cos( )

T

n ea t nt dt
T

    (2-96) 

 
0

2
( )sin( )

T

n eb t nt dt
T

     (2-97) 

通过 FS 展开后的各阶级数中，零阶幅值( )等价于时历曲线 的时间平均。

零阶幅值( )和一阶幅值( 和相位 代表了函数的线性项。在线性问题中，零阶

和一阶幅值占主要成分。代表非线性的高阶幅值 , 2 由于值很小，可以忽略不

计。但是在非线性问题中，高阶幅值则必须考虑在内。下文将对船模在波浪中运动的

阻力、垂荡和纵摇曲线进行 FS 展开，并对各阶(0、1 和 2)级数的幅值和相位进行分

析。 

2.6.2.2 阻力 

第一个研究对象是船模所受到的总阻力，并采用阻力系数 来表示，其定义见公

式(2-92)。在阻力系数的计算过程中，船模速度为 1.531 m/s，静水湿表面积为

0.686 m。图 2-25 显示的是四个波幅工况下的阻力系数时历曲线。图中截取了

计算过程中三个完整的波浪周期。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非线性现象，而不是光滑

的正弦函数。随着波陡的增加，非线性现象就更加明显。对于 大波陡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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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况，在每个周期的 t/T=0.90 时刻都可以观察到阻力的陡升。这主要是由于在那

个时刻发生了明显的甲板上浪显现。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稍后的分析中讨论。 

 

 不同波陡下的阻力系数的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esistance coefficients with various wave steepness 

为了进一步分析阻力曲线，我们将阻力系数进行 FS 展开，得到的各阶幅值列于

表 2-10 中。对零阶幅值来说，随着波陡的增大，其值也随之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波

浪增阻的增加。一阶幅值代表的线性幅值。其值也是随着波陡的增加而增加。二阶幅

值代表了非线性项。在小波陡的情况下，其值比零阶幅值（平均值），小一个量级，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随着波陡的增加，二阶幅值也随着增加。当 ak 0.05 时，零阶

和二阶均在一个量级上。说明此时的阻力已经展现了明显的非线性，非线性项已经不

能忽略。二阶和一阶级数相比，两者幅值均相近。在 0.075和 0.100工况下，

二阶幅值甚至要大于一阶。因此在选定波长等于船长的情况下 1.0 ，船模阻

力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现象，这也跟图 2-25 所展示出的曲线相一致。 

表2-10 傅立叶级数展开后的阻力系数各阶幅值 

Table 2-10 FS harmonic amplitude of Ct 

波陡（ak） 
n 阶幅值 (×103) 

0 阶 1 阶 2 阶 

0.025 4.90 0.69 0.32 

0.050 5.65 1.37 1.20 

0.075 6.84 2.07 2.09 

0.100 7.89 3.30 3.50 

 

为了进一步研究在波长一定 1.0 	的情况下，波陡对波浪增阻的影响，首

先定义波浪增阻系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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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ad t stC C C    (2-98) 

其中， 是对阻力系数进行 FS 展开后的 0 阶幅值； 是船模在相同航速下的静水

阻力。通过静水阻力计算，我们得到 4.69 10 。 后得到的不同波况下的波

浪增阻列于表 2-11 和图 2-26。对于小波陡情况下 0.025 ， 是占到了静水阻

力 的 4.4%。 随着波陡的增加而快速增加。在 大波陡 0.100 的情况下

甚至达到了静水阻力的 71.1%。对于 大波陡下的波浪增阻，主要由船舶的大幅度运

动和甲板上浪引起。这种工况下，船舶的安全航行是非常关键的。此外，从试验结果

中可以观察到波浪增阻与入射波波幅成近似的二次关系。但是在计算结果中，却展现

出近似线性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在 0.05和0.075预报的 偏低，而且在

0.100是发生了甲板上浪现象，从而增加了增阻计算的不确定性。关于波浪增阻与波

幅之间的关系，目前只计算了四个波幅尚不能得到完整的结论。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

进一步地进行研究，计算更多的波幅和波长工况，以便在这方面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表2-11 不同波浪工况下的波浪增阻 

Table 2-11 Added resistance in various wave conditions 

波陡（ ） 
 (×103) 波浪增阻的百分比 

( /  ×100%) 试验[200] 计算值 

0.025 0.15 0.206 4.4% 

0.050 0.81 1.04 22.6% 

0.075 1.95 2.23 48.4% 

0.100 3.51 3.28 71.1% 

 

 

 不同工况下的波浪增阻 

 Added resistance in different wav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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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 垂荡和纵摇运动 

船模在不同波陡下的垂荡和纵摇运动时历曲线分别由图 2-27 和图 2-28 所示。从

图中可以得出，垂荡运动的幅值随着波陡的增加而增加。纵摇运动也展现出相同的规

律。对于不同的波陡，垂荡和纵摇运动的相位变化较小，表明在波长相同的情况下波

幅对运动相位影响较小。跟垂荡运动相比，纵摇运动的相位较小。 

 

 

 不同工况下的垂荡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heave motions with various wave steepness 

 

 不同工况下的纵摇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itch motions with various wave steep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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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 垂荡和纵摇运动的传递函数 / 1.0  

Table 2-12 Transfer functions of heave and pitch motions / 1.0  

波陡 TF3 TF5 

 计算值 试验[201]  计算值 试验[201] 

0.025 0.737 

0.724 

0.609 

0.565 0.050 0.733 0.602 

0.075 0.746 0.597 

0.100 0.802 - 0.574 - 

 

为了进一步分析垂荡和纵摇运动，并和试验结果进行比较，这里将垂荡和纵摇的

时历曲线进行傅立叶级数展开，并求得对应传递函数（Transfer function, TF），也称

为幅值响应算子（Response amplitude operator, RAO）。具体定义如下： 

 
13

3

x
TF

a
  (2-99) 

 
15

5

x
TF

ak
  (2-100) 

其中， 和 分别是垂荡和纵摇运动的传递函数； 和 分别是垂荡和纵摇运动

经过 FS 展开后的一阶幅值；a 是入射波的幅值；ak 是波陡。经过傅立叶级数展开后

并且由公式(2-99)和公式(2-100)得到的垂荡和纵摇运动的传递函数列于表 2-12 和图

2-29。从表中可以看到，除了 0.100的工况以外，传递函数 TF3 和 TF5 几乎不受

波陡的影响。同时，在0.025	 	 	 	0.075工况范围内的传递与试验结果[201]进行比

较。试验当中，虽然测量了 0.025、0.050和0.075的三种工况，但是由于三种工

况下的传递函数结果非常接近，因此在表 2-12 仅列出三者的平均值。比较显示计算

结果和试验值吻合较好。但是纵摇的传递函数有相对较大的误差。 

图 2-30 将 0.075工况下的阻力以及垂荡和纵摇运动时历曲线结合在一起，

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图中垂直的虚线代表阻力达到 大值的时刻。此时发生在垂荡

运动和纵摇运动达到负向的 大值之前，也就是船身下降至 低位置以及首部埋首

至 低位置之前（下沉为负，埋首为负）。此外，阻力 小的时刻是在船模接近于正

浮状态。因此船模运动姿态对阻力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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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函数随波陡变化曲线 

 The influence of ak on the motions of heave and pitch 

 

 阻力系数、垂荡和纵摇运动的时历曲线 0.075  

 Time history of resistance coefficients, heave and pitch motions 0.075  

 

2.6.2.4 网格收敛性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计算的可靠性，这里对 0.025的工况进行了一组网格收敛性

验证。一共采用三套网格，每两套网格之间在三个方向的加密比√2。总网格量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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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比为2√2。这里采用的均是由 SnappyHexMesh 生成的非结构网格。不同于结构化

网格，在非结构网格上进行等比例且保持一致性的加密是相对困难的。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这里采用一种新的加密方法。SnappyHexMesh 生成网格的时候，需要一个正

交网格作为基础网格，然后在这套基础网格上细分网格，生成 终网格。由于这套基

础背景网格是结构化的，所以这一步易实现等比例和一致性加密。因此，加密的第一

步就是先在三个方向以√2的加密比加密基础网格，生成三套不同密度的基础网格。

第二步，在生成的基础网格上再运行 SnappyHexMesh，以生成 终网格。 终生成

的网格大小接近于√2的加密比。本章节的网格收敛性验证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生成。

首先我们先生成了中等密度网格的基础网格，然后在中等密度的基础网格之上分别

生成了粗网格和密网格的基础网格，再用 SnappyHexMesh 生成这三套网格 终网格。

终三套网格的单元总数分别为：0.344 10 、0.984 10 和2.614 10 。 

图 2-31 至图 2-33 展示的是三套不同网格的阻力和运动时历曲线。相比运动曲

线，阻力对于网格更敏感。这点在图 2-31 中表现明显。垂荡和纵摇对运动，对于网

格相对不敏感。随着网格的加密，垂荡和纵摇运动的差别变小。但是，在图 2-32 和

图 2-33 的局部放大图中，还是可以看到不同网格之间计算结果的区别。中等网格和

密网格之间区别较小，而粗网格与中等网格之间区别较大。因此结果呈现振荡收敛。

表 2-13 总结了三套网格的波浪增阻 和运动传递函数( 和 )结果。从表中可

以看出，所有结果均收敛。 和 呈现单调收敛趋势， 呈现振荡收敛趋势。但

是 随着网格的加密而偏离试验结果。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需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调查研究。总体上，此次网格收敛性验证中的所有变量均呈现收敛

趋势，验证了计算的可靠性。 

 

 不同网格在 ak=0.025 工况下的阻力系数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esistance coefficient for ak=0.025 with different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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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网格在 ak=0.025 工况下的垂荡运动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heave motion for ak=0.025 with different grids 

 

 不同网格在 ak=0.025 工况下的纵摇运动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itch motions for ak=0.025 with different grids 

表2-13 网格收敛性验证结果 0.025  

Table 2-13  Grid convergence test for 0.025  

网格 单元数量 (×10-6)  (×103) (×103)   

粗网格 0.344 4.959 0.269 0.749 0.606 

中网格 0.984 4.896 0.206 0.737 0.609 

密网格 2.614 4.863 0.173 0.740 0.611 

试验 - - 0.15 0.724 0.565 

  

2.6.2.5 自由面波形 

图 2-34 和图 2-35 展示的是一个船模运动周期内四个时刻的自由面波形。这是展

示的是较小波陡 0.025 和较大波陡 0.075 两个工况。在 / 0.00时刻，

波峰达到船首处。此时船首接近于 低位置。在 0.075工况中，船首基于浸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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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中。在 / 0.25时刻，船首开始向上抬起。在 / 0.50时刻船首接近于 高

位置。在此时， 0.075工况下，除了声纳罩以外，整个船首几乎出没于水面外面。

在 / 0.25时刻，船首开始下降，接近于正浮位置。相对于 0.025的工况，

0.075工况中，船舶的运动更剧烈，波浪的破碎、波浪翻卷更为明显。 

 

 

(a) / 0.00 (b) / 0.25 

(c) / 0.50 (d) / 0.75 

 一个周期内四个时刻的自由面波形 0.025  

 Four snapshots of wave patterns in one period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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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00 (b) / 0.25 

(c) / 0.50 (d) / 0.75 

 一个周期内四个时刻的自由面波形 0.075  

 Four snapshots of wave patterns in one period 0.075  

2.6.2.6 涡流场 

图 2-36 和图 2-37 分别显示的 0.025和 0.075工况下的船体和自由面附

近的涡流场。每个工况均用一个周期内的四个时刻来表示。涡流场用的是涡量在 方

向的分量 表示。 的范围被限定在-20 至-2 之间，并用速度的绝对值染色。船体附

近的涡流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声纳罩产生的一对涡，并传递至船尾。另一部分

是由船底附近产生的舭涡。由于波浪周期性的作用，第一部分的涡从声纳罩处周期性

地产生和消失。同时，舭涡也随着波浪周期性的扰动。在 / 0.50和 / 0.75时

刻，由声纳罩产生的涡到达了船尾螺旋桨剖面处，并严重干扰了船尾的伴流。与

0.025相比， 0.075工况有更强的涡产生。这些结果表明，在航速以及波长固定

的情况下，不同的波幅对船体的涡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波幅越大，波浪所携带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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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越大，因此产生的涡也越明显。在自由面附近也可以观察到的涡的变化。在

0.075工况下，自由面涡要甚至强于船体附近的涡流场。 

 

(a) t/T=0.00 (b) t/T=0.25 

(c) t/T=0.50 (d) t/T=0.75 

 船体和自由面附近的涡流场 0.025  

  Vortical structures around ship hull and surface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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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T=0.00 (b) t/T=0.25 

(c) t/T=0.50 (d) t/T=0.75 

 船体和自由面附近的涡流场 0.075  

  Vortical structures around ship hull and surface 0.075  

2.6.2.7 甲板上浪 

前文已经提到，在 0.100工况下观察到了甲板上浪现象。图 2-38 展示了

0.100工况下，一个周期内四个时刻的自由面波形图。在 / 0.0时刻，整个船首几

乎浸没于水中。船首附近溅起了巨大的波浪。在 / 0.25时刻，波浪抨击到船首甲

板上。在 / 0.50时刻，船首达到了 高的位置。同时，残留在甲板上的水由于惯

性力作用开始向船后移动。从之前的计算结果中可以得到，甲板上浪现象严重影响了

船舶阻力以及在波浪上的运动。 0.100工况的船体函数( 和 )与其它工况相

比展现出明显的不同，如表 2-12 所示。阻力曲线（图 2-25）在 0.100工况下展

现出 明显的非线性现象，并且伴随 大的波浪增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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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 0.25 

(c) / 0.50 (d) / 0.75 

 一个周期内四个时刻的自由面波形 0.100  

 Four snapshots of wave patterns in one period 0.100  

 本章小结 

本章节介绍了基于 OpenFOAM 所开发的 naoe-FOAM-SJTU 基础求解器框架以

及求解器中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并详细介绍了针对船舶与海洋工程所开发的数值造

波模块和六自由度运动模块。该求解器采用了 RANS 控制方程，通过带人工压缩 VOF

方程来捕捉自由面。湍流模型在 naoe-FOAM-SJTU 中主要被采用的有两种，分别为

模型和 SST 模型。同时为了减少计算量和提高计算稳定性，采用了壁面

函数的近壁处理方法。 

在数值造波和消波模块当中，造波方法采用了通过设定入口边界条件的方式来

进行造波。由于这种造波方式的设置简单，因此易于扩展出各类波形，如规则波、长

峰和短峰非规则波。在程序设计中采用了面向对象（OOP）的设计方法，充分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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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语言的多态性思想，所有类型的波浪均采用统一接口，不同波形之间易于切换，

同时也易于扩展出不同类型的波。对于消波则采用了海绵层的消波方式。通过在动量

方程中添加源项，使出口处速度降低，以达到消波的目的。 

在六自由度运动模块当中，通过采用 Euler 角的方式来描述船体姿态，并利用地

球和船体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来实现六自由度运动方程的求解。由于在现有阶段并没

有采用重叠网格，因此在 naoe-FOAM-SJTU 基础求解器中采用了动态变形网格的方

法来实现网格的运动。该方法是通过网格变形的方法来实现物体的移动，并通过求解

一个 Laplace 方程来求解出网格移动的位移或者速度。关于 naoe-FOAM-SJTU 详细

使用方法可以参见其使用手册[62]。 

为了验证上述数值方法以及造波、消波模块与六自由度运动模块的有效性，本章

进行了两种标准算例的计算与验证。第一种标准算例包含了 DTMB 5415 和 KCS 船

型在静水中考虑航行姿态的阻力计算。这个算例主要验证了 OpenFOAM 中所采用的

数值方法的有效性，包括离散方法、RANS 方程、VOF 方程和湍流模型等，并且通

过计算船舶航行时候的姿态，来验证六自由度运动模块中的可行性。第二个标准算例

是 DTMB 5512 船模在波浪中的运动和增阻计算和模拟。通过添加波浪的计算来验证

造波模块的有效性。同时对船舶在波浪上运动的计算以及与试验的比较，考核了六自

由度运动模块的准确性。 终经过两种标准算例的计算，验证了 naoe-FOAM-SJTU

主要核心模块的有效性，为下一步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开发重叠网格技术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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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叠网格技术的开发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为了能够解决更为复杂的船舶工程水动力学问题，本章节将着重对重叠网格技

术进行开发，详细介绍重叠网格的基本原理以及开发实现过程，并将重叠网格技术与

开源代码 OpenFOAM 相结合，形成具有重叠网格功能的求解器 naoeFoam-os-SJTU。 

 重叠网格基本概念 

所谓重叠网格方法是将物体的每个部件单独划分网格，再嵌入到另一套网格当

中。网格之间会有重叠的部分。在经过挖洞等预处理过程后，计算域之外的网格（比

如位于物体表面内的网格单元）会被挖去并排除在计算之外，并在剩余的网格重叠区

域内建立插值关系。 终通过插值方法使得每套网格之间可以在重叠区域进行数据

交换，以达到流场域的整体计算。 

重叠网格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在动态运动问题的处理能力上。重叠网格技术可以

允许多个相互独立的网格之间产生无约束的相对位移，并且利用插值方法使得网格

之间的流场信息能够进行交换。利用重叠网格这种特性，可以实现物体无约束的六自

由度运动，以及多级物体的运动。对于船舶与海洋工程，在重叠网格的帮助下，可以

实现船舶或海洋平台的大幅度运动、船舶带桨、带舵的自航和操纵等问题的计算。 

为了简单展示重叠网格在动态问题中的应用，图 3-1 展示了一个利用重叠网格

方法模拟二维圆柱入水过程。算例中一共有两块网格。第一块是圆柱网格。这是一块

包围圆柱的贴体网格。第二块是正交的背景网格。圆柱网格嵌套在背景网格之中。两

块网格之间相互独立，在拓扑结构上没有约束关系。圆柱网格可以在背景网格之中任

意移动。在初始时刻，圆柱被置于自由面之上、空气之中。计算开始时刻圆柱被释放。

由于重力作用，圆柱开始下降，抨击自由面，然后完全浸没在水中。整个计算过程中，

圆柱从背景网格的上部移动到下部。尽管圆柱产生了大幅度的位移，但是两块网格并

没有发生变形，保持着良好的网格质量，仅仅是两个网格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背

景网格始终保持正交性，并且能够很好地捕捉自由面变形。圆柱网格在物面局部加

密，能够捕捉圆柱的边界层流动。该算例展现了重叠网格在保持网格质量和拓扑结构

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大幅度运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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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叠网格应用实例：二维圆柱入水过程。 

  Example of a 2D cylinder dropping into water by overset grids. 

 

 重叠网格的示意图 

 Diagram of overset grid  

在重叠网格方法中，有两个数据存储格式。第一种是以单元顶点为中心的存储格

式（Node-Centered）。这种格式的存储方法是将流场信息存储在网格单元的顶点上。

有限差分法以及部分有限体法的求解器采用这种存储格式。第二种格式是将流场信

息存储在单元的中心上（Cell-Centered）。这种格式目前被广泛运用在有限体积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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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器上。由于 OpenFOAM 采用的是单元中心格式，在本章节后续关于重叠网格的介

绍中，以单元中心格式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重叠网格技术中，网格的单元（或者节点）可以分为以下 5 类，活动单元、洞

单元、插值边界单元、贡献单元以及孤点单元。示意图中是基于中心点的格式（Cell-

centered）进行表示。各类网格单元具体解释如下。 

活动单元（Active cell）功能与非重叠网格方法中的普通网格单元一致，是那些

参与正常计算的普通单元。它们的值直接反应了实际流场的情况。 

洞单元（Hole）是处于计算域之外或者在物体内部的单元。这些单元会被标记为

洞单元，并排除在计算之外。此外，多余的重叠区域内的单元也会被标记为洞单元。 

插值边界单元（Fringe cell/Interpolated cell）是从其它网格接收流场信息的单元。

这些单元会存在于重叠网格的重叠区域内，并且位于洞单元和活动单元之间，同时包

围洞单元。插值边界单元的主要作用是从其它网格通过插值的方式来接收流场信息。

通常为了保持重叠网格的计算精度，在洞单元和活动单元之间需要两层插值边界单

元。 

贡献单元（Donor cell）是负责给插值边界单元通过插值的方式提供流场信息的

单元。贡献单元与对应的插值边界单元必须存在于不同的网格。一个插值边界单元需

要若干贡献单元为其提供插值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贡献单元只能从活动单元中寻

找。已经标记为洞单元不能作为贡献单元，因为洞单元本身不含有流场信息。插值边

界单元也不能作为贡献单元，因为插值单元本身也需要从贡献单元插值得到流场信

息。 

孤点单元（Orphan）是特殊的插值边界单元。当插值边界单元没有能够找到贡献

单元时，它就会标记为孤点单元。孤点单元往往出现在两套网格之间没有足够多的重

叠单元的时候。减少孤点单元的有效方法是增加两套网格之间的重叠区域或者增加

重叠区域内的单元数量。 

为了更为形象地描述重叠网格方法中各类单元的类型和作用，在图 3-2 中作了

简单示意，并采用单元中心格式进行表述。图 3-2 中列举了两块网格，分别为物体网

格（body grid）和背景网格（background grid）。物体网格用黑色实线表示，背景网

格则采用红色虚线表示。在物体网格中，分成三类。蓝色的是活动单元；绿色的是插

值边界单元，需要从背景网格插值获取流场信息；灰色是洞单元，是经过挖洞程后被

去除的多余单元。在绿色的区域内，以某一个插值边界单元为例（用蓝色线框表示）

解释如何从背景网格获取信息。该单元会从背景网格中寻找将它的中心包含在内的

贡献单元。在二维情况下，可以找到 5 个贡献单元，在图中用黄色区域表示。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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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贡献单元的选取取决于不同的网格类型、单元大小和插值方法等因素，这里

仅作为示例。黄色区域内的 5 个红色圆点代表这 5 个贡献单元的单元中心。橙色圆

点表示插值边界单元的中心点。程序根据这 6 个中心点的相对位置点求出插值系数

（或称权重系数）。在随后的计算中就可以利用插值系数进行不同网格间的插值，以

完成信息的传递。相对的，对于背景网格，同样需要从物体网格中获取流场信息。由

于背景网格的右下角的单元位于物体表面内部，这些单元标记为洞单元，排除在计算

之外。这些洞单元在图中不直接显示。在背景网格下部的蓝色线框内的单元，为背景

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之一。这个单元需要从物体网格中获取流场数据，处理方法和上

述做法一致。在这个插值边界单元附近，从物体网格中寻找出 5 个贡献单元（在图中

的右下角用黄色区域表示）。根据这 5 个贡献单元和一个插值边界单元的中心位置

（右下角的 5 个红色圆点和 1 个橙色圆点），计算出插值系数。在之后的流场计算

当中，背景网格中的该插值边界单元会利用求得的插值系数从物体网格中的这 5 个

贡献单元获取流场信息。 

为了描述不同类型的网格单元，本文使用一个名为 iblank 的变量来表示每一个

网格单元的属性。在不同的参考文献中，iblank 的定义会有所不同。在本文中，iblank

的定义如下：当 iblank=-1 时，为洞单元；当 iblank=0 时，为插值边界单元；当 iblank=1

时，为活动单元；当 iblank=101 时，为孤点单元。iblank 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后处理中

能够方便地排除洞单元，使后处理软件只显示实际的流场情况。在实际操作时，排除

iblank<1 的单元，使后处理软件只显示活动单元的流场信息。 

上述所有的重叠网格信息，包括每个单元的属性、插值单元和贡献单元的匹配序

列以及插值系数，统称为计算域连接信息（Domain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简称 DCI）。

DCI 是建立起重叠网格之间信息通信的重要信息。下一节将详细介绍 DCI 的计算过

程。 

 重叠网格插值关系的建立 

重叠网格之间插值关系的建立是通过 DCI 数据的计算来实现的。本文方法所使

用的 DCI 数据是由 SUGGAR[11]程序来计算生成的。SUGGAR 全称为 Structured, 

Unstructured, and Generalized overset Grid AssembleR，由 Ralph Noack 在 2005 年所开

发完成。正如程序的全名一样，SUGGAR 大的特点是不仅支持结构化网格，还能

处理非结构网格。SUGGAR 同时能支持以单元顶点（Node-centered）和单元中心（Cell-

centered）为存储位置的两种流场信息存储方式。因此，它不仅能适用于传统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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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法求解器，还能处理现在主流的有限体积法求解器。SUGGAR 这种特点，对于

在 OpenFOAM 这一基于有限体积法、非结构网格以及单元中心格式的 CFD 工具箱

中开发重叠网格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 

求解 DCI 的过程通常需要四个步骤。第一步是洞单元的搜寻，或称为挖洞。这

一步是定位网格与物面、计算域等相对位置关系，并将处于物体内部或者计算域之外

的网格单元标记为洞单元，排除在计算之外。与洞单元相邻的单元会被标记为插值边

界单元。第二步是给插值边界单元从另外一套网格中寻找足够数量的贡献单元，为插

值边界单元提供插值信息。第三步是根据插值边界单元和贡献单元的相互位置关系

求得插值系数。 后一步是重叠区域的优化过程。该过程是在重叠区域中重新寻找与

贡献单元匹配 好的插值边界单元，将这些单元进行保留，并去除多余的插值边界单

元。 后只保留两层插值边界单元。被去除的插值边界单元会被标记为洞单元。这一

步优化过程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匹配 佳的插值边界和贡献单元组，以提高插值

精度。同时去除多余的重叠区域单元以减少求解流场的计算量。 

 

 初始的圆柱网格和背景网格 

 Initial cylinder grid and background grid 

本节将以一个圆柱网格和一个背景网格为例，介绍 SUGGAR 计算 DCI 的基本

过程。图 3-3 展示的是两块初始网格。红色网格为圆柱的贴体网格（body grid），黑

色网格为正交的笛卡尔背景网格（background grid）。在初始状态下，两块网格之间

相互独立，并没有建立起插值信息。我们就需要基于这两套网格上面，进行洞单元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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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贡献单元搜寻、插值系数求解以及重叠区域优化四个步骤，以在两套网格之间建

立起信息传递。 

 搜寻洞单元 

重叠网格技术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洞单元搜寻，或称为挖洞过程（hole cutting）。

该过程是将在计算域之外的网格标记为洞单元，并排除在流场计算之外。在图 3-3 中

所示的例子中，黑色的背景中有若干网格单元位于圆柱内部。由于圆柱内部并没有流

场信息，因此需要找到这些处于圆柱内部的单元，并将其排除在计算之外。这个过程

称之为挖洞过程。 

执行图 3-3 例子中的挖洞过程，基本思想是遍历所有背景网格单元，判断每个网

格单元是否在圆柱内部。如果在内部，则标记为洞单元。如果不是，则标记为正常活

动单元。对于圆柱这种简单的几何形状，可以通过简单的几何公式来判断是否在圆柱

内部。但是对于复杂几何而言，就需要有一套高效的算法来判断网格单元相对于物面

的位置。 

SUGGAR 采用的是基于八叉树结构（Octree）的挖洞算法[11,202]。在八叉树算法

中，从根部往分支每前进一层，就可以网格单元的搜索范围缩小至上一层的八分之

一。因此该算法可以快速定位网格单元所处的位置，大幅增加挖洞过程的计算效率。 

 

 圆柱曲面的四叉树结构 

 Quadtree for cylinder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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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生成八叉树结构。由于本例为二维问题，因此八叉树数据结构退化为四

叉树结构（Quadtree）。对于圆柱网格，首先基于计算域范围生成一个正方形。然后

将该正方形均分成四个子块（如果是三维问题，则是八块）。从这四个子块中判断是

否与圆柱曲面相交。如果相交，则继续等分切成四份。然后再继续判断是否与曲面相

交。如果是，则继续分割成四份。这样反复循环，直至分割后子块的大小小于圆柱表

面单元的大小，则停止切割。 后效果如图 3-4 所示。 

第二步，判断生成后所有子块的类型。子块的类型可以为 BOUNDARY、IN 和

OUT。首先，所有与圆柱曲面相交的子块标记为 BOUNDARY。其次，从四个顶点的

子块开始，判断是否为是 BOUNDARY 类型。如果是，放弃该子块，寻找第二个顶

点的子块。如果不是 BOUNDARY 类型，则将该子块标记为 IN，并与该子块所有相

邻的子块都标记为 IN（排除是 BOUNDARY 类型子块）。然后继续从已经标记为 IN

的子块中，寻找与它们的相邻子块，并标记为 IN。这样逐步递进，直到没有子块可

以标记为 IN 为止。 后，那些没有被标记的剩余子块全部标记为 OUT。子块类型的

终标记结果如图 3-4 所示。其中，红色的子块被标记为 BOUNDARY，白色子块被

标记为 IN 以及蓝色子块被标记为 OUT。 

第三步，判断网格节点的类型。在四叉树（三维情况下是八叉树）结构中，所有

网格节点在经过几次递进之后，均会落于图 3-4 所示的子块当中。如果网格节点落于

被标记为 IN 的子块当中（图中白色区域），该节点就会被标记为 IN。如果网格节点

落于被标记为 OUT 或者 BOUNDARY 的子块当中，该节点就会标记为 OUT。如前

文讨论的那样，OpenFOAM 采用的单元中心（Cell-centered）的数据存储格式，需要

对每一个单元作进一步的判断。对于网格中的任意单元，如果它有一个节点被标记为

OUT，则该单元就会标记为洞单元。如果该单元所有节点均为 IN，那么该单元就是

普通活动单元。 

挖洞后的效果如图 3-5 所示，背景网格中处于圆柱内部的单元已经被全部挖去。 

在洞单元和活动单元之间需要布置两层插值边界单元。这些插值边界单元是从

挖洞后与洞单元相邻的活动单元中转换而来，如图 3-5 中的蓝点所示。这些蓝色单元

负责获取圆柱网格的流场信息。此外，圆柱网格中外边界的两层被设置为插值边界单

元，如图 3-5 中的绿点所示。这些绿色单元负责获取背景网格的流场信息。 

在所有的边界插值单元确定之后，下一步就要给这些单元从另一套网格中寻找

贡献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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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挖洞处理的圆柱和背景网格 

 Cylinder and background grids after hole cutting 

 搜寻贡献单元 

在完成挖洞过程和插值边界单元的确认之后，下一步是给插值边界单元从另一

块网格中搜寻贡献单元。在图 3-5 中，背景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需要从圆柱网格中搜

索贡献单元。相对地，圆柱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需要从背景网格中搜索贡献单元。 

SUGGAR 对于单元顶点（Node-Centered）和单元中心（Cell-Centered）两种格

式，采用不同的贡献单元组成，具体如图 3-6 所示。在左图的单元顶点格式中，F 代

表的是重叠网格中的一个插值边界点（Fringe Point）。它需要从另一套网格通过插值

获取流场信息。程序从另一套重叠网格中找到一个单元（灰色单元表示）。灰色单元

的四个节点将 F 完全包裹在内，那么该灰色单元的四个顶点可以作为贡献成员，给

F 提供插值信息。 

在单元中心的格式当中，方法有所不同。在图 3-6 的右图中，F 代表的是重叠网

格中的一个单元。它作为插值边界单元（Fringe Cell）需要从另一套网格获取插值信

息。程序从另一套网格中找到一个将 F 的中心包含在内的网格单元作为贡献单元之

一。再通过该贡献单元寻找到与之相邻的所有单元，并全部标记为贡献单元。如右图

中红色方块所示。共有五个单元被标记为贡献单元，为 F 提供插值信息。 

从图 3-6 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种数据存储格式的区别。单元中心只需寻找到一

个贡献单元。该单元的顶点作为所有的贡献成员。单元中心格式则需要五个贡献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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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中心格式中的贡献单元所占面积要大于单元顶点格式。在使用单元中心格

式时，重叠网格之间需要更多的重叠面积以保证有足够的贡献单元可以提供插值信

息。 

 

 顶点中心和单元中心的贡献成员组成 

 Donor members for point- and cell-centered assemblies 

上述过程的核心是寻找到将 F 的中心包含在内的贡献单元。SUGGAR 采用的是

传统 Neighbor walk 的方法。这里以单元中心格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介绍。具体方

法可以参考文献[202]和[11]。在 Neighbor walk 方法当中，首先判断初始搜索单元是

否已经将目标点（插值边界单元的中心）包含在内。如果包含在内，则该初始搜索点

就是贡献单元，与它的相邻单元一起作为插值边界单元的贡献成员组。如果没有包含

在内，则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搜索。选择与初始单元相邻的单元作为下一步搜索单元。

选择方法是将初始搜索单元的中心和目标单元的中心之间用一条线段连接。在初始

搜索单元所有的单元面当中，与该线段的相交的面就作为下一步搜索的起始面。与初

始搜索单元共享该起始面的相邻单元就作为下一步的搜索单元。然后再判断该搜索

单元是否将目标单元的中心包含在内。如果没有则继续往复搜索，直至搜索单元将目

标单元的中心包含在内，即完成贡献单元的搜索。 

在 Neighbor walk 方法当中，初始搜索单元的选取直接影响搜索的步数以及计算

量。好的初始搜索单元选取能够大幅度减少贡献单元的搜索量。在 SUGGAR 当中，

初始搜索单元的选取同样是通过八叉树算法来进行的。该八叉树结构与在挖洞过程

中的八叉树结果有所不同，无需在物体表面加密到与挖洞过程中的八叉树结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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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对于每一个插值边界单元，判断其落于八叉树结构中哪一个子块，然后选取

离该子块中心 近的单元为该子块的初始搜索单元。 

根据上述方法完成所有插值边界单元所对应贡献单元组的搜索。图 3-5 所示圆

柱和背景网格示例中，在经过贡献单元搜索之后的贡献单元如图 3-7 所示。其中蓝点

为插值边界单元，绿色单元为对应的贡献单元。 

单元顶点格式的贡献单元搜索方法与单元中心格式的方法类似，同样采用

Neighbour walk 方法进行搜索。不同的是，在单元顶点格式中，一个插值边界点（非

单元）只需要搜寻一个贡献单元即可，并由该贡献单元的所有顶点为其提供插值数

据。 

(a) 背景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与对应贡

献单元 
(b) 圆柱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与对应贡

献单元 

 每套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蓝点）和对应的贡献单元（绿色单元） 

 Fringe cells (blue points) and corresponding donor cells (Green cells) for each grid 

 求解插值系数 

在完成贡献单元之后，下一步是对每一组插值边界单元和贡献单元进行插值系

数（或称为权重系数）的计算。然后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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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式(3-1)所示： 

 1

   
n

I i i
i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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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任意流场信息，如速度、压力等； 是第 i 个贡献单元的插值系数（权重

系数）； 是第 i 个贡献单元的流场信息值； 是插值边界单元的值。此外所有的插

值系数 均需要无因次化，并满足以下条件： 

 
1

1
n

i
i




   (3-2) 

在插值系数 的求解上，单元顶点（Node-Centered）和单元中心（Cell-Centered）

有所不同。 

在单元中心的格式中，由于贡献成员不再是一个单元上的节点，而是由若干单元

组成，因此贡献单元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几何结构关系。在 SUGGAR 当中，有以下几

种做法[11]。 

第一种方法是将离插值边界单元 近的贡献单元的插值系数设为 1，其它贡献单

元设为 0。等同于直接将 近单元的流场值赋给插值边界单元。这种做法虽然简单快

速，但是只有零阶精度。因此，一般不推荐使用。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距离倒数来求得插值系数（Inverse-Distance Weights）[203]： 

 
1 1

1n n
i

I
i ii ir r


 

     (3-3) 

式中， 为贡献单元中心到插值边界单元中心的距离。在该方法中，贡献单元中心离

插值边界单元中心越近，则插值系数（权重）则越大。该方法的 早是用于将非结构

网格单元中心的值快速插值到单元顶点上。在重叠网格插值中，可以将被插值单元顶

点替换为插值边界单元的中心，就可以将该方法移植到非结构重叠网格的插值方法

中。这种插值方法易于实行，但是该方法仅考虑了贡献单元和被插值单元的绝对距离

关系，而忽略了方向关系。因此，在实际的数值实验过程中，该方法精度仍不足。 

第三种方法是基于拉普拉斯算子权重方法（Laplacian Weights）[144]。该方法的

早同样也是用于将单元中心和单元顶点间的插值。但相比基于距离倒数的方法，

Laplace 权重方法同时考虑了贡献单元和插值边界单元的距离和方向关系，因此具有

更高的插值精度。具体方法可以参考文献[144]中的描述。这里列出主要的计算公式。

首先假设所有插值系数（权重）满足 Laplace 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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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每个贡献单元的权重系数； , , 为贡献单元的坐标； , , 为被插

值单元的坐标。那么，权重系数可以定义为： 

 1i i     (3-5) 

再定义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 

  2

1

n

i
i

C 


    (3-6) 

计算插值系数的过程是一个将成本函数(3-6) 小化的优化过程。该优化问题可以通

过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 multiplier）来求解，其中Δ 为： 

      i x i n y i n z i nx x y y z z            (3-7) 

式中的拉格朗日乘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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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其中： 

      2
xx yy zz yz xy xy zz xz yz xz xy yz yy xzD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3-9)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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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将由式(3-7)求得的Δ 代入式(3-5)后并无因次化，就得到了所有贡献单元的插值（权

重）系数。 

第四种方法是截断的拉普拉斯算子权重法（Clipped Laplacian Weights）[204]。该

方法基于第三种插值方法之上进行小范围改进。在 后一步无因次化插值系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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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的插值系数限定在 0 至 2 范围内。目的是为了去除负值以及过大的插值系数，

以增加计算流场过程中的稳定性。 

当每个贡献单元顶点的插值系数求解完成后，将其代入式(3-1)，即可完成插值边

界单元和贡献成员之间的插值。 

OpenFOAM 采用的是单元中心格式。对上述四类插值方法在 OpenFOAM 中进

行数值实验后发现，第四种基于截断的拉普拉斯算子权重法能够得到 稳定以及

精确的插值效果。在本文后续的算例当中，均采用这种插值方法，对基于单元中心的

非结构网格进行重叠网格的插值计算。 

对于单元顶点（Node-centered）的插值系数计算方法则完全不同。由于

OpenFOAM 采用的单元中心的格式，因此基于单元顶点格式的插值方法并不是本文

的重点。这里只作简单的介绍。 

在单元顶点方法中，贡献成员为对应贡献单元的顶点，而非单元本身。由于所有

贡献成员均在一个形状规则的单元上（单元的形状在二维情况下是三角形或者四边

形；在三维情况下可以是四面体或者六面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用二线

性（二维情况）或者三线性（三维情况）插值。具体方法是将单元从当前网格坐标系

, , 映射至坐标系 , , 下，并且0 1、0 1以及	0 1均必须在

0 到 1 范围内，然后求出每个节点的插值（权重）系数[202]。由于这类方法不是本文

所采用的重点方法，因此推导过程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列出主要计算公式： 

对于二维三角形单元，插值系数等于： 

 
0

1

2

1  
 
 

  



  (3-13) 

对于二维四边形单元，插值系数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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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维问题中， 0。 

对于三维四面体单元，插值系数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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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维六面体单元，插值系数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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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当前网格坐标系 , , 映射至坐标系 , , 下的解法可以通过 Newton 迭代法

逆求解完成。 

这类基于单元顶点格式的三线性插值方法，相比前文提及的基于单元中心的插

值方法，具有更到的插值精度。公式(3-16)是结构化网格中普遍采用的插值系数计算

方法。其插值精度可以达到二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单元中心格式向单元顶点格式的

转换，从而在单元中心格式中使用单元顶点格式的三线性插值或者更高精度的插值

方法。具体做法是创建一套双重网格（Dual Grid）。这种网格是将原网格的单元中心

作为新网格的单元顶点。在双重网格上进行 DCI 的计算时，就可以直接采用单元顶

点格式的插值方法。对于非结构网格，可以使用 Delaunay 方法将贡献单元的中心，

以及所有和该贡献单元共享顶点的单元中心连接起来[11]。选取其中的四个单元中心

形成一个四面体单元。然后在这个四面体单元中利用单元顶点的线性插值方法进行

插值，从而提高插值精度。但是这种生成四面体网格的方法需要消耗较大的计算资

源。因此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少采用这种方法。对于结构化网格，由于网格拓扑结构

简单，可以快速生成一套双重网格。如图 3-8 所示。由于新网格的单元顶点与旧网格

的单元中心重合，因此直接采用高精度的二线性或者三线性插值，并将新网格的插值

系数直接运用到旧网格上。这种结构化的双重网格生成快速，计算量小，并且具有较

高的精度。因此，在采用结构化网格的情形下，优先选用这种方法。在文献[205]中

采用了本博士论文基于 OpenFOAM 所编写的重叠网格程序，进行了不同 Re 下的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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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绕流的计算。由于圆柱绕流的几何较为简单，该文献采用了结构化的重叠网格，

并利用双重网格方法生成一套二维的双重网格，将单元中心格式转化为单元顶点格

式，从而能够使用单元顶点格式中的二线性插值。 终重叠网格的计算结果与非重叠

网格结果接近，表现出较高的插值精度。 

虽然这种双重网格方在简单问题中表现出良好的实用性，但是对于复杂问题，这

种方法难以适应，还是需要采用非结构网格以适应问题中复杂的几何。在后文的所有

算例当中，由于几何形状均较为复杂（比如舭龙骨、减摇鳍、螺旋桨、舵等附体），

所有网格均采用非结构的网格形式，并利用截断的拉普拉斯算子权重法求解贡献单

元的插值系数。 

 

 

 结构化的双重网格示意图（实线：初始网格；虚线：新网格） 

 Demonstration for structured dual-grid (Solid line: original; Dashed lin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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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背景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与贡献单元 (b)圆柱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与贡献单元 

 重叠区域优化之前的插值边界单元（蓝点）和对应的贡献单元（绿色单元） 

 Fringe cells (blue points) and corresponding donor cells (green cells) before overlap optimization 

(a) 背景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与其贡献单元 (b) 圆柱网格的插值边界单元与其贡献单元 

 经过重叠区域优化后的插值边界单元（蓝点）和对应的贡献单元（绿色单元） 

 Fringe cells (blue points) and corresponding donor cells (green cells) after overlap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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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叠区域优化之前 (b) 重叠区域优化之后 

 重叠区域优化之前和之后洞单元以及插值边界单元的变化。 

 Changes of hole region and fringe cells after overlap optimization 

 优化重叠区域 

在完成上述三个步骤之后，就能够在不同重叠网格之间重叠区域内进行流场数

据的插值。但是，这样直接插值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图 3-7(a)中的实例中，背景网

格的插值边界单元（蓝色点表示）从圆柱网格中的贡献单元（绿色单元）获取插值信

息。但是，绿色单元距离圆柱表面较近，并处于流场变化较为剧烈的地方。直接从此

处插值会引起较大的误差。此外，在圆柱附近的贡献单元网格较为细长，而背景网格

中的插值边界单元则是正方形。无论是形状还是单元大小上，两者相差较大。这种情

况同样也会降低插值精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额外执行一步重叠的区域优化过程。该过程会重新选

择插值边界单元和对应的贡献单元，以寻找到匹配 好的组合，并且减少重叠区域。

在 SUGGAR 中提出了 DSF 函数（Donor Suitability Function）的概念来判断插值边界

单元和贡献单元之间的匹配程度。DSF 函数有多种方法可以选取，其中包括单元

大对角线长度、单元体积等。详细过程可以参考文献[202]。第一步，选择一个与插

值边界单元相邻的活动单元，并搜索与该单元相对应的贡献单元。分别计算该活动单

元以及对应贡献单元的 DSF。如果贡献单元的 DSF 等于 0 或者小于该活动单元的

DSF，那么标记该活动单元为候补单元。然后，再寻找下一个与插值边界单元或者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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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单元相邻的活动单元，并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没有活动单元可以标记为候补单元为

止。第二步，检查所有插值边界单元和候补单元所对应的贡献单元。如果其中有贡献

单元被标记为候补单元，那么就需要取消候补单元的标记。第三步是去除多余的插值

边界单元。首先，将所有的插值边界单元以及候补单元均标记为候补单元。其次，从

候补单元中，找到与活动单元相邻的单元，并标记为第一层插值边界单元。然后，从

剩余的候补单元中，找到与第一层插值边界单元相邻的单元，并标记为第二层插值边

界单元。通常情况下，两层插值边界单元足以保证插值精度。因此，将所有剩余的候

补单元均标记为洞单元。整个过程在圆柱网格和背景网格中同时进行。 

以图 3-7 所示的网格为例，选择单元体积为 DSF 函数，经过优化后的重叠网格

如图 3-10 所示。图 3-7 所示内容作为参考，放于图 3-9 中。对于背景网格，如图 3-

10(a)所示，洞单元的范围向外扩大，插值边界单元（蓝点）向外转移，而对应的贡献

单元（绿色单元）从靠近圆柱表面的网格向远离圆柱的方向转移。贡献单元大小增加，

与插值单元的匹配度增加。对于圆柱网格，如图 3-10(b)所示，外边界的部分插值边

界单元由于其单元体积大于背景网格的贡献单元，被标记为洞单元并排除在计算之

外。插值边界单元（蓝点）向内部移动移动。由于在 SUGGAR 程序中设定插值边界

单元不能作为贡献单元来使用。那么在优化过程中，插值边界单元的移动会在遇到贡

献单元而停止。这一点在图 3-10 可以观察到。图 3-11 显示的是重叠区域优化过程前

后的洞单元和插值边界单元的变化以及重叠区域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经过重

叠区域优化之后，两套网格之间的重叠区域变小，插值边界单元向单元匹配较好的方

向逼近。因此，在执行完重叠区域优化之后，重叠区域可以减小，并且避免在圆柱附

近等流场变化较剧烈处的区域进行插值，插值边界单元和贡献单元之间的匹配度增

加， 终提升插值精度。 

 静态重叠网格在 OpenFOAM 中的实现 

所谓静态重叠网格，是指重叠网格之间的相对位置在计算过程中保持固定。静态

重叠网格虽然不能展现出重叠网格技术在处理运动问题上的能力，却是实现动态重

叠网格之前的 关键一步。静态重叠网格与动态重叠网格的实现方法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前者只需要在流场计算开始之前计算一次 DCI，而后者则

需要在每一步都计算一次 DCI。动态重叠网格方法是基于静态重叠网格方法之上。

因此，实现静态重叠网格是整个开发过程中的 关键一步。 



第三章 重叠网格技术的开发 

第 95 页 

与传统面对过程的编程思想不同，本文基于 OpenFOAM 采用面向对象（OOP）

的编程思想。在 OpenFOAM 中重叠网格的实现均以模块化的形式呈现，并没有特定

流程和环节。下面将对其中主要模块进行讲解。 

 插值和流场更新模块 

重叠网格之间的流场信息交换是通过插值来进行的。在本文的方法当中，重叠网

格的插值是基于 SUGGAR 所生成的 DCI。在计算开始之前，首先调用 SUGGAR 计

算重叠网格之间插值所需的 DCI。关于 DCI 的计算过程可以参见第 3.2 节。在求得

所有重叠网格信息（DCI）以后，通过对所有贡献单元的流场值和对应插值系数（或

称为权重系数）进行加权求和， 终完成插值： 

 
1

   
n

I i i
i

  


   (3-17) 

其中， 是任意流场信息，如速度、压力等； 是第 i 个贡献单元的插值系数（权重

系数）； 是第 i 个贡献单元的流场信息值； 是插值边界单元的值。此外所有的插

值系数均需要无因次化，并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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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此外，对于复杂问题中产生的孤点单元，需要额外的处理。在具有复杂几何形状

的问题当中，重叠网格之间的相对位置较为复杂，孤点单元就无法避免地产生了。理

论上孤点单元是属于边界插值单元的一种，但是缺乏了贡献单元为其提供流场信息。

为了避免孤点单元所处位置的流场信息缺失，并且导致的计算不稳定的情况，需要孤

点单元进行近似处理。处理方法以是通过对相邻单元的值进行平均。其中这些相邻单

元必须是活动单元或者是插值边界单元。孤点单元本身不能给孤点单元提供信息。 

在完成流场中所有插值边界单元的插值以后，下一步就需要将式(3-17)的值更新

整个计算流场中去。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用插值后的值替代流场中对应单元的值。该方法是在用普通

方式求解完流场中某个变量的方程后，再由式(3-17)求得的 直接覆盖对应插值边界

单元的流场信息。这里所谓的普通方式，指的是原有的OpenFOAM求解方程的方式，

即忽略重叠网格存在。由于这种直接替换的方法不能一次性将插值边界单元的值直

接反应到流场其它地方，因此需要经过多次迭代来达到收敛。这种方法适用于显式的

求解方式。 



第三章 重叠网格技术的开发 

第 96 页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修改方程离散后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矩阵来实现。在将控制方

程离散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类似以下的线性代数方程组： 

   x b A  (3-19) 

其中， 为矩阵系数，x 为未知量以及 b 为右端源项。在本文的方法中，所有重叠

网格均合并到一个矩阵中进行求解。假设单元编号为 i 的单元是插值边界单元。我们

的目标是通过修改 以及 b 的系数，使得第 i 个单元的解为 。其中， 就是

通过式(3-17)求得的插值边界单元的值。第一种系数矩阵 的修改方法可以将对角元

素上第 个系数设成 1，而非对角元素上的第 i行和第 i列系数都为 0 (

0, )。同时，将右端项第 i 个元素的值设成 。第二种修改矩阵的方法设定

一个极大值 ，设定对角线元素 和右端项元素 ，而非对角线元素保

持不变。由于极大值 的作用，非对角线元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 终的解可

以近似为 。这种方法易于实行，并且在实际测试当中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和

精度。 

这种通过修改矩阵法的优点就是可以将插值边界单元的值影响到其相邻的单元，

因此无需要经过多次额外的迭代。这种方法基于线性代数方程组，因此适用于隐式方

法。由于 OpenFOAM 中绝大多数方程都采用隐式解法，因此这种可以被普遍适用。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将流场中的相关网格单元（插值边界单元，洞单元）更新以

后，我们就完成了使用重叠网格对流场的一次迭代。对于每一个方程，如动量方程、

湍流方程以及 VOF 方程等，都采用上述方式进行求解。 

 并行化模块 

并行化模块是根据 OpenFOAM 对网格的区域分解结果，进行 DCI 数据的区域分

解，并将分解后的数据分配给每一个进程，使得 OpenFOAM 在并行运行的情况下也

能进行重叠网格之间的插值计算。 

并行化的第一步是将计算网格区域分解。OpenFOAM 提供了工具 decomposePar，

来实现网格的区域分解，并且对重叠网格同样适用。我们以一圆柱扰流的重叠网格为

例，如图 3-12 所示。整个圆柱扰流重叠网格由两块网格组成，分别为圆柱网格和背

景网格，如图 3-12(a)所示。其组成形式和图 3-1 所展示的 2D 圆柱落水问题的网格相

类似。然后，利用工具 decomposePar 将网格分解成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分配给单独

一个 CPU 进程。区域分解结果如图 3-12(b)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分解过程是根据网格

的几何位置进行的，而非重叠网格之间的相对关系。因此，插值边界单元和对应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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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单元可能会落于同一个区域里。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进程间的信息传递。对于其它

的插值边界单元，与其对应的贡献单元就会落于不同的区域上，那么在计算的过程中

就需要利用 MPI 在不同进程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 

第二步是将 DCI 数据进行重新排列、编号和分块。DCI 数据的排列顺序是根据

每一块重叠网格的顺序进行排列的。以图 3-12 所示的重叠网格为例，DCI 的排列顺

序是：先是圆柱网格，再是背景网格。但是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OpenFOAM 在进

行区域分解的时候，并非按照这种顺序排列，而是按照几何位置进行区域分解。因此，

在并行运算之前，需要将 DCI 数据按照 OpenFOAM 区域分解的方式重新进行编号和

排列。重新编号的具体方式则是先将所有 DCI 信息中的单元编号转换成全局编号。

所谓全局编号，即将所有重叠网格看成一个整体，每个单元在这个整体网格中均有一

个唯一的编号。然后，根据区域分解的信息，将全局编号的信息再次转换成基于区域

分块的局部编号。重新编号之后，不同重叠网格之间的关系就转变为了不同进程分块

之间的关系。随后将 DCI 按照进程信息进行分块。由于每个进程并不需要所有的 DCI

信息，因此，对 DCI 进行有效分块，只将每个进程所需的 DCI 传送给该进程，避免

多余信息的传递，以降低进程间数据通信量，提高并行效率。我们以一个 5 个进程的

并行运算为例。如图 3-13 所示，整个 DCI 区域就会被分解成5 25个块。具体做

法如下。首先将 DCI 分解成 5 块，分别对应五个进程。在图中用红色线框表示。这

红色线框中的块由 SUGGAR 分别传送到 5 个五个计算进程当中。然后，在每个进程

当中，会以贡献进程（Donor Processor）的身份，即贡献单元所在的进程，将所分配

到的 DCI 再次分解 5 个子块。这个 5 个子块会再次被分别传送给所有 5 个进程。而

此时 5 个进程则是作为接收进程的身份（Fringe Processor），即边界插值单元所在的

进程，接收从贡献进程传来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图 3-13 所示的对角线上的

子块（用橙色标出）不需要进行进程间的数据传递，因为插值单元和贡献单元在同一

个进程上。整个计算过程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将 DCI 进行分解，并传送给所有进程。 

第三步就是线性代数方程组的并行求解。由于在重叠网格方法中离散控制方程

后的得到线性代数方程组，在数据结构上与非结构网格方法中的保持一致。因此可以

直接采用 OpenFOAM 自带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求解器进行求解。但是在残差的计算上

只包含活动单元。插值边界单元、洞单元以及孤点单元需要排除在残差的计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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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区域分解之前 

 
(b) 在区域分解之后 

 圆柱扰流的重叠网格的区域分解 

 Domain decomposition for flow around cylinder 

 

 

  DCI 分解示意图 

 Decomposition of DCI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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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模块代码结构 

 

 重叠网格模块的代码结构和派生示意图 

 Chart of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of the overset classes 

上述重叠网格实现过程由 C++语言编写成函数库，并命名为 liboverset.so。这个

函数库是基于 OpenFOAM 的函数所编写，利用 OpenFOAM 内置的数据结构。由于

OpenFOAM 采用了面向对象（OOP）的编程方式，每个功能或模块都以类（Class） 

的形式存在，程序代码模块相比其它的语言有较高的的通用性。本文在编写重叠网格

函数库的时候，也是采用了类似的编程思路。该函数库具有良好的封装性，保留相关

通用接口，可适用于 OpenFOAM 中任意方程的求解。 

图 3-14 展示的是重叠网格函数库（liboverset.so）所包含的主要类以及其中的派

生和相互关系。这里将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一一介绍： 

在图 3-14 的右下方，有一个名为 basicDCI 的类。该类的作用是保存单个重叠

网格的基本 DCI 信息，如网格单元的属性、边界插值单元、贡献单元、洞单元的编

号，以及贡献单元的插值系数等。对于每一个重叠网格，都需要分配一个 basicDCI

的类对象。 

从 basicDCI 类派生出两个子类，分别为 strCellCenteredDCI 以及

unstrCellCenteredDCI。两者继承了 basicDCI的所有内容，但不同点是前者是针

对结构化网格，而后者是针对非结构化网格。用户无需关心哪个类会被调用，程序会

识别每个网格的类型，然后根据网格类型为每一个重叠网格分配这两种不同的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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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值得注意的是，basicDCI 是一个抽象类，程序实际运行中不会直接声明

basicDCI类对象，而是需要声明其两个子类。 

往上一级是 PtrList<basicDCI>，这是一个指向 basicDCI类对象内存空间的

指针集合。前文已经提到，程序会为每一块重叠网格分配一个 basicDCI类对象，因

此 PtrList<basicDCI>就包含了整个计算域内所有网格的 DCI 信息。 

cellCenteredDCIs 是一个统筹管理每个重叠网格的 DCI 信息。它负责将每一

块网格的 DCI 信息进行整合和重新标号。同时它也负责更新 iblank 的值。它与

PtrList<basicDCI> 不 同 的 是 ， cellCenteredDCIs 负 责 管 理 工 作 ， 而

PtrList<basicDCI>是负责数据存储工作。 

cellCenteredDCIs 和 PtrList<basicDCI> 结 合 起 来 ， 并 派 生 出 了

suggarCellCenteredDCIs类。这个类有专门的函数来负责读取和管理由 SUGGAR

输出的 DCI 信息。 

从 cellCenteredDCIs可以派生出其它类型的 DCI，如 otherDCIs。这个是为

了提高本程序代码的通用性，专门为其它类型的 DCI 数据保留的通用接口。这些 DCI

数据可以是由其它工具所生成，而并非仅仅是 SUGGAR。可以基于 otherDCIs类开

发对应其它重叠网格预处理工具的结构，以提高本程序的通用性。 

再往上一级是 parDCIs。这个类是负责 DCI 区域分解和重叠网格并行化的前处

理过程。它包含一个指向 cellCenteredDCIs 类对象的指针，并且可以读取（但不

能修改）cellCenteredDCIs的所有数据。parDCIs会根据 OpenFOAM 网格的区域

分块形式，将 DCI 中的单元节点信息重新分块和编号，并将新节点编号和分块后的

数据分配给每个进程。 

高一层是 cellCenteredOverset。这个类负责完成插值工作并将上述所有的

类进行整合和封装，保留两个公用函数接口 updateFvMatrix 和 updateFvField。

这两个函数接口分别是两种将插值信息更新流场中的方法。前者是通过修改线性代

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来实现流场的更新，后者是直接替换流场中的值。用户在使用的

时候无需考虑底层类的结构，只需调用 cellCenteredOverset 的两个成员函数就

基本实现 OpenFOAM 中大多数控制方程和求解器基于重叠网格技术的改造。 

在完成上述基本步骤的开发以后，我们将重叠网格模块封装成函数库

（ liboverset.so），并保留两个公用函数接口 cellCenteredOverset 类中的

updateFvMatrix和 updateFvField。在这个函数库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静态重

叠网格方法在 OpenFOAM 中实现。在附录 A 中将详细介绍如何利用 liboverset.so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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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库对 OpenFOAM 中的各类方程（动量方程、VOF 方程、湍流方程等）进行改造，

以实现重叠网格计算的功能。 

 基本流程 

利用上述重叠网格模块就可以实现在 OpenFOAM 中进行重叠网格的计算。对于

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控制方程和求解器，静态重叠网格的计算流程可以统一归纳为： 

1. 先对计算域进行区域分块，然后初始化程序，包括读取网格并初始化流场，

并且调用 SUGGAR，进行一次 DCI 的计算。 

2. 读取 DCI 数据，调用并行模块将 DCI 进行区域分解，并传送给每个进程。 

3. 根据式(3-17)和 DCI 数据完成每个进程插值边界单元的插值。 

4. 在求解某个方程的过程中，将步骤 3 中计算得到的流场值更新到实际流场中。

具体有两种方式： 

4.1 在显式迭代求解的过程中，直接替换流场中相关单元的值。 

4.2 在隐式求解的过程中，修改方程离散后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系数，并求解该方

程组。 

5. 回到步骤 3，对下一个方程进行求解。直至该时间步内所有方程均完成求解。 

6. 进入下一时间步进行计算。回到步骤 3。对每个控制方程重新进行计算。 

7. 直至流场完成收敛或者完成所有时间步的计算，终止程序。 

 
至此，我们在 OpenFOAM 中实现了静态重叠网格的改造。下一节将会对实现动

态重叠网格方法进行详细讨论。 

 

 动态重叠网格在 OpenFOAM 中的实现 

所谓动态重叠网格是指网格之间的相对位置随着时间递进而变化。与静态重叠

网格相比， 主要的区别在于每一个时间步内都需要重新计算一次 DCI。因此，动态

重叠网格是基于静态重叠网格方法之上进行相关内容的开发。其中 主要的工作是

在 OpenFOAM 与 SUGGAR 之间建立起高效的通信模块以及开发多级物体的运动模

块。OpenFOAM 与 SUGGAR 的通信模块需要使 SUGGAR 能够计算每一个时间步的

DCI 并且传送给 OpenFOAM。多级物体的运动模块则是用于实现船舶与螺旋桨、舵

等附体的耦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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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FOAM 与 SUGGAR 的通信模式 

对于 OpenFOAM 与 SUGGAR 的通信模式有两种，其中 简单的方式就是将两

者串行运行，如图 3-15 所示。在每个时间步长内，OpenFOAM 首先计算流场，包括

求解 VOF 方程、动量方程以及湍流模型等。随后根据流场积分计算作用于物体上的

力和力矩，并预估下一步物体的运动位置， 后将运动信息传送给 SUGGAR 进程。

在此期间 SUGGAR 进程会一直保持等待状态，直到 OpenFOAM 完成该时间步的计

算并将运动数据发送给 SUGGAR，SUGGAR 才会开始为下一时刻计算 DCI。

SUGGAR 计算完成后，将新计算得到的 DCI 通过 MPI 返回给 OpenFOAM。与此同

时，OpenFOAM 也会一直处于等待状态，直到从 SUGGAR 那里接收到 DCI 信息，

才开始下一时间步的计算。这种串行的运行模式虽然结构简单，容易实行，但是却产

生了大量的 CPU 闲置时间。这对于大规模 CFD 计算而言，计算效率较低，时间损耗

较大。尤其是当采用非结构网格的时候，DCI 的计算时间会大幅增加，并且随着网格

量的增加，DCI 的计算时间会急剧增加。当网格量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DCI 的计算

时间就会超过 OpenFOAM 在一个时间步长的计算时间。因此，如果采用这种运行模

式并且在大网格量的情况下，计算时间会相比非重叠网格方法大幅度增加。 

 

 OpenFOAM 与 SUGGAR 的串行运行模式 

 Commuication between OpenFOAM and SUGGAR in serial mode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本文采用了延迟模式（Lagged Mode），由 Carrica 等[140]在

CFDShip-Iowa 求解器中提出并使用。如图 3-16 所示，在这种模式下，OpenFOAM 与

SUGGAR 呈现的并非是串行的模式，而是采用并行运行的方法。在计算开始之初，

OpenFOAM 与 SUGGAR 同时开始计算。在第 n 个时间步内，SUGGAR 提前计算第

n+1 个时间步的 DCI，并在下一个时间步 n+1 开始之时，将 DCI 传送给 OpenFOAM。

但是，在 OpenFOAM 完成第 n 步计算之前，SUGGAR 如何能够提前知道物体在下

一个时刻 n+1 的位移？解决方法是根据物体在前两个时刻的位移（n-1 和 n），利用

外插的方法估算得到下一时刻的位移。因此 SUGGAR 就可以做到提前进行 DCI 的

计算。当 OpenFOAM 完成了第 n 个时间步进行流场的计算，同时 SUGGAR 又提前

完成了第 n+1 时间步的 DCI 的计算，因此在下一个时间步 n+1 开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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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FOAM 可以立即开始新时间步的流场计算，无需另外等待计算的完成。此时，

SUGGAR 也已经根据 OpenFOAM 新预报得到的第 n+1 时间步的位移，推算出第 n+2

个时间步的物体位移信息，并立即开始了第 n+2 时间步 DCI 的计算。然后依此类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模式中，OpenFOAM 和 SUGGAR 进程在同时运行，两者之间

并没有互相的等待，从而避免了闲置 CPU 的产生，有效解决了由于采用了重叠网格

而导致的计算时间大幅增加等问题。 

 

 OpenFOAM 与 SUGGAR 的延迟模式（并行） 

 Communication between OpenFOAM and SUGGAR in lagged mode 

值得注意的是，当网格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SUGGAR 计算 DCI 所消耗的时间

会大于OpenFOAM计算一个时间步长的时间。那么，即使采用这种延迟并行的模式，

那么 OpenFOAM 进程也会产生 CPU 的闲置时间。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们采用了

多重延迟模式（Multi-Lagged Mode）。在这个模式中，我们会使用多个 SUGGAR 进

程。比如，采用三个 SUGGAR 进程。每个进程分别计算 n+1、n+2、n+3 时间步的

DCI。OpenFOAM 进程在第 n 时间步所需要的 DCI，已经由其中一个 SUGGAR 进程

在第 n-3 时间步就开始计算，并在第 n 步开始之前传送给 OpenFOAM 进程，然后立

即开始第 n+3 时间步 DCI 的计算。这种情况下，OpenFOAM 会提供三个时间步长的

时间来给 SUGGAR 进程完成 DCI 的计算。SUGGAR 进程的数量越多，那么被提供

的时间就越多。SUGGAR 进程数量的选择是需要保证 OpenFOAM 进程没有等待时

间，既满足以下条件： 

 s s ot n t    (3-20) 

其中， 是 SUGGAR 进程的数量； 是 SUGGAR 进程计算一次所花时间； 是

OpenFOAM 进程计算一个时间步所花时间。 

SUGGAR 计算 DCI 时候的位移信息是经过外插得到，因此在 OpenFOAM 实际

计算采用的网格位移和 SUGGAR 得到的网格位移之间会有一定的误差。如果

SUGGAR 进程的数量越多，外插引起的位移误差就越大。对于给定物体轨迹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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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螺旋桨以固定转速旋转，物体的旋转角度可以精确计算得到，这类误差可以避免。

对于定常问题，比如计算船舶在静水中的升沉和纵倾。这类问题我们只关心 终的稳

定状态。外插的误差会随着运动的稳定而减小，直至忽略不计。对于非定常问题来说，

如船舶在波浪上运动。如果运动加速度或者时间步长相对较小，这类误差可以减小至

可忽略的程度。对 OpenFOAM 而言，由于采用了显式的方法来求解 VOF 方程，其

时间步长必须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因此 OpenFOAM 这种特性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小

外插的误差。但是对于物体具有较大加速度的问题，如船舶的入水抨击。对于这类问

题，即使时间步长减小，也不能保证误差可以减小到不受影响的程度。解决方法是在

每个时间步之内执行多次的运动迭代。每次迭代都需要移动一次网格，同时 SUGGAR

再计算一次 DCI。由于这样的迭代过程是一个收敛过程，OpenFOAM 和 SUGGAR 的

网格位移会随着迭代的收敛而趋于一致， 终外插所引起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当该

时间步收敛时，再进行下一时间步的计算。 

OpenFOAM 与 SUGGAR 之间的通信采用 MPI 函数库来完成。具体的做法是采

用 MPI_Comm_split 函数将 MPI 默认的通讯器（MPI_COMM_WORLD）分割为两个

子通讯器： 

 

MPI_Comm_split(MPI_COMM_WORLD,color,key,&cfd_comm); 

 

其中，cfd_comm 为被分割后的子通信器的名字；color 是用于标识进程的分类。在所

有的 OpenFOAM 进程中，令 color=1，并且在所有的 SUGGAR 进程中，令 color=0。

那么，所有的 OpenFOAM 进程就会被分配到单独的子通讯器中，剩下的 SUGGAR

进程被分配到单独的一个通信器中。具体如图 3-17 所示。那么 OpenFOAM 进程就可

以在被分配到的子通信器中（cfd_comm）进行流场的并行计算。 

 

 OpenFOAM 进程与 SUGGAR 进程的通信器的分割 

 MPI communicator spliting for OpenFOAM and SUGGAR pro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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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采取相同方法在 MPI 默认通信器（MPI_COMM_WORLD）的基础上分

割出 OpenFOAM 与 SUGGAR 通信的子通信器。在这个子通讯器中，包含所有的

OpenFOAM 进程和一个 SUGGAR 进程。那么该 SUGGAR 进程就可以通过该子通讯

器将 DCI 数据发送给所有 OpenFOAM 进程。对于每一个 SUGGAR 进程都需要与所

有 OpenFOAM 进程一起分配到一个子通讯器。如果有 n 个 SUGGAR 进程，就需要

将 MPI_COMM_WORLD 分别分割 n 次，生成 n 个子通信器。在每一个子通讯器中，

均由一个 SUGGAR 进程与所有 OpenFOAM 进程组成。这样就可以实现每一个

SUGGAR 进程向所有 OpenFOAM 进程传送数据的目的。 

 

 

 OpenFOAM 和 SUGGAR 进程并行运行的性能分析（37 个 OpenFOAM 进程和 3 个

SUGGAR 进程） 

 Timeline for parallel execution of OpenFOAM and SUGGAR (37 OpenFOAM processors 

and 3 SUGGAR processors) 

 
后我们对这种通信模式的计算效率进行分析。图 3-18 展示的是采用这种多重

延迟模式的 OpenFOAM 和 SUGGAR 进程并行运行的时间线。图中算例一共采用了

40 个进程，其中 37 个 OpenFOAM 进程和 3 个 SUGGAR 进程。从图中可以看到，

OpenFOAM 将绝大多数时间放在计算流场上面（蓝色区域）。仅有很小一部分时间

用于与 SUGGAR 进程的通讯上（红色区域）。每个 SUGGAR 进程提前计算后往第

三个时间步的 DCI，并耗时近 2.5 个步长的时间后完成计算（绿色区域）。随后

SUGGAR 进程等候 OpenFOAM 近半个时间步的时间（红色区域），直至 OpenFOAM

完成当前时间步流场的计算后，将 DCI 传送给 OpenFOAM。整个过程当中，SUGGAR

进程虽然牺牲部分时间用于等待 OpenFOAM，但是 OpenFOAM 的计算效率却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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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证，并没有受到采用重叠网格方法的影响。因此，采用延迟模式的方法顺利解决

了因计算 DCI 所导致的计算时间大幅增加问题。 

 多级物体运动模块 

本博士论文的目标是利用动态重叠网格技术实现船、桨、舵的相互作用和耦合问

题。为了将螺旋桨和舵的运动耦合到船体运动当中，本文使用了多级物体（Hierarchy 

of bodies）以及其运动耦合的概念。在这个多级层级物体的概念当中， 高一级为计

算域的背景网格。第二级为父对象。一般情况下选择船体本身为父类对象。船体可以

相对于背景网格（第一级）有六个自由度的运动。第三级为子对象，是在船体（第二

级）坐标系内运动的附体，如螺旋桨和舵等附体。第一级的背景网格，通常可以跟随

第二级中的船体一起运动，但是仅局限于水平内的运动，如纵荡、横荡和首摇。为了

利用重叠网格实现多级物体的运动，这里将对 2.4 节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块进行扩展，

加入了多级物体的运动模式。 

在处理多级物体运动时，首先从较低层级的物体开始。这里以船后螺旋桨旋转为

例，介绍整个多级物体运动的实施过程。其中各层级的关系是： 高级是背景网格；

第二级是船体网格；第三级是螺旋桨网格。网格的移动是先从第三级开始。假定下一

个时刻螺旋桨的旋转角度为 ，以及通过螺旋桨桨轴的矢量为 ，如图 3-19 所示。那

么螺旋桨网格的旋转可以通过式(3-21)进行。 

 

     
     
     

 
2
1 1 2 3 1 3 2

2 0
1 2 3 2 2 3 1

2
1 3 2 2 3 1 3

1 1 c 1

1 1 1

1 1 1

n
prop prop a a

c n c n n n s n n c n s

n n c n s c n c n n c n s

n n c n s n n c n s c n c

      
          
       

x x p p   (3-21) 

 
其中， ， sin ； , , 是通过螺旋桨桨轴的单位矢量，并且

n 1；P 是在螺旋桨桨轴上的任意一点； 是螺旋桨网格的初始位

置， 是旋转后螺旋桨网格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式(3-21)的转换是在船体坐标

系中进行的，而非地球坐标系。类似地，舵网格的转动也是采用这种处理方式。 

第二步处理的是第二级船体网格。根据 2.4 节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块，预报出下一

个时间步的船体位移和姿态角度。在地球坐标系下，同时平移和旋转船体和螺旋桨网

格，如下： 

  0
1 1

n
ship ship rot rot    x J x x x η   (3-22) 



第三章 重叠网格技术的开发 

第 107 页 

 
其中， 是船体网格的初始位置，包括经过式(3-21)旋转后的螺旋桨网格； 是

旋转和平移后的网格位置；J1 是旋转矩阵，其表达式见(2-77)； 是船体运动的平移

位移； 是船体运动的旋转中心。 

 

 

 船后螺旋桨在船体坐标系下旋转示意图 

 Demonstration of propeller rotating in the ship system  

后是处理背景网格。如果背景网格跟随船体一起运动，平移和旋转背景网格至

船体位置。但是，背景网格的运动仅局限于水平平面内，即纵荡、横荡和首摇三个自

由度。如果背景网格是固定的，则保持背景网格不变。 

上述方法还可以拓展至多个船舶运动以及每艘船舶具有多个附件的情况。图 3-

20 是一个范例的示意图。在图中， 高级是背景网格。第二级有三艘船。第三级是

船的附体，包括螺旋桨和舵。一号船（Ship #1）有两个附体，分别为一号舵（Rudder 

#1）和一号螺旋桨（Propeller #1）。一号舵和一号螺旋桨分别根据式(3-21)绕舵轴和

桨轴进行旋转。然后，一号船的船体网格，连同一号舵的网格和一号螺旋桨的网格一

起在地球坐标系下旋转。对于二号船（Ship #2）而言，其只有一个附体，就是二号螺

旋桨（Propeller #2）。二号船的网格移动方式和一号船类似。先旋转二号螺旋桨的网

格，再平移和旋转二号船的船体网格和旋转后的二号螺旋桨的网格。对于三号船（Ship 



第三章 重叠网格技术的开发 

第 108 页 

#3）而言，由于其没有附体，因此只需平移和旋转三号船的船体网格即可。 后判断

背景网格是否需要移动，如果需要，将其移动到指定位置。 

因此，在利用重叠网格技术和多级物体运动模型，可以大幅度扩展 CFD 处理问

题的范围。可以从单船裸船体，扩展至多船多附体问题的研究。 

关于多级物体运动模块的所有的功能以及其它信息，可以参见附录 B 中更详细

的说明。 

 

 

 多级物体运动中的多物体、多附体示意图 

 Multi-object and multi-appendage in a hierarchy of bodies 

 动态问题中洞单元的处理 

在动态重叠网格中，需要注意的是洞单元的处理方法。在物体运动速度较大的时

候，当前时间步内某个单元属于洞单元，但是在下一个时间步，该单元可能会变成活

动单元。由于洞单元本身不参与流场计算并且不具有流场信息（一般会用零值代替），

在下一时间步变成活动单元并参与流场计算时就会产生问题，因为这个参与流场计

算的单元不具有合理的流场信息。为避免这个问题，需要给洞单元赋上一个近似的流

场信息。如果孤点单元在下一步变成活动单元时，就有相对近似的流场值可以参与计

算。近似的流场信息可以通过对相邻单元求平均得到。具体做法是从一个靠近插值边

界单元的洞单元开始。它的值等于相邻所有单元平均值。然后转移至下一个洞单元。

直到所有洞单元都完成后，这样就完成一次迭代。经过多次迭代直至所有洞单元的值

收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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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oeFoam-os-SJTU 求解器 

在完成重叠网格模块之后，本节在第二章开发的求解器 naoe-FOAM-SJTU 的基

础上，整合重叠网格模块， 终形成具有重叠网格功能的、面向船舶与海洋工程的数

值求解器 naoeFoam-os-SJTU，其中 os 代表 overset。该求解器的基本框架如图 3-21

所示。相比前文的基本求解器 naoe-FOAM-SJTU，新求解器的主要改动在于添加重叠

网格模块以及能够处理多级物体运动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块。从图 3-21 中可以看出，

RANS、VOF 以及湍流方程的求解需要通过来重叠网格的插值来进行。同时，重叠网

格模块代替原有的变形网格模块，用于支持多级物体运动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块。对于

基本数值方法，如有限体积法以及相应的离散格式等，无需进行修改。对于数值造波

和消波模块，由于这些模块并不牵涉到物体和网格的运动，因此可以继续沿用。 

 

 

 naoeFoam-os-SJTU 求解器架构图 

 Framework of solver naoeFoam-os-S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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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FOAM 和 SUGGAR 在动态重叠网格中的相互信息传递 

 Flow chart of depicting exchanges between OpenFOAM and SUGGAR in dynamic overset 

naoeFoam-os-SJTU 求解器的运行流程图如图 3-22 所示。程序在一开始分配两批

进程。一批分配给 OpenFOAM 进行流场的计算。另一批分配给 SUGGAR 进行 DCI

的计算。在程序开始时刻，两批进程同时开始初始化。对于 OpenFOAM 进程，在初

始化完成后开始时间步的循环迭代。在每一个时间步的开始，OpenFOAM 首先根据

3.4.2 节中式(3-21)和式(3-22)移动各部分的重叠网格。网格移动完成后，从 SUGGAR

进程处接收新网格位置的 DCI 数据。根据新的 DCI 数据，OpenFOAM 开始对当前流

场进行迭代计算，包括 VOF 方程、动量方程以及湍流模式等。根据收敛后的流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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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计算出作用在船体各个部件上的力和力矩，并且求和。根据新的力和力矩，预报

出船舶在下一时刻的位移，并且发送给 SUGGAR 进程。这样 OpenFOAM 就完成一

个时间步的计算，并开始下一个时间步的计算。对于 SUGGAR 进程，在每一个时间

步开始的时候，从 OpenFOAM 进程接收到船体在该时间步的位移以及各部件的旋转

角度，并根据以往运动信息，推算出下一个时刻的运动信息。然后根据新的运动信息

进行 DCI 的计算，并在计算结束后发送给 OpenFOAM，使 OpenFOAM 能够迅速进

入下一个时间步的计算。这里所描述的 OpenFOAM 与 SUGGAR 之间的通信模式是

3.4.1 节中所描述的延迟（Lagged）模式。当完成所有时间步的计算之后，OpenFOAM

和 SUGGAR 同时结束计算，退出循环，并终止程序。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了重叠网格技术的基本概念、插值关系建立的方法、静态和动态重

叠网格在 OpenFOAM 中的实现过程，以及重叠的模块结构和开发过程，并 终将重

叠网格模块和 OpenFOAM 相结合，形成具有重叠网格功能的数值求解器 naoeFoam-

os-SJTU。重叠网格的开发从实现静态重叠网格技术开始，然后再拓展至动态重叠网

格技术。该重叠网格模块采用了 SUGGAR 程序来负责生成重叠网格之间插值所需要

的 DCI 数据。本章节详细介绍了两种 OpenFOAM 和 SUGGAR 通行的通信模式。第

一种串行模式虽然易于执行，但是会造成大量 CPU 的闲置和计算效率的降低；第二

种延迟（并行）模式虽然过程略有复杂，但可以有效解决闲置 CPU 的问题，保证

OpenFOAM 的计算效率不受影响，从而避免了由采用重叠网格技术而引起的计算时

间大幅增加的问题。此外，为了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实现船、桨、舵配合等复杂问题，

在 2.4 节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块的基础上，扩展出多级物体运动模块，以实现船舶运动

和螺旋桨转动的同时进行。 后在 naoe-FOAM-SJTU 的基础上结合重叠网格模块，

形成具有动态重叠网格功能求解器 naoeFoam-os-SJTU。 

在完成上述代码的开发之后，我们将进入重叠网格技术的实际应用阶段，并验证

重叠网格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一共有三种类型的应用会在下文的

章节中讨论。第一种是船舶带螺旋桨的自航推进问题；第二种是船舶带螺旋桨带舵的

自航操纵问题；第三种是船舶带螺旋桨在波浪上的运动和推进问题。这三种类型的计

算验证分别在下文的第四、第五和第六章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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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船舶带螺旋桨的自航推进计算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本章节采用重叠网格方法，对 KCS 船模的自航推进试验进行计算和验证。利用

重叠网格方法来划分螺旋桨网格，并使其能够绕固定轴转动。通过对螺旋桨的敞水试

验、KCS 无螺旋桨的拖航试验以及带螺旋桨的自航试验的计算，得出 KCS 船模在

0.26航速下配合KP505螺旋桨的自航推进因子。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比较，

以验证重叠网格方法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几何模型和计算工况 

本章节选择的船型是 KCS 模型，其几何模型以及主尺度与 2.5.2 节中（第 54 页）

使用的船型一致，船长为 7.2786	 ，缩尺比为 31.6。具体的几何形状和主

尺度可以参见图 2-16 和表 2-6（第 55 页）。KCS 模型的航行速度为2.196	m/s，对

应 0.26以及 1.4 10 。与 2.5.2 节使用的模型不同的是，本章节的 KCS 模

型中，增加了一个 5 叶螺旋桨。螺旋桨的型号为 KP505，其几何主尺度列于表 4-1 中。

计算过程中 KCS 模型的升沉和纵倾姿态保持固定。这个工况是 2005 年东京 CFD 研

讨会[107]和 2010 年哥德堡 CFD 研讨会[50]的标准算例之一。 

表4-1 KP505 螺旋桨的几何主尺度 

Table 4-1 Main particulars of propeller KP505 

主尺度 符号 值 

直径   (mm) 250 

平均螺距比 /  0.950 

盘面比 /  0.800 

桨毂比 /  0.180 

桨叶数  5 

截面形状  NACA66 

 

为了得到完整的船舶自航推进因子，本章节进行三种试验的数值计算。第一种是

螺旋桨的敞水试验，以获取螺旋桨敞水性能曲线。第二种不带桨拖航试验结果，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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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带螺旋桨的拖航阻力试验，获得船模的裸船阻力以及名义伴流。第三种是在船模

上安装螺旋桨后的自航推进试验，以获得船模在自航状态下的阻力、螺旋桨的推力和

扭矩。 后根据这三种试验的数据，汇总后得到船模和螺旋桨配合下的各项推进因

子。 

 KP505 螺旋桨的敞水曲线计算 

第一个算例是 KP505 螺旋桨敞水性能的计算。执行这个算例有两个目的。第一

个是对重叠网格技术进行基本验证，并与传统非重叠网格方法以及试验结果进行比

较。第二个目的是得到敞水性能曲线，以提供给后续推进因子的计算。 

本算例的计算中，采用以大地为基准的参考系，螺旋桨以一定速度向前前进，以

模仿在拖曳水池中进行敞水试验的做法。螺旋桨的转速 RPS 固定。所有的计算网格

都是以一定的恒定速度向前前进。计算结果当中包含不同进速系数 下的推力系数

、扭矩系数 以及敞水效率 。这些系数的定义为： 

 AV
J

n D
  (4-1) 

 2 4T

T
K

n D
  (4-2) 

 2 5Q

Q
K

n D
  (4-3) 

 0 2
T

Q

JK

K



  (4-4) 

其中， 和 是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 是螺旋桨的直径； 是螺旋桨的转速以及 是

螺旋桨的前进速度。根据 KCS 自航推进试验中螺旋桨转速的结果，这里将螺旋桨转

速设定为 9.5	RPS。KP505 螺旋桨的敞水试验数据来自于 2005 年东京 CFD 研讨

会[107]。 

为了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并与传统非重叠网格方法进行比较，本算例采用了两种

网格方法分别计算敞水性能曲线。第一种是传统的非重叠网格方法，如图 4-1 (a)所

示。这种网格方法只有一块网格，整个计算网格作为刚体随螺旋桨一起转动，并同时

具有向前的前进速度。第二种方法是重叠网格方法，如图 4-1(b)，这种方法有两块相

互独立的网格。第一块是螺旋桨网格，嵌套在第二块网格背景网格之中。螺旋桨网格

用于求解近流场。背景网格相对较粗，用于求解远流场。螺旋桨网格相对于背景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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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恒定的速度进行旋转。两套网格均以恒定的速度向前移动。为了避免远场边界条件

的影响，计算域被设置得尽可能大。计算域范围为，上游 5 个螺旋桨直径；下游 20

个直径；两侧有 10 个直径。 

 

(a) 非重叠网格 (b) 重叠网格 

 两种不同的网格策略计算敞水性能曲线 

 Two different grid strategies to compute open water curves 

计算用的网格仍然采用 SnappyHexMesh 生成。图 4-2 和图 4-3 展示了两套网格

的网格剖面。图 4-2(a)和图 4-3(a)显示的是传统的非重叠网格。该网格只有单块网格，

并用黑色进行表示。图 4-2(b)和图 4-3(b)显示的是重叠网格。螺旋桨网格和背景网格

分别用蓝色和黑色进行表示。蓝色的螺旋桨网格可以相对黑色的背景网格作旋转运

动。两种网格均采用相同大小的计算域和加密区域。这样做的目的是着重强调两种网

格方法之间的计算结果差异。 后两种网格的单元数量列于表 4-2。虽然这两种网格

的网格量有所差距，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重叠网格的重叠区域以及洞单元区域。

重叠网格和传统网格之间使用了相同的边界条件。其边界条件的设置如图 4-4 所示。

由于整个计算域网格是向前移动，入口边界边界的速度设为零。 

计算过程采用的是 Xing 等[206]提出单次计算方法（Single-Run）。在该方法当中，

让计算对象以很小的加速度向前移动，加速至 大航速。在整个加速的过程中，就能

一次性完成不同航速下的性能计算。这种方法可以将多次多工况的计算节化为单次

的计算，大幅度减少计算时间。为了以验证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在进速系数 J=0.6、

0.7 以及 0.8 三个工况下进行了额外的单点（Single-Point）计算。计算所采用的湍流

模型为  SS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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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重叠网格  (b)  重叠网格 

 用于敞水性能计算的两套网格横剖面图 

 Transveral sections of grids for open water computations 

   

(a)  非重叠网格  (b)  重叠网格 

 用于敞水性能计算的两套网格纵剖面图 

 Longitudinal sections of grids for open water compu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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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505 螺旋桨敞水计算的边界条件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open-water tests of KP505 

表4-2 两种网格的网格大小 

Table 4-2 Grid sizes for two grid strategies 

 重叠网格 非重叠网格 

网格数量（百万） 2.47 1.86 

 
计算得到的敞水性能曲线由图 4-5 所示。对于单次计算方法，螺旋桨的进速系数

由 J=0.05 逐渐加速至 1.05。加速时间为 5 s。在重叠网格和非重叠网格的比较中，两

者的计算结果几乎相同。除了当 J > 0.8 时，推进效率与试验值相比偏大，其余计算

得到的敞水性能结果均与试验值吻合较好。此外，图 4-5 也显示了单点（J=0.6, 0.7 和

0.8）的计算结果。单点的计算结果均落在单次方法的曲线之上，验证了单次计算方

法的有效性，说明其计算精度可以达到单点计算的效果。从计算结果比较中可以得

出，采用重叠网格方法，使用两种不同的计算敞水曲线的方法，均与非重叠网格的计

算结果以及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初步验证了重叠网格方法在计算螺旋桨敞水试性能

计算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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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水曲线结果的比较 

 Comparisons of open water curves 

图 4-6 展示的三个进速系数（J=0.6、0.7 以及 0.8）下，用 Q 的等值面表示的从

螺旋桨产生的涡结构。计算结果由单点计算方法以及重叠网格方法计算得到。在这三

个进速系数下，螺线形的螺旋桨梢涡能够被清晰地捕捉到。从桨毂处产生的桨毂涡也

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并且具有比梢涡更高的强度。随着螺旋桨进速系数的增加，来流

攻角降低，导致梢涡强度以及螺旋桨的载荷降低。随着进速系数的增加，螺旋形梢涡

的螺距也随之增加。但是，在文献[175]和[177]中提及的梢涡配（Vortex pairing）对

涡并没有被捕捉到。这可能由于是本算例是采用 RANS 方程而在文献[175]和[177]中

采用了 DES 方法。相比 DES 方法，RANS 方法在涡流场的诸多细节的捕捉上都稍有

欠缺。尽管如此，通过 RANS 方法计算得到的积分量如 、 以及 都与试验结果

吻合较好，表明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以及重叠网格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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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0.6 
 

(b) J=0.7 

 
(c) J=0.8 

 通过重叠网格方法得到的不同进速系数下的 Q 的等值面 

 Iso-surfaces of Q=500 for different advance coefficients obtained using overset grids 

 无螺旋桨 KCS 的拖航试验计算 

预报自航推进性能的第二个步骤是无螺旋桨 KCS 的拖航试验计算。计算该算例

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在 VOF 方法中的适用性。由于水和空

气的密度相差近 800 倍，导致压力、粘性系数等在自由面界面上存在强间断。因此，

这个算例是为了验证目前开发的重叠网格方法是否能够胜任自由界面强间断的处理。

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计算不带桨拖航情况下的船体阻力 以及名义伴流 ，为下

一步自航推进因子的计算提供数据。第三，拖航试验计算稳定收敛后的流场结果可以

作为下一步自航推进计算的近似初始流场使用。不带桨拖航试验具体计算的工况为：

航速 2.196	m/s； 0.26以及 1.4 10 ；KCS 的航行姿态固定在水线面

上。湍流模型采用  SS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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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螺旋桨 KCS 重叠网格的布局 

 Layout of overset grid for bare hull KCS 

 

 无螺旋桨 KCS 重叠网格的纵剖面图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overset grid for bare hull KCS 

计算用重叠网格布局如图 4-7 所示。重叠网格的剖面在图 4-8 中所示。本算例一

共采用了两块网格。第一块是船体网格，用于求解船体附近的流场。另一块是背景网

格，用于求解远场流场。在背景网格和船体网格中水线面 z 0 附近均有额外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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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用于捕捉自由面以及保证重叠网格在自由界面处的插值精度。两块重叠网格的单

元数量列于表 4-3。本算例仍然采用大地参考系的方法，即所有网格均有一个前进速

度。该速度等于船模的拖航速度，即 2.196	m/s。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带桨拖

航的计算的流场结果将作为后续自航推进计算的近似初始流场，这里的网格并没有

采用对称边界条件，而是采用了完整的几何形状。此外，边界条件的设置也显示于图

4-7。由于背景网格以拖航速度向前移动，因此入口速度设为零。 

表4-3 无螺旋桨 KCS 的重叠网格的网格数量 

Table 4-3 Details of the overset grids for KCS without appendages 

 船体网格 背景网格  总数量 

网格数量 959,401 716,064 1,675,465 

 

无螺旋桨拖航的阻力计算结果如表 4-4 所示，并与试验结果进行比较。试验结果

由 NMRI 测量得到，数据公布在 2005 年东京 CFD 研讨会上[107]。作为参考，表 4-4

中还列举了 CFDShip-Iowa v4.5 使用 DES 模型的计算结果[175]。其中，试验的 由

ITTC 1957 的经验公式计算得到： 

 
2

100.075/ (log 2)FC Re    (4-5) 

在总阻力系数 上，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吻合得很好，相对误差小于 1%。压阻

系数 的误差较大，为-2.674%。这主要是由于 本身数值相对较小，导致相对误差

较大。伴流分数 的计算结果虽然与 CFDShip-Iowa 的计算结果相接近，但是与试验

值相比的误差较大，达到了 8.12%。 

表4-4 不带桨拖航工况的计算结果：阻力系数和伴流分数 

Table 4-4  Resistance coefficients and nominal wake 

 试验 计算值 误差 CFDShip-Iowa (DES)[175] 
 3.55×10-3 3.52×10-3 -0.958% 3.58×10-3 
 7.18×10-4 ** 6.99×10-4 -2.674% 7.37×10-4 
 2.83×10-3 * 2.82×10-3 -0.530% 2.84×10-3 

1  0.686  0.742  8.120% 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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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桨拖航工况下的自由面波形 ( 0.26  

 Wave-elevation at Fr=0.26 for towed condition 

 

 自由面不同剖面位置波高的比较（试验：圆圈；计算结果：实线） 

  Comparison of free-surface cuts between experiments (circles) and computational results 

(line) at different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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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体表面波高 

 Wave profile on hull surface 

 

 螺旋桨剖面处伴流场比较 (x/Lpp=0.9825)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on the propeller plane (x/Lpp=0.9825) 

图 4-9 展示的是自由面波形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计算得到的波形和试验测

量较为相近。在自由面的网格重叠区域内并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由于重叠网格插值所

引起的间断。为了进一步比较分析自由面的计算结果，图 4-10 展示了三个剖面波高

的对比 / 0.0741, 0.1509, 0.4224 	。从近场到远场，计算得到的自由面均与试

验测量均相吻合。图 4-11 展示的船体表面波高的比较。除了船首和尾部的兴波存在

误差以外，其它计算结果均和试验测量相匹配。该计算结果证明了将重叠网格方法应

用到 VOF 方法时，同样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计算结果。图 4-12 展示的是在螺旋桨剖

面的轴向速度分布，并与试验值进行比较。从图中以看到，两者的伴流分布相似，计

算与试验结果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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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计算结果比较中可以看出，从 KCS 不带桨拖航工况计算中得到了较好的

计算结果，从而进一步验证了重叠网格方法能够处理基本的船舶水动力学问题，并为

后续的计算自航推进计算打下了的基础。 

 带螺旋桨 KCS 的自航推进计算 

计算自航系数的 后一步是 KCS 的自航推进计算。在 KCS 船模后安装一个旋

转的螺旋桨，并由螺旋桨给船模提供前进的推力。船模的纵向（ 方向）的自由度放

开。纵向的前进速度是根据六自由度运动方程的求解得到。关于六自由度运动方程的

求解可以详见第二章 2.4 节。此外，由于此次计算是要求得实船尺度下的自航推进点，

因此在船模尺度的计算中，添加了一项恒定的强制力，或称摩擦力修正力（Skin 

Friction Correction, SFC），用于修正由于尺度效应所引起的摩擦力的误差。其中，

SFC 定义为： 

     2
0 0 0

1
SFC 1 k Δ

2F M F S F WC C C U S      (4-6) 

其中， 2.832 10 以及 1.378 10 分别根据 ITTC 1957 摩擦阻力公

式计算得到的船模和实船尺度下的摩擦阻力系数；Δ 0.00027; 为形状因子，

对于 KCS 船型而言，可以取 1 1.1; 2.196	m/s是计算航速以及 是在静

水中参考湿表面积。 后计算得到：SFC 30.25	N。 

参考文献[175]的做法，采用了一个 PI 控制器来控制螺旋桨的转速。在计算过程

中，通过不断调整螺旋桨的转速，来使船模达到指定的航速。螺旋桨实时的转速可以

通过下式得到： 

 
0

t

n Pe I edt    (4-7) 

其中， 和 分别为比例常数和积分常数； 为目标航速与实时航速之间的误差： 

 target shipe U U   (4-8) 

PI 控制器在计算一开始就被激活，它在每个时间步内调整螺旋桨的转速，直到

船模航速达到目标航速，并且螺旋桨推力和修正误差后的船体总阻力达到平衡： 

  T SPT R SFC   (4-9) 

其中， 是 KCS 在有螺旋桨自航推进情况下的船体阻力； 是螺旋桨推力。 

自航推进计算所采用的重叠网格布局以及边界条件由图 4-13(a)所展示。与图 4-

7 所示的无螺旋桨拖航工况的计算结果相比，本工况增加了一个螺旋桨网格。对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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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条件而言，与图 4-7 所示基本保持一直，在远场设置零速度和零压力梯度条件。图

4-13(b)展示的是船后局部重叠网格布局。螺旋桨网格布置在船后，并绕着螺旋桨桨轴

旋转。本算例的所用重叠网格均由 SnappyHexMesh 生成。图 4-14 显示的是网格的局

部示意图，包括船体和螺旋桨表面网格，螺旋桨处的横剖面以及纵剖面网格。为了捕

捉螺旋桨的涡流场，在螺旋桨的下游增加了局部加密。所有重叠网格的单元数量列于

表 4-5，总网格数量约有 321 万网格。值得注意的是，在螺旋桨和船体之间有一个很

小的间隙。这个间隙的作用是让船体网格和螺旋桨网格之间能够有足够的重叠区域

并且避免孤点单元的产生。但在实际问题中，这个间隙并不存在。为了减小这个间隙

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这个间隙需要尽可能得小。 

表4-5 KCS 自航推进的各重叠网格的网格单元数量 

Table 4-5 Details of the overset grids for KCS with propeller 

 船体网格 背景网格  螺旋桨网格 总数量 

网格数量 1,129,476 716,064 1,368,100 3,213,640 

 

自航推进计算的初始流场是使用 OpenFOAM 中的 mapFields 工具从不带桨拖航

工况的流场结果插值近似得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计算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近似的边

界层和兴波初始解，可以省去再次重新发展船体边界层和兴波的过程，以大幅减少收

敛时间。在初始时刻，船模的前行速度为2.196	m/s而螺旋桨为静止。PI 控制器的两

个参数设为P 2000	RPS ⋅ s/m以及I 2000	RPS/m。较大的 PI 常数可以加速螺旋

桨转速的收敛。但是过大的 PI 常数会导致收敛不稳定以及螺旋桨转速和航速超越目

标值太多。这里所设定的 PI 常数是通过一个简易的仿真程序反复尝试后得到。 

图 4-15(a)展示的是螺旋桨转速以及船模航速的时历曲线，总共模拟计算了 16 s

的时间。图 4-15(b)显示的是前 6 s 时刻 RPS 和船速曲线的局部放大图。螺旋桨转速

从 0 开始，在 PI 控制器的作用下快速增加。船舶速度从目标航速开始 2.196	m/s 。

计算开始后，由于螺旋桨转速不够，不能提供足够推力，船速开始下降。但随着 RPS

的增加，螺旋桨开始提供足够的推力，船模航速开始逐渐回归至目标航速。t=6 s 之

后，在 PI 控制器的作用下，RPS 逐渐收敛到自航推进点而船速也达到目标航速。 

表 4-6 列出通过 CFD 计算 终得到的自航推进因子。其中，敞水曲线采用了 4.2

节的计算结果，推力减额采用了 4.3 节的无螺旋桨拖航计算结果。自航推进因子的求

解方法采用的是 ITTC 推荐使用的等推力法[207]。作为比较参考，图 4-14 还列出了文

献[175]中使用 CFDShip-Iowa V4.5 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文献[175]采用的敞水性能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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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并非由 CFD 计算得到，而是通过螺旋桨模型试验测量得到。在所有 CFD 计算得

到的系数与试验测量的比较当中， 大误差为相对旋转效率 ，比试验值小 2.955%，

但是却与 CFDShip-Iowa 的计算结果相接近。其它计算结果也和试验值吻合较好，所

有误差均在 3.0%以内。该计算结果验证了重叠网格方法对自航推进计算的有效性和

结果的准确性。 

表4-6 KCS 自航推进的阻力系数和推进因子 

Table 4-6 Resistance coefficients and propulsion factors for self-propelled KCS 

  试验 计算值 误差 CFDShip-Iowa (DES)[175]

总阻力系数 CT 3.942×10-3 3.840×10-3 -2.586% 4.011×10-3 

推力系数 KT 0.17 0.1682  -1.061% 0.1689 

扭矩系数 KQ 0.0288 0.0290  0.863% 0.02961 

推力减额 1-t 0.853 0.8857  2.237% 0.8725 

有效伴流分数 1-Wt 0.792 0.8721  -1.326% 0.803 

敞水效率 ηo 0.682 0.6785  -0.507% 0.683 

相对旋转效率 ηR 1.011 0.9811  -2.955% 0.976 

进速系数 J 0.728 0.7363  1.142% 0.733 

螺旋桨转速 n 9.5 9.3231  -1.862% 9.62 

推进效率 η 0.74 0.7429  0.392% 0.724 

 
图 4-16 显示的是螺旋桨下游( / 0.9941)无因次化轴向速度的对比。其中

轴向速度由目标航速无因次化 / 。从总体上看，CFD 计算结果与试验测量相近。

大轴向速度出现在船的右侧，因为在此处作用在螺旋桨上的动量是 大的。同时，

在螺旋桨下游的动量损失也被捕捉到，并且在这个区域内观察到一个较强的桨毂涡。 

图 4-17 展示的是 250的等值曲面，用于展示螺旋桨后的涡流场。等值曲面

由轴向速度 染色。在图 4-17(a)，螺旋桨的梢涡可以在网格加密区域内清晰地捕捉

到，但是在下游的粗网格区域内快速地耗散。此外，桨毂涡由于涡的强度较大，即使

在下游的粗网格区域内也可以捕捉到。图 4-17(b)从船模的正后方观察螺旋桨桨涡。

从这个角度观察可以看到桨后流场的非对称性。当桨叶刚达到 上端，此处的伴流速

度 弱。因此，此时对应的进速系数 J 小，作用在桨叶上的载荷 大，以至于在此

处产生较强的梢涡。当桨叶经过 上端区域时，伴流速度增加，对应的进速系数 J 增

加。这种情况下桨叶载荷快速降低，导致梢涡在此处的分离和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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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局视图 

 
(b) 船后局部视图  

 KCS 自航推进计算的重叠网格布局 

 Layout of overset grid system for self-propelled K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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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船体和螺旋桨表面网格 

(b) 螺旋桨盘面处横剖面网格 (c) 纵剖面网格 

 KCS 自航推进的重叠网格局部图 

 Details of overset grid system for self-propelled KCS 

 



第四章 船舶带螺旋桨的自航推进计算 

第 129 页 

(a) 全局时历曲线 (b) t=0~6 s 的局部放大图 

 自航推进过程中的螺旋桨转速和船模航速的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PS and ship speed of self-propulsion test 

 

 螺旋桨下游的轴向速度分布 ( / 	 	0.9941) 

 Axial velocity contours downstream of propeller plane ( / 	 	0.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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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侧视图 

 
(b) 后视图 

 由 Q=250 的等值面展示的螺旋桨的涡结构 

  Propeller vortices represented by isosurfaces of Q=250 for self-propelled K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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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本章节基于重叠网格方法，使用 naoeFoam-os-SJTU 求解器对 KCS 船模的自航

推进试验进行了计算和验证。为了实现完全通过 CFD 计算来得到自航推进因子的目

的，本章节的计算由 KP505 螺旋桨敞水性能计算、无螺旋桨 KCS 拖航计算以及带螺

旋桨 KCS 自航推进计算三个步骤组成。在 KP505 螺旋桨的敞水性能计算中，采用了

重叠网格和传统非重叠网格两种网格方法分别进行计算。在计算结果的比较中，两种

网格的结果相近。此外，通过单次（Single-Run）计算方法得到的螺旋桨敞水曲线和

试验测量结果相符合。基本验证了重叠网格方法的有效性。在无螺旋桨拖航计算结果

中，自由面、阻力、船后伴流等与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表现出较好的计算结果。展

示了重叠网格方法能够胜任自由界面的处理。在自航推进模拟中，KP505 螺旋桨安

装在 KCS 船后，并用一个 PI 控制器来实时调整螺旋桨的转速，使船舶达到目标航

速。螺旋桨转速在 6 s 之后达到了收敛水平。同时的船速也在目标航速处达到稳定状

态。根据 后自航试验的计算结果，以及螺旋桨敞水曲线和无螺旋桨拖航阻力，求解

出了 KCS 的自航推进因子。其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较好， 大误差在 3%以内。 

本章节通过计算KCS船模的自航推进模拟，来实现对重叠网格技术和naoeFoam-

os-SJTU 求解器的第一步验证，证明了重叠网格技术的可行性和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下一章将引入舵的作用，对船模在自航状态下的操纵性试验进行计算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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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船舶带螺旋桨和舵的自航操纵计算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在完成船舶带桨的自航推进试验的计算之后，本章增加了舵的作用。在船模自航

状态下进行操舵，以实现船舶 Z 形操纵和回转操纵等操纵性试验的 CFD 计算。与第

四章的自航推进计算相比，自航操纵的模拟更为复杂。首先，操纵性模拟增加了舵的

因素，在划分网格的时候，需要考虑舵与螺旋桨以及船尾部的相对位置关系，增加了

网格生成的难度。第二，船模的 大舵角可以达到 	35 ，在生成网格的时候需要考

虑这一点，要保证舵网格能在这个角度范围内正常运动。第三，船模不再是在纵向方

向的单自由度运动，而是具有全部六个自由度的运动。在舵的作用下，船模会产生首

摇角度，并且在操舵的瞬间，会产生较大幅度的横摇运动。由于这些复杂因素在内，

目前能够完全采用 CFD 方法进行自航操纵性模拟的工作相对较少。 

本章将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对 KCS 和全附体 DTMB 5415 模型的 Z 形操纵和回

转试验进行 CFD 计算，并与试验值进行比较，以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在处理自航操纵

性上的能力。 

 KCS 模型的 Z 形操纵计算 

 几何模型和计算工况 

本节采用的模型是 HSVA KCS 模型，由德国汉堡水池所制作。这个模型与前文

的 KCS 模型具有相同的几何形状，但是船模的缩尺比不同。HSVA KCS 的缩尺比为

( 52.667)。同时该模型配备了不同的螺旋桨，其型号为 SVP-1193。根据试验的工

况，有一个半平衡舵安装在船尾。螺旋桨的详细主尺度信息列于表 5-2。操纵性试验

是于 2006 年在德国汉堡水池进行[208]。在试验数据中提供了船模运动数据以及螺旋

桨推力和扭矩数据，可以用来进行 CFD 验证。在所有试验工况中，本文选取了两个

工况。第一个是修改型 15/1 Z 形操纵试验，第二个是标准型 10/10 Z 形操纵试验。两

个工况的船模名义航速均为 1.701 m/s，对应 0.26以及 7.3 10  （试验温

度为19.6 ）。两个 Z 形操纵计算的具体工况列于表 5-3。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工况

的稳心高 GM 均不相同，因此对应的垂向重心高度 也不相同（ 定义为从水线面

到重心的垂向高度，向上为正）。两个工况的重心高度列于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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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HSVA KCS 模型的主尺度 

Table 5-1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KCS model 

主尺度 符号和单位 模型尺度 实船尺度 

缩尺比  52.667 - 

垂线间长 Lpp (m) 4.3671 230 

水线长 Lwl (m) 4.4145 232.5 

大船宽 B (m) 0.6114 32.2 

型深 T (m) 0.2051 10.8 

排水体积 ∆ (m3 ) 0.3562 52030 

湿表面积（不包含舵） Sw (m2 ) 3.3975 9424 

方形系数  0.6505 0.6505 

纵向重心位置 

（从船中开始，向船首为正） 
LCG (m) -0.0645 - 

垂向重心位置（从基线开始） VCG(m) 0.0669 - 

纵摇运动的惯性半径 Kyy/Lpp 0.25 0.25 

表5-2 SVP-1193 螺旋桨模型的主尺度 （模型尺度） 

Table 5-2 Main particulars of SVP-1193 propeller (model scale) 

主尺度 符号 值 

直径  (mm) 150.0 

0.7 半径处螺距比 . /  1.000 

盘面比 /  0.700 

桨毂比 /  0.227 

桨叶数量  5 

旋转方向 - 右旋 

表5-3 Z 形操纵计算工况 (模型尺度) 

Table 5-3 Test conditions for zig-zag maneuvers (model scale) 

工况 航速(m/s) 换舵首向角 (°) 大舵角 (°) 转舵速度(°/s) 首次操舵方向 

15/1 1.701 1 15 16.8 右舷 

10/10 1.701 10 10 16.8 左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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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不同工况下的 GM 和重心高度 

Table 5-4  Vertical locations of center of gravity with different GMs 

工况 GM (实船尺度/m) GM (模型尺度/m) Zg (模型尺度/m) 

15/1 0.6 0.011392 0.0636 

10/10 1.1 0.020886 0.0530 

 

 

 带桨带舵的 HSVA KCS 模型的重叠网格布局 

 Overset grid design for HSVA KCS model with rudder and prop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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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VA KCS 模型以及螺旋桨和半平衡舵的表面重叠网格 

 Surface grid HSVA KCS model including propeller and semi-balanced horn rudder 

 

 HSVA KCS 模型重叠网格的纵剖面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HSVA KC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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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HSVA KCS 模型的重叠网格单元数量 

Table 5-5  Grid sizes for overset grids of HSVA KCS model 

 船体网格 螺旋桨网格 舵网格 背景网格 综合 

网格数量 1,309,867 1,324,869 473,732 716,064 3,824,532 

 

本算例的重叠网格布局展示于图 5-1。这套网格的布局与第 4.4 节 KCS 自航推进

的网格布局（图 4-13）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增加一个舵网格，并且 KP505 螺旋桨被

替换成了 SVP-1193 螺旋桨。此外，还增加了针对舵网格的局部加密区域。图 5-2 显

示的船尾的物体表面网格。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船尾的螺旋桨和舵以及船体的相

对位置关系。此外，在舵与舵支承之间适当得增加了一些物理间隙，但是保持舵面积

不变。这样做的目的保证舵网格和船体网格之间有足够的重叠单元以避免孤点单元

的产生。图 5-3 展示的是重叠网格的纵剖面，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网格之间的布

局和相对关系。 终的网格数量为 382 万单元。每块重叠网格的单元数量列于表 5-

5。所采用的湍流模型为 	SST 模型。 

本章节所采用的计算坐标与传统 CFD 计算坐标一直，但与操纵性计算中常用坐

标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方向有船首指向船尾； 方向指向船的右舷； 方向由下往

上。 0设定在水线面上。为方便计算结果与模型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先将相关模

型试验结果转换至该 CFD 坐标系下，然后再进行比较。 

 计算结果和分析 

在进行 Z 形操纵计算之前，首先要执行自航推进的计算，以确定 HSVA KCS 船

模与 SVP-1193 螺旋桨配对下，在 0.26航速下的自航点和螺旋桨转速。整个自航

推进计算的方法与 4.4 节讨论的基本一致。由于这次需要求得在船模尺度下的推进

点，而非实船尺度下，因此不用考虑摩擦力的修正，即 SFC=0。此外，船模的垂荡和

纵摇自由度被放开，以考虑船模姿态对自航推进的影响。本算例同样采用 PI 控制器

来控制螺旋桨的转速，直至船模达到指定航速（1.701 m/s），以及螺旋桨推力和船体

阻力达到平衡。 终得到的螺旋桨转速在实船尺度下为 117.3 转每分钟（RPM），比

试验结果 116.5 转每分钟（RPM）小了约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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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舵角与首向角 (b) 首向角速度 

(c) 漂角 (d) 船速 

(e) 横摇角 (f) 横摇角速度 

 在 15/1 修改型 Z 形操纵模拟中 KCS 船模的运动以及舵角的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ship motions and rudder angles for KCS 15/1 modified zig-zag mane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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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0/10 标准型 Z 形操纵模拟中 KCS 船模的运动以及舵角的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ship motions and rudder angle for KCS 10/10 standard zig-zag maneuver

(a) 舵角与首向角 (b) 首向角速度 

(c) 漂角 (d) 船速 

(e) 横摇角 (f) 横摇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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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航推进计算之后，开始执行 Z 形操纵的计算。螺旋桨的转速采用上述自航

推进的计算结果，为 117.3 转每分钟（RPM）。在整个计算过程中，转速保持不变。

为实现 Z 形操纵的操舵过程，本章节单独开发了一个用于 Z 形操纵的舵模块来控制

舵的操纵。舵的操纵方向是根据首向角以及表 5-3 中所示的工况来进行。附录 B 将

详细介绍本算例工况的设置。 大舵角以及转舵速度也是根据表 5-3 进行约束。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试验数据均已转换为实船尺度，为了与试验结果进行直接比

较，相关计算结果均转换实船尺度后再进行分析和比较。 

在修改型 15/1 的 Z形操纵计算中，船模的运动和舵角的时历曲线如图 5-4 所示，

并且与试验值进行了比较。图中的计算结果已经转换为实船尺度。图 5-4(a)显示的是

船模首向角和舵角的时历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两者曲线均与试验值吻合较好。

大的正向首向角（船模转向左舷为正）和试验测量相比偏小。首向角的误差会随着时

间递进而积累。在之后两个 Z 形操纵周期中，误差相比第一个周期增大。但是，负

向的首向角（船模转向右舷）却与试验值相近，误差较小。图 5-4(b)展示的是首向角

速度与试验测量的比较。计算值和测量值符合较好。在相位上基本一致，但在幅值上

比试验值偏小。这也解释了在图 5-4(a)中 大首向角偏小的原因。图 5-4(c)显示的船

模漂角的时历曲线。漂角曲线和首向角速度曲线在形状上相接近，但是方向相反。船

模的漂角在 t=112, 178, 252, 322 s 时刻（实船尺度）达到 大值，此时首向角速度处

于 大位置。这些时刻正好是在船模的首向角刚达到换舵首向角并且开始操舵之后。

与首向角速度一致，计算得到的漂角与试验测量结果吻合较好。图 5-4(d)展示的是航

行速度的时历曲线。在开始时刻，航速为 24 节。由于转向引起的阻力增加，在计算

结束时刻，航速降至了 20.8 节。在计算前半段，计算得到的航速结果与试验吻合较

好，但是在后半段，两者出现了偏差。图 5-4(e)展示的是船模的横摇时历曲线。每当

换舵的时候，在舵力矩的作用下，都会产生较大的横摇运动。横摇运动和首向角速度

一致，都有相同的变化周期。但横摇运动受自身固有横摇频率的影响，会产生有一个

更高频的横摇运动。这个高频运动可以在图 5-4(f)所示的横摇角速度时历曲线中观察

到。每次操舵都会激发船模在固有频率上横摇振荡。 

图 5-5 展示的是在标准型 10/10 Z 形操纵计算下，船舶运动和舵角的时历曲线。

图中数据已经转换为实船尺度。由于 大舵角的减小以及换舵首向角的增加，执行一

次 Z 形操纵周期的时间要长于 15/1 Z 形操纵所需的时间。在模型试验中只进行一个

Z 形操纵周期的测量。为了节省计算资源，CFD 同样也只计算了一个周期。从整体

上来看，CFD 和 EFD 之间的对比表现出与 15/1 Z 形操纵算例类似的趋势。如图 5-

5(a)所示，计算得到的 大首向角与 EFD 相比偏小。图 5-5(b)显示首向角速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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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吻合，但是在极值上略小于测量值。图 5-5(c)所示的船舶漂角和试

验结果保持一致的趋势。正向 大值和试验一致，但是负向 大值偏小。此外，试验

测量得到的漂角时历曲线显示出比较强烈的振荡，并且在初始时刻，漂角的值并非为

0 度，而是为-2 度。这暗示了在这个工况的试验测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航行速度

由图 5-5(d)所示。在试验测量值当中，同样也展现出较大的波动。在开始时刻，航速

应该为 24 节，但是试验测量得到的航速约为 25 节，从而导致在一开始 CFD 和 EFD

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误差。同样在图 5-5(e)所示的横摇时历曲线当中也有类似的问题。

试验测量的数据显示，横摇角在开始时刻为 2 度，并非为 0 度。虽然计算得到横摇

时历曲线与 EFD 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由于试验有一个 2 度的初始横摇角，

具有更大的横摇动能，致使 EFD 在第一个横摇周期内的幅值比 CFD 大。但随着时间

的推进，其误差逐渐减小，CFD 在第二个横摇周期内幅值与测量值较为接近。计算

得到的 大横摇角度约为 6.1 度，比在 15/1 计算中得到的 10.6 度小。这主要原因是

在这个工况中 大舵角从 15 度降低为 10 度，舵力矩对船舶横摇运动的影响减小。

图 5-4 显示的是横摇角速度变化的时历曲线。由于初始时刻试验和 CFD 计算的航速

和横摇角不同，导致了在 0 至 50 s 之间，横摇角速度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 50 至

140 s 之间，试验和计算之间的误差开始减小，呈现相同的趋势，并有一定的相位误

差。随着时间的推进，在 140s 之后，误差大幅度减小，CFD 与 EFD 展现出相近的结

果。因此，即使在初始时刻在横摇角和速度上存在误差，该误差也可以随着计算时间

的推进而减少，直至计算结果和试验值相吻合。 

图 5-6 展示的是在 15/1 工况下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的时历曲线。图 5-6(a)显示

的是螺旋桨推力与试验测量的比较。上图表示的是全部计算时间。下图表示的是局部

放大曲线。从比较中可以得到，计算得到的推力与测量结果吻合很好。在幅值和相位

上差距较小。同时，由 CFD 方法得到推力曲线中观察到高频率的振荡，其频率约为

螺旋桨转速的 5 倍。这主要是由于船尾不均匀的伴流场，当每一片桨叶经过低伴流

区域都会引起一次振动。由于 SVP-1193 螺旋桨有五片桨叶，因此振荡频率为螺旋桨

转速的 5 倍。但是，这种现象在试验测量的数据中并没有观察到。这主要是由于试验

的采样频率较低，无法捕捉到如此高频率的振荡。此外，结合图 5-4(c)的漂角时历曲

线，螺旋桨推力和漂角展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暗示两者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当漂

角为正时，漂角速度从船的左舷向右舷传递，增加了下方桨叶来流的攻角以及桨叶的

载荷，同时减小了上方桨叶的来流攻角和载荷（螺旋桨是右旋桨，从船后观察是顺时

针旋转）。由于船尾伴流速度的不均匀性，上方桨叶的伴流速度要小于下半桨叶，因

此漂角对下方桨叶的影响大于上方桨叶，从而导致螺旋桨整体推力的上升。当船舶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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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为负时，漂角速度从船的右舷向左舷传递，并减小了下方桨叶的的载荷，因此 终

引起螺旋桨整体推力的下降。图 5-6(b)展示的是螺旋桨扭矩的时历曲线。螺旋桨扭矩

是基于螺旋桨桨轴，并且平行于船体坐标系上的 轴计算得到。扭矩的计算结果与试

验测量结果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总体上比试验值约小 10%。造成这种问题

的原因可能是螺旋桨网格在近壁处不够密，导致粘性力计算的误差较大。从图中可以

看出，螺旋桨扭矩的变化同样与船体漂角有关。图 5-7 展示的是 KCS 在 10/10 Z 形

操纵工况下的螺旋桨推力和扭矩。10/10 的计算结果和 15/1 的保持一致。在推力上计

算结果与试验测量依旧吻合良好，但是扭矩依旧比试验值小 10%。 

 

 
(a) 推力 

 
(b) 扭矩 

 在 15/1 修改型 Z 形操纵性中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ropeller thrust and moment for KCS 15/1 zig-zag maneuver 

 
(a) 推力 

 
(b) 扭矩 

 在 10/10 标准型 Z 形操纵性中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ropeller thrust and moment for KCS 10/10 Zig-zag mane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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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航 

(b) 15/1 Z 形操纵 

(c) 10/10 Z 形操纵 

 KCS 模型在 Z 形操纵模拟中的自由面波形 

 Free surface waves for KCS zig-zag maneu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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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航计算最终时刻以及 Z 形操纵开始时刻 (t=0) 

(b) 当舵完成从左舷向右舷的转向时刻 (t=45.7 s) 

(c) 当舵完成从右舷向左舷的转向时刻 (t=142.2 s) 

 在 10/10 Z 形操纵性中船、桨、舵相互干扰所引起的涡流场 （用 Q 的等值面表示） 

 Vortical structures represented by isosurfaces of Q visualizing vortices produced by propeller, 

rudder and hull interaction for 10/10 zig-zag mane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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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显示的是在 Z 形操纵过程中自由面波形的比较。图 5-8(a)显示的是 Z 形操

纵计算开始时刻，也是自航推进计算的 后时刻。图 5-8 (b)和(c)分别显示的是 15/1

和 10/10 Z 形操纵计算中舵刚完成从右舷向左舷的换舵过程、并且达到 大舵角的时

刻。在图 5-8 (a)的自航推进结果当中，在自由面上可以观察到良好的对称性。由横波

和散波组成的 Kelvin 波系都被清晰地捕捉到。在图 5-8(b)和(c)中，可以观察到由于

漂角和船舶的旋转运动所引起的自由面非对称性。在左舷的船首波要比右舷的更高

以及更深。自由面散波和船体中心线的夹角在背风面比在迎风面大。15/1 和 10/10 两

个工况之间相比，在自由面波形上，可观察到的区别比较小，因为两种工况下漂角相

似。15/1 工况下漂角为 5.6 度而 10/10 工况下漂角为 6.1 度。同时，在两个工况当中，

横摇角度几乎都达到 大。但在图中可以观察到 15/1 工况下的横摇角比 10/10 工况

的更大。 

图 5-9 展示的是由 Q 的等值面表示的船、桨、舵相互作用下的涡流场结构。图

中显示的工况为 10/10 Z 形操纵。其中 Q 的等值面用模型尺度的纵向速度 染色。

图 5-9 (a)表示的是 Z 形操纵开始前，自航推进工况下的涡流场。其中梢涡可以被清

晰地捕捉到。在舵的作用下，梢涡在船的左舷有向上爬升的趋势。但是梢涡在网格的

加密区域外就快速地耗散掉了。这主要是由于加密区域外网格较粗，无法捕捉到螺旋

桨梢涡。此外，螺旋桨桨毂涡和梢涡与舵发生相互作用，引起复杂的涡结构干扰。由

桨毂产生的桨毂涡具有较大的强度，因此即使在加密网格外的粗网格区域也可以观

察到。同时，在舵的梢部和根部，也可以观察到两对涡泄出。图 5-9 (b)展示的是在

10/10 操纵计算中 T=45.7 s 时刻船尾部的流场。这个时刻舵刚完成从左舷切换至右舷

的换舵过程。此时，漂角为-3.93 度，舵角为 10 度偏向右舷。螺旋桨的梢涡受到舵的

偏向的严重干扰，并且产生明显的相互作用。由于舵的转向，作用在舵上的来流速度

的攻角随之增大，引起更大的载荷，并从舵的梢端产生强度更大的涡， 终和桨毂涡

一起流动到下游。船体左侧的舭涡在漂角的作用下而增强，并且直接传递到螺旋桨的

来流中，增大螺旋桨伴流场的不均匀性。图 5-9(c)展示的是舵从右舷切换至左舷时刻 

(t=142.2 s)的船尾涡流场。在这个时刻的漂角为 6.8 度以及舵角为-10 度（偏向左舷）。

这个时刻与图 5-9 (b)所示的情况类似，但是舵偏向了相反方向，同时漂角也有所增

加。由于漂角的作用，这次在船的右舷观察到强度较大的舭涡。该舭涡即使穿过了螺

旋桨伴流区，仍然可以观察到。此外，由舵和螺旋桨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涡在图 5-

9(b)和(c)两张图中表现出完成不同的特性。这主要由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图 5-

9(c)中的漂角在绝对值上要大于图 5-9(b)中的情况，导致更强的舭涡和侧向流动。第

二个原因是螺旋桨旋转所引起的不对称性。当舵偏向右舷时，如图 5-9(b)所示，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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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的下半区域的来流攻角增加，从而导致更强的涡从舵的梢端产生。当舵偏向左舷，

如图 5-9 (c)所示，诱导速度增加了舵的上半部分的攻角，从而导致了条状的涡形从舵

的随边产生。 

 全附体 DTMB 5415 模型的 Z 形操纵和回转操纵性计算 

为了进一步考核重叠网格方法对于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本章节选择了几何形

状更为复杂全附体 DTMB 5415M 模型进行自航操纵的计算。该模型安装有一对螺旋

桨和一对舵，以及舭龙骨、减摇鳍，螺旋桨桨轴和支承等附体。该模型是 SIMMAN 

2008 会议[209]的标准船型之一。计算的工况包括了在 0.41航速下的 Z 形操纵与

回转操纵试验。Carrica 等[126]采用重叠网格方法以及螺旋桨体积力模型计算了相同的

工况。本节算例中的螺旋桨和舵均由实体重叠网格进行表述，并与 SIMMAN 2008[209]

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从而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和求解器对极限复杂工况下的适用性。 

 几何模型与工况 

本节的计算模型是全附体 DTMB 5415M 模型，或称为 MARIN 7967 模型。该模

型是基于全附体的 DTMB 5415 模型进行修改后的欧洲版本。DTMB 5415M 模型和

DTMB 5415 模型拥有相同形状的船体，只是在附体的形式上进行了修改，如图 5-10

所示。在舭龙骨上，原模型有一对连续的舭龙骨，修改后分开为一前一后两对舭龙骨；

DTMB 5415M 在船中增加了一对减摇鳍；原模型的双舵是垂直于水平面，修改后的

双舵为向外倾斜。双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从船尾向前看为内旋方向。DTMB 5415M 模

型的缩尺比为 35.480，船模长度为 4.002m。其船型、螺旋桨和舵的主尺度以及相关

测试工况列于表 5-6。DTMB 5415M 模型由 MARIN（Maritime Research Institute 

Netherland）制作，并进行了相关模型实验。其试验数据在 SIMMAN 2008[209]上可以

获取得到。 

船模的初始航速为 2.59 m/s，对应 0.413。在这个航速下，执行两个操纵性

试验的计算。第一个为 大舵角为 35 度的回转试验计算。第二个为 20/20 的 Z 形操

纵计算。具体测试工况利于表 5-7。值得注意的是，在回转试验的测量过程当中，船

模首向角变化了 720 度以后，舵角恢复至 0 度，并开始回舵过程。但是由于计算资

源的限制，在 CFD 计算中，首向角达到 360 度之后就开始回舵过程。计算采用的湍

流模型为  SS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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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DTMB 5415M 模型主尺度以及相关测试工况 

Table 5-6 Main particulars for DTMB 5415M and test conditions 

 Full scale DTMB 5415M 

主尺度 

缩尺比 - 35.480 

垂线间长  (m) 142 4.002 

水线长  (m) 142.18 4.007 

船宽  (m) 19.06 0.537 

型深 T (m) 6.15 0.173 

排水量 (m3) 84244 0.189 

不含舵湿表面积 (m2) 2972.6 2.361 

方形系数  0.507 0.507 

中横剖面系数  0.821 0.821 

纵向浮心位置 LCB (%) 向船首为正 -0.683 -0.683 

舵 

类型 Spade Spade 

总面积 (m2) 30.8 0.0245 

侧面积 (m2) 15.4 0.0122 

转舵速度 (deg/s) 9 53.6 

螺旋桨 

类型 FP FP 

桨叶数量 n 5 5 

直径 D (m) 6.15 0.173 

0.7 半径处螺距比 0.87 0.87 

盘面比 / 	 0.58 0.58 

旋转方向 内旋 内旋 

桨毂比 0.16 0.16 

测试工况   

型深 (m) 6.15 0.173 

纵向重心位置 (m) -0.652 -0.018 

横稳性高 GM (m) 1.95 0.055 

横摇运动惯性半径 /B 0.37 0.37 

纵摇运动惯性半径 /  0.25 0.25 

航速 

U （实船单位为节，船模单位为 m/s） 30.0 2.59  

Fr 0.413 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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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附体 DTMB 5415M (MARIN 7967) 的几何模型 

 Geometry of fully appended DTMB 5415M (MARIN 7967) 

表5-7 DTMB 5415M 的操纵性计算工况 

Table 5-7 Maneuvering conditions for DTMB 5415M 

工况名 Turn 35 Zigzag 20/20 

航速 (m/s) 2.59 2.59 

换舵首向角 (°) - 20 

大舵角 (°) 35 20 

转舵速度 (°/s) 53.6 53.6 

首次操舵方向 左舷 右舷 

 

本算例的重叠网格块数较多。背景网格和船体网格各生成一块网格。每个螺旋桨

和每个舵各占用一块网格。因此总共采用了 6 块重叠网格。 终网格数量为 740 万。

具体每块重叠网格的数量列于表 5-5。网格的生成方式依旧采用的是 OpenFOAM 自

带的网格生成工具 SnappyHexMesh 进行网格生成。每个单元的网格（如螺旋桨、舵

等）进行单独生成， 后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将所有网格组装起来。由于螺旋桨和舵的

布置方式并不是平行于任何一个坐标主轴（双舵为向外倾斜，螺旋桨向下倾斜），因

此重叠网格的装配相对之前的 KCS 模型更为困难。这里采用一个平行于旋转轴的向

量和旋转轴上任意的一点的方法来定位螺旋桨和舵的旋转轴，并进行装配。旋转方向

则根据向量的方向和右手法则来确定。具体坐标位置参见表 5-9。图 5-11 至图 5-14

显示的是 终装配完成的重叠网格，包括整体视图以及各剖面视图。值得注意的是，



第五章 船舶带螺旋桨和舵的自航操纵计算 

第 149 页 

鉴于 SnappyHexMesh 非结构网格生成工具对复杂表面几何的处理能力，这艘船模的

附体，如舭龙骨、减摇鳍、桨轴和支承等，均与船体一起使用一块非结构网格进行表

述，因此并没有单独为这类附体进行多余的重叠网格划分。 

为了与试验值比较，本节相关的计算结果先被换算至实船尺度下，再与试验值进

行比较。此外，由于本算例来自于 SIMMAN2008 会议[209]，因此，在与模型试验数据

的比较中采用的 SIMMAN2008 规定的坐标系，具体为： 方向由船尾指向船首， 方

向指向右舷， 指向下，坐标原点位于船中并且在水线面上。 

表5-8 DTMB 5415M 重叠网格的数量 

Table 5-8 Grid sizes of overset grids for DTMB 5415M 

网格 单元数量

船体网格 2,439,393

背景网格 1,294,596

舵网格（左舷） 339,591 

舵网格（右舷） 339,591 

螺旋桨网格（左舷） 1,492,188

螺旋桨网格（右舷） 1,492,188

总和 7,397,547

 

表5-9 螺旋桨和舵的布置位置和方向 

Table 5-9 Locations and directions of twin propellers and twin rudders 

 矢量 旋转轴上一点 

螺旋桨网格（左舷） (-1.000 0.000 0.052) (3.759 -0.131 -0.146) 

螺旋桨网格（右舷） (1.000 0.000 -0.052) (3.759 0.131 -0.146) 

舵网格（左舷） (-0.080 0.258 0.963) (3.897 -0.160 -0.110) 

舵网格（右舷） (-0.080 -0.258 0.963) (3.897 0.160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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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B 5415M 重叠网格整体视图 

 Global view of overset grids for DTMB 5415M 

 

 DTMB 5415M 船后重叠网格的水平剖面 

 Horizontal section of the overset grids for DTMB 54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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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B 5415M 船后重叠网格的纵剖面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overset grids for DTMB 5415M 

 

 DTMB 5415M 船后重叠网格的横剖面 

 Transversal section of the overset grids for DTMB 54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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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纵性计算开始之前，首先要确定 DTMB 5415M 船模在指定航速下 	

0.413 的螺旋桨转速。采用 4.4 节的自航推进方法。使用 PI 控制器，让螺旋桨转速

从零开始加速，船模在螺旋桨推力下前进，直至船模速度收敛至指定航速，并且推力

与船体阻力达到平衡。 后取平衡时刻的螺旋桨转速为操纵性计算中所采用的转速。

经过上述计算，得到在		 0.413工况下的螺旋桨转速见表 5-10。从表中可以看到，

CFD 计算得到的 RPM 比试验采用的小 5.5%。这主要是因为由 MARIN 提供的螺旋

桨曲面的 IGES 文件中，在螺旋桨桨叶表面有凸起部分。这块凸起部分是由曲面生成

过程中的误差所致。在螺旋桨的平面设计图纸中并没有这块凸起部分。由于凸起部分

在桨叶梢端，因此对螺旋桨推力和扭矩均由较大影响。但这 IGES 文件是目前仅能使

用的曲面文件，因此只能基于带误差的 IGES 文件进行网格生成， 终导致螺旋桨推

力计算上的误差。 

表5-10 由自航推进试验得到 DTMB 5145M 在		 0.413航速下的螺旋桨转速 

Table 5-10 Propeller rotation speed obtained by self-propulsion test at		 0.413 

 CFD （实船尺度） EFD （实船尺度） 误差  

螺旋桨转速（RPM） 189.87 201 -5.5% 

 

 回转试验计算结果与分析 

回转试验的计算流程如下。首先根据船舶自航推进的计算结果得到螺旋桨在指

定航速 0.413 下的转速，如表 5-10 所示。在自航推进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固定

螺旋桨的转速，开始回转试验的计算模拟。在计算开始时刻，立即将双舵向左舷方向

转动至 大舵角 35 度，转舵速度为 9 度/s（实船尺度）。当舵达到 大舵角时，保

持舵角为 35 度不变。船舶开始向左舷作圆周运动。直至首向角达到 360 度时，即旋

转一圈后，开始回舵过程。舵转回至 0 度，船模开始逐步恢复直线航行。 

图 5-15 至图 5-21 展示的船模在回转过程中的运动时历曲线以及与试验测量的

比较结果。为了便于与试验数据进行比较，船模的运动数据均已经转换至实船尺度

下。坐标系遵从 SIMMAN 2008[209]会议中的相关规定。 

图 5-15 展示的是 DTMB5415M 模型在回转过程中的运动轨迹。从图中可以看

出，船模从(0,0)位置开始运动，并在计算开始时刻立即操舵。船体在舵力矩的作用下

开始转向。船模在空间中划出一个比较光顺的圆形。经过 360 度之后，舵转回至零

度，船模开始回到直线航行中去。在模型试验中，船模航行了两圈之后再将舵恢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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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但在 CFD 计算中，为了节省计算时间，只回转了一圈。为了方便比较，对试

验数据中首向角从 360 至 720 度的数据进行了截断。从比较中可以看出，计算得到

的圆弧轨迹和试验值相近。CFD 的半径略小于试验轨迹的半径。此外，在试验的轨

迹中，出现了扰动的现象，可能是由于测量仪器问题，也有可能是水池的自由面不平

静等原因干扰。但是在 CFD 计算的轨迹当中，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CFD 数值水池

可以避免类似干扰。 

图 5-16 显示的是舵角和首向角速度的时历曲线。左侧 轴坐标表示的是舵角，右

侧 轴为首向角速度。首向角速度与舵的角度密切相关。船的转向驱动主要由舵力矩

来提供。双舵从 t=0 时刻就开始向左舷偏转，在 t=3.89 s 时刻达到 大舵角。首向角

速度在 t=16.4s 时刻达到 大值为-2.489 deg/s。首向角速度的稳定速度较快，大约在

24 s 时刻达到了稳定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DTMB 5415M 配备了两个

舵，大幅度提高转向力矩。其次，本算例的航速较高， 0.413，因此较快的来流

会使舵产生较大的升力。再次，船模所装配的减摇鳍和舭龙骨均能提高船舶运动的稳

定性。从首向角速度达到稳定状态之后，DTMB 5415M 船模开始以稳定的角速度开

始回转。t=155.5 s 时刻，首向角达到了 360 度，开始回舵过程。舵角从左舷 35 度恢

复至 0 度。首向角速度也开始慢慢下降。大约在 t=200 s 时刻，角速度衰减至 0，并

保持直线航向。从回舵过程来看，首向角速度以较快的速度归零，充分体现

DTMB5415M 模型的直航稳定性。其中，双舵可以提供很好的稳定性。此外，两对舭

龙骨以及一对减摇鳍能够起到增加稳定性的作用。从 CFD 计算值和试验测量的对比

来看，表现出相互吻合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试验数据中可以看到较多的扰动现

象，可能是由于试验过程中有其它因素的干扰。在回舵后，CFD 计算的船模能够迅

速恢复直线航行状态，但是试验测量结果中却保持着-0.2 deg/s 的首向角速度。此外，

在回舵以后，CFD 的舵角可以始终保持在 0 度，而模型试验却在 0.8 度附近略微振

荡。这可能是由于转舵电机的误差所引起的。虽然在试验中有若干因素降低数据的整

体质量，但总体上不影响 CFD 和试验良好的吻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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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船模运动轨迹（实线：计算值，虚线：试验值） 

 Trajectories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Solid line: CFD; Dashed lin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SIMMAN 2008)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舵角和首航角速度的时历曲线（实线：计算值，虚线：试验值） 

 Time history of rudder angle and yaw rate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of DTMB5415M (Solid 

line: CFD; Dashed lin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SIMMA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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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漂角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drift angle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of DTMB5415M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螺旋桨转速和航速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ropeller speed and ship speed 

图 5-17 显示的是漂角时历曲线。在 CFD 的计算的结果中，漂角的时历曲线与图

5-16 中的首向角速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计算一开始，在舵的转向力矩作用下，

船模的漂角迅速增加，直到 t=40 s 的时刻，基本达到稳定状况，并保持在 9.7 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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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说明此时开始以恒定角速度回转。相似地，在回舵过程开始的之后，漂角开始减

小，并且在 后时刻，逐步衰减至 0。试验测量结果和 CFD 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

但是却出现了大幅度的扰动， 大扰动值达到了 100%。这很有可能是试验过程中测

量仪器受到干扰所致。 

图 5-18 显示的是螺旋桨转速和航速的时历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螺旋桨转速

始终保持恒定状态。这点和试验工况要求相吻合。螺旋桨转速的大小是在操纵计算开

始之前，执行自航计算而得到。从航速曲线中，可以看到当船模左满舵开始回转运动

的时候，航速迅速下降。当船模处于稳定回转状态的时候，航速稳定在 25.5 节。当

船模开始执行回舵过程时，舵角开始归零，航速开始逐渐恢复至初始状态下的 30节。

但是，从航速的试验数据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震荡现象，这个现象和图 5-17 中的

漂角试验曲线类似。实际情况下，船模在稳定回转状态下，船模的航速和漂角应该保

持稳定。因此 CFD 的计算结果应该更为合理。造成这种震荡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

试验测量的不准所致。 

图 5-19 显示的是横摇时历曲线。横摇运动与舵角变化密切相关。在两次转舵的

时刻（t=0, 155.5s），均出现了大幅度的横摇振荡。在第一次转舵时刻， 大横摇角

度为-12.04 度。在第二次转舵时刻， 大横摇为 12.73 度。此外，在每一次出现横摇

脉冲之后，船模在减摇鳍和舭龙骨的作用下，横摇幅度能够迅速衰减，在 t=40 s 之

后，横摇幅度基本衰减值 0.4 度以内，并维持在 2.8 度的横摇角度上。当完成回舵过

程后，横摇幅度迅速衰减，在 t=200 s 之后，横摇角度基本维持在 0 度。从横摇运动

的变化趋势来看，全附体的 DTMB 5415M 船模具有很好的横摇稳定性。两对舭龙骨

和一对减摇鳍起到了重要的增加横摇阻尼的作用，从而提高了横摇稳定性。从 CFD

和试验值的比较来看，两者在趋势上吻合较好，尤其是两次出现横摇脉冲的时候。但

是同样在稳定状态下(50 s < t < 150 s, t>200s)，从试验测量中观察到扰动现象。这可

能是由于试验测量时候的外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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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横摇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oll motion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of DTMB5415M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横摇角速度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oll rate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of DTMB54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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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纵摇度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itch motion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of DTMB5415M  

图 5-20 展示的是横摇角速度的变化曲线。横摇角速度的变化趋势和图 5-19 所展

示的横摇角度类似。两次转舵均会产生较大的脉冲，但由于船模具有良好的横摇稳定

性，横摇角速度迅速衰减至平衡状态。 

图 5-21 显示的是纵摇运动时历曲线。船模的纵摇运动相对于横摇运动来说较小。

大纵摇角度在 1.2 度之内。CFD 和试验的比较中，总体趋势相同，但试验测量有较

大幅度的振荡，这与测量得到的漂角的振荡现象一致。 

图 5-22 显示的是螺旋桨推力和扭矩的时历曲线。螺旋桨推力和扭矩是基于船体

坐标系下计算得到，并且计算结果已转换至实船尺度下。图中蓝色曲线表示左舷螺旋

桨，绿色曲线表示右舷螺旋桨。从图中可以看出，右舷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均要比左

舷螺旋桨大。这主要是由于船模在稳定回转过程中的漂角所致。从图 5-17 中的漂角

时历曲线可以看出，船模在稳定回转的状态时，漂角保持在9.7 左右。此时漂角方向

从右舷指向左舷。这个漂角方向，会增加右舷螺旋桨下半区域的载荷，减少上半区域

的载荷。由于左舷螺旋桨的旋转的方向与右舷桨的方向相反，因此漂角速度对两个螺

旋桨的作用也是相反的，减少左舷螺旋桨下半区域的载荷，增加上半区域的载荷。又

由于伴流场的不均匀性，螺旋桨上半部分的伴流速度较低，下半部分较大，因此，漂

角对螺旋桨下半部分推力的影响要大于上半区域。综合上面所有因素， 终导致右舷

螺旋桨的推力大于左舷螺旋桨。对于螺旋桨扭矩来说，其变化趋势与推力一致，同样

也是取决于漂角方向和伴流速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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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螺旋桨推力和扭矩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ropeller thrust and torque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舵的力和力矩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udder forces and moment for 35 deg rudder turning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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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B 5415M 在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稳定回转状态时的涡结构 

 Vortical structures of DTMB 5415M in steady state during the 35 deg turning circle maneuver 

 

 DTMB 5415M 在 35 度舵角回转试验计算中稳定回转状态时刻的自由面波形 

 Free surface colored by elevation for DTMB 5415M in steady state during the 35 turning circle 

maneuver 

图 5-23 显示的是舵的力和力矩的时历曲线。舵的力矩是基于船体坐标系下计算

得到，并且计算结果已转换至实船尺度下。图中蓝色表示右舷舵，绿色表示左舷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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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方向上的受力，当舵在转向时，主要起到增加阻力的作用。一开始转舵的时刻，

阻力 大可以达到 1000kN。在稳定回转状态时，可以达到 600kN。船模在回舵之后，

迅速下降为 50kN 左右。 方向受力和转向力矩成正相关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左

舷舵的转向力矩要大于右舷舵。这主要是由于受到船模漂角速度的影响。在上文已提

及，当船舶向左舷偏航时，漂角方向从右舷指向左舷。对于右舷舵来说，由于漂角速

度直接从右前方过来，受到船体伴流的影响较小。当来流传递至左舷舵时，由于已经

经过了船体的伴流场，在速度合成之后，左舷舵的载荷要大于右舷舵。另外，由于船

模的横摇角度的影响，右侧舵要更接近于自由面，导致效率降低。此外，在每一次转

舵的启动时刻，在舵力和力矩的时历曲线中，都会观察到一个较大幅度的脉冲。这主

要是由于在舵网格的瞬间启动所引起的数值振荡。但是在 2~3 个时间步后，就能立

即恢复到稳定状态。因此，这类脉冲对整体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图 5-24 显示的是在船模回转半圈后、处于稳定回转状态时刻的涡结构。从图中

可以看出，船模的漂角方向从右舷指向左舷。所有涡的流动方向均受漂角方向的影

响，往相同的方向传递。我们先从右舷开始分析图中涡结构。由于右舷是回转过程中

迎风面（外侧），不受船身伴流的影响，其泄涡的结构相对比较清晰。在船中有三条

涡，分别由两个舭龙骨和一个减摇鳍所产生，从右舷经过船中并向左舷船后传递。其

次，由于螺旋桨的桨轴是在船体之外（如图 5-10 所示），因此也会产生一定的泄涡，

并且向左后方传递。再向船后观察，可以观察到右舷螺旋桨和右舷舵的泄涡。右舷舵

的泄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舵的梢部产生，另一部分是从舵的基座产生。传

递方向均沿着漂角方向向左后方传递。右舷螺旋桨的涡相对比较复杂，但总体上可以

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桨叶梢部产生的螺旋形的梢涡，另一类是由桨毂从泄出的桨毂

涡。这两股涡同样也受漂角速度的影响，传递方向也发生偏转。对于左舷的情况，由

于受到船体伴流的影响，涡的结构相对比较复杂，不同成分的涡之间容易混合在一

起。在船中可以观察到从左舷舭龙骨和减摇鳍产生的涡，但由船身前半段的舭龙骨所

产生的涡已经较难识别。船后由左舷螺旋桨和左舷舵产生的涡已经混合在一起。左舷

螺旋桨的涡强度较大，能够从中分辨出桨毂涡和梢涡。从舵基座产生的涡也能够被观

察到，但 终被桨毂涡吞并。舵的梢涡已经无法辨识，因为同样已经被螺旋桨梢涡和

桨毂涡吞并。此外，比较左舷桨和右舷桨的涡强度，左舷桨的涡强度要强于右舷桨，

说明左舷桨的载荷较大，同时也间接解释了图 5-22 中左舷桨的推力和扭矩要大于右

舷桨的原因。 

图 5-25 显示的是同一时刻下的自由面波形。DTMB 5415M 正在向左舷旋转，并

处于稳定旋转时刻，漂角约为 9.7 度。此时船模的漂角从右舷指向左舷。在漂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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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其兴波不再呈现对称形式，而是向左舷偏移，并且可以观察到船舶在回转

过程中的运动轨迹。船模背风面（左舷）的兴波波幅要大于迎风面（右舷），说明背

风面波能较高。左舷散波和船中线的夹角大于右舷散波和船中心线的夹角。船尾的兴

波呈现一样的趋势，并且船体旋转的作用下，在方尾处的兴波存在一定的翻卷。 

 Z 形操纵的计算结果与分析 

第二个计算工况是 DTMB5415M 在 0.413航速下的 20/20 Z 形操纵。该工况

的螺旋桨转速沿用自航推进的计算结果（189.87 RPM）。在开始时刻，双舵立即转向

右舷，并达到 大舵角（20 度）。当首向角达到左舷 20 度时，双舵立即切换方向，

转向至左舷方向，并且保持在反向 大舵角，直至首向角达到右舷 20 度。然后反复

此过程。其中，舵的转向速度为实船尺度下的 9 度/s。 

图 5-26 至图 5-32 展示的船模在 Z 形操纵过程中的运动时历曲线以及与试验测

量的比较结果。为了便于与试验数据进行比较，船模的运动数据均已经转换至实船尺

度下。坐标系遵从 SIMMAN 2008[209]会议中的相关规定。 

 

 DTMB 5415M 在 20/20 Z 形操纵计算中的运动轨迹 

 Trajectories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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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Z 形操纵计算中舵角、首向角和首向角速度时历曲线 （实现：CFD，虚线：试验） 

 Time history of rudder angle, yaw and yaw rate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Solid line: CFD; dashed line: Experimental data from SIMMAN 2008) 

图 5-26 显示的 DTMB 5415M 船模在 20/20 Z 形操纵计算中的运动轨迹，以及与

试验测量的比较。其中，蓝色为 CFD 计算值，绿色虚线为在 SIMMAN 2008[209]中公

布的试验测量值。从图中可以看到，CFD 计算得到的轨迹有良好的周期性，船模在

执行一次 Z 形操纵周期之后，就达到了稳定周期性状态，并在0 133	m 范围内

进行周期性运动。CFD 计算得到运动轨迹与试验测量结果大致相同，但是试验测量

的轨迹有向 方向（右舷方向）偏移的趋势。然而在 CFD 计算结果中，则表现出良

好的对称性，没有产生向单侧的偏移。 

图 5-27 显示的是舵角、首向角以及首向角速度的时历曲线。由于舵角直接影响

了船模的首向角以及其角速度，因此将这三条曲线放在同一张图中进行分析。其中，

实线为采用 CFD 的计算结果，虚线为模型试验的测量结果。从舵角的时历曲线来看，

CFD 和试验测量结果相近。CFD 的计算结果中，转舵的时机略慢于试验测量结果。

从首向角的时历曲线来看，两者结果相吻合， 大首向角相近。但是由于转舵的时机

较晚，CFD 计算结果中的转向时间也稍晚于试验结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误差

也会累计。对于首向角速度来说，除了在相位上与试验相比存在差异之外，其它结果

与试验测量均吻合较好。从舵角、首向角以及首向角速度三者的关系上来看。每当首

航角达到 20 度，换舵过程立即开始，同时船模的首向角速度就能够立即响应，往相

反方向变化。舵角和首向角速度的响应时间非常接近。首向角在转舵 4.6 s 之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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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并开始往相反方向转向。这些操纵性计算结果可以表明 DTMB 5415M 模型

在双舵的作用下具有较高的转向性能。 

表 5-11 列出了 Z 形操纵的计算结果，以及与试验测量结果的比较，同时还有文

献[126]当中使用 CFDShip-Iowa 求解器的计算结果作为参考。比较内容为每次操舵的

大首向角、超越角以及 大首向角速度。其中在文献[126]中的，同样采用重叠网

格方法，但是螺旋桨由体积力模型代替。对于 大首向角，跟试验的比较， 大的误

差均小于 4%。但是超越角的误差达到 23.83%。这主要是由于超越角本身的绝对值较

小，约为 4 度左右，1 度的误差就可以造成 25%的相对误差。对于 大首向角速度而

言，比较结果也令人满意，四次操舵的 大误差为 4.25%。在与 CFDShip-Iowa 的结

果相比当中，本文的计算结果与试验值更接近。这可能是由于在文献[126]当中的计

算采用了螺旋桨体积力模型。螺旋桨的非对称性以及侧向力均无法考虑在内。由于螺

旋桨侧向力会对操纵性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产生了较大的误差。 

图 5-28 显示的螺旋桨转速和船舶航速的时历曲线。其中航速的定义为船舶速度

在水平面的投影： √ 。对于螺旋桨转速而言，CFD 的值要小于试验的测

量值，主要是由于 CFD 所采用的螺旋桨几何模型误差所致。相关原因已在 5.2.1 节

已经进行了讨论。此外，在试验测量得到的螺旋桨转速时历曲线中，可以观察到略微

的振荡，这主要是由于试验用的螺旋桨电机无法精确地控制螺旋桨的转速。这个问题

对于 CFD 计算而言可以避免。在航速时历曲线中，试验的测量结果有较大的扰动，

然而 CFD 计算结果中并没有这种现象。两者在总体上保持着类似的变化趋势。值得

注意的是，从试验数据中可以看到试验中的初始航速约为 31 节，而在试验设定中的

航速应为 30 节。CFD 计算的设定正是按照 30 节的设定。因此在整个航速变化曲线

过程中，CFD 计算值始终比试验的测量航速小 1 节左右。此外，在较高的航速下，

可以产生更大的舵力矩，因此可以使得船模更快地转向。这也可以间接解释在图 5-

27 中的舵角、首向角以及首向角速度时历曲线中，模型试验的转舵时机要早于 CFD

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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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20/20 Z 形操纵的计算结果和其它 CFD 计算结果以及试验测量的比较 

Table 5-11 Results of 20/20 zig-zag maneuver compared with other CFD results and EFD measurements 

大首向角 (deg) 第一次换舵 第二次换舵 第三次换舵 第四次换舵

本文计算值 24.42 -24.8 24.78 -24.82 

CFDShip-Iowa [126] 24.93 - 25.28 - 

试验值/SIMMAN 2008 [209] 23.58 -23.95 23.86 -24.58 

误差 3.562% 3.549% 3.856% 0.976% 

超越角 (deg) 1st 2nd 3rd 4th 

本文计算值 4.42 4.8 4.78 4.82 

CFDShip-Iowa 4.9 - 5.3 - 

试验值/SIMMAN 2008 3.58 3.95 3.86 4.58 

误差 23.46% 21.52% 23.83% 5.24% 

大首向角速度 (deg) 1st 2nd 3rd 4th 

本文计算值 1.646 -1.755 1.755 -1.757 

CFDShip-Iowa 1.72 - 1.84 - 

试验值/SIMMAN 2008 1.627 -1.822 1.702 -1.835 

误差 1.17% -3.68% 3.11% -4.25% 

 

 

 20/20 Z 形计算中螺旋桨转速和航速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ship speed and propeller RPM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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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Z 形计算中的漂角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drift angle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20/20 Z 形计算中的横摇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oll motion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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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Z 形计算中的横摇角速度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oll rate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20/20 Z 形计算中的纵摇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itch motion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图 5-29 展示的是 Z 形操纵时候的漂角时历曲线。该与图 5-27 中的首向角速度

类似，展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在与试验结果的比较中，CFD 的曲线表现出更明显

的对称性和周期性，漂角始终在 6.8度之间变化，但是试验值却偏向正值方向，在

5.4~8.0度之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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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0 显示的是船舶横摇时历曲线。横摇运动的变化与操舵的时机密切相关。

每次操舵均会产生较大幅度的横摇脉冲。 大横摇幅度出现在第二次操舵的后，横摇

角度为 16.93 度。CFD 计算结果和试验测量相比，横摇运动曲线相接近。CFD 的

大横摇幅值略大于 EFD。此外，EFD 的横摇曲线的相位早于 CFD。这可能是由于图

5-28 中所展示的，模型试验的初始航速（31 kn）要高于设定航速（30 kn）的缘故，

导致操舵时机早于 CFD 计算结果。这个因素的影响也会反映在横摇曲线上。 

图 5-31 显示的是横摇角速度的比较。计算结果和试验测量的变化趋势相同，

大值也相近。 大的误差同样也是出现在相位上。主要原因跟上述原因类似，可能是

由于试验中船模航速设定较高，导致转舵时机较早， 终引起其它运动变量相位上的

差距。 

图 5-32 显示的是纵摇运动的比较。在 CFD 计算结果中，每次换舵会引起相同幅

度的纵摇运动振荡，因此在纵摇时历曲线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周期性。但是在试验结

果中，只有向左舷转动时，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纵摇运动。此时所引起的纵摇运动

大值约为 CFD 计算得到的两倍。然后再往右舷操舵时，船舶的纵摇运动几乎不受影

响。在模型试验中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尚不明确。此外，纵摇运动的变化幅值较小。

纵摇运动的幅度和横摇运动的幅度相比，可以忽略不计。CFD 的计算结果中 大变

化范围约为 0.7 度，同时试验测量的 大变化幅度约为 1.5 度。 

图 5-33 展示的双螺旋桨在 Z 形操纵计算过程中的推力和扭矩随时间变化曲线。

螺旋桨推力和扭矩的计算是基于船体坐标系下进行，并转换至实船尺度。图中蓝色为

左舷桨，绿色为右舷桨。从推力曲线中可以看出，左舷桨和右舷桨的推力曲线是交替

变化的。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是由于船模漂角的交替变化所引起的（见图 5-29）。当

漂角为正值时，漂角速度从船的右舷方向流动至左舷方向。这个方向的漂角对于左舷

桨而言，会降低下半部分的桨叶载荷，同时增上半部分的载荷。对于右舷桨而言，由

于旋转方向不同，漂角的作用相反。同时又由于船后伴流的不均匀性，下半部分桨叶

对上半部分的起到更大的作用，从而导致左舷桨整体推力的下降，右舷桨整体推力的

上升。这个现象在 5.2.2 节的回转试验计算结果中有详细的讨论。同理，当漂角为负

值时，漂角速度从左舷传递至右舷，增加了左舷螺旋桨的推力，同时降低的右舷桨的

推力。因此，在漂角的交替变化下，两个螺旋桨推力曲线也呈现交替变化趋势。图 5-

33 下图展示的是螺旋桨扭矩曲线。由于两个螺旋桨的旋转速度相反，因此扭矩的值

相反。但在总体变化趋势上，呈现与推力曲线一致的趋势。同样是由于漂角的作用，

两个螺旋桨的扭矩呈现交替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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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4 展现的是两个舵的力和力矩变化曲线。蓝色为左舷舵，绿色为右舷舵。

舵力和力矩的计算是基于船体坐标系下进行，并且转换至实船尺度。由于船舶在运动

过程中，漂角的交替变化，导致舵的力和力矩也产生交替变化的趋势。图 5-34 上图

是两个舵在 方向上的受力。在这个方向上，舵主要起到增加阻力的作用。舵角越大，

其产生的阻力也越多。在左舷舵和右舷舵的比较中，在 方向的阻力差距主要是由于

漂角引起。当漂角方向指向左舷时，迎对来流方向的右舷舵，由于没有船体伴流的干

扰，会产生较小的阻力。在另外一个方向的左舷舵，由于船体伴流速度的叠加，就会

产生较大的阻力。同理，如果漂角方向从左舷指向右舷，效果则相反。图 5-34 的中

图和下图显示的是 方向受力和转向力矩的变化趋势。这两者变化趋势相同，呈正比

关系。由于漂角速度的作用，左舷舵和右舷舵在产生不同的力矩。具体原因与舵在

方向上的受力一致。当漂角为正时（从右舷指向左舷），左舷舵由于船体伴流的影响，

其产生的力矩大于右舷舵。当漂角为负值时，则效果相反，右舷舵的力矩大于左舷舵。

这一点在 5.2.2 节中也有详细讨论。此外，由于 Z 形操纵的换舵次数较多，因此，在

图 5-34 中可以观察到较多的数值脉冲。这些脉冲主要是由于舵网格的瞬间启动所引

起。一般在 2～3 个时间步之后就能恢复到稳定状态，因此这类脉冲对计算结果的整

体影响较小。 

 

 

 20/20 Z 形计算中螺旋桨推力和扭矩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ropeller thrust and torque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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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Z 形计算中舵的力和力矩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udder forces and moment for 20/20 zig-zag maneuver of DTMB5415M 

 

 DTMB 5415M 在 20/20 Z 形操纵试验计算中的涡结构（漂角正向最大） 

 Vortical structures of DTMB 5415M in 20/20 zig-zag maneuver (positive maximum drift angle) 

20/20 Zigz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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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B 5415M 在 20/20 Z 形操纵试验计算中的涡结构（漂角负向最大时刻） 

 Vortical structures of DTMB 5415M in the 20/20 zig-zag maneuver (negative maximum drift 

angle) 

 

 DTMB5415M 在 20/20 Z 形操纵试验计算的自由面波形（漂角正向最大时刻） 

 Free surface of DTMB 5415M in the 20/20 zigzag maneuver (positive maximum drift angle) 

 

20/20 Zigz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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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MB5415M 在 20/20 Z 形操纵试验计算中的自由面波形（漂角负向最大时刻） 

 Free surface of DTMB 5415M in the 20/20 zig-zag maneuver (negative maximum drift angle) 

图 5-35 和图 5-36 分别显示的 DTMB 5415M 在 20/20 Z 形操纵过程中的两个漂

角 大时刻（t=52.3 s 和 t=88.8 s）。图 5-35 显示的是漂角正向 大的时刻（t=52.3 

s）。此时船模操左舵，并且向左舷方向旋转。从图中可以看到，船舶在旋转过程中

产生的涡结构与图 5-24 所示的回转运动稳定时刻相似，在涡的组成结构上基本相同。

由于 Z 形操纵计算中的 大舵角较小，并且在两次操舵之间时间较短，所以此时的

大漂角仅为 6.7 度。在回转试验计算中稳定时刻的漂角可以达到 9.7 度。因此，在

较小的漂角的作用下，图 5-35 中展示出的涡流场，与图 5-24 相比，泄涡的角度相对

较小。图 5-36 显示的是漂角负向 大的时刻（t=88.8 s）。此时的船舶状态为，操右

舵并处于 大舵角-20 度，船模向右舷方向旋转，漂角为负向 大值-6.7 度。此时的

涡结构和漂角正向 大时刻相比（图 5-35），基本呈现对称结构。涡的组成结构和传

递方向以及强度均保持一致。解释这个想象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 DTMB 5415M

的航速较高，并且各项操纵性能较好，在执行前三次操舵后就基本能达到稳定状态

（从图 5-26 和图 5-27 中可以看出）。第二是 DTMB 5415M 模型的完全对称性。由

于其配备了双螺旋桨，因此在单桨船（如 5.1 节所计算的 KCS 模型）中由于螺旋桨

所产生成的非对称性被抵消掉。此外，图 5-26 至图 5-29 中所示的船模运动时历曲线

中，同样也表现出良好的左右对称性，因此可以很好地解释两个时刻下的涡的对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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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7 和图 5-38 分别展示的是两个漂角 大时刻的自由面波形（t=52.3 s 和

t=88.8 s）。图 5-37 展示的是漂角正向 大时刻（t=52.3 s）。该时刻与图 5-35 所示

时刻相同。从波形上看，图 5-37 所示波形与图 5-25 回转试验计算的稳定状况下结果

相似，两者均是在左满舵以及向左舷旋转的情况下。但是与前文的讨论一样，两者的

漂角不一样。在图 5-25 所示的回转试验漂角为9.7 ，而在 Z 形操纵计算中为6.7 。

因此两者波形上略有差别。Z 形操纵中的波形偏向较小。背风面（左舷）的兴波波幅

比迎风面（右舷）大，但是两者的差异在 Z 形操纵中减小。图 5-38 所示的是漂角负

向 大时刻（t=88.8 s）的自由面波形。与图 5-37 所示的漂角正向 大时刻的波形相

比，两者基本保持良好对称性。主要是由于 DTMB5415M 良好的操纵性以及模型的

完全对称性。 

 本章小结 

本章节利用动态重叠网格技术，对 HSVA KCS 和全附体 DTMB5415M 两个船型

的自航操纵试验进行模拟计算。计算中的螺旋桨和舵均利用重叠网格方法进行实体

网格的划分，并采用 CFD 计算方法进行自航操纵的计算。对于 HSVA KCS 模型，进

行了 15/1 以及 10/10 Z 形操纵两个工况的计算。对于 DTMB 5415M 模型，进行了 35

度 大舵角回转试验和 20/20 Z 形操纵两种自航操纵试验的计算。所有算例均有试验

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在 KCS 模型的计算结果中，计算分析的结果有船模运动时历

曲线，包括首航角、横摇角、漂角、运动轨迹和舵角等，以及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

通过重叠网格方法得到良好的计算结果，并与试验结果相吻合。对于 DTMB 5415M

模型，其试验结果来自于 SIMMAN 2008[209]会议上。虽然从模型试验数据中看出部

分由外界干扰因素引起的数据扰动，但总体上CFD和试验结果吻合较好。针对DTMB 

5415M 配备了双桨双舵，本章节单独分析了左右舷螺旋桨和舵的不同受力情况。在

不同漂角的作用下，会致使左右舷的螺旋桨产生不同的推力，以及左右舷的舵产生不

同的转向力矩。 

从本章的计算结果中可以得出，重叠网格技术能够高效处理船、桨、舵相互配合

问题，并能够进行自航操纵的 CFD 计算。这类问题是目前其它网格方法难以胜任的。

由于采用非结构重叠网格的方法，在处理复杂船型时，如 DTMB 5415M 船型，能够

大幅度减少生成具有复杂几何的重叠网格的工作量。此外，由于重叠网格的强大的适

应性能，经过简单扩展就能执行更为复杂的问题计算，比如船舶在波浪上的自航和操



第五章 船舶带螺旋桨和舵的自航操纵计算 

第 174 页 

纵的计算模拟。目前的工作为今后继续拓展重叠网格方法的应用范围、用于解决更复

杂的问题奠定基础。 

下一章节将研究的问题从静水拓展至波浪中，利用重叠网格方法研究船舶在波

浪上带螺旋桨的耐波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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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船舶在波浪中带螺旋桨的耐波性计算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本章节将利用重叠网格方法对带螺旋桨的 KCS 模型在迎浪中的耐波性试验进行

模拟，进而进一步验证重叠网格方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由于计算这类问题的复杂程

度，目前绝大多数基于 CFD 的研究方法仅是研究船体在波浪上的运动并且忽略螺旋

桨的作用。船舶在波浪中的带螺旋桨的运动结合了船舶在波浪中的运动以及螺旋桨

的旋转运动。对于传统动网格方法，很难同时处理这两种运动。重叠网格方法与多层

级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型相结合是目前处理这类问题 有效的方法之一。 

 几何模型和计算工况 

本章节所采用的计算船型与第 5.1 节中使用的船型一致，均为 HSVA KCS 模型，

缩尺比为 52.667。模型的主尺度可以参见表 5-1（第 134 页）。KCS 模型配备的

螺旋桨型号依旧是 SVP-1193。螺旋桨的主尺度可以参见表 5-2。图 6-1 显示的是 终

所采用的几何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算例中的舵是固定的，因此对舵做了相应

的简化处理，将舵和舵支承合并到一起，如图 6-1 所示。船模试验是在丹麦的 FORCE

拖曳水池进行[210]。船模的航速为 1.701 m/s，对应 0.26 以及 6.82 10  （试

验温度为 16.74 度）。 

在模型试验中，波高为 0.084	m 的波浪工况被选择为计算工况。其波浪周期

为 1.78	s，对应波高波长比 / 1/60	。船速为 1.701	m/s，对应的遭遇频

率为 0.91	Hz。具体波浪工况参见表 6-1。这个波浪工况的选择是为了研究船舶在

共振频率处的大幅度运动响应。KCS 船模垂荡和纵摇运动的自然频率约为

0.9	Hz[44]。在该波浪工况和指定航速下 ，易产生共振运动。此外，根据文献[201]

的试验测量，一般船舶在迎浪中的运动响应通常在 / 	 	1.33处达到 大。本算

例的波长设定为 / 	 	1.15，与 / 	 	1.33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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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VA KCS 的几何模型示意图 

  Geometry of HSVA KCS model with propeller and rudder appended 

计算区域的布局如图 6-2 所示。为了验证数值造波的准确性，在船侧 /2的位

置，与船首处于同一纵向位置的地方，放置了一个浪高仪，用于记录计算过程中的波

高时历曲线。在此处选择放置浪高仪的原因有二点。第一点，在纵向方向的位置在

0，与船首同一纵向位置，是为了考虑入射波从入口处到船首位置传递过程中的

衰减。第二点，在横向 /2的位置，是避免船首兴波对浪高仪测量数据的影响。造

波方法沿用 naoe-FOAM-SJTU 求解器中的造波模块，既入口边界条件造波方法(参见

第二章 2.3 节)。波形采用的是一阶线性规则波，参见式(2-59)。不同的是，由于本算

例采用了以大地参考系为基准的计算方式，所有网格均与船舶一起向前前进，因此不

存在相对速度。所以，对式(2-59)的造波条件需要进行适当修改。令 0，修改后

结果如式(6-1)所示： 

 

( , ) cos( )

( , , , ) cos( )

( , , , ) sin( )

kz

kz

x t A kx t

u x y z t A e kx t

w x y z t A e kx t

 

  

  

 
   
   

 (6-1) 

其中， 为波幅； 为波数； 为波浪频率； 为网格单元的垂向位置； 为相位，在本

算例中设为零。 

为了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在耐波性问题中的有效性，本章节首先执行了无螺旋桨

KCS 在波浪中运动的工况，并在该算例的基础上进行网格收敛性验证。第二步，在

验证无螺旋桨 KCS 计算结果的准确并且可靠之后，执行带螺旋桨 KCS 在波浪中的

计算。由于带螺旋桨自航的计算量较大以及计算资源的限制，并没有执行网格收敛性

验证。通过这两步来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同时处理耐波性和推进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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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波浪工况 

Table 6-1 Wave condition 

	(m) /   (s) (m/s) (s)  (Hz) 

0.084 1.15 1.78 1.701 1.10 0.91 

 

 

 计算域布局 

 Layout the of computational domain 

 计算结果和讨论 

 无螺旋桨 KCS 以及网格收敛性验证 

为了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在耐波性问题中的有效性，第一步执行的是无螺旋桨

KCS 的网格收敛性验证。计算中把舵考虑在内，但是并不包括螺旋桨。 

图 6-3 显示的用于无螺旋桨耐波性计算的重叠网格。重叠网格包括了船体网格

和背景网格。船体网格跟随船体一起运动，用于求解船体近流场。背景用于捕捉自由

面以及远场流场。所有网格均由 SnappyHexMesh 所生成。由于计算问题的对称性，

只生成一半的网格，另一半采用对称边界条件处理。此外，在背景网格当中，增加了

自由面网格的加密范围，用于完整捕捉船体前方的入射波。同时在背景网格中增加了

和船体网格重叠的加密区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在船体网格处于较大幅度的运动时，

在重叠区域内仍然有足有网格单元，以避免孤点单元的产生，同时在重叠区域内保持

较好的单元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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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S 用于计算迎浪工况的网格（中等网格） 

 Overset grids for KCS model (Medium grid) 

表6-2 用于网格收敛性验证的网格数量（加密比√2） 

Table 6-2 Details of grid size for grid convergence test (refinement ratio √2) 

网格数量 船体网格 背景网格 总和 

粗网格 209,603 320,348 529,951 

中网格 557,480 951,148 1,508,628 

密网格 1,541,277 2,559,956 4,101, 233 

 

网格收敛性验证中的采用了先加密背景网格，再用 SnappHexMesh 的方法。具体

方法可以参见第二章 2.6 节（第 68 页）的介绍。三个方向的网格加密比为√2。 终

由此方法生成三套用于网格收敛性的网格列于表 6-2。图 6-3 展示的是网格收敛性验

证中的中等网格。 

首先对浪高仪测量得到的波高进行验证。图 6-4 显示的是在三套网格中在浪高

仪处计算得到的波高随时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 密网格与 粗网格之

间的网格量相差了 8 倍，但是三种网格中在浪高仪处自由面波高几乎相同。为了进

一步分析测量得到的波幅，并与设定的入射波波幅进行比较，将图 6-4 自由面波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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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参考式(2-93)进行傅立叶级数展开，计算得到一阶幅值，并列于表 6-3。从表中可

以看出，与名义波幅，即设定的入射波波幅（0.042 m）相比，三种网格的计算得到

的波幅均与试验值非常接近。 大的误差在 0.5%以内。这一结果可以证明，目前重

叠网格方法和造波模块的相结合，计算结果精度较高，可以满足耐波性计算。 

表6-3 浪高仪测量的平均波幅 

Table 6-3 Wave amplitude measured by wave probe 

 粗网格 中网格 密网格 目标值 

波幅 A (m) 0.04220 0.04197 0.04216 0.042 

 

图 6-5 和图 6-6 展示的是船模在波浪中的垂荡和纵摇运动。图中展示了三套网格

的计算结果。与图 6-4 展示的自由面升高的结果相似，在不同网格之间的垂荡和纵摇

运动的差别较小，无法从图中直接观察不同网格之间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分析垂荡和

纵摇运动，这里将两者时历曲线进行傅立叶展开，并根据式(2-99)和(2-100)计算得到

两种运动的传递函数 以及 ，并列于表 6-4。从表中可以看出， 和 结果均

收敛。其中， 展现出振荡收敛的趋势， 展现出单调收敛的趋势。将密网格的结

果与试验值进行比较。对于 而言，密网格比试验值小-4.01%，而 的误差较小，

仅有-0.39%的误差。 

表6-4 垂荡和纵摇运动的传递函数的比较 

Table 6-4 Results of transfer function of heave and pitch motions 

 粗网格 中网格 密网格 试验 误差* (%) 

TF3 0.9645 1.0007 1.0031 1.045 -4.01% 

TF5 0.7272 0.7681 0.7591 0.762 -0.39% 

* 定义为 密网格(Fine)和 EFD 之间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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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浪高仪测量的不同网格下的波高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surface elevation measured by wave probe by different grids 

 

 不同网格下的的垂荡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heave motion by different grids 

 

 不同网格下的纵摇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itch motion by different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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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网格下的阻力系数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resistance coefficients by different grids 

表6-5 波浪增阻结果汇总 

Table 6-5 Results of added resistance 

 粗网格 中网格 密网格 试验 

(N) 37.590 36.780 36.930 - 

(-) 11.758 11.215 11.316 11.049 

误差 (%) 6.42 1.51 2.42 - 

 

图 6-7 显示的是阻力系数 在不同网格下的时历曲线，其中 定义为： 

 2
00.5t

w

X
C

S U
  (6-2) 

其中， 是作用在船体表面的积分力，并在地球坐标系下 方向的投影； 是水的密度

以及 是静水中正浮状态下的湿表面积。图 6-7 与之前船舶运动曲线略有不同。阻

力曲线在不同网格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此外，在阻力的时历曲线中还表现出较强

烈的非线性现象。 

为了研究波浪对船舶阻力的影响，表 6-5 列出了波浪增阻的计算结果。其中波浪

增阻 定义如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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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其中， 是水平力 的平均值； 是船模在静水中的静水阻力； 为入射波波幅；

为船模的型宽。静水阻力通过采用中等网格计算得到 20.038	 。从结果中

可以看出， 呈现出振荡收敛的趋势。此外，阻力相对于运动来说，对网格更为敏



第六章 船舶在波浪中带螺旋桨的耐波性计算 

第 182 页 

感。粗网格与中等网格相比，在 上的误差为 4.9%。与试验值相比， 小的误差出

现在中等网格上，仅为 0.9%。 

在网格收敛性验证中，所有考察的变量均呈现收敛趋势，并且在与试验结果的比

较中吻合较好。 

 带螺旋桨在波浪中的耐波性计算 

在经过无螺旋桨 KCS 的网格收敛性计算，并初步验证了重叠网格处理耐波性的

能力之后，下一步是执行带螺旋桨 KCS 的耐波性计算。在 KCS 模型后面安装一个

SVP-1193 螺旋桨。计算所采用的重叠网格如图 6-8 所示。与图 6-3 所示无螺旋桨网

格相比，带螺旋桨网格在船体表面的网格密度基本相同，背景网格单元大小基本一

致。不同的是，由于螺旋桨的非对称性，取消了网格对称面，并且增加了一个螺旋桨

网格，以及在螺旋桨盘面和下游流场进行加密。 终网格数量约为 480 万网格单元，

每块重叠网格单元数量列于表 6-6。 

在计算过程中，航速和拖车速度相同，始终保持为 1.701 m/s。同时，螺旋桨转

速固定，为 14.41 转/秒（RPS）。这个螺旋桨转速是通过在静水中进行自航推进计算

得到。通过 PI 控制器时刻调整螺旋桨转速，直至船模的速度达到目标航速，并且螺

旋桨推力和船舶阻力达到平衡。具体过程可以参见 4.4 节。由于本算例需要求得在模

型尺度下的自航点，因此摩擦力修正SFC 0。 终计算得到的螺旋桨 RPS 比试验中

所采用的值（14.15 RPS）高 1.84%。 

这个算例的计算时间约为 9300CPU 小时，使用 96 个核心，在美国爱荷华大学

的 Helium 高性能计算集群上运行。计算时间包含了 15 个迎浪周期。在这个 96 个

CPU 核心中，92 个运行 OpenFOAM 进程，其余 4 个运行 SUGGAR 进程。 

船模运动的计算结果如和图 6-9 和图 6-10 所示。图 6-9 所示的是 KCS 在波浪上

垂荡运动时历曲线，图 6-10 展示的是纵摇运动曲线。预报的运动曲线与试验测量接

近，但是在 CFD 计算中，船舶的运动响应稍快。利用式(2-93)将垂荡和纵摇运动的时

历曲线进行傅立叶级数展开，并根据公式(2-99)和(2-100)计算得到两种运动的传递函

数 以及 ，其结果列于表 6-7。 的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误差仅为-0.71%。

的误差相对较大，为 7.12%。这可能是由于在模型试验中观察到了明显的波浪衰

减。对于本波浪工况( 0.084	 )中，试验报告汇报的平均衰减幅度为 0.01215 m[210]。

这大幅增加了垂荡和纵摇运动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此外，与表 6-4 中所列的无螺旋

桨运动结果相比，带螺旋桨的 和 分别比不带桨的减小 2.2%以及 1.8%。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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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桨对船舶运动本身的影响不大。这可能跟船模前速度由拖车固定有关。如果释放

船模在纵向方向的自由度，在波浪增阻的影响下，船模运动应该会产生较大不同。 

 

 

 带螺旋桨的 HSVA KCS 模型的重叠网格 

 Overset grid of HSVA KCS model with propeller 

表6-6 重叠网格单元数量 

Table 6-6  Grid sizes of overset component grids 

 船体网格 螺旋桨网格 背景网格 总和 

网格数量 2,931,764 758,989 1,098,416 4,78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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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在波浪中带螺旋桨 KCS 的垂荡和纵摇运动的传递函数 

Table 6-7 Transfer functions of heave and pitch for KCS with rotating propeller in head wave 

 计算值 试验值 误差 (%) 

 0.981 0.988 -0.71  

 0.745 0.695 7.12  

 

 

 带螺旋桨 KCS 在波浪中的垂荡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heave motion in heave for KCS with propeller 

 

 带螺旋桨 KCS 在波浪中的垂荡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itch motion in wave for KCS with propeller 

 
图 6-11 展示的是螺旋桨推力曲线和试验测量的比较。计算结果和试验测量呈现

出相似的变化趋势。但是 CFD 的结果比 EFD 表现出更有规律的正弦曲线，并且与船

模垂荡和纵摇运动保持同步。在 CFD 的计算结果中，可以观察到高频的推力振荡，

其振荡频率约为螺旋桨转速的 5 倍。在第五章 5.1 节的自航操纵计算中也观察到类似

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当桨叶从低伴流区域经过到高伴流区域时，伴流的不均匀性引起

桨叶载荷的变化，并 终导致推力的振荡。在试验测量中则无法观察到这个现象，因

为试验的采样频率较小，只有45	Hz，远小于螺旋桨振荡的频率(14.41 5 72.5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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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展示的是螺旋桨扭矩的时历曲线。与推力曲线类似，CFD 计算得到的扭矩曲

线表现出有规律的正弦变化，与船舶运动保持同步。但是试验测量的结果展示出不规

则的变化，很难观察到和船舶运动的相关性。有可能是试验测量精度的不准，也有可

能是湍流模型的缘故，导致船尾伴流场预报得不准确。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研究

这种状况的原因。表 6-8 列出了螺旋桨推力和扭矩的平均值。其中，推力平均值比试

验结果小 2.29%。扭矩平均值误差稍大，小于 4.42%。 

 

 

 螺旋桨推力的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ropeller thrust for K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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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桨扭矩的时历曲线 

 Time history of propeller torque for KCS 

表6-8 螺旋桨推力和扭矩的时间平均值 

Table 6-8  Mean values of propeller thrust and torque 

 螺旋桨转速 (RPS) 平均推力 (N) 平均扭矩 (Nm) 

试验 14.15 24.2511 0.5945 

计算值 14.41 23.6967 0.5695 

误差 1.84% -2.29%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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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 

 
(b) / 0.25 

 
(c) / 0.50 (d) / 0.75 

 在一个周期内四个时刻的船模运动和自由面波形 

 Snapshots of free surface and ship motion in on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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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 

 
(b)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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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0.50 

 
(d) / 0.75 

 一个周期内四个时刻用 Q 的等值面表示的螺旋桨涡流场变化 

 Four snapshots of Q iso-surfaces in on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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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展示的是一个波浪周期内四个时刻的船舶运动和自由面波形。 / =0 时

刻，波浪波谷经过船首。此时刻，除了球鼻首以外，船首几乎全部处于自由面之上。

在 / =0.25 时刻，可以观察到船首波的翻卷。在 / =0.5 时刻，波峰经过船首，导

致船首几乎埋没于水中。在 / =0.75 时刻，波峰经过船首到达船中，同时船首开始

往上抬起，并且在 / =0 时刻处于 高位。 

为了进一步研究波浪对螺旋桨流场的变化，图 6-14 显示的是一个周期内，螺旋

桨下游涡流场变化的四个时刻。其中，涡结构采用 Q=100 的等值面进行表示。等值

面的颜色由速度的绝对值表示。从涡流场的速度颜色可以看出，在 / 	 0和 0.25 时

刻，流场速度要低于 / 	= 0.5 和 0.75 时刻。在 / 	= 0 和 0.25 时刻，船尾在波谷区

域，此时波的流动方向和船舶前进方向相反。因此，经过螺旋桨盘面的绝对速度减小，

并且导致螺旋桨载荷的增加。相反，在 / =0.5 以及 0.75 时刻，船尾处于波峰位置。

此时波的局部速度方向与船舶航行方向相同，因此增加了经过螺旋桨盘面的速度，导

致螺旋桨载荷的减小。这变化规律与图 6-11 以及图 6-12 所展示螺旋桨推力和扭矩变

化规律相符。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验证了重叠网格技术对于求解船舶在波浪中大幅度运动问题的有效性，

并进一步考证重叠网格技术在船舶海洋工程水动力学问题中的适用性。本章分别计

算了有、无螺旋桨的 KCS 模型在波浪中运动的工况。第一步是进行了无螺旋桨工况

下的网格收敛性验证。研究对象包括测量得到的波高、垂荡和纵摇运动以及波浪增

阻。其中，浪高仪所测量得到的波高与入口设定值的 大误差仅为 0.5%。在所有的

验证变量中，三套网格的计算值均收敛。对于入射波波高以及船舶运动，三套网格之

间的结果非常接近。波浪增阻结果虽然对网格相对敏感，但也呈现了收敛趋势。将

密网格的结果和试验值进行了对比，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第二步是执行带螺旋桨的 KCS 在波浪中的运动计算。研究对象包括船舶的运动

以及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带桨自航推进的网格量较大，因此没有执行网格收敛性验

证。但是，在采用中等网格密度的计算结果中，与试验值的比较总体较好。波浪对螺

旋桨伴流场、以及对螺旋桨推力和扭矩的影响可以从计算结果中清晰地得到。由于船

模前进速度由拖车固定的缘故，螺旋桨对船模在波浪中运动的影响甚微。 

本章的计算结果验证了重叠网格技术在耐波性问题中的有效性和适用能力。基

于重叠网格强大的适应能力，可以计算船、螺旋桨以及波浪的相互耦合关系。在今后



第六章 船舶在波浪中带螺旋桨的耐波性计算 

第 191 页 

的工作中，会释放船模的纵向自由度，考虑在波浪增阻和螺旋桨推力共同作用下，船

模在波浪中的运动情况。同时还会将舵的作用考虑在内，研究船舶在波浪中的自航操

纵问题，以实现船、桨、舵以及波浪相互作用下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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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文总结 

 主要结论 

本博士论文深入研究并开发了重叠网格技术，与开源 CFD 工具箱 OpenFOAM

相结合，形成面向船舶与海洋工程的数值求解器 naoeFoam-os-SJTU，并利用重叠网

格技术，实现了船舶在静水和波浪中的船、桨、舵配合等问题的研究。 

鉴于 OpenFOAM 良好的可扩展性、清晰的代码结构以及丰富的数值方法，本文

首先将 OpenFOAM 作为开发和研究平台。在基于 OpenFOAM 的数据结构和数值方

法上，开发了针对船舶与海洋工程的六自由度运动模型和造波、消波模块。在数值造

波模块当中，采用了通过设定入口边界条件的方式来进行造波。这种造波方式的设置

简单，同时易于扩展出各类波形，如规则波、长峰波和短峰非规则波等，并采用统一

的函数接口，易于在不同波形之间选择以及扩展新波形。对于消波模块则采用了海绵

层的消波方式。通过在动量方程中添加源项来降低出口处速度，以达到消波目的。在

六自由度运动模块当中，通过 Euler 角的方式来描述船体姿态，使用惯性和非惯性两

个坐标系来完成物体运动方程的计算。 后将这些模块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基础求解

器 naoe-FOAM-SJTU。该求解器可以用于基本船舶水动力学问题的计算。 

基于 naoe-FOAM-SJTU 求解器框架下，本文对其进行了标准算例的验证。其中

包括 DTMB 5415 和 KCS 在考虑航行姿态的静水阻力计算，以及 DTMB 5512 在波浪

中的运动和增阻计算。首先静水阻力计算验证了 OpenFOAM 中的基本数值方法的有

效性，其中包括有限体积法和各类离散格式、RANS 方程、VOF 方程、湍流模型等。

其次，对于波浪中运动和增阻的计算，同时验证了造波模块的造波能力以及六自由度

运动模块在预报船舶运动上的计算精度。通过这两种标准算例的验证，从而验证了

naoe-FOAM-SJTU 求解器框架中主要核心模块、六自由度运动模块和造波模块的有

效性，从而为下一步基于 OpenFOAM 研究和开发重叠网格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提

供完善的程序框架。 

下一步实现了静态和动态重叠网格技术的开发，并且完成并行化和通信模式等

优化工作。此外，为了利用重叠网格解决船舶运动和螺旋桨旋转运动相耦合的问题，

本文加入了多级物体运动的概念。 后，本文将开发的重叠网格模块与 naoe-FOAM-

SJTU 求解器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具有重叠网格功能的求解器 naoeFoam-os-SJ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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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重叠网格的开发之后，本文开始对该方法进行相关算例的计算，以验证重

叠网格的有效性以及对不同问题的适用能力。首先是 KCS 船模在静水中带螺旋桨的

自航推进计算。其中采用重叠网格描述旋转螺旋桨，以实现船模自航推进的模拟，并

求得 KCS 的自航推进因子。 终得到了良好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吻合，并初

步验证了重叠网格技术的在处理螺旋桨旋转问题上的有效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重叠网格方法，并继续探索重叠网格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能力，

本文利用重叠网格技术进行了船模自航操纵试验的计算。计算对象为 KCS 和 DTMB 

5415M 模型。其中 KCS 为单桨单舵模型，DTMB 5415M 为双桨双舵模型。计算工况

包括 Z 形操纵和回转试验。为了让舵在计算中给船模提供转向力矩，本文利用重叠

网格分别给 KCS 和 DTMB 5415M 船型划分了舵的网格。舵网格可以根据船舶的首

相角以及操纵试验的工况·转动，并由此向船模提供转向力矩。此外，螺旋桨同样也

是由重叠网格进行描述，并向船模提供前行的推力。所有的计算工况结果均由模型试

验数据进行考证。 终计算结果良好，展现出良好的计算精度，从而证明了重叠网格

技术可以实现船舶自航操纵试验的直接 CFD 计算。 

后本文将计算工况从静水扩展至波浪中，计算了带螺旋桨的 KCS 船模在波浪

中的耐波性问题。在计算过程中，采用造波模块进行造波，利用六自由度运动模块来

预报船舶在波浪中的运动，通过重叠网格方法来实现螺旋桨在船后旋转以及船舶在

波浪中的周期性运动。在计算结果中，船舶的运动、阻力，以及螺旋桨的推力和扭矩

均与试验测量吻合较好，从而验证了重叠网格在同时处理船舶推进和运动问题方面

的能力。 

通过相关算例的计算和验证，充分体现了重叠网格方法在船舶水动力学多个领

域内的处理和适用能力。使用重叠网格技术能够实现船桨舵相互作用等问题的直接

计算，解决众多传统动网格方法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幅扩展 CFD 在船舶水动力学

领域内的应用范围。 

 研究展望 

本文所开发的重叠网格技术与 OpenFOAM 结合，虽然在相关算例中展现了良好

的计算精度和应用潜力，但是仍有较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具体可以分为方法的

改进和应用的拓展两个部分。 

在方法的改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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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中所有算例的网格均由 OpenFOAM 中的 SnappyHexMesh 工具所生成。

该工具有免费、开源、完全自动化、易于局部加密、远场网格质量较高等优点，能够

在短时间内生成一套具有复杂几何表面、以六面体网格单元为主的网格。但是该工具

在近壁面处的网格质量相对较差。尤其是在物面具有极细尖角的情况下，该工具对这

类物面的捕捉较差。虽然这个问题对整体计算结果的影响较小，但是对局部流场的捕

捉，会有相对较大的误差。因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更换网格生成方式，是今

后工作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2）虽然本文对于 OpenFOAM 和重叠网格在动态问题的结合与匹配上，做了大

量的优化，以提高计算效率。但是程序的运行效率仍然局限于 OpenFOAM 本身的计

算效率上。目前 OpenFOAM 代码在并行核数超过 100 个以上的时候，并行效率较低。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考虑如何提高 OpenFOAM 本身的计算和并行效率，以

及如何改进数值方法、增加时间步长等。 

另外一方面，重叠网格在船舶与海洋工程的应用方面可以进一步扩展： 

1）基于目前的重叠网格方法和已有的验证算例，可以将问题继续扩展。比如船

舶在波浪中执行 Z 形操纵和回转操纵等操纵性试验的计算。其次，可以进行船舶在

波浪中的操纵控制。通过给船舶的螺旋桨和舵配备合理的控制器，来使其在波浪中完

成航速和航向的控制模拟。再次，重叠网格方法可以运用于限制航道的计算和模拟。

给计算船模配备螺旋桨和舵，通过相关控制器的作用，模拟船舶在限制航道内安全航

行的过程。 

2）重叠网格方法不仅适用于船舶领域，还可以扩展至海洋工程以及其它领域中。

重叠网格技术可以用于模拟海洋平台在极限波浪下的大幅度运动。同时，重叠网格技

术还可以用于动力定位系统的研究。通过重叠网格方法来划分螺旋桨的网格，并使其

旋转，再利用重叠网格方法来模拟平台在波浪上的运动，从而实现动力定位系统和平

台之间的耦合计算。此外，重叠网格也可以运用到海洋工程中的浮式风机的计算中。

利用重叠网格的特性可以有效解决风机底座平台运动和风机桨叶运动的耦合问题。

因此，今后可以将重叠网格技术的应用范围扩展到到船舶与海洋工程以及其它领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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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重叠网格模块在 OpenFOAM 中使用范例 

Equation Section 1 

本附录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本文开发的重叠网格模块在OpenFOAM中实现重叠

网格方法。在本文第三章已经介绍，我们基于 OpenFOAM 开发了重叠网格模块，并

将该模块封装成函数库（liboverset.so）。在这个函数库中保留两个公用函数接口：

cellCenteredOverset 类中的成员函数 updateFvMatrix 和 updateFvField。在

这个函数库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重叠网格方法在 OpenFOAM 中实现。本附录将以

不可压 N-S 方程、VOF 方程以及 		SST湍流方程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cellCenteredOverset 类对象在 OpenFOAM 的求解器中实现重叠网格。这三种方

程涵盖了船舶与海洋工程中所使用的主要控制方程。由于该函数库公用函数接口的

通用性，下述的实现方法可以扩展到到 OpenFOAM 其它各类控制方程中去，如热传

导方程等。 

在改造方程之前，我们首先要声明和定义 cellCenteredOverset的对象。在程

序开头，加入 cellCenteredOverset的头文件，以声明该类型： 

 

#include “cellCenteredOverset.H”   

 

声明完成后，定义 cellCenteredOverset的对象： 

 

    cellCenteredOverset overset(mesh, dci); 

 

通过上述代码，完成了 cellCenteredOverset 类对象的定义。其对象名字为

overset。我们就可以利用 overset 对象完成 OpenFOAM 代码内各类方程的改造。 

首先，以 icoFoam 为例介绍如何利用重叠网格模块修改 OpenFOAM 中的 N-S 方

程，以实现重叠网格方法。icoFoam 是 OpenFOAM 中自带的一个基于不可压 N-S 方

程、层流流动求解器。其中 ico 的含义是指的是 incompressible。其控制如下： 

 

    • p
t


      


U

UU U   (A-1) 

 
在 OpenFOAM 中，控制方程(A-1)可以表示成以下代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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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VectorMatrix UEqn

( 

fvm::ddt(U) 

+ fvm::div(phi, U) 

‐ fvm::laplacian(nu, U) 

== 

‐ fvc::grad(p) 

); 
 

这段代码将动量方程被离散成了一个线性代数方程组，并存储在

fvVectorMatrix这个类型当中。fvVectorMatrix来自于模板类 fvMatrix<Type>。

它是将其中的 Type 用 vector 类型实例化，然后再经过 typedef 重命名

为 fvVectorMatrix。在这个类对象中，包含了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所有信息，如矩阵

系数中的对角线元素、上三角和下三角元素，以及方程右端项的元素，以及一个指向

被求解变量的引用（在本例中是速度场 U）。 

然后需要对这个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矩阵系数进行改造。实现方法只需要在这个

方程组被求解前添加一行代码： 

 

overset.updateFvMatrix<vector>(UEqn); 

UEqn.solve(); 

 

第一句话的作用就是根据重叠网格的插值信息更新了线性代数方程组矩阵的信

息。其中，overset 是程序开头部分定义的 cellCenteredOverset类对象；UEqn动

量方程离散后的线程代数方程组；updateFvMatrix 是 cellCenteredOverset 类

的两个公用函数接口之一，用于更新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矩阵系数。第二句话的作用是

求解这个方程组。在这两行代码被执行后，动量方程就被求解。重叠网格相关单元，

如插值边界单元的值会被更新，并传递给相邻单元。 

在动量方程求解完之后，下一步就是求解压力泊松方程。根据 PISO 算法，基于

动量方程和连续性方程，构建出类似以下形式的压力泊松方程： 

 

 
1

d
p

p
A

 
    

 
U   (A-2) 

 

在 OpenFOAM 中，方程(A-2)可以用以下代码的形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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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ScalarMatrix pEqn

( 

fvm::laplacian(rAUf, p) == fvc::div(phi) 

); 

 

其中，pEqn为压力泊松方程离散后的线程代数方程组。与动量方程一致，在方程求

解之前，调用 updateFvMatrix函数以更新方程组矩阵： 
 

overset.updateFvMatrix<scalar>(pEqn); 

pEqn.solve(); 

 

对于船舶水动力学问题，还需要考虑自由面的存在。在 OpenFOAM 中采用了

VOF 方法来求解自由面。VOF 方程在 OpenFOAM 中采用的是显式的 MULES 算法

（Multidimensional Universal Limiter with Explicit Solution）[186]。因此采用直接更新

流场值的方法将重叠网格在 VOF 方程实现。在每一步的 VOF 方程的迭代过程中，

调用 updateFvField函数，利用重叠网格信息更新一次流场。具体代码如下： 
 

overset.updateFvField<scalar>(alpha1); 
 

其中，alpha1 是 VOF 方程中的体积分数（Volume of Fraction）。updateFvField

是 cellCenteredOverset类的另外一个公用接口，用于直接更新流场的值，而不是

通过修改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矩阵系数来更新。在这句代码被执行后，alpha1的中的

插值边界单元会被插值得到的结果直接代替。由于这种直接替换的方法，并不能直接

影响其它相邻单元的流场值，因此需要多次迭代来使其影响扩散到整个计算域流场。 

对于湍流模型的修改，这里以 	SST两方程湍流模型为例，介绍如何修改湍

流模型中的 和 方程来实现重叠网格方法。

对于 方程，其方程定义为： 

 

    *
k t

k
k G k k

t
    

        
U   (A-3) 

 
方程(A-3)在 OpenFOAM 中的代码表达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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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p<fvScalarMatrix> kEqn

    ( 

        fvm::ddt(k_) 

      + fvm::div(phi_, k_) 

      ‐ fvm::Sp(fvc::div(phi_), k_) 

      ‐ fvm::laplacian(DkEff(F1), k_) 

     == 

        min(G, c1_*betaStar_*k_*omega_)

      ‐ fvm::Sp(betaStar_*omega_, k_) 

    ); 

 

其中，kEqn为方程(A-3)离散后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更新方式仍然是采用更新矩阵方

法，调用 updateFvMatrix的方法，具体如下： 

 
overset.updateFvMatrix<scalar>(kEqn); 

kEqn.solve(); 

 

对于 方程，其方程定义为： 

 

    2
tt k 

        
          

U U   (A-4) 

 
在 OpenFOAM 中，方程(A-4)的代码表达方式如下： 
 

    tmp<fvScalarMatrix> omegaEqn

    ( 

        fvm::ddt(omega_) 

      + fvm::div(phi_, omega_) 

      ‐ fvm::Sp(fvc::div(phi_), omega_) 

      ‐ fvm::laplacian(DomegaEff(F1), omega_) 

     == 

        gamma(F1)*S2 

      ‐ fvm::Sp(beta(F1)*omega_, omega_) 

      ‐ fvm::SuSp 

        ( 

            (F1 ‐ scalar(1))*CDkOmega/omega_, 

            omega_ 

        ) 

    ); 



附录 A 重叠网格模块在 OpenFOAM 中使用范例 

第 215 页 

其中，omegaEqn为方程(A-4)离散后的线性代数方程组。该方程的更新方法和方程

(A-3)一致。具体代码如下： 
 

overset.updateFvMatrix<scalar>(omegaEqn); 

omegaEqn.solve(); 

 
在上述代码执行后， 和 方程以重叠网格的形式顺利被求解。 

至此，我们介绍了 N-S 方程、VOF 方程、 	SST两方程为例，介绍了如何利

用本文所开发的重叠网格模块改造 OpenFOAM 的主要控制方程。对于每一类方程，

只需添加一句函数就可以完成重叠网格信息的更新。上述方法可以适用于

OpenFOAM 中其它各类方程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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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多级物体运动模块详解及使用方法 

 

图 B-1 多级物体运动模块 

Fig. B-1 Module of hierarchy of bodies 

这里将详细介绍 3.4.2 节中多级物体运动模块以及其使用方法。图 B-1 展示的是

该模块的结构示意图。该模块的结构是按照物体的阶层来规划的。 高层是 allObjects

的对象。该对象是整个模块的 顶层，负责管理所有移动物体，并且向用户提供公用

接口，直接面对用户的操作。allObjects 包含了一个包含所有移动物体的列表（list of 

objects），用于关于计算域内的所有物体。由于采用了这种形式，因此程序具有同时

计算多个物体的能力，并且由 allObjects 类对象统一负责管理。此外，在第三章 3.4.2

节中已经介绍，背景网格（background grid）是多级物体中的 高级，因此因此计算

域中的背景网格由 allObjects 负责管理。 

往下一级是由 allObjects 管理的各类移动物体（object）。每个物体均有自己的参

数，如名字、网格、物面边界、质量、转动惯量、运动参数等。每个物体根据这些参

数，独立计算出自己所受到的水动力以及运动轨迹，并且能够移动自己所属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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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物体都有一个 appendages 对象。该对象是一个附体列表（list of appendages）。

一个物体可以具有多个附体（appendage），如本文第五章 5.1 节中的 HSVA KCS 模

型具有一个舵和一个螺旋桨；第 5.2 节的 DTMB 5415M 模型具有两个螺旋桨和两个

舵。对于每一个附体，根据主要用途，可以归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舵（rudder），第

二类是螺旋桨（propeller）。对于螺旋桨附体，根据不同的功能，可以分为固定螺旋

桨转速（constantRPS）以及由 PI 控制器控制螺旋桨转速（RPSController）两大类： 

1. 固定螺旋桨转速（constantRPS），顾名思义，在整个计算过程中，螺旋桨转

速保持固定。 

2. PI 控制器控制螺旋桨转速（RPSController），常用于自航自航推进的计算中，

利用 PI 控制器来不断调整螺旋桨转速，使船舶达到目标航速。 

对于舵附体，根据功能不同，也可能分成静止舵（static）、Z 形操纵舵（zig-zag）、

回转操纵舵（turningCircle）以及航向控制舵（headingController）： 

1. 静止舵（static），顾名思义，在计算过程中，舵角始终保持固定，常用于自

航推进的计算中。 

2. Z 形操纵舵（zig-zag），用于船模的 Z 形操纵模拟。该类型的舵会根据船模

的首向角、换舵首向角、转舵速度以及 大舵角等参数来控制舵角，以达到

船模 Z 形操纵的目的。 

3. 回转操纵舵（turningCircle），用于船模的回转操纵模拟。该类型的舵会根据

船模的首向角、转舵速度以及 大舵角等参数来控制舵角，并且在船模完成

指定角度的回转之后，执行回舵过程，以完成船模的回转试验的模拟。 

4. 航向控制舵（headingController），用于控制船模在目标航向角下航行。该类

型的舵根据船模当前的航向角以及目标航向角之间的误差，利用 PI 控制器

来实时调整舵角，使船模沿目标航向角航行。 

根据不同的问题，用户需要指定每一个附体的类型。附体的数量不受限制，一艘

船可以拥有多个螺旋桨和舵。此外，根据面向对象（OOP）的特点，可以较轻松地扩

展出其它类型的附体，以及更多功能的螺旋桨和多。 

下面以正文中第五章 5.1 节的 HSVA KCS 模型 Z 形操纵算例为例，介绍如何配

置多级运动模块为例。多级运动模块的配置文件名为 oversetDict，其包含了被求解物

体以及所带附体的各类运动信息。在 5.1 节的 HSVA KCS 模型分别带有一个螺旋桨

和一个舵。螺旋桨的类型为固定转速螺旋桨。舵的类型为 Z 形操纵多。图 B-2 列出

了详细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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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oamFile 

{ 

    version     2.0; 

    format      ascii; 

    class       dictionary; 

    object      over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thSurface                 yes; 

scaleFactor                 4.3671; 

sysMoving                   yes; 

whichObject                 ship;. 

objects 

( 

    ship 

    { 

        // Basic parameters 

        //~~~~~~~~~~~~~~~~~~~~ 

        gridNames      (hull); 

        patchNames (movingWall_hull movingWall_rudder movingWall_propeller); 

        origin         (2.2482 0 0.05303); 

        mass          356.2; 

 

        // Switches of translation and rotation motions:  

        // - 0: Fixed 

        // - 1: Predicted 

        // - 2: Oscillating 

        // - 3: Acceleration 

 

        translationSwitch (1 1 1); 

        rotationSwitch  (1 1 1); 

        predictedSixDOFMotion 

        { 

            momentOfInertia     (21.30 424.52 424.52); 

            linearDamping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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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arDamping_rot   (0 0 0);  

            initialVelocity     (-1.701 0 0); 

            releaseTime        0; 

            sixDOFOrder       2; 

        } 

 

        calcForce                 yes; 

        refU                     (0.620 0 0); 

        area                     3.477; 

        constantForce             (0 0 0); 

        constantMoment           (0 0 0); 

 

        components 

        ( 

            propeller 

            { 

                type       propeller; 

                gridNames  (propeller); 

                axis       (-1 0 0); 

                origin      (4.2907 0 -0.12721); 

                RPS       14.177; 

                accTime     0; 

            } 

            rudder  

            { 

                type             rudder; 

                gridNames       (rudder); 

                rudderType       zigZag; 

                maxRudderAngle  10; 

                headingChange    10; 

                maxTurnRate     16.8; 

                starboard         no; 

                axis             (0 0 1); 

                origin           (4.3671 0 0); 

                releaseTime     14.5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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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图 B-2 多级物体运动配置文件 

Fig. B-2 Configuration file for hierarchy of objects 

在 oversetDict 中，虽然内容较多，但内容的均是按照物体的层级来排列。首先

是 高级的物体列表以及相关系统参数，第二层是每个物体的内容，第三层是每个物

体中附体列表以及对应的内容。下面对于图 B-2 所列出的各类参数的作用进行相应

的解释： 

 withSurface:  计算是否带自由面。有 yes 和 no 两个选项。本算例为 yes。 
 scaleFactor:  OpenFOAM 所采用的网格和 SUGGAR 使用网格之间的比例。

本算例中，OpenFOAM 采用有因次的网格，而 SUGGAR 读取的是由船长无

因次化的网格。所以，该参数设定的值为船长。 
 sysMoving:   计算域是否移动。有 yes 和 no 两个选项。计算域可以选择

随船体一起平移。但仅限水平面运动。本算例中背景网格随着船舶一起前行，

所以为 yes。 
 whichObject:  如果计算域可以移动，那么跟随哪个物体移动。选项可以从

下面的物体列表（objects）中选择。本算例选择的对象为 ship。 
 objects:   计算的物体列表。该列表包含了所有在计算域内的物体。本

算例为 KCS 船模。该对象在参数设置中被命名为 ship。 
 ship:    本算例中对船体对象起的名字。 
 gridNames:   该物体的网格名列表。不包括可移动附体的网格，如螺

旋桨或者舵。本算例中船体仅有一套网格，即 hull。 
 patchNames:  该物体上边界名列表，用于力的计算。该包含该物体上

所有的边界名字，也包括可移动附体，如螺旋桨和舵。本算例中一共有

四个边界，船体两个，螺旋桨两个。 
 origin:   物体运动的原点。本算例为船体的重心。 
 mass：   船体的质量。 
 translationSwitch:  平移运动的开关。三个整数分别代表纵荡、横荡和

垂荡运动。其中 0 代表固定自由度；1 代表预估运动；2 代表周期性运

动；3 代表线性加速运动。本算例中，船体的三个平移自由度均被放开，

故均设为 1。 
 rotationSwitch:  旋转运动的开关。三个整数分别代表横摇、纵摇和首摇

运动。数字的含义与 translationSwitch 一致。本算例中船体的三个旋转自

由度均放开，故均设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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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dictedSixDOFMotion:  预估运动的参数设计。当 translationSwitch
和 rotationSwitch 中有一个参数设为 1，那 predictedSixDOFMotion 设定

就会被激活。 
 momentOfInertia:  三个方向的主惯性矩 
 linearDamping:   线性运动的阻力。三个数字代表三个线性运

动方向。本算例中不包含平移运动的阻尼，故均设为零。 
 linearDamping_rot:   旋转运动的阻力。三个数字代表三个线性运

动方向。本算例中不包含旋转运动的阻尼，故均设为零。 
 initialVelocity:   三个方向的初始线速度。本算例中将初始速

度为 1.701 m/s.  
 releaseTime:    运动释放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前，船模运动

固定。 
 sixDOFOrder:   六自由度运动的积分精度。 

 calcForce:   是否计算力。可以有 yes 或者 no。本算例需要通过

受力来预报船体运动，因此设为 yes。 
 refU:    参考速度。用于计算阻力系数。 
 area：    参考湿表面积。用于计算阻力系数。 
 constantForce:  作用在物体上的恒定外力。本算例没有外力。该参

数设为零。 
 constantMoment： 作用在物体上的恒定外力矩。本算例没有外力矩。

该参数设为零 
 components：   该物体上可移动附体列表。可以是螺旋桨或者舵。

本算例中可移动附体为螺旋桨，因此在该列表中进一步展开。 
 propeller:   第一个可移动附体的名字。本算例中第一个附体为

螺旋桨。 
 type:   可移动附体的类型。本算例中为 propeller。属于固定

转速类型的螺旋桨。 
 gridNames: 可移动附体的网格名列表。该算例中为 propeller。 
 axis：  螺旋桨的旋转轴方向。 
 origin:  螺旋桨的旋转轴上的一点，用于定位旋转轴的位置。 
 RPS：  螺旋桨的转速（转/每秒） 

 rudder   第二个可以动附体的名字。本算例中第二个可移动附体

为舵。 
 gridNames   舵网格的名字，本算例中为 rudder。 
 rudderType   舵的类型。本算例为 zigZag，也就是用于 Z 形

操纵的舵。 
 maxRudderAngle  大舵角（度） 
 headingChange  换舵首向角（度）。当首向角转向多少度以

后开始换舵。 
 maxTurnRate   转舵速度（度/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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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board  是否首先向右舷换舵。本算例先向左舷操舵。该

参数设为 no。 
 axis    舵的旋转轴 
 origin    位于舵旋转轴上的一点，用于定位旋转轴的位

置。 
 releaseTime   当计算时间经过多少秒以后，开始 Z 形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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