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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MPS（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方法是基于 Lagrangian 观点来描述流

体的运动，在处理自由面的大变形运动及动边界的大幅运动时具有很大的优势。

万德成教授课题组的张雨新博士基于改进的 MPS 方法自主开发了无网格粒子法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或称为 MLParticle-SJTU 1.0）并将其应用到溃坝、晃

荡、甲板上浪等复杂的流动问题中。其应用结果表明改进的 MPS 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抑制压力振荡现象。然而，采用 MPS 方法来精细化地描述局部流场时往往

需要对全流域都布置精细的粒子，这将导致对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描述时所对应的

计算量会急剧增加。因此，在无网格粒子法中研究和开发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技术

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仅能够实现全流域分布单

一分辨率粒子进行数值模拟的问题，本文在张雨新实现的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开发两种局部流场精细化的计算模块，包

括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并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

新的版本 MLParticle-SJTU 2.0。升级后的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可以支持不

同大小粒子的数值仿真，减少数值仿真中所需要的粒子数并降低计算时间。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重叠粒子模块是将重叠粒子技术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OPT）与求解器中改进的 MPS 相结合而开发的。

重叠粒子技术是在 MPS 方法的框架下提出的一种局部流场的精细化处理手段。

重叠粒子技术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在全流域内确定需要重点关注的局部区域，

记为重叠区。然后，在全流域（含重叠区）内先布置大粒子（或粗粒子），同时

在重叠区内再次布置小粒子（或细粒子）。在一个计算步的循环内，采用大粒子

数值模拟全流域的的流场，通过虚拟插值单元把重叠区相对于大粒子计算域的截

断边界处的压力和速度信息传递给小粒子，小粒子对重叠区的局部流场再次进行

数值模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小粒子的分布区域仅仅限制在重叠区内，小粒子

需要根据流体流进或流出重叠区的情况进行动态的生成和删除。本文基于虚拟插

值单元被大粒子覆盖的面积或体积介绍了重叠区内小粒子的动态生成算法。此外，

本文还介绍了重叠区内精细流场仿真时压力 Poisson 方程离散后所对应的线性代

数方程组中系数矩阵的处理方式、小粒子从大粒子中插值物理信息时的插值模型

及重叠粒子模块中数据的流向。 

本文将重叠粒子技术应用到带自由面大变形的流动问题中，包括孤立波在斜

坡上的演化、二维溃坝及三维带障碍物的溃坝。首先，本文分别采用全流域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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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技术和重叠粒子技术数值模拟孤立波在斜坡上的演化问题并将自由面的变

形与实验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采用重叠粒子技术可以比较精细地刻画局部流

场，将自由面的大变形运动描述的更清晰。在三维带障碍物的溃坝问题中，通过

对全流域采用均匀粒子技术和重叠粒子技术的三维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发现，重

叠粒子技术描述的射流形状的整体性更接近于全流场采用精细粒子时的结果，相

对而言，全流场都采用大粒子时的射流形状看上去则比较离散。本文对三种计算

条件下障碍物上压力检测点记录的压力进行了对比，采用重叠粒子技术记录的压

力峰值比较靠近全流场都采用小粒子时的结果，全流场都采用大粒子时所记录的

压力则要比小粒子记录的结果偏低。此外，采用重叠粒子技术所消耗的 CPU 计

算时间约为全流场采用小粒子的一半。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是在 MPS 方法中提

出的另一种局部流场的精细化处理技术。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多种分辨率的

粒子直接在整个计算流域内同时进行布置。和重叠粒子技术中不同分辨率粒子之

间的耦合方式不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不同大小的粒子之间是直接耦合，全流

域内所有粒子是同时进行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为了使相互靠近的两个粒子

同时落在对方的作用域内，本文采用它们各自作用半径的平均值来替代它们原来

的作用半径。此外，本文还基于相邻粒子的相互作用力的连续性推导了不同分辨

率粒子相互作用时压力梯度离散模型的修正处理。更进一步地，本文将多分辨率

粒子技术与改进 MPS 方法结合，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开发了多分辨

率粒子模块。 

本文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溃坝流动问题中。首先，采用多分辨率粒子

技术对二维无障碍物的溃坝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及验证。比较了全流域采用均匀

粒子和多分辨率粒子时的压力探测点记录的压力时历曲线，并分析了多分辨率粒

子技术中各个计算模块的计算时间占总时间的比重。其次，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

术数值模拟了二维带障碍物的溃坝问题，比较了几种计算条件下溃坝水体撞击到

障碍物后自由面的变形。之后，本文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三维溃坝流动问

题，给出了不同时刻的流场图，并将数值仿真中记录的压力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 

本文还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入水问题。本文分别对半浮力和全浮力两

种条件下二维圆柱体的入水问题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和全流域均匀粒子技术

进行了数值模拟。在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算例中，靠近圆柱体冲击水体的区

域布置 小的粒子，在远离该冲击区域的两侧布置 大的粒子。数值计算结果表

明：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所刻画的自由面形状更接近 Uni-Fine（全流域采用精

细粒子）的结果，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和全流场采用均匀小粒子的算例

（Uni-Fine）中给出的圆柱两侧的两股射流都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而

Uni-Coarse（全流域采用粗粒子）描述的射流则出现了间断。此外，Uni-Fine 和

Multi-MPS（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能够捕捉到圆柱体下潜过程中液体的飞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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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而在 Uni-Coarse 计算条件下则很难观察到。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多分辨率

粒子技术扩展到三维圆柱体入水问题的应用中，对前面介绍的全浮力圆柱体入水

问题进行了三维的数值仿真。此外，本文还数值模拟了三维带倾角的圆柱体入水

问题，并与有网格的数值求解器 naoe-FOAM-SJTU 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与此同时，本文还比较了不同入水初速度对圆柱体砰击压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张雨新开发的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进一步开发重叠粒子模

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并在此基础上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新

的版本 MLParticle-SJTU 2.0。MLParticle-SJTU 2.0 中的重叠粒子模块或多分辨率

粒子模块可以支持计算域中分布有不同大小粒子时的数值仿真，从而可以避免原

始 MPS 方法在全流域内分布精细粒子的处理。采用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技术可以

降低数值模拟中所必须的粒子数量，从而降低全局都布置精细粒子时所导致的计

算代价，是无网格 MPS 方法中间接的加速计算技术。 

 

 

关键词：IMPS（Improved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加速计算，重叠

粒子技术，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溃坝流动，入水, 自由面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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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cceleration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for Meshless 

Particle MPS Method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BSTRACT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MPS) method is one of meshless particle methods 

for truly imcompressible fluid. The fluid is represented by a set of computational 

points (or particles). Due to its Lagrangian and meshless nature, MPS is quite suitable 

to deal with flows involving large free surface deformation and/or moving boundarie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PS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uniform mass particle 

distribution in the entire domain. When the local flow field needs to be refined, one 

has to discretize the entire domain by fine particles. This may lead to computational 

cost increasing sharply.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to develop a local refine technique 

in the frame of MPS method. 

Based on the improved MPS method, Zhang developed a meshless particle 

solver MLParticle-SJTU 1.0 which has been applied into numerous free surface flows. 

However, the entire computational domain should be represented by single resolution 

particles in the solver.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Overlapping module and 

Multi-resolution module 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particle solver MLParticle-SJTU. 

Furthermore, the solver MLParticle-SJTU 1.0 is also upgraded to new version 

MLParticle-SJTU 2.0. 

The Overlapping module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and the improved MPS (IMPS) adopted in the particle solver 

MLParticle-SJTU 1.0. The overlapping particle is one technique to refine local flow 

field in the context of MPS method. The main idea of this technique can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firstly, give a local concerned region or overlapping region. 

Then, distribute the low-resolution particles in the entire domain and the 

high-resolution particles in the overlapping region. In each one loop time step, the 

flow field by low-resolution particles is solved firstly to obtain the entire flow field 

and provide the truncation boundary information for recalculating the flow field in the 

overlapping region by high-resolution particles. Since no high-resolution particles are 

distributed outside the overlapping region, high-resolution particles need to be 

generated and deleted dynamically. When the fluid flows in the overlapping region, 

high-resolution particles should be generated. When the fluid flows out the 

overlapping region, the corresponding high-resolution particles should be deleted. In 

this paper, an algorithm to generate the fine particle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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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or volume of an imaginary cell by coarse particles. Furthermore, the flow chart of 

OPT is simiar to that using the uniform mass particles in the entire domain.  

Overlapping module in the MLParticle-SJTU 2.0 solver is applied into the large 

deformation free surface flows, including wave breaking problem, 2D dam breaking 

and 3D dam breaking with obstacle. In the first case, the shoaling, breaking and 

post-breaking of a solitary wave on a slope plane is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present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PT can depict the 

fine free surface deformation with less CPU computational time. In 3D dam breaking 

case, water front impacts the obstacle and then changes its direction of motion and 

forms a jet.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erical results between uniform resolution 

technique and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shows that OPT can reproduce the same 

accurate shape of free surface as that using fine particles in the entire domain. In 

addition, jet particles by universally coarse (Uni-Coarse) seem much scattered than 

that by OPT and universally fine (Uni-Fine). The evolutions of the impact pressure by 

three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also illustrated. Pressure peak by OPT is close to that 

by Uni-Fine, but greater than that by Uni-Coarse. Furthermore, the CPU time by OPT 

is about half of that by Uni-Fine.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is also a local refine technique in the MPS. 

Different from the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different resolution particles are 

distriubted in the entire domain directly in the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and a strong 

coupling strategy between different size particles is employed. All different resolution 

particles are coupled together to resolve the pressure Poisson equation (PPE). For two 

different size particles, the influence domain of coarse particle contains the fine 

particle but not vice versa. The radii of supported domain for two different size 

particles are replaced by their arithmetic values. In addition, the modification for 

pressure gradient model is deduced based on the force continuity between two 

neighboring particles. Furthermore, the Multi-resolution module is develped, where 

the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is embedded into our in-house solver 

MLParticle-SJTU 1.0. 

The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is applied to the dam breaking problems. 

Firstly, the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is applied to 2D dam breaking problem. The 

recorded pressure shows that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can provide the overall 

tendency of pressure with that by Uni-Fine. Then, a 2D dam breaking with obstacle is 

performed by uniform resolution technique and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respectively. Morever, the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is applied to 3D dam 

breaking problem.  

The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is further applied to water entry problems. 

Firslty, both half and neutral buoyant circular cylinder entering water are carried out 

by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and uniform 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respectively. In the case using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the zone close to th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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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is distributed with finest particles and one far from the impact area is represented 

by coarsest particles.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le distributions in both 

Uni-Fine and Multi-MPS are much more integrated than that in the Uni-Coarse, where 

the behaviors of free surface movement in the former two cases are quite similar. 

Furthermore, liquid splashing can be observed obviously in the former two cases, but 

is not clear in the Uni-Coarse case. Then, the neutral buoyant cylinder case is 

extended to 3D one. In addition, water entry of a cylinder with an initial angle is also 

carried out by the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and the overset grid technique in 

grid-based solver naoe-FOAM-SJTU, which can further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Finally, effects of initial impact speeds of cylinder are 

investigated. 

In the present work, two particle refine modules are developed based on our 

in-house code MLParticle-SJTU 1.0, and the code is also upgraded to new version 

MLParticle-SJTU 2.0.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e two modules is to reduce the 

necessary particles and further decrease the computational load caused by refining the 

entire domain. Generally speaking,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and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can be considered as indirect acceleration 

computation techniques in the MPS method. 

 

 

Key words: Improved MPS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acceleration 

computation,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dam 

breaking problem, water entry problem, free surface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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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表 

 

符号 本文中含义 本文中单位 

 流体密度 3kg/m  

p 压力 2N/m  

0p  参考压力 2N/m  

argt etp  目标插值点处的压力 2N/m  

cellp  虚拟插值单元中心处的压力 2N/m  

g 重力加速度向量 2m/s  

t  时间 s 

t  时间步长 s 

, ,u v w   速度向量的分量 m/s  

u  速度向量 m/s  

ir  粒子 i 的位置向量 m 

argt e tr  目标插值点的位置向量 m 

er  
粒子数密度模型、压力梯度模型及速

度散度模型的作用域半径 
m 

,ei ejr r
 粒子 i ， j 的作用域半径 m 

_e lapr  拉普拉斯模型的作用域半径 m 

dp  初始粒子间距 m 

W  核函数 --- 

  动力粘性系数 2N s/m  

  运动粘性系数 2m /s  
0n  初始粒子数密度 --- 

in  粒子 i 的粒子数密度 --- 

D 空间维数 --- 

  混合源项法中计算参数 --- 

F  衡量邻居粒子不对称性分布的矢量 --- 
0

surfaceF  初始时刻自由面粒子的 F  --- 

A  
压力 Poisson 方程离散后线性代数方

程组的系数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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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b  压力 Poisson 方程的右端源项向量 --- 

waveH  波高 m 

H  水深 m 

 

 

注：(1) 在不同章节中有少部分被重复使用的符号这里没有列出，具体含义

会在各个章节中进行详细说明；(2) 本文中所有变量值均采用国际标准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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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略 词 表 

 

缩略词 全称或注释 

ALE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 method（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方法）

Bi-CGSTAB Bi-Conjugate Gradient Stabilized method（稳定双共轭梯度法） 

BEM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计算流体力学） 

CIP Constrained Interpolation Profile 

CMPS Corrected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 

CUDA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DD Domain Decomposition 

DF Divergence-Free 

FDM Finite Differential Method 

FPM Finite Particle Method 

FVM Finite Volume Method 

GPU Graphic Processing Unit（图形处理单元） 

IMPS Improved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ISPH Incompressible 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 

LES Large Eddy Simulation 

MAFL Meshless Advection using Flow-directional Local-grid 

MLParticle-SJ

TU 
Meshless Particle Solver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MPS Modified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 

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消息传递接口） 

MPPM Moving Particle method with Embedded Pressure Mesh 

MPS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运动粒子半隐式法） 

naoe-FOAM-S

JTU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CFD solver developed 

based on OpenFOAM b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NS Navier-Stokes equations 

NSD-MPS No Surface Detection MPS 

OPT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PND Particle Number Density 

PTreeSPH Parallel TreeSPH 

RANS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雷诺平均 NS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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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Smoothing Difference 

SPH 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法） 

SPS Sub-Particle Scale 

Uni-Coarse Universally Coarse 

Uni-Fine Universally Fine 

VOF Volume Of Fluid（流体体积法） 

WCMPS Weakly Compressible MPS 

WCSPH Weakly Compressible S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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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自由面大变形的流动问题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中的一种典型流动问题，其对数

值计算往往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采用基于网格类的数值计算方法来模拟这些流

动问题时，常常需要引入辅助变量来对自由面进行追踪或捕捉，如 VOF（Volume 

Of Fluid）。近年来发展的无网格粒子法在数值求解这类带自由面大变形的流动问

题时则具有很大的优势。目前在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中常用的无网格类计算方法有很多种，其中以 SPH（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Monaghan（1977, 1992, 2005, 2012））和 MPS（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Koshizuka 等（1998, 1996））这两种方法的应用较为广泛，并且

这两种方法也呈现出相互借鉴之势。SPH 方法 早是由 Gingold 和 Monaghan

（1977）提出并用于研究天体物理问题。后来，Monaghan（1994）提出弱可压

缩 SPH（Weakly Compressible SPH，WCSPH）模型并首次将 SPH 方法的应用推

广到带自由面的不可压缩流动问题中。这种处理方法被 SPH 粒子法的研究者们

广泛采用，成为了 SPH 方法中处理不可压缩流动问题的经典模型。为了提高 SPH

方法的稳定性和计算精度，一些学者在人工数值耗散项（Molteni 和 Colagrossi

（2009）；Antuono 等（2012, 2010）；Marrone 等（2011））、壁面边界处理（Monaghan

和 Kajtar（2009）；Colagrossi 和 Landrini（2003）；Marrone 等（2013）；Mayrhofer

等（2013）；龚凯等（2008））、自由面的检测（Marrone 等（2010））等方面对传

统的 SPH 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如今，SPH 方法在带自由面变形的流动问

题中也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应用，如入水问题（胥飞等（2013）；Liu 等（2014）；

杨秀峰等（2011））、甲板上浪（Gómez-Gesteira 等（2005）；Le Touzé 等（2010））、

液舱晃荡（刘谋斌等（2014））、溃坝（马理强等（2010））、波物作用（Bouscasse

等（2013））及船艏破波（Landrini 等（2012））等。相比于 SPH 方法，MPS 方

法诞生的时间要晚些。MPS 方法 早由 Koshizuka 等（1998, 1996, 1995）提出并

用于求解带自由面的不可压缩流动问题。针对原始 MPS 方法中存在的大幅高频

压力振荡问题，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一些改进，目前已经报道的改进方

式有高阶 Laplacian 模型（Khayyer 和 Gotoh（2010, 2012）；Ikari 等（2015）），改

进的梯度模型（Khayyer 和 Gotoh（2008, 2009, 2013）；Tsuruta 等（2013, 2015）），

改进的自由面判断方法（张雨新（2014, 2012）；潘徐杰等（2010）），混合源项法

（Tanaka 和 Masunaga（2010）；Lee 等（2011）），源项误差补偿法（Kondo 和

Koshizuka（2011）；Khayyer 和 Gotoh（2011））等。此外，MPS 方法也已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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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带界面的流动问题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如液舱晃荡（张雨新等（2014, 2012, 

2014）；潘徐杰等（2008, 2008））、溃坝流（张雨新等（2011）；张弛等（2011）；

张帅等（2010））、多相流（Shakibaeinia 和 Jin（2012））、破波问题（Gotoh 等（2009））、

甲板上浪（张雨新等（2013）；Shibata 等（2007, 2009））及波物作用（Shibata

等（2012））等。这些应用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网格粒子法（SPH 和 MPS）

在处理带自由面大变形的流动问题时所具有的优势。此外，这些工作对无网格粒

子法的研究主要都是集中在算法的计算精度及稳定性方面，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抑制无网格法中存在的高频和大幅压力振荡现象。与此同时，这些针对无网格

粒子法中的大幅高频压力振荡问题所进行的改进工作可以更进一步地扩展粒子

法的应用范围。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将无网格粒子法应用到船舶与海洋工程中带自

由面的流动问题上。Marrone等（2012）采用δ-SPH方法研究船艏波的破碎问题（见

图1-1（a）），为了节省计算量，文献作者（Marrone等（2012））采用了2D+t的方

法，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了能够比较精细的描述船体附近破波时的流动细节，

船体附近的初始粒子间距往往不能太大。更进一步地，如果采用纯三维的方法来

数值计算船舶破波时，为了能够有效的描述出破波形状，对应的计算代价也非常

高。如图1-1（b）所示，Touzé等（2010）在研究甲板上浪时的场景，为了有效

地降低数值模拟中的计算代价，文献作者采用将SPH方法与High-Order Spectral

势流方法相结合。Domíngueza等（2013）在SPH体系下采用多GPU技术模拟了长

波和平台的相互作用问题，该文献中所对应的粒子数达到了亿级。其中的计算量

是极其庞大的，这对计算机的硬件资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Ferrari等（2009）采

用SPH方法来模拟典型的溃坝流问题时的粒子总数达到了百万级。这些应用主要

还是集中在SPH方法上，MPS方法在船舶与海洋工程流动问题中的应用也开展了

一些研究工作。Shibata等（2009）采用MPS方法研究甲板上浪问题时，为了降低

数值模拟中的计算代价，Shibata等（2009）对计算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简化处理。

无网格粒子法在船舶与海洋工程流动问题中的应用反映了粒子法在实际问题中

的应用很有可能会面临计算量比较大的问题。和SPH方法相比，计算效率对MPS

方法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MPS方法采用了隐式格式来求解压力的

缘故。尽管如此，如何有效地提高数值模拟时的计算效率几乎是粒子法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会极大的影响粒子法在一些工程问题中的应用。 

在流场采用相同的均匀粒子分辨率进行数值模拟的情形下，为了对局部流场

细节进行精细化的描述，往往都需要在整个计算流域内都分布精细粒子来进行数

值模拟，这可能意味着数值模拟中的粒子总数也会相应地增加，并进一步地导致

计算量的增长。在三维流动中，这个问题表现的更为明显。三维数值仿真所需要

的粒子总数往往是远远多于二维数值仿真中的粒子总数。此外，二维和三维情形

下粒子的作用域范围分别为圆形和球形域，这意味着三维计算模型中每个粒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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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邻居粒子数也要比二维模型对应的邻居粒子数要多。以粒子均匀分布时

MPS 方法中的压力梯度模型为例（假设粒子作用半径取 2.1 倍的粒子直径）：在

二维情形下，一个粒子大约有 24 个邻居粒子；在三维情形下，一个粒子大约有

124 个邻居粒子。可见，三维情形下的邻居粒子数比二维模型要多数倍。此外，

和 WCSPH 方法相比，MPS 方法中压力往往都不能显式地获得，而是通过求解

全隐式的压力 Poisson 方程来进行更新，在每一个时间步的求解过程中往往需要

多次的反复迭代。其次，数值模拟中粒子总数的增加往往也会导致离散压力

Poisson 方程形成的系数矩阵更加庞大，这使得线性方程组中的系数矩阵更为复

杂。对于单个时间步长而言，MPS 方法的计算时间是远远高于 SPH 方法的。在

实际流动问题的数值模拟中，单纯采用传统的全流域单一分辨率的串行求解器是

很难去实现的，这将会极大的限制粒子法在大规模流动问题中的应用。这个问题

对于压力隐式求解的无网格粒子法而言则更明显。因此，加速计算技术的研究对

于扩展粒子法的应用显得更为重要。 

与此同时，对于很多流动问题人们往往更关注于局部的流场细节。对于基于

均匀大小粒子进行数值仿真的无网格粒子法而言，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描述往往也

意味着整个计算流域都需要采用精细的粒子来进行数值模拟。因此，在无网格粒

子法中实现不同大小粒子同时描述流场就很有必要。这一思路的主要目标是有效

地降低数值模拟所需要的粒子总数和计算代价并提高其计算效率，从而间接地实

现加速计算的目的。这一问题也成为了近几年中无网格粒子法研究的热点问题之

一。 

 

(a) 船艏破波（Marrone 等（2012）） (b) 甲板上浪（Touzé 等（2010）） 

(c) 波浪和平台的相互作用（Domínguez 等（2013）） (d) 溃坝（Ferrari 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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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甲板上浪（Shibata 等（2009））  

图 1-1 粒子法在三维带自由面流动问题中的应用 

Fig. 1-1 Applications of particle-based method for 3D violent free surface flows. 

 

 
图 1-2 粒子法中的加速方法 

Fig. 1-2 Acceleration techniques in the meshless particle method. 

 

1.2 无网格粒子法加速技术研究进展 

1.2.1 粒子法加速技术概况 

无网格粒子法的计算量往往都比较大。对于压力全隐式求解的无网格粒子法

而言，单个时间步内的压力场需要进行多次的反复迭代求解。这将会大大的限制

压力隐式求解的MPS方法在自由面流动问题中的应用，在传统的粒子法程序中引

入一些加速计算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MPS方法提出时间较SPH方法晚，

SPH方法中对加速计算技术的研究程度要比MPS方法深入，但这两种方法在整体

上是很相似的，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压力的求解方式上：SPH方法假设流体弱

可压缩，压力是通过状态方程显式进行求解；MPS方法假设流体是完全不可压缩，

压力需要求解压力Poisson方程隐式获得。因此，两者在数值方法和加速技术上是

可以相互参考和借鉴的。迄今为止，这两种方法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相互借鉴的成

果，如SPH方法中通过求解压力Poisson方程来更新压力而发展了不可压缩S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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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pressible SPH，ISPH），MPS方法中通过求解压力状态方程来更新压力也

发展了弱可压缩MPS（Weakly Compressible MPS，WCMPS）。鉴于SPH和MPS

这两种典型的无网格粒子法的相似性，后文介绍粒子法的加速技术时将不限于

MPS方法。 

目前，对无网格粒子法的加速计算技术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展开

的（如图1-2所示）：一种是通过直接增加计算资源（如GPU或多CPU）来分担单

CPU的计算负荷，从而提高计算效率；另一种是开发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技术，减

少粒子法数值模拟所需要的总粒子数，降低整体的计算负荷并将计算资源主要集

中在重点关注的局部区域内。前一种方法中比较常见的是GPU并行和多CPU并行

技术，后一种方式中对于压力显式求解方案和隐式求解方案往往对应不同的处理

技术。除此之外，将无网格粒子法和其它数值方法相结合也可以发挥无网格粒子

法的优势并降低整体的计算负担从而提高计算效率。目前，这方面已经开展的工

作主要有无网格粒子法与BEM结合、SPH方法与基于RANS（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方程的网格法相结合等，相关的详细工作可以参见Sriram等（2012, 

2014）、Narayanaswamy等（2010, 2008）、Sitanggang等（2008）、Liu等（2005）

已经开展的研究工作。这种结合方式可以发挥无网格粒子法的优势并克服该方法

的高计算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间接的加速计算技术。当

然，这里面主要还涉及到两种不同数值求解方法的耦合问题。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本文在后文中将不予介绍。 

 

1.2.2 基于 GPU 和多 CPU 的并行技术 

无网格粒子法的计算量大可能会限制粒子法在大规模的自由面流动问题中

的应用。迄今为止，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基于 GPU 或多 CPU 的并行技术对无网格

粒子法的加速计算方法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目前，这方面已经报道的无网格粒

子法求解器有 PTreeSPH（Parallel TreeSPH）（Lia 和 Carraro（2001））、Spartacus

（Moulinec 等（2008））、JOSEPHINE（Cherfils 等（2012））、DualSPHysics（Barreiro

等（2013））、SPH-Flow（Oger 等（2006））及 MLParticle-SJTU（Zhang 等（2013））

等。 

在无网格粒子法中，采用 GPU 或多 CPU 并行加速技术时往往需要对整个计

算流程中所涉及到的邻居粒子搜寻、粒子的积分计算及粒子移动等过程进行精细

地处理，从而达到较好的并行效率。相对于 MPS 方法而言，SPH 粒子法的研究

者们是较早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Bayraktar 等（2009）、赵相坤等（2011）研

究了 SPH 方法中邻居粒子搜寻采用 GPU 加速时的算法。Herault 等（2010）采用

CUDA（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库实现了对 SPH 方法的 GPU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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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并通过溃坝流问题详细地比较了 GPU 并行技术在邻居粒子搜寻，粒子的

积分计算及粒子移动三个方面的加速比，计算结果表明 GPU 并行技术在 SPH 方

法中的加速潜力是很大的。之后，SPH 方法的研究者们也考虑了 GPU 和 CPU 的

优化问题及多 GPU 计算的可行性问题。Domínguez 等（2013）基于开源的 SPH

粒子法代码 DualSPHysics 讨论了 CPU 和 GPU 之间数据交换的优化策略。在此

基础上，Domínguez 等（2013）在 DualSPHysics 中成功的实现了多 GPU 的并行

加速功能。其中，多个 GPU 之间通过改进的 MPI（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

库进行通信。此外，该文献的作者还采用多 GPU 的并行加速技术模拟了长波与

平台的相互作用问题（如图 1-3 所示），粒子数达到了亿级。这是迄今为止 SPH

方法的应用中粒子数规模达到 大的数值模拟。这也反映了 GPU 并行技术在无

网格粒子法中的巨大加速潜力。Valdez-Balderas 等（2013）介绍了基于空间分解

和 MPI 通信的多 GPU SPH。如图 1-4 所示，Valdez-Balderas 等（2013）详细地

分析了多 GPU 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策略。和多 CPU 并行加速一样，多 GPU 的

通信仍然是借助于 MPI 库进行的。Wu 等（2013）采用基于 GPU 并行的 SPH 方

法数值模拟溃坝洪流淹没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种大尺度的流动问题所对应的计

算量是十分巨大的。杨志国等（2014）也基于 GPU 并行的 SPH 方法研究溃坝问

题。 

以上这些工作主要都是基于压力显式求解的 SPH 方法开展的。MPS 方法的

研究者们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工作。Hori 等（2011）、Zhu 等（2011）采用 CUDA

库开发了基于 GPU 并行加速的 MPS 代码，并通过二维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比较

了 GPU+CPU 和纯 CPU 两种条件下所需要的计算时间。文献结果表明 GPU 并行

技术在压力全隐式求解的无网格粒子法中也具有很大的加速潜力。Kakuda 等

（2012, 2013）开发了 GPU 加速的 MPS 粒子法代码，并分别通过二维和三维溃

坝流动问题对 GPU 的加速性能进行了分析。Ovaysi 和 Piri（2012）基于 MMPS

（Modified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方法讨论了多 GPU 加速的并行计算性

能。此外，MPS 方法中也开展了一些基于多 CPU 并行加速算法的研究工作。Duan

和 Chen（2015）比较了六种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的迭代方法的并行性能。Iribe

等（2010）基于粒子分解策略讨论了减少不同进程之间通信时间的优化算法。尽

管如此，在 MPS 方法中采用多 CPU 并行计算时，计算负荷的分解策略主要都是

基于区域分解，而较少采用粒子分解。Gotoh 等（2009）基于静态区域分解策略

和CMPS（Corrected Moving Particle Semi-implicit）方法开发了MPS并行求解器。

张雨新（2014）基于改进 MPS 方法、动态负载平衡和 MPI（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库自主开发了三维并行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并进一

步地将其应用到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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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3.2s (b) t=10s 

图 1-3 基于多 GPU 技术的粒子法模拟波浪和平台的相互作用（Domínguez 等（2013）） 

Fig. 1-3 Interaction between wave and platform by multi-GPU (Domínguez et al. (2013)). 

 

 
图 1-4 多 GPU 系统通信示意图（Valdez-Balderas 等（2013）） 

Fig. 1-4 A schematic view of communication among multi GPU (Valdez-Balderas et al. (2013)). 

 

从总体上看 MPS 方法和 SPH 方法中并行加速技术的研究工作可以发现，

SPH 方法在多 CPU 并行技术、多 GPU 并行技术及 CPU 与 GPU 之间数据交换的

优化策略等方面所开展的工作比较多，研究程度也比较深入。MPS 方法在这方

面所开展的工作仍然不及 SPH 方法深入。此外，在已报道的研究工作中，基于

压力隐式求解的 MPS 方法的计算规模要小于基于压力显式求解的 SPH 方法。这

可能是压力隐式求解粒子法的数值实现及并行效率优化比较困难的缘故。 

 

1.2.3 SPH 中基于局部流场精细化的加速技术 

在无网格粒子法中，流场是基于Lagrangian观点进行描述的，表征流场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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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计算点是在不断的运动中。这一点和基于Euler观点的流场描述是大不一样

的，这导致了基于网格法的局部流场细化算法很难直接移植到无网格粒子法中。

此外，粒子法的Lagrangian特性也给粒子法中实现局部流场的精细化工作带来了

较大的困难。 

 

 
图 1-5 SPH 方法中的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 

Fig. 1-5 The local refine techniques in the framework of SPH. 

 

在SPH方法中，压力是通过状态方程显式进行求解的；在MPS方法中，压力

则是通过求解压力Poisson方程隐式的进行求解。在压力显式求解方案中，SPH不

需要像压力隐式求解的MPS方法那样需要反复的迭代求解压力Poisson方程。当不

同分辨率的粒子同时参与流场的仿真时，压力隐式求解方案往往比较容易发散。

因此，无网格粒子法中对流场局部精细化技术的研究首先从压力显式求解方案开

始的。目前，在SPH方法中已经开展的局部流场精细化的方法有很多种（如图1-5

所示），比较常见的有变光滑长度SPH（Variable-h）、变分辨率SPH（Variable 

resolution SPH）、变质量粒子分布法（Variable mass particle distribution）和粒子

细化和粗化法（Particle refinement & derefinement）。 

在传统的 SPH 粒子法中，粒子的光滑作用长度 h 一般都是固定的。在求解

的流动问题中存在局部膨胀和局部压缩时，初始时刻均匀分布的粒子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变得十分稀疏或者聚集，此时仍然采用固定的光滑作用长度可能会影响计

算的精度，甚至会使计算变得不稳定。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国外已有 Hernquist

等（1989）、Nelson 等（1994）、Bonet 等（2005）、Alimi 等（2003）等学者通过

放开对光滑作用长度 h 的限制，使得光滑作用长度 h 能够随空间和时间变化，

容许粒子在局部区域聚集，从而提高SPH方法描述局部流场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在变光滑长度 SPH 中，会出现两个相邻粒子的光滑作用长度不同，这可能会导

致两个相邻粒子不能同时落在彼此的粒子作用范围之内，从而使相邻两个粒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力违背 Newton 第三定律，并进一步地导致整个粒子系统的动量不

守恒。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保持相邻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对称性，Nelso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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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列出了两种比较常用的解决方法：一种方法是对两个相邻粒子的光滑作

用长度进行修正使得它们的光滑作用长度相同，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对粒子对的光

滑作用长度取算术平均值（如式（1-2）所示）；另一种方法是对相邻粒子的核函

数直接求均值（如式（1-3）所示）。当然，这两种处理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变光滑

长度算法中，在无网格粒子法中也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后文中介绍的变质量粒子

分布法，粒子分裂和合并算法，多分辨率算法中也经常采用这两种方式。此外，

Nelson 等（1994）在文献中还讨论了光滑长度的变化（ h ）对数值模拟的影响，

计算结果显示不考虑 h 的作用可能对粒子系统的能量损失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尽管如此，考虑 h 的影响所对应的粒子作用模型则是比较复杂的，并且文献中

没有涉及自由面的问题。 

  ,i j ijW h W r r  (1-1)

 
2

i j
ij

h h
h h


   (1-2)

    1
, ,

2ij i j i i j jW W h W h     r r r r  (1-3)

Bonet 等（2005）在 Hamiltonian 体系下严密地推导了变光滑长度 SPH 方法

的粒子作用模型，并通过一个圆柱形的溃坝问题对其推导的粒子作用模型进行了

数值验证，结果表明变光滑长度 SPH 方法可以通过较少的粒子数达到较高的计

算精度。之后，变光滑长度算法在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开始出现一些应用。

Oger 等（2006）采用变光滑长度算法研究了二维楔形体的入水问题。如图 1-6

所示，Oger 等（2006）仅仅在楔形体入水后靠近楔形体的与流体区域之内采用

了较小的光滑距离 smallh ，在远离该区域的流体域内则采用了较大的光滑距离 bigh 。

从文献（Oger 等（2006））中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如图 1-6（b）），变光滑长度

方法能够比较精细地描述楔形体入水后射流的形状。Landrini 等（2007）利用

Variable-h 算法研究了近海岸处的破波及飞溅问题（如图 1-7 所示）。从 Landrini

等（2007）的计算结果中可以发现，在自由面附近的粒子采用较小的 smallh 可以把

自由面的翻卷、破碎及飞溅等复杂的流动现象描述的更精确。这些应用表明变光

滑长度算法可以将粒子聚集在局部关注区域内，在处理入水问题、破波问题中的

局部流动细节时具有较大的潜力。此外，变光滑长度 SPH 方法中不同大小粒子

是同时分布在整个计算流域内的，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直接采用 SPH 方法

中的粒子作用模型。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破波问题中较大光滑作用长

度的粒子和较小光滑作用长度的粒子容易相互混合，而且这种混合是随机的，此

时对计算精度的影响如何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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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始时刻粒子分布 (b) t=0.0202s时压力分布 

图 1-6 Variable-h 在入水问题中的应用（Oger 等（2006）） 

Fig. 1-6 Application of variable-h method to water entry problem (Oger et al. (2006)). 

 

 
图 1-7 Variable-h 在破波问题中的应用（Landrini 等（2007）） 

Fig. 1-7 Application of variable-h method to wave breaking problem (Landrini et al. (2007)). 

 

Omidvar等（2012, 2013）在研究波物作用问题时基于Riemann-SPH和任意

ALE（Lagrangian-Eulerian）数值格式提出了一种变质量粒子分布方法（Variable 

mass particle distribution）。在该方法中，不需要在整个计算域内都布置精细粒子，

仅仅在物体附近区域布置精细粒子，在其他区域内布置粗粒子（如图1-8（a）所

示），这样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数值模拟所需要的粒子总数，从而有效地节省计算

资源。和变光滑长度SPH方法一样，变质量粒子分布方法中不同大小的粒子是直

接进行作用。为了保证两个相邻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满足Newton第三定律，

Omidvar等（2013）将每组粒子对所对应粒子的核函数值用该粒子对的核函数平

均值来替代，即式（1-3）。从Omidvar等（2013）给出的计算结果来看，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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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粒子分布方法可以得到较好的计算精度，并且有效的减少计算时间，提高计

算效率。另一方面，从图1-8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数值模拟过程中，不同分辨

率的粒子不一定能够始终维持初始时刻的粒子分布，如图1-8（b）所示，此时不

同分辨率粒子之间的界面形状及位置与初始分布相比已十分迥异。也就是说，高

分辨率仿真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高分辨率粒子的运动而动态改变。

此外，经过更长时间的数值模拟，这种方法会不会导致大量的粗粒子进入到物体

附近的区域及细粒子进入到粗粒子区域，Omidvar等（2013）在文献中并没有对

此进行分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粒子法的Lagrangian特性所导致的。在无网格

粒子法中，流场是基于Lagrangian观点进行描述的，表征流场的粒子或计算点是

在不断的运动中。初始时刻布置高分辨率粒子的局部区域不一定能一直维持初始

状态。这一点和基于Euler观点描述的数值计算方法是大不一样的。此外，这种

变质量粒子分布技术和其他无网格法相结合时能否防止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的

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没有文献进行报道，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a) t=0.0s 

 

 
(b) t=4.6s 

图 1-8 变质量粒子分布法在波浪和浮体相互作用问题中的应用（Omidvar 等（2013）） 

Fig. 1-8 Application of variable mass particle distribution method to wave-body interaction 

problem (Omidvar et al. (2013)). 

 

和变质量粒子分布法不同的是，粒子细化和合并技术不仅仅可以保证初始时

刻在指定的区间内分布不同分辨率的粒子，而且在数值模拟过程中可以通过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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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技术保证指定区间内一直被高分辨率粒子所占据。这其中所涉及到的关键问

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粒子分裂和合并。为了简化起见，目前对粒子分裂技术的处

理都是采用固定的分裂模型来实现的，并且不考虑邻居粒子的分布状态。Feldman

和 Bonet（2007）较早提出了一种比较通用的粒子细化算法。在该算法中，将待

分裂的大粒子记为母粒子，分裂之后的小粒子记为子女粒子，母粒子按照固定的

几何形状分裂为几个子女粒子，之后将母粒子直接删除。如图 1-9 所示，该算法

的主要思想是粗粒子按照固定的模型（如六边形和三角形）进行分裂，并且保证

分裂前后粒子系统的的密度误差 小。 

 

 
 

(a) 六边形模型 (b) 三角形模型 

图 1-9 SPH 方法中的粒子细化模型（Feldman 和 Bonet（2007）） 

Fig. 1-9 Refinement patterns in the framework of SPH (Feldman and Bonet (2007)). 

 

基于 Feldmann 和 Bonet（2007）的粒子分裂技术和 Riemann-SPH 求解器，

Vacondio 等（2012）研究了 SPH 方法在浅水中的激波捕捉问题。针对 Feldmann

和 Bonet（2007）提出的六边形模型，Vacondio 等（2012）详细地分析了密度误

差随分裂参数、 的分布情况并根据密度误差 小原则确定了分裂参数、
和子女粒子质量占父母粒子质量的比重。此外，Vacondio 等（2012）还比较了分

散模型和集中模型下密度的误差分布，从图 1-10 所示中的结果可以发现：对于

六边形的粒子细化模型而言，其与分散型的微分离散模型相结合时产生的密度误

差比其与集中型的微分离散模型结合产生的密度误差要小。在前期对粒子分裂算

法的研究工作基础上，Vacondio 等（2013）提出了一种粒子合并算法，并结合之

前研究的粒子分裂算法发展了变分辨率的 SPH（Variable resolution SPH）。此后，

Vacondio 等（2013）将变分辨率 SPH 应用到溃坝流、圆柱绕流等流动问题中，

数值模拟和实验结果的比较表明：变分辨率 SPH 能够保证一定的计算精度，可

以采用较少的粒子总数来描述局部流场的流动细节。更进一步地，变分辨率 SPH

包含粒子的分裂和合并操作，在数值模拟过程中可以实现大粒子在指定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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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分裂。因此，该方法可以保证指定区域内的流场一直都是采用高分辨率粒子

来表征。 

 

(a) 分散模型 (b) 集中模型 

图 1-10 在分散模型和集中模型下的密度分布（Vacondio 等（2012）） 

Fig. 1-10 Density distribution with refined particle using scatter and gather formulation (Vacondio 

et al. (2012)). 

 

 
图 1-11 SPH 方法中的粒子细化模型（四边形模型）（López 等（2012）） 

Fig. 1-11 Refinement patterns in the framework of SPH (López et al. (2012)). 

 

López 和 Roose（2011）在粒子细化模型方面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和

Feldman 和 Bonet（2007）研究的粒子细化模型不同，López 和 Roose（2011）主

要讨论了四边形的粒子细化模型（三维问题中对应的是立方体模型），即将一个

低分辨率的母粒子分裂为四个高分辨率的子女粒子（如图 1-11 所示）。和

Feldmann 和 Bonet（2007）提出的分裂准则不同的是，López 等（2012, 2012）

在后续粒子分裂的研究中不是保证分裂前后的密度误差 小，而是保证粒子分裂

前后粒子系统的密度变化率的误差 小来选择分裂参数 、  。Barcarolo 等

（2014）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比 Feldmann 和 Bonet（2007）的方法更为合理，因

为粒子所携带的物理量的时间变化率对整个数值模拟的影响更大。之后，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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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3）将 López 和 Roose（2011）的四边形粒子细化模型和 GPU 并行技术

相结合研究了 GPU 的加速潜力。Spreng 等（2014）通过双边缺口拉伸试验比较

了几种粒子分裂模型：三角形模型，四边形模型和六边形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其他两种粒子分裂模型，四边形模型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需要的粒子数

少。当然，该结果是对结构体变形而言的，它对流动问题是否仍然成立并没有

相关的文献进行报道，这也需要粒子法的工作者们进一步的验证。此外，采用粒

子的分裂和合并技术后，密度的波动是否会对压力场连续性产生影响很少见文献

进行报道。以上这些对粒子分裂模型的研究工作主要都是集中在二维问题上。

近，Vacondio 等（2016）首次对三维问题中的粒子分裂模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文献中主要讨论了四种粒子分裂模型（如图 1-12 所示）。从文献中的结果中可

以发现，三维问题中粒子的分裂模型远比二维情形下要复杂的多。 

Barcarolo 等（2013, 2014）发展了一种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和前面提到的

粒子细化模型不同的是 Barcarolo 等（2014）对分裂后的粗粒子采取了不一样的

处理：粗粒子（母粒子）在分裂后并不会被删除，而是标记为未激活粒子。如图

1-13 所示，母粒子分裂之后，在重点关注的局部区域内将同时分布有母粒子和其

子女粒子。这种未激活母粒子不会参与粒子的积分计算，但它们的物理量会通过

激活的粒子来进行插值并随时间进行演化。Barcarolo（2013）分别在 Riemann-SPH

和 δ-SPH 的框架下通过经典的溃坝流动问题讨论了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的计算

精度，结果表明将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和 δ-SPH（Marrone 等（2011, 2013）；

Bouscasse 等（2013）；Antuono 等（2011））相结合时的效果不及前者，其中的原

因是比较复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同一种粒子细化算法与不同的 SPH 离散

模型相结合时不一定能够达到相同的计算精度，甚至一种粒子细化算法仅仅只能

在某一种 SPH 离散模型下才能发挥出它的效果。尽管如此，和前面的粒子分裂

算法不同，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存在粒子系统的质量守恒问题。从 Barcarolo 等

（2014）的研究结果中可以发现，通过在粗、细粒子的仿真区域之间设置过渡区

可以减轻整个粒子系统质量的不守恒问题。如图 1-14 所示为物体在流体里面下

落过程中采用自适应的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时粒子系统的质量变化情况。从图中

可以看到，整个粒子系统的质量损失在 3‰以内。这反映了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

虽然不能保证粒子系统的质量守恒，但也从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质量的损失量。然

而，Barcarolo 等（2014）的算例主要都是集中在单向流动特征比较明显的问题

上，很难确定当该算法应用于粗细粒子界面附近存在粗细粒子反复来回交替的流

动问题时，如液舱晃荡、规则波与物体相互作用问题等，粒子系统的质量损失量

是否仍然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在 Barcarolo 等（2014）的文献中并没

有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这也需要粒子法的学者们进一步的验证和研究。另一方面，

文献作者（Barcarolo 等（2014））也指出由于不同大小粒子采用的是相同的粒子

作用半径，这导致该方法扩展到三维情形时的计算量会急剧增大，在应用于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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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问题时往往还需要进一步地优化。 

 

 
 

(a) 8顶点立方体模型 (b) 14顶点模型 

 
 

(c) 12顶点的二十面体模型 (d) 12顶点的十二面体模型 

图 1-12 三维情形下的四种粒子细化模型（Vacondio 等（2016）） 

Fig. 1-12 Refinement patterns for 3D cases in the framework of SPH (Vacondio et al. (2016)). 

 

在前面介绍的基于 SPH 方法的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变光滑长度 SPH

（Variable-h）、变分辨率 SPH（Variable resolution SPH）、变质量粒子分布法

（Variable mass particle distribution）中，不同大小的粒子是直接进行作用的；在

粒子细化和粗化（Particle refinement & derefinement）技术中，不同大小粒子的

计算域之间设置有过渡区间，在过渡区间内，两种分辨率的粒子采用不同的权重

同时参与粒子作用模型的计算。除此之外，在 SPH 方法中还可以通过在不同大

小粒子的界面附近引入辅助或虚拟粒子来实现多种分辨率粒子的仿真。在多种分

辨率数值仿真中，不同大小的粒子并不会直接进行作用。一般地，不同大小粒子

会在界面附近设置相同大小的辅助或虚拟粒子来补偿该分辨率粒子作用域的完

整性，从而避免不同分辨率粒子的直接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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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自适应的粒子细化和粗化模型（Barcarolo 等（2014）） 

Fig. 1-13 A schematic view of particle refinement and derefinement method (Barcaroloet al. 

(2014)). 

 

 
图 1-14 粒子系统的质量随时间的变化（Barcarolo 等（2014）） 

Fig. 1-14 Time history of mass of particle system (Barcaroloet al. (2014)). 

 

Børve 等（2005）在不同分辨率粒子的界面附近引入规则布置的辅助粒子来

实现多种分辨率粒子仿真（如图 1-15 所示）。在 SPH 方法的应用领域之一图形

渲染问题中，Keiser 等（2006）在不同分辨率粒子的界面附近引入虚粒子（如图

1-16 所示），虚粒子的物理量通过插值来获得，并且粒子作用模型仅仅对相同分

辨率的粒子有效。可以发现，这种处理方式和 Børve 等（2005）的辅助粒子方法

是很相似的。这种方法目前仅仅见报道于对SPH方法的计算结果的后处理当中，

在数值仿真中直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时的计算精度如何文献（Keiser 等（2006））

并没有进行分析。Bian 等（2015）基于区域分解技术（Domain Decomposition, DD）

在 SPH 方法中实现了多种分辨率粒子的数值仿真。在这几种方法中，研究者们

往往都会在不同分辨率粒子的界面附近布置有辅助粒子或虚粒子。对某一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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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粒子而言，如果把辅助粒子或虚粒子包含在该目标粒子的邻居粒子内，则

其粒子作用域将是完整的。在这类多种分辨率粒子技术中，粒子作用模型仅仅对

相同分辨率的粒子有效，这种处理方法避免了在计算微分离散模型时直接考虑不

同分辨率粒子的相互作用。 

 

 
图 1-15 基于SPH的Multi-resolution技术中规则布置辅助粒子模型示意图（Børve等（2005）） 

Fig. 1-15 An implementation of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in the frame of SPH based on 

regularized particles (Børve et al. (2005)). 

 

 
图 1-16 Multi-resolution 中虚拟粒子模型示意图（Keiser 等（2006）） 

Fig. 1-16 An implementaion of 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 based on virtual particles (Keiser et al. 

(2006)). 

 

1.2.4 MPS 中基于局部流场精细化的加速技术 

以上这些粒子法中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算法基本上都是基于压力显式求解

的 SPH 方法来进行研究和开发的。相比于 SPH 方法而言，MPS 方法在这方面所

开展的工作比较少，目前已经报道的主要有变尺寸粒子技术（Variable-size）、重

叠粒子技术（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及多分辨率粒子技术（Multi-resolution 

technique）（如图 1-17 所示）。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MPS 方法通过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来隐式的获取整个流场的压力。基于传统 MPS 实现多分辨率粒子仿

真，如果不同分辨率粒子的直径比比较大时，不同分辨率的粒子直接采用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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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作用模型来计算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容易造成计算的不稳定。其次，粒子分裂

后会造成局部区域内粒子数密度的突变，从而导致计算发散。 

 

 
图 1-17 MPS 方法中的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 

Fig. 1-17 The local refine techniques in the framework of MPS. 

 

 
(a) Multi-resolution MPS 的压力场 

 
(b) Single resolution MPS 的压力场 

图 1-18 Multi-resolution MPS 和 single resolution MPS 在 t=0.4s（左侧）和 t=1.4s（右侧）时

的压力场对比（Tanaka 等（2009）） 

Fig. 1-18 Comparisons of pressure fields by multi-resolution MPS and single resolution MPS at 

t=0.4s (left) and t=1.4s (right) (Tanaka et al. (2009)). 

 

Tanaka 等（2009）是 早基于 MPS 方法开展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研究工作的。

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不同分辨率粒子直接参与粒子作用模型的计算及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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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多分辨率粒子技术能够较好地满足粒子系统的质

量守恒。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中将可能包含与该粒子

i 大小不相同的粒子。考虑到原始 MPS 方法主要基于全流场采用相同大小粒子来

表征，多分辨率粒子技术采用原始的粒子作用模型时往往需要进行修正。Tanaka

等（2009）引入粒子直径对粒子作用模型进行修正，并通过一系列的数值试验来

确定核函数的修正系数。同时，为了避免不同分辨率粒子对应的粒子数密度的不

准确性，不同分辨率粒子界面附近的粒子对应的 Poisson 方程的源项采用全散度

源项。从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二维溃坝问题中的应用（如图 1-18 所示）中看到，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能够刻画自由面的主要变化特征。在 Tanaka 等（2009）的文

献中，多分辨率算法的研究工作都是基于传统的 MPS 开展的。Tang 等（2016）

基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了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并将其

应用到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当然，如果在 WCMPS（Shakibaeinia 和 Jin（2010, 

2011, 2012, 2012）；Fu 和 Jin（2013）；Jabbari Sahebari 等（2011））方法下研究粒

子法中局部流场的细化技术，直接借鉴前面提到的在 SPH 方法中实现的粒子分

裂和合并算法、粒子细化和粗化技术等来实现 WCMPS 中多种分辨率粒子的仿真

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图 1-19 MPS-MAFL 方法应用于气泡问题时初始时刻的粒子分布（Chen 等(2010)） 

Fig. 1-19 Initial particle distribution by MPS-MAFL method (Chen et al. (2010)). 

 

和 Tanaka 等（2009）的处理方式不同的是，Yoon 等（1999, 2001）将 MPS

方法与 MAFL（Meshless Advection using Flow-directional Local-grid）方法结合并

在 MPS 方法中实现了变尺寸技术。在 MPS-MAFL 中，流体的不可压缩性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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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粒子数密度为常数而是采用速度散度为零的条件来表征。具体地，压力

Poisson 方程中右端源项将全部采用速度散度来表征，这样可以放开对粒子数密

度的限制，从而容许粒子在局部区域内聚集，实现局部区域的流场采用高分辨率

粒子来进行数值模拟。之后，Heo 等（2002）、Tian（2009）、Chen 等（2010）、

陈荣华等（2011, 2011, 2011）、左娟莉等（2011）将变尺寸技术用于气泡的上升

行为及融合等特性的研究，这样可以比较精细的描述气泡的形状变化。图 1-19

所示为变尺寸技术应用于气泡问题时的初始粒子分布。 

张雨新（2014）详细的比较了 SPH 方法和 MPS 方法的区别：SPH 方法假设

流体是弱可压的，MPS 方法中流体是完全不可压的；SPH 方法中压力是通过状

态方程显式获得，而MPS方法中压力场是求解压力Poisson方程隐式得到。然而，

文献作者并没有通过具体的算例来分析这两种方法的优劣势。Lee 等（2008）曾

经对WCSPH和 ISPH两种方法进行了对比发现，ISPH得到的压力场要比WCSPH

的压力场光滑许多，这表明通过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来获取整个流场的压力场

可以得到比较光滑和合理的压力分布。但这也带了另一个问题，在压力隐式求解

方案的无网格粒子法中实现多分辨率粒子的仿真比压力显式求解方案的粒子法

中要困难的多。在 MPS 方法中流体是完全不可压缩的，不同分辨率的粒子相互

作用时往往容易导致计算的发散。为了克服这个问题，Shibata 等（2012, 2012）

提出了重叠粒子技术（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OPT），通过在流域中分布

多层不同分辨率粒子来避免不同分辨率的粒子直接进行相互作用。它的主要思想

是：在整个计算域（含重叠区域）内布置大粒子，在局部重点关注的空间（重叠

区域）内布置小粒子。需要注意的是大粒子和小粒子是同时分布在重叠区域内的，

如图 1-20（b）所示中的高分辨率粒子区域。在一个时间步内，首先通过低分辨

率粒子获得整个流场信息，然后把重叠区域截断边界处的压力和速度信息传递给

高分辨率粒子，继而高分辨率粒子再重新计算一次局部流场。也就是说，大粒子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小粒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 

在这整个过程中，高分辨率粒子和低分辨率粒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弱

耦合，即：低分辨率粒子传递必要的信息给高分辨率粒子，但高分辨率粒子不需

要传递任何信息给低分辨率粒子。将重叠粒子技术和传统的 MPS 方法结合，

Shibata 等（2012）通过一个二维甲板上浪的算例验证了重叠粒子算法在计算效

率方面的优势。通过 Shibata 等（2012）的数值结果可以发现：重叠粒子技术是

在局部区域重新布置一层高分辨率粒子，并且避免不同大小粒子之间的直接作用，

可以减少粒子法仿真所需要的总粒子数并提高数值仿真的计算效率。目前，在已

报道的文献中，重叠粒子技术主要应用在甲板上浪（Shibata 等（2012））、溃坝

（Tang 等（2014））等问题中。 

此外，将 Shibata 等（2012）提出的重叠粒子算法与 Barcarolo 等（2014）提

出的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Particle refinement & derefinement）对比不难发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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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算法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这两种算法中都设置有高分辨率粒子区，在该

区域内都是同时分布高分辨率粒子和低分辨率粒子。尽管如此，两者在不同分辨

率粒子的耦合实现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在重叠粒子算法中，所有的高、低分辨率

粒子都参与流场的数值仿真，不同分辨率粒子的数值模拟可以看作两个部分，且

只需要低分辨率粒子传递相关信息给高分辨率粒子，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是一种

弱耦合关系。在自适应的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中，并不是所有的粒子都需要参与

流场计算。在高分辨率粒子区，仅仅需要高分辨率粒子参与流场计算，并将该区

域的低分辨率粒子标记为未激活粒子，且它们的物理属性通过插值获得。所有参

与流场计算的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是一种强耦合关系。此外，Barcarolo 等（2014）

在两种不同分辨率粒子区域之间设置过渡区间，防止粒子的删除或生成导致局部

流场的剧烈波动，从而避免计算的不稳定或物理量的不连续性。鉴于重叠粒子算

法和自适应的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的相似性，在 MPS 方法中实现高、低分辨率

粒子双向耦合的重叠粒子算法可以借鉴 Barcarolo 等（2014）的处理方式。尽管

如此，由于 MPS 方法和 SPH 方法中压力求解方式上的差异，在 MPS 方法中直

接借鉴自适应的粒子细化和粗化算法实现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的强耦合仍然存

在许多问题，例如：双向耦合时位于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的中间过渡区内粒子的

粒子数密度、微分离散模型等如何计算。即便如此，双向耦合之后是否能够完全

解决粒子系统质量的不守恒问题也仍然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以上这些都需要粒子

法的研究者们对重叠算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a) 大粒子 (b) 小粒子 

图 1-20 单向耦合的重叠粒子技术示意图（Shibata 等（2012）） 

Fig. 1-20 A schematic view of OPT with one-way coupling (Shibata et al. (2012)). 

 

当然，前面介绍的基于硬件的 GPU 和多 CPU 并行加速技术和基于局部流场

精细化技术的间接加速技术之间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这两类加速技术之间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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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结合，集中计算资源更详细地模拟局部重点关注区域的流场。目前，已经有

这方面的成果报道，如 Xiong 等（2013）将 López 和 Roose（2011）的四边形粒

子细化模型和 GPU 并行技术相结合研究了 GPU 的加速潜力。尽管如此，无网格

粒子法中对于这两种加速方式的结合所开展的工作报道的很少。 

 

1.2.5 粒子法中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无网格粒子法的提出时间而言，粒子法中对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的研

究工作开始的要晚些。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粒子局部流场精

细化算法（特别是在SPH方法中），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包含有SPH方法中

的变质量粒子分布法、粒子细化模型（如六边形、三角形及四边形模型）、粒子

自适应细化和粗化模型及MPS方法中的重叠粒子技术、变尺寸粒子技术及多分辨

率粒子技术等。尽管如此，粒子法在加速技术（特别是粒子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

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还不够深入，很多算法在大规模的应用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1）Feldman和Bonet（2007）提出了六边形和三角形粒子细化模型，López

和Roose（2011）则采用了四边形粒子细化模型。Vacondio等（2013）在六边形

粒子细化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出了粒子合并算法，并发展了变分辨率SPH。

通过对粒子分裂和合并算法应用结果来看，这种算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增强对局

部流场的精细描述。尽管如此，目前已经报道的粒子细化算法主要都是基于压力

显式求解方法来研究的，而压力隐式求解方案中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的耦合则要

比压力显式求解时要复杂。目前，很少有文献对这个问题进行报道； 

（2）将Barcarolo等（2014）提出的粒子细化和粗化技术应用到波浪或液舱

晃荡问题时，粒子系统的质量是否仍然守恒或者粒子系统的质量损失能够控制在

合理的范围内；此外，Barcarolo（2013）分别在Riemann-SPH和δ-SPH的体系下

实现粒子细化和粗化技术，通过二维溃坝流动问题中发现，该粒子细化和粗化技

术与Riemann-SPH方法相结合时的效果要好于后者。这从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同一

种粒子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与不同的SPH数值格式相结合时的计算效果可能会

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将这种算法与其他格式的粒子法相结合时是否仍然能

保持它的特点等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鉴于SPH方法和MPS方法的相似性，在

MPS方法中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即：一种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仅仅只能与某种

特定的离散格式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优势； 

（3）在无网格粒子法中，对于局部流场的精细化处理开展的工作往往都集

中在压力显式求解方案的粒子法中。在压力全隐式求解的粒子方法中，这方面所

开展的工作还比较少，目前主要还处于初步尝试阶段。在MPS方法中提出的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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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精细化技术中，结合了MPS方法与MAFL（meshless advection using 

flow-directional local-grid）方法的变尺寸粒子技术主要应用在气泡动力学的二维

研究问题中。Shibata等（2012）基于传统的MPS方法提出的重叠粒子技术对不同

分辨率粒子采用了一种弱耦合方式，可以避免不同分辨率粒子的直接作用。目前，

重叠粒子技术主要应用在二维的自由面流动问题中。Tanaka等（2009）也基于传

统的MPS方法提出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不同分辨率粒子直接耦合进行压力

Poisson方程的求解。在数值模拟过程中，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可以很好的保证整个

粒子系统的质量守恒性。和重叠粒子技术一样，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也主要应用于

二维的自由面流动。总体上而言，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带自由面

的流动问题中的应用仍然较少，特别是三维问题； 

（4）目前对基于GPU或多CPU并行技术的研究和基于粒子局部流场精细化

技术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进行开展的。前者是通过增加计算资源直接进

行加速计算，后者则是一种减少粒子总数间接的加速计算。将这两种加速技术相

结合则应该可以更好的集中计算资源来描述局部流场细节。尽管如此，粒子法的

研究中对这方面所开展的工作比较少，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从总体上来看对SPH方法和MPS方法加速技术的所开展的工作：在MPS方法

的加速技术的研究方面，整体上看不如SPH方法繁荣，一方面这与MPS方法诞生

比较晚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这也与MPS方法采用求解压力Poisson方程来隐式的

获取压力相关，这导致了MPS方法中实现加速算法要显得更加繁琐。更进一步地，

这也导致了MPS方法的粒子数的计算规模要低于SPH方法。当然，随着对MPS方

法加速技术的研究热情的增长，MPS方法在加速计算方面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果。

此外，粒子法的这些加速技术相互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将来可以考虑将并行

技术和粒子细化技术结合等等，这些处理方法可以让我们集中计算资源去重点研

究局部流场细节。 

 

1.3 本文的主要工作 

基于改进的 MPS 方法，万德成教授课题组的张雨新博士（2014）开发了无

网格粒子法求解器MLParticle-SJTU（本文中也称为MLParticle-SJTU 1.0）。目前，

该求解器在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应用工作，如液舱晃荡（张

雨新和万德成（2012）；Zhang 等（2014）；张雨新等（2014））、溃坝问题（张雨

新和万德成（2011））、甲板上浪（Zhang 等（2013））、射流问题（Tang 和 Wan

（2015））及波物作用（Zhang 等（2016））等。这些应用结果表明无网格粒子法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采用的改进 MPS 方法可以较好地抑制压力的大幅高

频振荡问题。尽管如此，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应用于具体的实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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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为了描述流动问题的局部流动细节，往往都需要在整个计算流域内布置

单一分辨率的精细粒子。这将给求解器的应用带来极大的计算代价。通过粒子法

中的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则可以将精细粒子仅仅布置在数值模拟重点关注的局

部区域，这可以减少数值模拟中的粒子总数并进一步地降低计算量。本文的主要

目标是基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

辨率粒子模块。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前期张雨新自主开发的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张雨新（2014））升级到新的版本 MLParticle-SJTU 2.0。在

新版本的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可

以在 MPS 的框架体系下实现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有利于将计算资源集中于数

值模拟中重点关注的局部流场，从而避免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需要在

全流域范围内同时布置精细化粒子而导致计算量的急剧增大。在局部流场精细化

技术中可以在计算域中布置不同大小的粒子，这会使得计算中所需要的粒子数减

少，由此也可以降低计算量。和 GPU 和多 CPU 并行技术类似，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开发的两种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可以减少计算量，可以认

为是一种间接的加速技术。本文的工作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1）将 Shibata 等（2012）基于原始 MPS 方法提出的重叠粒子技术和无网

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改进的 MPS 方法相结合，在无网格粒子

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基础上开发重叠粒子模块。本文介绍了重叠粒

子技术基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具体实现，包括重叠区内小粒子对应

的压力 Poisson 方程离散后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处理方式、重叠区的小

粒子从大粒子中插值物理信息时的插值模型及重叠粒子模块中数据的流向。此外，

本文还将重叠粒子技术应用到带自由面的剧烈流动问题中。首先，采用重叠粒子

技术数值模拟了孤立波在斜坡上的演化过程。通过将重叠粒子技术的结果与全流

域采用均匀粒子技术的结果比较发现，重叠粒子技术描述局部的自由面大变形如

翻卷、破碎及飞溅等现象更接近于全流域都采用精细粒子的数值结果。此外，重

叠粒子技术相对于全流域采用精细粒子可以节约数值模拟所消耗的 CPU 时间。

这反映了重叠粒子技术在刻画局部精细流场时的一个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将

重叠粒子技术应用到三维带障碍物的溃坝流动问题中。相对于全流域采用大粒子

所进行的数值模拟结果，采用重叠粒子技术所描述的溃坝水体冲击障碍物后形成

的射流形状的整体性更强； 

（2）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通过在相邻粒子对的中间引入虚拟计算点（或

虚拟粒子），基于相邻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连续性推导了微分作用模型中的修

正项。此外，本文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相结合进一步开发了多分辨率粒子模块； 

（3）本文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溃坝流动问题中。首先，本文将多分

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二维的溃坝流中，比较了全流域采用精细粒子和多分辨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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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时压力监测点处记录的压力时历曲线、总的计算时间及各个模块的耗时。结果

表明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给出的压力曲线的总体变化趋势与全流域采用精细粒子

时是一致的。在带障碍物的溃坝流问题中，比较了全流域采用精细粒子和多分辨

率粒子时的自由面的变形，从中可以发现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可以较好地描述自由

面的大变形运动。继而，本文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三维溃坝流动问题中，

并将两个压力监测点处记录的压力与实验数据进行了对比。 

（4）本文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入水问题中。首先，对半浮力和全浮

力两种重量的圆柱体入水问题进行了二维数值仿真，并将不同时刻采用多分辨

率粒子技术模拟得到的自由面的变形与全流场采用均匀粒子模拟的结果及实验

数据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表明，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可以减少计算中所需

要的粒子总数并将局部区域内的流场细节描述的更精细化。同时，本文还将全

流场采用均匀粒子与多分辨率粒子时所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及圆柱体下潜深

度随时间的变化进行了对比。此外，本文还数值模拟了三维圆柱体全浮力入水

问题，验证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三维自由面流动问题中的可行性。 后，本

文对三维带初始倾角的三维圆柱体入水进行了数值仿真。并将数值模拟结果与

有网格的多相流求解器 naoe-FOAM-SJTU 得到的不同时刻的压力场进行了比较，

验证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三维入水问题中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比较

了不同的入水速度对三维带倾角的圆柱体入水的影响。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采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进行数值模拟时，往往需要

对整个计算流域都布置精细才能较好地描述局部的流场细节，这也将导致较大的

计算量。粒子法中局部流场精细化的处理方式可以仅仅在局部计算域内布置精细

粒子，从而避免对整个计算域都布置精细粒子。本文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开发了两种局部流场精细化计算模块，并进一步地将求解

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 MLParticle-SJTU 2.0。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将重叠粒子技术与改进 MPS 方法相结合，基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了重叠粒子模块。本文将开发的重叠粒子模块应用到带

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包括孤立波在斜坡上的演化、无障碍物及有障碍物的溃坝

流问题。进一步地，将重叠粒子技术应用到三维带障碍物的溃坝流问题中，计算

结果表明重叠粒子模块在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具有一定的可应用性； 

（2）基于相邻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连续性推导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不

同分辨率粒子相互作用时的压力梯度模型。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与改进 MPS 方

法结合，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开发了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并将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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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溃坝、入水等自由面流动问题中。此外，本文还将该模块的应用推广到三维

的自由面流动问题中； 

（3）基于本文开发的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本文将无网格粒

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 MLParticle-SJTU 2.0。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可以采用仅局部布置精细粒子来实现局部流场的精细化

数值模拟，减少数值模拟中的粒子总数，从而降低数值模拟所需的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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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MPS 方法的基本理论 

2.1 MPS 的发展 

无网格粒子方法采用 Lagrangian 的观点来描述流体的运动，在处理自由面大

变形流动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整个计算域

内布置没有固定拓扑关系的计算点（或粒子），可以追踪任意大变形的自由面；

（2）能够很容易地处理动边界问题，仅仅需要移动动边界对应的边界粒子即可，

不需要其它额外处理；（3）在追踪自由面时不存在界面的数值耗散。鉴于无网格

粒子方法的 Laglagian 特性，该方法也逐渐被应用到船舶海洋工程中带自由面大

变形的典型流动问题中，如甲板上浪（Zhang 等（2013）；Shibata 等（2009））、

液舱晃荡（潘徐杰和张怀新（2008）；Zhang 等（2014））及船舶在波浪上的大幅

运动（Shibata 等（2012））等。 

目前，无网格粒子法中的 SPH 方法在自由面流动问题中的应用比较广泛，

该方法 开始是将不可压缩流体近似为弱可压缩流体来进行处理（Monaghan

（1994）），继而可以直接通过流体的状态方程来进行压力的更新计算。在 SPH

方法中，某一物理量的微分往往都转化成相应的核函数的导数，故而 SPH 方法

中的核函数对光滑性往往都具有较高的要求。无网格 MPS 方法与 SPH 方法类似，

早由 Koshizuka 等（1995）提出。在 MPS 方法中，梯度模型的离散是通过对

方向导数采用核函数来进行加权求和来实现的，这一点与 SPH 方法中微分项的

离散是不同的。之后，Koshizuka 和 Oka（1996）基于非定常的扩散模型提出了

Laplacian 模型的离散方式并进一步改进了压力的求解方式，通过求解压力

Possion 方程来更新压力。此外，在 Koshizuka 等（1995）提出 MPS 方法时，微

分项不再通过核函数的导数来计算而是转化成相应物理量的加权求和，其中核函

数作为加权函数。从 MPS 方法的提出过程中可以发现，MPS 方法中的核函数的

作用、压力求解方式及时间积分等方面与 SPH 方法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了这两

种无网格粒子方法的后续发展中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尽管如此，这些差异并不妨

碍这两种方法的相互借鉴。 

由于无网格粒子方法的 Lagrangian 特性，粒子方法中往往都存在着严重的压

力振荡问题。虽然 MPS 方法中压力是通过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来获得，但这仍

然避免不了 MPS 方法中压力的振荡问题。这往往也意味着粒子法中的压力振荡

问题并不仅仅与压力的求解方式相关。从对原始 MPS 方法的改进方案来看，核

函数的特征、压力梯度模型、Laplacian 模型、压力 Poisson 方程中源项的表征和

离散方式以及自由面粒子的判断精度等因素都与 MPS 方法中压力场的时间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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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振荡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们从以上这几个方面对 MPS 方

法的计算稳定性和精度都进行了系列的研究和改进。首先是核函数的性质，潘徐

杰和张怀新（2008）讨论了三种核函数分别对液舱晃荡问题中砰击压力的影响。

在压力梯度的离散模型方面，Khayyer 和 Gotoh（2008）通过在相互作用的两个

邻居粒子对的中心点处引入虚拟计算点（或虚拟粒子）推导了具有反对称性的压

力梯度模型。此外，Khayyer 和 Gotoh（2008）还证明了该梯度模型能够有效地

克服原始梯度模型中存在的动量不守恒问题。Tanaka 和 Masunaga（2010）参照

SPH 方法中的守恒型的压力梯度模型直接给出了 MPS 方法中另一种具有反对称

性的压力梯度模型，并将其与混合源项法相结合测试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前面

两种压力梯度的修正模型思路不同，Tsuruta 等（2013）根据目标粒子的瞬时分

布推导了一个动态稳定的压力梯度模型，在处理多相高密度差的流动问题时也能

够较好的捕捉主流特征。在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源项方面，源项的表达方式及离

散方法也会影响压力的计算。Khayyer 和 Gotoh（2009）通过将原始压力 Poisson

方程源项中的粒子数密度项采用精确的粒子数密度的导数来替换并推导了高阶

源项的压力 Poisson 方程。高阶源项的压力 Poisson 方程和原始方程中对应的

Laplacian 项的离散方法及方程源项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两者的不同之处仅

仅在于源项中对粒子数密度的时间导数的离散方法不同。Tanaka 和 Masunaga

（2008）将粒子数密度不变和速度散度为零两种不可压缩条件相结合提出了混合

源项法的压力 Poisson 方程。更进一步地，Lee 等（2011）通过一系列的数值实

验和粒子系统的体积守恒性给出了混合源项中速度散度项的相对权重。Kondo 和

Koshizuka（2011）推导了一个多项混合源项。和 Tanaka 和 Masunaga（2010）不

同的是，Kondo 和 Koshizuka（2011）考虑到粒子数密度的导数采用差分形式会

导致每一步的计算中粒子数密度不能精确的回复到初始粒子数密度，因此，文献

作者在原始源项的基础上引入了两项粒子数密度误差补偿项。尽管如此，Kondo

和 Koshizuka（2011）并没有给出粒子数密度的差分项及误差补偿项三者之间的

相对权重。Khayyer 和 Gotoh（2011）根据两个相邻粒子之间的相对状态对 Kondo

和 Koshizuka（2011）提出的多项混合源项中每一项的物理意义进行了分析，并

据此对多项混合源项中各项的系数进行了研究，使得多项源项法不在依赖于具体

的流动问题或数值经验。除了以上压力梯度模型和压力 Poisson 方程中的源项两

个方面外，Laplacian 模型的离散精度对于 MPS 方法的稳定性和计算精度也有很

大的影响。Zhang 等（2006）根据 Laplacian 算子的定义将散度模型和梯度模型

结合推导了一个新的 Laplacian 模型。Khayyer 和 Gotoh（2010, 2012）借鉴 SPH

方法中将物理量的梯度转化为核函数的梯度的思想，把 SPH 中压力梯度项的离

散模型带入到 MPS 方法 Laplacian 算子的定义中推导了基于 MPS 方法的高阶

Laplacian 模型。更进一步地，Ikari 等（2015）在 Khayyer 和 Gotoh 的高阶 Laplacian

模型的基础上，将考虑了粒子的乱序分布的压力梯度模型带入到 Laplacian 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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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中发展了修正的高阶 Laplacian 模型。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压力梯度模

型和 Laplacian 模型的修正工作都是单独开展的，并没有考虑到不同阶导数之间

的一致性问题。Hwang（2011）在 MPPM（Moving Particle Method with Embedded 

Pressure Mesh）方法中提出了 SD（Smoothing Difference）技术，将一阶和二阶

微分项同时作为未知量并根据 MPS 方法中将微分离散模型进行 Taylor 展开所建

立的方程组得到微分算子更准确的离散模型。该方法对 Laplacian 的离散模型和

压力梯度的离散模型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这种处理方式与基于 SPH 方法的

有限粒子法（Finite Particle Method，FPM）（Liu 和 Liu（2010））十分相似。从

Liu 和 Liu（2010）在 FPM 方法中对微分项离散精度的数值测试来看，该方法对

粒子的微分离散模型都具有较高的精度。在基于压力隐式求解的粒子法中，自由

面粒子的判断精度也和压力振荡问题密切相关。在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时，自

由面粒子的压力往往都会作为该方程的第一类边界条件，自由面粒子的误判往往

也可能会影响到压力 Poisson 方程的解。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把湍流模型

引入到 MPS 方法中（Shao 和 Gotoh（2005）；Gotoh 和 Sakai（2006）；潘徐杰等

（2011）；段广涛等（2012））来改进该方法的计算精度。 

从 MPS 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对 MPS 方法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都

是集中在如何有效地抑制压力的大幅高频振荡现象。MPS 方法中存在的压力振

荡问题是该方法中微分离散模型的精度、自由面粒子判断准确与否及核函数的性

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效地抑制压力振荡现象往往需要从以上几个方面综

合考虑。此外，如何有效地提高 MPS 的计算效率也是 MPS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研究方向，这一点在本文第一章中已有介绍。万德成教授课题组的张雨新（2014）

基于无奇点的核函数、守恒型的压力梯度、压力 Poisson 方程中的混合源项及自

由面粒子的判断四个方面进行改进的 MPS（Improved MPS，IMPS）方法和考虑

了负载平衡的并行技术自主开发了一套无网格粒子法并行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目前，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已经获得国家版权局的

软件著作权证书。本章中将介绍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

用的改进 MPS 方法。 

 

2.2 改进的 MPS 方法 

2.2.1 控制方程 

MPS 方法 开始主要是用于求解不可压缩流体的流动问题。和基于网格的

计算流体方法类似，MPS 方法中粘性不可压缩流体的控制方程可以表征为质量

守恒和动量守恒方程，相应地可以表示成如下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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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ν 分别表示为流体的密度和运动粘性系数，u、p 分别为速度向量和压

力， t、 g 分别为时间和重力加速度向量。 D Dt 表示物理量的物质导数。在质

量守恒方程中，式（2-1）中左端密度项常常应用在无网格粒子法中表征流体的

不可压缩性，中间的速度散度项在基于网格的计算流体方法中比较常见。Tanaka

和 Masunaga（2010）首先综合了以上这两种方式来保证粘性流体的不可压缩性，

Lee 等（2011）则通过一系列的数值实验给出了上述两项的相对权重。无网格粒

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也采用了这种混合源项的处理方式。在动量

守恒方程（式（2-2））中，对流项已经隐式的包含在物质导数中，在数值计算过

程中不需要单独对对流项进行任何特殊处理。此外，在无网格 MPS 方法中，流

体是基于 Lagrangian 观点进行描述的。在求解得到流场速度后，计算域中分布的

计算点（或粒子）的位置可以根据D Dt r u进行更新。 

 

 
图 2-1 目标粒子 i 与其邻居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示意图 

Fig.2-1 Interaction between target particle i and its neighboring particles. 

 

2.2.2 粒子离散模型 

本文后续章节中介绍的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都是在无网格粒

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基础上进行开发的。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了改进的 MPS 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张雨新和万德成（2012）；



第 2 章 MPS 方法的基本理论 

31 

Tanaka 和 Masunaga（2010）；Lee 等（2011）；Zhang 等（2014））：（1）无奇点的

核函数；（2）动量守恒型的压力梯度模型；（3）混合源项的压力 Poisson 方程；

（4）基于小粒子数密度和邻居粒子不对称性分布的自由面粒子判断方法。需要

说明的是，本章中介绍的改进 MPS 数值方法主要是针对全流场采用单一分辨率

粒子所进行的数值仿真。在数值模拟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粒子的质量都是相同的

且不随时间变化。后续章节中的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将会在本章中

介绍的数值离散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 

在无网格 MPS 方法中，式（2-1）和式（2-2）中的一阶和二阶微分项都是

通过目标粒子 i 与其所有邻居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表征的（如图 2-1 所示），核

函数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 SPH 方法不同，原始 MPS 方法中

核函数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加权平均的权函数，对微分项的离散并不会转化为核函

数的导数。在一些改进的 MPS 方法中，核函数的功能会有所不同。从 MPS 方法

的改进方案（Khayyer 和 Gotoh（2010））中可以发现，将基于核函数梯度的 SPH

压力梯度模型带入到 MPS 方法 Laplacian 算子的定义中发展的高阶 Laplacian 模

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压力振荡并提高 MPS 方法的计算精度。尽管如此，本

文中所描述的改进的 MPS 方法中核函数则仅仅是作为加权平均的权函数。 

 

表 2-1 不同数值模型对应的粒子作用半径 

数值模型 粒子作用半径（×dp） 描述 

in  2.1 粒子数密度 

i
p  2.1 压力梯度 

i
 u  2.1 散度散度 

2

i
  4.01 Laplacian 

iF  2.1 邻居粒子分布函数 

 

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改进的 MPS 方法采用了无奇点

的核函数（张雨新和万德成（2012）），如式（2-3）所示： 

 
 1         0
0.85 0.15( )

 0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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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为计算流域中任意两个粒子之间的距离， er 为目标粒子的作用域半径。

在全流域都采用相同大小粒子的数值仿真中，MPS 方法中不同微分离散模型所

采用的粒子作用域截断半径往往是不一样的。对于全流场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进

行数值模拟的情况，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直接采用了 Koshizuka 和 Oka

（1996）的数值实验结论，不同微分模型所采用的粒子作用域半径 er 如表 2-1 中

所示，其中dp为初始时刻的粒子间距： 

在原始的基于相同大小粒子分布的 MPS 方法中，粘性流体的不可压缩性是

通过等效的粒子数密度为常数来实现的。相应地，目标粒子 i 的粒子数密度

（Particle Number Density, PND）可以定义为该目标粒子 i 与其所有邻居粒子之间

的核函数的总和（Koshizuka 等（1998）），具体可以表征为如下式子： 

  i j i
j i

n W


  r r  (2-4)

此外，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的压力梯度模型

（Tanaka 和 Masunaga（2010））、速度散度模型（Yoon 等（1999）；Tanaka 和

Masunaga（2010））及 Laplacian 模型（Koshizuka 等（1998））则可以分别采用如

下的式子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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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表示空间维度， 0n 为初始时内部粒子的粒子数密度， 表示任意物理

量，在压力 Poisson 方程中 可以由压力 p 替代，在粘性力项中 可以分别由速

度在不同空间维度上的分量u 、v 、w来代替， ir 、 jr 分别表示目标粒子 i 和其

邻居粒子 j 的位置向量，  j iW r r 为式（2-3）中的核函数，在后文中为了叙述

的方便也可用 ijW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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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压力 Poisson 方程 

在无网格粒子法中，压力的求解往往可以分为显式方案和隐式方案。在原始

SPH 方法中，假设流体是弱可压的，流场压力可以通过状态方程直接进行计算。

在原始的MPS方法中，假设粘性流体是完全不可压缩的，压力是通过压力 Poisson

方程隐式的获得。在压力隐式求解方案中，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往往需要进

行多次的迭代。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 SPH 中借鉴 MPS 方法采用全隐式解法求

解压力并发展了不可压缩 SPH 方法（ISPH）（Xu 等（2009）；Liu 等（2014）；

Khayyer 等（2009））。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的改进 MPS 方法和原

始 MPS 方法一样都采用了压力全隐式求解方案。 

 

表 2-2 无网格粒子法压力隐式求解方案中常用的几种源项形式 

 的取值 描述 

1.0 粒子数密度法（PND） 

0.01~0.05 混合源项法 

0.0 速度散度法（DF） 

 

在原始的 MPS 方法中，粘性流体的不可压缩性是通过粒子数密度为常数来

体现的，相应的压力 Poisson 方程中的源项仅仅由粒子数密度项构成。在基于网

格的数值计算方法中，如有限差分法（Finite Differential Method，FDM）、有限

体积法（Finite Volume Method，FVM），流体的不可压缩条件往往是由速度散度

场处处为零来表征。Tanaka 和 Masunaga（2010）将网格类数值方法中常常采用

的速度散度为零的条件引入到 MPS 粒子法中来表征流体的不可压缩性并发展了

基于粒子数密度不变（Particle Number Density Invariant，PNDI）和速度散度处

处为零（Divergence-free，DF）的混合源项法。在此基础上，Lee 等（2011）通

过一系列的数值试验给出了粒子数密度项和速度散度项在压力 Poisson 方程源项

中的相对权重的取值范围。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压力 Poisson 方程直接

采用了该混合源项法。具体地，改进的MPS方法中采用的混合源项的压力 Poisson

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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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9)

其中： t 是数值模拟中的时间步长， *u 是临时状态（或中间时刻）时目标粒子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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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上标 k 、 1k  和*（或 1
2k  ）分别表示上一时刻、当前时刻和中间临

时时刻。此外，上式中粒子数密度项主要是防止粒子系统的体积出现不守恒的情

形，  为粒子数密度项在压力 Poisson 方程源项中的权重，根据 Lee 等（2011）

的系列数值试验，  0.01, 0.05   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取值区间。在本文全流场采

用相同大小粒子所进行的数值模拟中，  的取值为 0.01。更进一步地，压力

Poisson 方程采用混合源项法也开始被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不可压缩 SPH（ISPH）

方法所借鉴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根据  的取值不同，公式（2-9）可以

涵盖无网格 MPS 粒子法中常用的几种源项形式，如表 2-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

Khayyer 和 Gotoh（2009）提出的高阶源项法中压力 Poisson 方程仍然是采用粒子

数密度来表征的，此时需要把粒子数密度对时间的导数直接采用 dn dt 来表示，

也可以归入 PND 法一类中。 

 

2.2.4 边界条件 

在压力隐式求解的无网格粒子法中，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之前需要先判断

自由面粒子并对自由面粒子施加第一类边界条件，即对于自由面粒子，其压力满

足 0p p （本文中取 0 0 Pap   ）。自由面粒子是否能够准确的判断和压力场的振

荡程度密切相关。在压力隐式求解的无网格粒子法中，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判断

自由面粒子的方案。Koshizuka 等（1998）将粒子数密度较小的目标粒子 i 判别

为自由面粒子。Tanaka 和 Masunaga（2010）根据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个数来识

别自由面粒子。Lee 等（2011）综合了粒子数密度较小和邻居粒子数较少两个条

件来进行自由面粒子的识别。Lee 等（2008）和 Lind 等（2012）在 SPH 方法中

根据目标粒子 i 的位置向量的散度来识别自由面粒子。潘徐杰等（2010）提出了

基于邻居搜索的自由面粒子判别法，对目标粒子 i 的作用域进行分区，根据每两

个相邻分区内的粒子分布情况来判定自由面粒子。Zheng 等（2014）在 ISPH 方

法中通过引入多种辅助函数发展了一种自由面粒子判断方法。Khayyer 等（2009）

是第一个在不可压缩的 SPH 方法中通过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的不对称性分布

来判断自由面粒子。与 Khayyer 等（2009）的处理方式类似，张雨新和万德成（2012）

基于小粒子数密度和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的不对称性分布提出了一个自由面粒

子判别方法。后者采用的是归一化的粒子间相对位置并把核函数引入到描述邻居

粒子的不对称性分布的函数中。之后，Liu 等（2014）也对 Khayyer 等（2009）

的判断方法进行了改进，将初始粒子间距加入到描述邻居粒子不对称性分布的函

数中。 近，Shibata 等（2015）基于点光源法发展了一套自由面粒子判别方法。

当然，每一种判别方法的精度往往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方法都很难把所有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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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面粒子全部识别出来。近年来，Chen 等（2014）发展了 NSD-MPS（No Surface 

Detection MPS）方法，通过引入概念粒子从而有效地避开了 MPS 粒子法中对自

由面粒子的判断或识别。本文并不比较这些判断自由面粒子的处理方法的优缺点，

本文直接给出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所采用的自由面判断方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的是张雨新和万德成（2012）基于小粒子数密度和目

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的不对称性分布所提出的自由面粒子识别方法（如图 2-2 所

示）。 

首先，定义以下几个辅助变量： 

    0

1
i j i j i

j i j i

D
W

n 

  
F r r r r

r r
 (2-10)

 
0

0.9 surfaceref
F F  (2-11)

 00.8infn n  (2-12)

 00.97supn n  (2-13)

上式中F 是表征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不对称分布的向量函数。 F 值的大小反

映了邻居粒子的不对称性程度， F 越大，邻居粒子分布的越不均匀。此外，根

据核函数的特性可以发现：越靠近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其对 iF 的影响也越大。

0

surfaceF 表示自由面粒子在初始时刻所对应的 F 。 

 

 
图 2-2 邻居粒子分布示意图 

Fig. 2-2 A schematic view of distribution of neighboring particles. 

 

对于目标粒子 i 而言，如果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则该目标粒

子 i 将被判定为自由面粒子。 

 *
i infn n  (2-14)

 
*

inf i sup i ref
n n n   F F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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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2-14）表示目标粒子 i 的粒子数密度比较小，和 Koshizuka 等（1998）

的处理方式一致，此时的目标粒子 i 将被直接判定为自由面粒子而不需要额外进

行其它条件的判断。条件（2-15）表示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出现了较大的不对

称性分布。如图 2-2 所示，在自由面上的粒子 i 具有的粒子数密度不会特别小，

但其邻居粒子主要分布在目标粒子 i 的一侧，该目标粒子 i 也应该要被标识为自

由面粒子。此时，条件（2-15）则主要识别该类粒子。当 *
i infn n 时，目标粒子 i

与其邻居粒子可能靠的比较近，此时它们参与压力 Possion 方程的求解，然后根

据求解的压力去调整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保证流体的不可压缩性质。 

 

 
图 2-3 MPS 方法中固定壁面的处理示意图 

Fig. 2-3 Treatment for solid boundary in framework of MPS method. 

 

在 MPS 方法中，固定壁面往往都采用 Koshizuka 等（1998）介绍的处理方

式。对于固定壁面而言，一般都是布置多层边界粒子。如图 2-3 所示，在壁面上

布置一层粒子，记为第一类边界粒子。此外，在固壁外侧还需要额外布置两层粒

子，记为第二类边界粒子。这两类粒子的作用和压力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第

一类边界粒子和流体粒子的压力是通过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来获得；第二类边

界粒子则主要是保证靠近边界的流体粒子作用域的完整性，这类粒子并不参与压

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其压力值则是通过参与压力 Poisson 方程求解的粒子的

压力值进行插值。在 MPS 方法中，三维情形下固壁的处理方式与二维情形并无

差异，不需要进行其它额外的特殊处理。在本文的数值仿真中，对二维或三维的

情形都统一按照本节中介绍的方式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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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改进的 MPS 方法流程图 

Fig. 2-4 Flow chart of improved MPS method. 

 

2.2.5 时间积分 

和原始的 MPS 方法一样，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

的改进的 MPS 方法仍然通过两步投影法来对速度-压力进行解耦计算。在两步投

影法的具体处理中，改进的 MPS 方法和原始的 MPS 方法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点： 

1. 原始的 MPS 方法中，是通过使粒子数密度为常数（即压力 Poisson 方程

中的右端源项完全由粒子数密度项组成）来保证流体的完全不可压缩性。在改进

的 MPS 方法中，压力 Poisson 方程中的右端源项则是由粒子数密度项和速度散度

项构成，也就是说改进的 MPS 方法结合了粒子数密度不变和速度散度处处为零

两个条件（Tanaka 和 Masunaga（2010））； 

2. 原始的 MPS 方法中，粒子需要在两步投影法的第一步中移动到临时位置，

然后计算临时位置处的粒子数密度。在改进的 MPS 方法中，粒子不需要移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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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位置，而直接采用粒子在上一时间步时的位置（Tanaka 和 Masunaga（2010））。

这种处理方式主要是考虑到粒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发生的位移较小，对粒子运动的

影响不大。 

从上面第二点差异中不难发现，改进的 MPS 方法中省略了原始 MPS 方法中

粒子移动到临时位置后邻居粒子的搜寻。在无网格粒子方法 MPS 中，邻居粒子

的搜寻在整个计算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是仅次于压力 Poissoon 方程的求解。与此

同时，在粒子法中速度散度场往往都会比密度场（或粒子数密度场）光滑，这使

得在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时关于压力的线性方程组更容易收敛。这也不难理解，

在 Tanaka 和 Masunaga（2010）的数值试验中，采用混合源项及删除粒子移动到

临时位置的操作时所对应的计算时间要少于原始 MPS 方法的计算时间。 

以上两点差异也导致了改进的MPS与原始MPS方法在实现步骤上略有差别。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改进 MPS 方法所采用的两步投影法可以分成以下

几部分来成完成。其中，详细的计算流程如图 2-4 所示。 

第一步，计算粒子在粘性力和质量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速度增量 *
iu ，并在

此基础上计算粒子在这两部分力作用下所对应的临时速度 *
iu 。需要注意的是，

在改进的 MPS 方法中，此时不需要把粒子根据临时速度移动到对应的临时位置。 

 * 2( )k
i it     u u g  (2-16)

 * *k
i i i  u u u  (2-17)

第二步，根据粒子在上一时间步所在的位置计算粒子的粒子数密度和速度散

度，并判断自由面粒子对其施加第一类边界条件 0p p （本文中取 0 0 Pap   ）。

然后，根据压力 Poisson 方程（式（2-9））求解整个流域的压力场。将速度散度

模型（式（2-6））和 Laplacian 模型（式（2-7））带入到式（式（2-9））中后可以

有如下一个关于压力的线性方程组（式（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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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进行整理，可以有更具体的压力线性方程组（式（2-19）），采用

Bi-CGSTAB（Bi-Conjugate Gradients Stabilized）方法求解该线性方程组即可以得

到全流场的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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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第三步，根据第二步中求得的压力场计算粒子由于压力所产生的作用力下的

速度，并更新粒子在当前时间步 1k  的位置。 

 
1 * 11k k

i i t p


    u u  (2-20)

 1 1k k k
i i it    r r u  (2-21)

 

2.3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基本结构 

基于前文中介绍的改进 MPS 方法，万德成教授课题组的张雨新博士采用

C++编程语言自主开发了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本文中也称为

MLParticle-SJTU 1.0）（张雨新（2014））。该求解器的整体结构框架如图 2-5 所示。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主要包括前处理、改进的 MPS 求解计算程序及后处

理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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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结构图 

Fig. 2-5 MLParticle-SJTU 1.0 solver.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各个部分的主要功能分别如下： 

（1）前处理部分主要用于生成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计算中所需要的

粒子的初始位置信息。目前，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的前处理不仅可以

生成几何形状比较简单的物体，还可以生成船舶与海洋工程中比较复杂的船型，

如 DTMB5415。对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生成复杂船型的详细介绍可以

参见张雨新（2014）的工作； 

（2）后处理部分主要用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的 MPS 求解计算

程序部分完成算例的数值模拟后对相应的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的后处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后处理模块提供了多种接口，可以支持多种后处理软件所

需要的数据类型，如 Paraview、Tecplot； 

（3）改进的 MPS 求解计算程序是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主体部分，

由粒子积分及运动模块、数值波浪水池模块、运动控制模块、六自由度运动模块

及基于 GPU 和多 CPU 并行的加速计算模块等多个部分组成，各个模块对应的详

细结构如图 2-5 所示。粒子积分及运动模块中采用了前文中所介绍的改进 MPS

方法，包括无奇点的核函数、准确的自由面粒子判别方法和压力泊松方程中的源

项表达式等。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的数值波浪水池部分有数值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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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消波及波高探测仪等构成，可以实现多种波浪的数值仿真，如线性波、孤立

波等。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的加速计算模块中已经实现有基于多 CPU

和 GPU（Graphic Processing Unit）的并行技术。 

目前，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已经被应用到一些带自由

面的流动问题中，如液舱晃荡（张雨新和万德成（2012）；Zhang 等（2014）；张

雨新等（2014））、溃坝问题（张雨新和万德成（2011））、甲板上浪（Zhang 等（2013））、

入水问题（Tang 等（2016））及波物作用（Zhang 等（2016））等。图 2-6 所示为

张雨新（2014）采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数值模拟液舱晃荡的结果。从

该图中可以看到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改进的 MPS 方法在数值模拟液舱

晃荡流动时可以较好地抑制压力的大幅振荡问题。 

 

  
(a) t=nT+1/4T (b) t=nT+2/4T 

 
(c) 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2-6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模拟三维液舱晃荡的流场分布及测点压力时历曲线（张

雨新（2014）） 

Fig. 2-6 Snapshots of sloshing in rectangular tank and pressure evolution predicted by 

MLParticle-SJTU 1.0 solver (Zhang (2014)). 

 

尽管如此，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仅支持全流域采用单一分辨率粒

子来进行描述。这也意味着采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来数值模拟流动问

题时，整个计算域都需要采用相同大小的粒子来离散。一般地，在描述局部流场

的流动细节时，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也要求整个计算流域都分布同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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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的精细粒子，这往往会导致数值模拟中粒子总数的急剧增加。对于三维流

动，这个问题则显得尤为明显。因此，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发展粒

子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技术则可以满足仅局部区域的流场采用精细粒子来表征。本

文中后续章节将介绍两种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技术，包括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

粒子技术。此外，本文还介绍这两种粒子技术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的实现。 

 

2.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MLParticle-SJTU 1.0中采用的改进的MPS

方法，主要包括无奇点的核函数、动量守恒型的压力梯度模型、混合源项的压

力 Poisson 方程及自由面粒子的判断或识别方法。此外，本章介绍了改进 MPS

所采用的时间积分方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了 Tanaka 和

Masunaga（2010）改进的两步投影法来进行压力-速度的解耦求解。由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主要是针对整个计算流域分布单一分辨率粒子进行的数

值模拟，本文后续章节中将在求解器中开发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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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重叠粒子技术 

3.1 基本思想 

在原始的 MPS 方法中，整个计算流域都是采用同一种分辨率粒子进行空间

离散和流场计算。在数值仿真中，对局部流场细节进行进行精细化描述时往往需

要对整个计算流域都采用相同大小的精细粒子来表征，这会导致粒子总数的增加

并带来较大的计算负担。针对这个问题，Shibata 等（2012）首次在原始 MPS 方

法中提出了重叠粒子技术（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OPT）来对局部流场

进行精细化描述，并将该重叠粒子技术用于求解船舶与海洋工程中的二维流动问

题。 

如图 3-1 所示，在重叠粒子技术（Shibata 等（2012））中，主要有以下几个

构件：大粒子（或低分辨率粒子、粗粒子）、小粒子（或高分辨率粒子、精细粒

子）、重叠区（图中的黄色区域）及虚拟插值单元。重叠粒子技术的基本思想是：

整个计算流域通过大粒子（低分辨率粒子）来表示，在局部重点关注区域（重叠

区）再布置一层小粒子（高分辨率粒子）。从另一个角度看，在重叠区内，大粒

子和小粒子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在重叠区内有流体的话，那

么在这个区域内一定也是同时分布有大粒子和小粒子。尽管如此，大粒子和小粒

子的分工作用是不一样的。大粒子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全流域流场的数值计算，可

以提供某些物理量在整个流域内的分布。小粒子则仅仅进行重叠区内局部流场的

精细化计算。这种处理方式的目的是通过局部布置的高分辨率粒子来详细地刻画

局部流场特征，从而避免为了局部流场特征的精细化描述而需要对整个计算流域

都布置同一种高分辨率粒子，继而增加相应地计算代价。在整个数值模拟过程中，

大粒子和小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单向弱耦合关系（Shibata 等（2012）），

即：仅仅只有大粒子可以影响小粒子的模拟仿真，反之则不容许。并且这种单向

弱耦合关系是通过在重叠区相对于整个计算流域的截断边界处布置的虚拟插值

单元来实现的。一般而言，虚拟插值单元布置有四层（Shibata 等（2012）），每

一层的宽度与对应的高分辨率粒子的初始粒子间距一致，这种处理方法主要是与

Laplacian 模型的粒子作用半径一致。此外，重叠区内的流体可能会不断的流进

或流出。相应地，在重叠区内就要随着流体的流进而生成小粒子，随流体的流出

而删除小粒子。也就是说，重叠区内的高分辨率粒子在计算过程中是动态的生成

和删除的。由于小粒子不对大粒子的计算产生影响，重叠区内的低分辨率粒子则

不需要进行粒子的生成和删除，它们的位置可以通过求解流体动力学方程来进行

更新，流进或流出重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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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叠粒子技术中，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布置多种不同分辨率的粒子。在本

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仅仅针对 简单的重叠方式，即在流域内仅仅布置有两种

分辨率的粒子：局部区域的高分辨率粒子和整个计算域的低分辨率粒子。这与单

一分辨率粒子技术中的处理方式是明显不一样的。在数值计算过程中，这两种分

辨率粒子的耦合关系及计算顺序往往都需要进行合理的协调。在重叠粒子技术中，

先通过全流域分布的单一低分辨率粒子进行整个流场的计算。然后，局部的高分

辨率粒子再次对重叠区内的流场进行一次精细化模拟。在这一步中，由于重叠区

相对于整个计算流域出现了边界截断，此时高分辨率粒子需要由虚拟插值单元来

获取局部精细流场模拟时的重叠区域截断处的边界条件。在计算得到整个流域的

流场后，可以分别更新大粒子和小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之后，需要根据大粒子和

小粒子的位置判断是否需要在重叠区相对于大粒子计算流域的截断边界处生成

或删除粒子。这一操作是在虚拟插值单元的 外层单元（后文中记为流入/流出

单元）中完成。 

本章将介绍重叠粒子技术中对重叠区流场的数值模拟过程中边界条件的处

理，包括重叠区相对于大粒子计算流域截断边界附近粒子的压力梯度模型和压力

Poisson 方程的修正处理等。由于重叠区内小粒子是动态的生成和删除的，本章

还介绍小粒子的动态生成算法，并进一步地分析重叠区内布置的四层虚拟插值单

元的主要功能。此外，本章还介绍了基于改进 MPS 方法的重叠粒子技术的计算

流程图。 

 

 
图 3-1 重叠粒子技术（OPT）示意图 

Fig. 3-1 Concept of overlapping particle technique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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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叠粒子技术 

3.2.1 模型修正 

如前所述，本文中将只讨论 简单的重叠方式，整个流场中仅仅布置有两层

粒子，即高分辨率粒子（或小粒子）和低分辨率粒子（或大粒子）。尽管如此，

全流域布置有多种不同分辨率粒子时的处理方式与本章中介绍的流域仅仅布置

两种分辨率粒子时的处理方式是相同，本文中所介绍的重叠粒子技术的处理可以

直接适用于多种分辨率粒子时的情形。在本文所讨论的重叠方式中，对于低分辨

率粒子而言，由于高分辨率粒子对其没有作用，其可以直接采用前面章节中介绍

的单一分辨率的 MPS 方法进行数值求解。对于高分辨率粒子而言，由于重叠区

内采用的是同一种高分辨粒子，单一分辨率的 MPS 方法对这一部分粒子的物理

量求解也是适用的。尽管如此，考虑到高分辨率粒子重新计算局部流场时重叠区

相对整个流域存在边界截断，需要对截断处的高分辨率粒子的粒子作用模型进行

特殊处理。对应的处理主要体现在压力 Poisson 方程和压力梯度模型的修正上。 

 

 
图 3-2 重叠区内的Ⅰ和Ⅱ类高分辨率粒子 

Fig. 3-2 TypeⅠandⅡfine particles in the overlapping region. 

 

根据重叠区内的高分辨率粒子所在位置，可以将这些精细粒子分成两类。当

精细目标粒子 i 在虚拟插值单元覆盖区域内（图 3-2 中的紫色区域）时，将其记

为Ⅰ类粒子；当目标粒子 i 在虚拟插值单元覆盖区域之外（图 3-2 中的绿色区域）

时，则可以将其记为Ⅱ类粒子。对于第Ⅱ类高分辨率粒子 i 而言，其作用域是完

整的，并且作用域内的所有邻居粒子与其具有相同的质量、粒子直径等属性，故

而可以直接采用本文第二章中介绍的粒子离散模型；对于第Ⅰ类高分辨率粒子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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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由于在重叠区域以外不再分布有高分辨率粒子，该目标粒子 i 的作用域已

经是不完整的，故而需要对这部分粒子的粒子作用模型进行补偿修正。在重叠粒

子技术中，不同分辨率的粒子不直接进行相互作用且高分辨率目标粒子 i 的邻居

粒子中仅仅只包含同一分辨率的粒子，此时仅仅考虑其分布在重叠区内的邻居粒

子时粒子 i 的作用域将是不完整的，粒子 i 的邻居粒子数也将比第Ⅱ类高分辨率

粒子少。此时对于第Ⅰ类目标粒子 i 不能直接采用式（2-9）对应的压力 Poisson

方程。Shibata 等（2012）借助于虚拟插值单元直接给出了截断边界处修正的压

力 Poisson 方程，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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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ellp 为第Ⅰ类目标粒子 i 所在虚拟插值单元中心的压力值，该值是从低分辨

率粒子中插值得到的。对于重叠区内位于截断边界以外的粒子，由于它们的作用

域是完整的，在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时的处理方法与单一分辨率的 MPS 方法一

样。 

在计算得到重叠区内高分辨率粒子所表征的压力场后，接下来需要计算高分

辨率目标粒子 i 的压力梯度。和前面一样，当目标粒子 i 在截断边界附近时，需

要对压力梯度的离散模型进行修正。Shibata 等（2012）基于虚拟插值单元中心

压力和原始的压力梯度模型给出了截断边界处粒子 i 的修正梯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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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bata 等（2012）给出的虚拟插值单元覆盖范围内粒子的修正梯度模型式

（3-2）与其求解器中全流场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所采用的原始梯度模型是相对

应的。比较式（3-2）和原始梯度模型（Koshizuka 等（1998））不难发现，原始

梯度模型中的目标粒子 i 处的压力 ip （或  ' mini jp p ，   0j ij W  r r ）用该

粒子所在的虚拟插值单元的中心压力 cellp 所替代。由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改进的 MPS 方法采用了守恒型的压力梯度模型，这里参考 Shibata 等（2012）

的处理方式给出本文中的修正梯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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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节中介绍的修正的压力 Poisson 方程和压力梯度模型

仅仅针对第Ⅰ类高分辨率粒子。对于分布在重叠区之内而位于截断边界以外的其

他小粒子（或第Ⅱ类粒子）则可以直接采用全流场采用单一大小粒子的粒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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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也就是说，对于重叠区内的精细粒子而言，其微分离散模型需要根据粒子

所处的位置进行区别对待。此外，在重叠粒子技术中，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是一

种弱耦合，不同分辨率的粒子不计入对方的邻居粒子序列中且不同分辨率粒子所

表征的流场可以分别进行计算。因此，在重叠粒子技术中，不需要对粒子作用半

径或者邻居粒子对的核函数进行修正来保证相邻两个相邻粒子之间的作用力满

足 Newton 第三定律。 

 

 
图 3-3 流入单位被大粒子覆盖示意图 

Fig. 3-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arse particles covering cell. 

 

 
图 3-4 流入单元与大粒子之间的相对位置示意图 

Fig. 3-4 Schematic view of relative position between coarse particle and inflow cell. 

 

3.2.2 粒子生成算法 

在重叠粒子技术中，由于高分辨率粒子仅仅布置在重叠区内，重叠区外不需

要分布高分辨率粒子。当流体流入重叠区时，意味着需要有高分辨率粒子流入该

区域。在这种情形下，往往都需要动态的生成高分辨率粒子。将虚拟插值单元

外层部分记作流入/流出单元，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动态的生成和删除高分辨率粒

子。对于删除操作，当高分辨率粒子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技术更新位置后，如果

高分辨率粒子的位置超出了重叠区的范围，则直接将该粒子删除。对于生成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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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其过程则相对比较复杂。本文采用 Shibata 等（2012）的思想，在每一时

间步中，对流入/流出单元进行判断其是否被低分辨率粒子所覆盖。当目标流入/

流出单元被低分辨率粒子覆盖时，如果该目标流入/流出单元中没有高分辨率粒

子，则在该目标流入/流出单元中生成一个高分辨率粒子。在这个过程有两个问

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判断流入/流出单元是否被低分辨率粒子覆盖；二是如何

确定新生成的高分辨率粒子的位置。 

 

 
图 3-5 重叠长度计算流程图 

Fig. 3-5 Flow chart of calculating covered length. 

 

在重叠粒子技术中，当流入/流出单元被大粒子覆盖时（如图 3-3 所示），才

有可能在流入/流出单元中生成一个小粒子。在本文中，流入/流出单元被大粒子

所覆盖的面积或体积（覆盖面积或体积）被用于是否在该流入/流出单元内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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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粒子的判断准则的构建。在计算覆盖面积或体积时，将粒子作为一个正方形（三

维时为立方体）来考虑，相应地目标流入/流出单元和大粒子的交集将会是一个

矩形（长方体）。设该矩形（长方体）的面积（体积）为 covVol er ，每个方向上的

长度分别为 xl 、
yl 、 zl ，则有

covVol er x y zl l l   。此时，可以将流入/流出单元

被大粒子覆盖的面积或体积转化为每个方向上的覆盖长度。考虑到 xl 、 yl 、 zl 的

求解方法是类似的，下面将仅仅介绍 xl 的求法。 

首先，定义以下物理量：如图 3-4 所示， cx 为候选大粒子的中心坐标，对应

的边长为2R； ix 为目标流入/流出单元的中心坐标，对应的单元边长和体积分别

为 2r、Volcell 。 lV 、 rV 分别为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覆盖域的左右边界相对于大粒

子中心位置的位置向量。此外，定义 d 为目标流入/流出单元的中心到候选大粒

子中心的距离， maxd 、 mind 为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覆盖域内任意一点到大粒子中心

的 大和 小距离。则可以得到如下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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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c 为大粒子覆盖域内任意一点，下标 c 表示大粒子。 

此时，根据图 3-4 所示中目标流入/流出单元与其附近大粒子之间的相对位置

关系，重叠长度 l 可以采用图 3-5 所示的过程来进行求解： 

（1）当 mind R 时，这意味着候选大粒子是远离目标流入/流出单元的，此

时目标流入/流出单元是不可能被候选大粒子所覆盖的。在这种情况下， 0xl  即

可； 

（2）当 mind R 且 0l rV V  时，这意味着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覆盖域内的所

有点都分布在候选大粒子中心的同侧，此时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a）当 maxd R

时，此时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被大粒子部分覆盖，xl R r d   ；（b）当 maxd R 时，

目标流入/流出单元在 x 方向上全部落在大粒子的覆盖域内， 2xl r ； 

（3）当 mind R 且 0l rV V  时，这意味着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覆盖域内的所

有点都分布在候选大粒子中心的两侧，此时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a）当 max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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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此时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被大粒子部分覆盖， minxl R d  ；（b）当 maxd R 时，

目标流入/流出单元在 x 方向上全部落在大粒子的覆盖域内， 2xl r ； 

（4）重复上述过程（1）~（3），可以计算出覆盖的面积或体积在其它方向

上的重叠长度 yl 、 zl 。 

在求得每个方向上的重叠长度 xl 、
yl 、 zl 后，继而可以得到 covVol er 。定义

目标流入/流出单元的覆盖率  为该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被大粒子覆盖的面积（体

积）与其自身的面积（体积）的比值： 

 
cover

cell

Vol

Vol
   (3-9)

当目标流入/流出单元被低分辨率粒子覆盖，且目标流入/流出单元里面没有

高分辨率粒子时，即目标流入/流出单元没有被高分辨率粒子占据。此时，在目

标流入/流出单元中生成一个高分辨率粒子。新生成的粒子的坐标位置可以根据

Shibata 等（2012）提出的入口边界处理方法来确定。 

 

3.2.3 虚拟插值单元的功能 

如前所述，虚拟插值单元在重叠粒子技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与无

网格粒子法中使用的背景网格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在完全无网格法如 SPH 方

法、MPS 方法中，背景网格的主要功能是有效地组织在计算域内任意分布粒子，

对邻居粒子的搜寻进行优化，从而缩短邻居粒子的搜寻时间。为了防止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出现遗漏，背景网格往往是需要布置在全流域的。此外，在无网格

粒子法的并行技术的数值实现中，背景网格还可以用于所有计算负载的动态分配

并尽量保证每个计算单元的负载平衡，从而使并行效率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优化

值。在重叠粒子技术中，虚拟插值单元的功能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分布在重叠区相对于整个计算流域的截断边界附近的高分辨率粒子

的粒子作用模型进行修正。在一个计算时间步内，当采用高分辨率粒子再次对重

叠区的局部流场进行精细化模拟时，重叠区相对于整个数值计算流域而言是存在

截断边界的。高分辨率粒子仅仅分布在重叠区内，在重叠区外将不再分布高分辨

率粒子。对于截断边界附近的目标粒子 i （或第Ⅰ类高分辨率粒子）而言，其邻

居粒子数往往低于重叠区以内的第Ⅱ类高分辨率粒子，且其邻居粒子也会出现明

显的不对称分布，这和自由面粒子的邻居粒子分布有些相似。在这种情况下，重

叠粒子技术采用虚拟插值单元中心压力对截断边界附近的粒子所对应的粒子作

用模型进行修正。具体地，对虚拟插值单元覆盖区域内的小粒子的压力 Poisson

方程和压力梯度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式分别见公式（3-1）和（3-3））（Shibata 等

（2012）），这相当于把低分辨率粒子的流场信息间接地传递给高分辨率粒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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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考虑到压力 Poisson 方程中的 Laplacian 模型和压力梯度模型的粒子作用半径

是不同的，为了同时兼顾这两个粒子作用模型，一般将虚拟插值单元布置有四层，

每一层的宽度等于重叠区内高分辨率粒子的初始粒子间距。此时整个虚拟插值单

元的宽度正好对应于重叠区内 Laplacian 模型的粒子作用半径。也就是说，重叠

粒子技术中的虚拟插值单元不需要分布在整个流场中，仅仅在重叠区相对于低分

辨率粒子计算域的截断边界处布置四层即可； 

（2）动态的生成或删除高分辨率粒子。相对于低分辨率粒子，高分辨率粒

子仅仅分布在重叠区内。随着流体流出或流进重叠区，相应的高分辨率粒子也要

随之流出或流进，这意味着高分辨率粒子需要动态的生成或删除。在重叠粒子技

术中，重叠区的截断边界处往往分布有四层虚拟插值单元，把 外层的虚拟单元

记作流入/流出单元。流入/流出单元的主要功能则是实现高分辨率粒子的动态生

成和删除。在这里，高分辨率粒子的生成是通过流入/流出单元是否为空及该单

元是否被低分辨率粒子所覆盖来确定。对于粒子的删除则相对容易。在每一个时

间步中，当高分辨率粒子更新粒子位置后，对每个粒子的位置进行一次判断即可。

当目标粒子 i 流出了重叠区时，直接将该粒子 i 删除即可； 

（3）作为不同分辨率粒子的中间纽带，降低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的尺寸差

异约束。在重叠粒子技术中可以在计算流域中分布多层不同分辨率的粒子，每一

层中的粒子所具有的质量（或体积）属性是相同的。因此，每一层所覆盖的局部

流场都可以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技术中的数值方法进行模拟。不同层之间的粒子

则可以通过虚拟插值单元来完成低分辨率粒子向高分辨率粒子传递高分辨率粒

子数值模拟所需要的边界信息。这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同分辨率粒子之间的关

联程度，对不同分辨率粒子的尺寸比值约束也变得较弱。和直接采用原始 MPS

方法来实现多种大小粒子的数值仿真相比，这种处理方式可以避免不同分辨率粒

子之间的直接作用，继续沿用传统 MPS 方法的粒子作用模型。在一个长型计算

域中布置两层以上的不同分辨率粒子来进行数值模拟，这可能会极大地缩减数值

仿真中所需要的粒子数。此外，虚拟插值单元会存储其中心处从低分辨率粒子中

插值得到的压力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在虚拟插值单元上进行控制方程（式

（3-1）和（3-3））的求解。这些压力信息仅仅是把从低分辨率粒子中插值得到

的压力传递给高分辨率粒子，为重叠区内高分辨率粒子的数值仿真提供相应地边

界条件。 

 

3.2.4 重叠粒子技术的流程 

重叠粒子技术的流程如图 3-6 所示。在重叠粒子技术中，整个流场中同时布

置有多种分辨率的粒子。本节中为叙述方便，本节中将只考虑两种分辨率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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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采用重叠粒子技术进行数值仿真时，主要包括两部分的数值模拟：采用大

粒子表征的全流域流场和采用小粒子表征的局部区域流场的数值模拟。重叠粒子

技术的计算流程也可以相应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流域采用均匀大粒子的

数值仿真。如前所述，这一部分流场的仿真过程完全可以按照第二章中介绍的

MPS 的计算流程来进行。从图 3-6 中可以看到，第一、二列中的流程与第二章中

介绍的均匀粒子流场的计算流程图 2-4 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重叠粒子技术在完

成每一步的计算后，大粒子需要将重叠区截断边界附近的信息输出，作为数值模

拟重叠区内局部流场的边界条件。图 3-6 中第三、四列为局部重叠区域内小粒子

的计算过程。从中可以发现其与大粒子的计算流程大致是一样的。但有几处略有

区别。小粒子的计算过程中多了以下几个操作：生成小粒子、插值虚拟单元中心

压力及判断小粒子是否超出重叠区。此外，从图 3-6 中可以看到，小粒子完成局

部重叠区的流场计算后并没有信息反馈给大粒子，这主要是由于重叠粒子技术中

大粒子和小粒子之间是一种单向的弱耦合关系。 

 

 
图 3-6 重叠粒子技术的流程图 

Fig. 3-6 Flow chart of overlapping paraticl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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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一种基于 MPS 方法提出的局部流场精细化的重叠粒子技术

（ Shibata 等（ 2012）），并将该重叠粒子技术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的改进 MPS 方法相结合开发了重叠粒子模块。重叠

粒子技术的基本思想是在全流域（含重叠区）布置大粒子，在重点关注的局部

区域重叠布置一层小粒子。在每一个时间步内，大粒子提供全流场的信息，小

粒子则仅进行局部流场的精细化模拟。在数值模拟过程中，需要对第Ⅰ类高分

辨率粒子 i 的压力 Poisson 方程和压力梯度模型进行修正。此外，本章中还介绍

了一种小粒子动态生成的算法。在局部流场的计算过程中，根据流体流进或流

出重叠区，程序中会不断的生成或删除小粒子。在此基础上，本章中还介绍了

将重叠粒子技术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改进的 MPS 方法相结合后的

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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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 

4.1 基本思想 

在重叠粒子技术中，不同大小粒子之间的作用是一种单向耦合关系，大粒子

表征的全流场和小粒子表示的局部流场是分开进行求解的。这种处理方式可以看

作是一种弱耦合。这种技术在处理单向流动问题或大小粒子之间的交界处流动不

是很频繁和剧烈的流动问题时，可以发挥它的优势。和前面介绍的重叠粒子技术

不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不同大小粒子是同时布置在整个计算流域内，不需要

在重叠区内单独额外布置高分辨率的粒子。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将不同分辨率的粒

子直接耦合在一起进行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不同大小粒子之间不需要在进

行额外的插值运算或局部流场的再次求解。因此，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重叠

区和虚拟插值单元（Imaginary cells）就不需要了。 

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整个计算域将不会由单一大小的粒子来进行空间离

散，而是会存在几种不同分辨率的粒子。如图 4-1 所示，在整个计算域内将不会

只分布高分辨率粒子或者低分辨率粒子，而是根据数值仿真的需要在整个计算域

中同时布置高、低分辨率粒子，并且在同一空间内将不会同时布置高、低分辨率

粒子。更进一步地，可以在计算域内布置有多余两种分辨率的粒子。此外，在多

分辨率粒子技术中不需要像重叠粒子技术一样进行粒子的动态生成和删除，该粒

子技术也不会存在粒子系统的质量不守恒问题。 

 

 
图 4-1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示意图 

Fig. 4-1 Concept of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MPS 方法主要是针对全流场采用单一大小粒子进行的数值模拟而发展的。

在前面介绍的 MPS 数值离散模型往往都是假定整个流域是单一分辨率粒子来表

征的。在这种情形下，单一分辨率粒子的微分离散模型不一定能完全适用于多分

辨率粒子的情形。这主要是由于单一分辨率粒子的微分离散模型并没有把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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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或粒子大小）考虑进来。这一点与 SPH 方法是明显不一样的。为了克服

这个问题，Tanaka 等（2009）通过一系列的数值试验给出了不同大小粒子相互作

用时修正的粒子离散模型。 

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整个计算流域中存在多种不同大小的粒子。在这里

可以将这些粒子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均匀粒子，当目标粒子 i 和其所有邻居粒子

都具有相同的粒子质量时，该目标粒子 i 将被标定为均匀粒子；第二类是界面粒

子，当目标粒子 i 和至少一个邻居粒子的质量属性不同时，则目标粒子 i 是界面

粒子。对于均匀粒子而言，由于其所有的邻居粒子都具有相同的粒子质量，此时

目标粒子 i 满足单一分辨率粒子微分离散模型的前提条件，因此目标粒子 i 的所

有粒子作用模型都可以直接采用第二章中介绍的数值方法进行离散即可。对于界

面粒子，其不能直接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的微分离散模型，需要对第二章中介绍

的离散模型进行修正。本章中后续几节中介绍的粒子作用域半径、压力梯度模型

和 Laplacian 模型的修正都仅仅针对界面粒子。实际上，修正模型与前面介绍的

单一分辨率粒子离散模型是兼容的，后续小节中将会详细介绍。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本文中的界面粒子仅仅指两个质量不同的相邻粒子，这和多相流中不同密度

的流体之间的分界面是不一样的。 

 

4.2 修正模型 

4.2.1 不同大小粒子的作用域 

在传统的单一分辨率 MPS 方法中，不同粒子的作用域范围往往都是一样的，

相互作用的两个粒子之间必定都在彼此的作用范围之内，这也是保证两个相邻粒

子能够满足 Newton 第三定律的基本前提。但在整个计算域中同时存在有多种不

同大小的粒子时，相互靠近的两个粒子之间并不一定会满足这一前提条件。如图

4-2 所示，假设粒子 i 的作用域半径 eir 大于其邻居粒子 j 的作用域半径 ejr 。如果

对这两粒子的作用域半径不进行任何修正，不难发现大粒子 i 的作用域范围内的

邻居粒子包含有小粒子 j ，而小粒子 j 的作用范围内并不会覆盖大粒子 i 。在

MPS 粒子法中，粒子作用模型是通过目标粒子与其邻居粒子的相互作用来体现

的。在图 4-2 所示的情形中，两个相邻粒子的作用域半径不一样将会导致小粒子

j 对大粒子 i 产生作用而大粒子 i 则不会对小粒子 j 产生作用力。很明显，不同

大小粒子 i 、 j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将会违背 Newton 第三定律。为了保证两个

相互靠近的粒子之间满足 Newton 第三定律，无网格粒子法的研究者提出了几种

修正方案。这些方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别对两个相邻粒子的作用域半

径进行修正（见式（1-2））；另一类是对它们的核函数值进行修正（见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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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采用 Tanaka 等（2009）的处理方式，分别对相互靠近的两个粒子 i 、 j 的

作用域半径进行修正。具体地，将粒子 i 、 j 的粒子作用半径分别用它们的算术

平均值来代替，如式（4-1）、（4-2）。 

 
 

2
ei ej

e

r r
r


  (4-1)

 
 _ _

_ 2
ei lap ej lap

e lap

r r
r


  (4-2)

根据 Koshizuka 和 Oka（1996）的数值试验，MPS 方法中的不同粒子作用模

型可以采用不一样的粒子作用域半径。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往往需要对不同的

粒子作用模型对应的作用域半径分开进行处理。式（4-1）适用于粒子数密度、

压力梯度和速度散度模型所对应的粒子作用半径，式（4-2）则仅仅适用于

Laplacian 模型的粒子作用半径。虽然式（4-1）和（4-2）是对界面粒子的作用半

径进行的修正处理。从中也不难发现，该修正处理对于均匀粒子技术也是自动满

足的。对于均匀粒子而言， ei ej er r r  ， _ _ _ei lap ej lap e lapr r r  。此时，修正式（4-1）

和（4-2）就是均匀粒子技术中的粒子作用半径。 

 

 
图 4-2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不同大小粒子作用半径示意图 

Fig. 4-2 Different particle interaction radii for two different size particles. 

 

4.2.2 一阶导数的离散模型 

不同大小粒子的作用域半径相同是保证相互作用的两个粒子之间的作用力

满足 Newton 第三定律的基本前提。除此之外，两个相邻粒子是否满足作用力与

反作用力的关系还与具体的粒子作用模型密切相关。这一点从 Khayyer 和 Gotoh

（2009）在单一分辨率粒子 MPS 方法下推导反对称性的压力梯度模型可以看出

来。此外，单一分辨率粒子中的粒子离散模型主要是针对相同粒子质量（或大小）

的情形。对于全流域采用不同大小粒子进行的数值仿真，直接采用单一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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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方法中的粒子离散模型很明显仍会导致不同大小粒子之间的作用力违背

Newton 第三定律。以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的守恒型的梯度模型为

例，该模型是反对称性的压力梯度模型。对于全流域采用相同大小粒子进行数值

模拟时，所有粒子的质量都是相同的，反对称性的压力梯度可以保证相互作用的

两个相邻粒子之间的作用力满足 Newton 第三定律。当两个相邻粒子的质量不同

时，这两个粒子之间的作用力将违背 Newton 第三定律。本节将根据 Khayyer 和

Gotoh（2009）推导反对称性压力梯度模型的处理方式，对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

的一阶导数的离散模型进行推导。 

 

 
图 4-3 粒子对中虚拟计算点示意图 

Fig. 4-3 A schematic view of an imaginary point between particle i and its neighboring particle j. 

 

和 Khayyer 和 Gotoh（2009）推导压力梯度模型时的处理方式一样，本文在

推导时在相互作用的粒子对 i，j 之间引入一个虚拟的中间计算点（或粒子）k，

如图 4-3 所示。此时，粒子 i，j 处的梯度通过虚拟的中间计算点 k 并分别采用单

一分辨率 MPS 方法中的梯度模型来表征。具体地，粒子 i，j 的压力梯度可以分

别采用式（4-3）、（4-4）来表示（Khayyer 和 Gotoh（2009））： 

    20
k i

k i k ii
j i k i

p pD
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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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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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ikr ， kjr 分别与粒子 i，j 的大小成正比，相应地粒子作用半径 e ikr  ， e kjr  也

与粒子 i，j 的大小成正比，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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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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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 为粒子直径， ijr 是粒子 i，j 之间的距离。 

由式（4-5）和（4-6）可以得到如下的核函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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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中 ikW =  k iW r r ， ijW =  j iW r r 。 

另一方面，由于压力所产生的粒子 k 对粒子 i 的作用力可以表示为（Khayyer

和 Gotoh（2008））： 

    20
p i k i

k i k i k i

k i

m p pD
W

n


   


F r r r r

r r
 (4-8)

其中 im 是粒子 i 的质量。 

同理，由压力产生的粒子 k 对粒子 j 的作用力可以表示为（Khayyer 和 Gotoh

（2008））： 

    20

j k jp
k j k j k j

k j

m p pD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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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r r r

r r
 (4-9)

此时，相邻粒子 i，j 之间的作用力满足 Newton 第三定律可以转化成中间计

算点 k 处受到 i，j 的力要连续性，即： 

 p p
k i k j  F F  (4-10)

将式（4-5）~（4-9）带入到式（4-1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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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11）带入式（4-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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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 iA  表示邻居粒子 j 对目标粒子 i 的修正项。和 Tanaka 等（2009）的处

理方式类似，文中粒子数密度模型，散度模型将直接采用该修正处理。由于求解

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改进 MPS 方法采用的是守恒型的梯度模型，其对应的

修正梯度模型也将直接采用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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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 iA  的定义与式（4-13）相同。 

 

4.2.3 二阶导数的离散模型 

在原始的 MPS 方法中，Laplacian 模型是根据非定常的扩散问题推导出来的

（Koshizuka 等（1998））。在不同大小粒子的数值仿真中，将粒子 i，j 间的扩散

总量分成两部分来进行近似计算：先从 i 到 k 阶段的扩散量和从 k 到 j 的扩散量。

这样分解可以使得每个阶段的扩散参数都是一致的，但不同阶段对应的扩散参数

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交界面 k 处的物理量 k 直接采用前面推导出来的压力类似的表达，避

免前后矛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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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ik，单位体积的扩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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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k j，单位体积的扩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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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ij 的扩散总量由前面近似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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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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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非定常扩散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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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节中给出的一阶和二阶导数的修正仅仅针对界面粒子

而言的。但也不难发现，这些修正项对均匀粒子也是满足的。对梯度模型式的修

正项式（4-13）而言，在单一分辨率粒子中，
0i jL L L  ， 0i jm m m  。将其带

入到一阶导数的修正项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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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流程图 

Fig.4-4 Flow chart of multi-resolution particle technique. 

 

4.3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流程 

图 4-4 所示为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流程图。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流程图与

单一分辨率粒子技术的流程图（如图 2-4 所示）对比可以发现，多分辨率粒子技

术的数值仿真过程与单一分辨率技术非常的相似。这两者之间的主要的区别是：

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计算粒子的微分离散模型时往往都需要考虑该粒子是否

为不同大小粒子之间的界面粒子。当粒子为界面粒子时，需要对相应的微分离散

模型进行修正处理，这主要表现在对相应的微分离散模型的核函数的修正上。 

 

表 4-1 静水问题中对应的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 (m) 计算方法 

Multi-A 0.01，0.005 多分辨率粒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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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静水问题的验证 

本节将采用静水问题对多分辨率粒子技术进行验证。本节中将采用多分辨率

粒子技术对一个静水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该静水问题对应的水池尺寸如图 4-5

所示，水池的长高分别为 0.5 (L)×0.3 (H) m，在距离水底的 0.18m 处布置有一压

力探测点 P1。在初始时刻布置粒子时，在蓝色区域布置大粒子，在黄色区域内

布置小粒子，对应的初始粒子间距如表 4-1。表中的 dp 为初始时刻蓝色和黄色区

域内布置的粒子的粒子间距。在本节的计算中，水的运动粘性系数和密度分别取

为 61.01 10   2m s 、 31.0 10   3kg m ，重力加速度向量取为  0, 9.8, 0   g

2m s 。和 Antuono 等（2010）采用的静水问题不同的是，本文采用 Khayyer 和

Gotoh（2010, 2012）的处理方式将控制方程（2-2）中的右端重力加速度项 g 用 dg

进行替换，其中 dg 是在原有加速度的基础上叠加一个按一定规律进行变化的源

项。本节中将考虑两种情况的 dg ， dg 的详细变化规律如表 4-2。其中，表 4-2 中

的参数取值分别为： =0.2，T =0.5s， =0.015，exp 表示以 e 为底的指数函数。

在算例 Multi-A1 中， dg 在 g 的基础上叠加有一个正弦波动的源项，算例 Multi-A2

中叠加的波动的源项是在算例 Multi-A1 中的基础上使幅值逐步增大。 

 

 
图 4-5 静水问题的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4-5 A schematic sketch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for hydrostatic problem. 

 

图 4-6 所示为两种计算条件下固定压力探测点 P1 处记录的压力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及其与解析解的对比。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本节中给定的两种计算条件下，

在开始的一个周期内，压力探测点 P1 处记录的压力出现了明显的扰动，这主要

是由于初始时刻，粒子之间的相对位置有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尽管如此，从后

续的计算结果中可以观察到该扰动并没有导致整个计算的发散，两种计算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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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仿真都可以稳定地计算并得到压力时历。从图 4-6 中还可以观察到，在本

文给定的两种计算条件下，压力探测点 P1 处记录的值整体上与解析解都能够比

较好的吻合。此外，在图 4-6（a）中可以观察到 P1 处的压力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且压力在波峰和波谷处较其它位置处出现了小幅高频振荡。从图 4-6（b）可以观

察到与图 4-6（a）中类似的现象。从整体上看，本节的数值结果都能够表征在给

定的计算条件下压力的主要变化特征。 

 

表 4-2 两种计算条件下给定的重力加速度 dg  

 

 
方程（2-2）中重力加速度 g的替代项 dg  

Multi-A1 
2

d

t
sin

T

     
 

g g g  

Multi-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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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sin exp

T T

          
   

g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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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in

T

     
 

g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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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d

t t
sin exp

T T

          
   

g g g  

 

图 4-6 静水问题中两种计算条件下压力探测点处记录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Fig. 4-6 Time histories of pressure at the fixed pressure probe under two conditions. 

 

4.5 本章小结 

本章中介绍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基本思想。在流场同时采用多种分辨率

粒子来表征时，当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中包含有不同大小粒子时，该目标粒

子 i与其邻居粒子的相互作用模型需要进行修改，以保证粒子系统的动量守恒。

具体地，对目标粒子 i 和其邻居粒子的作用域半径分别采用了简单的算术平均

值来替代。此外，本章中还介绍了界面粒子的梯度模型、Laplacian 模型的修正

处理，及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与改进的 MPS 方法相结合后的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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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针对 MPS 方法中存在的大幅高频压力振荡问题，张雨新采用改进的 MPS 方

法自主开发了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本文中也称为

MLParticle-SJTU 1.0）（张雨新（2014））。目前，采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来进行流动现象的数值仿真时，往往需要整个流域都采用同一种大小的粒子来表

征。前文中介绍的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则可以支持流域采用多种分

辨率的粒子来描述。本章将分别介绍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无网格

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新的版本 MLParticle-SJTU 2.0。 

5.1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重叠粒子技术的实现 

5.1.1 重叠小粒子中系数矩阵的组装 

根据前文重叠粒子技术一章中的介绍，重叠区内位于第Ⅰ区的小粒子的作用

域是存在截断的，对应的压力 Poisson 方程和压力梯度模型都需要进行修正处理。

相应地，压力 Poisson 方程离散后形成的代数方程组也需要进行修正。 

一般地，在单一分辨率 MPS 方法中，离散压力 Poisson 方程（式（2-9））后

可以得到类似下面的线性代数方程组： 

   A X b  (5-1)

其中，  A 表示系数矩阵， X 表示重叠区内所有小粒子的压力值所构成的向量，

b表示为压力 Poisson 方程的右端源项向量，系数矩阵 A 及源项向量b可以分别

用式（5-2a）、（5-2b）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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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b)

在重叠粒子模块的开发中，重叠区内所有小粒子的压力计算都合并到一个矩

阵中进行计算。假设粒子编号为 i 的小粒子是第Ⅰ类粒子（如图 3-2），粒子编号

为 j的小粒子是目标粒子 i 的邻居粒子。一般地，根据是否直接对目标小粒子进

行压力的插值计算可以有两种方式实现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组装。 

（1）直接插值。将第Ⅰ类目标粒子 i 的压力值通过下一小节中介绍的插值模

型直接从大粒子中插值获取。然后将直接插值得到的粒子 i 处的压力值更新到代

数方程组（式（5-1））中。假设目标小粒子 i 从大粒子中插值得到的压力值为 p 。

在形成线性方程组时，将系数矩阵 A 对角元素上第 i 个系数设置成 1ii A ，非对

角元素上的第 j列的系数设置成 0ij A ，源项设置为 i pb ； 

（2）Shibata 等（2012）采用的间接插值方式，不直接插值目标粒子 i 处的

压力值，而是插值计算粒子 i 所在虚拟插值单元的中心处压力值。然后，将虚拟

插值单元中心处的压力值作为边界条件间接的施加到重叠区内小粒子构成的压

力 Poisson 方程中。根据第Ⅰ类粒子对应的修正压力 Poisson 方程式（3-1），求解

器 MLParticle-SJTU 中会将对角元素上第 i 个系数设置成
2

ii

D


 A ，而非对角元

素上的第 j 列的系数设置成  0

2
ij j i

D
W

n
 A r r ，将右侧的源项设置为

 0 *
0

2
i i cell

D
n n p

n
  b 。这种修改系数矩阵方法的优点可以将虚拟插值单元中心

处压力影响到目标粒子 i 及该粒子 i 的邻居粒子 j。对于第Ⅱ类粒子，矩阵 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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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与式（5-2）相同。 

本文中将采用 Shibata 等（2012）介绍的间接插值方式。此外，对于重叠区

内的第Ⅱ类小粒子 i 而言，其作用域范围并不存在截断，此时，该粒子 i 可以直接

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的粒子作用模型。 

 

5.1.2 重叠小粒子采用的插值模型 

在上一小节中，不管是采用直接插值还是间接插值方式都需要从大粒子中插

值计算第Ⅰ类目标粒子 i 或者其所在虚拟插值单元中心处的压力值。为了描述的

方便，小粒子从大粒子中插值计算压力信息时，本文将目标粒子 i 或者其所在虚

拟插值单元的中心所在位置看成大粒子计算域中的一个虚拟的计算点，并将其位

置记为 argt etr 。假设计算点 argt etr 处的压力值为 argt etp ，则该点处的压力值可以根据

计算点 argt etr 周边邻居大粒子的压力值插值计算出。具体地，可以采用如下的式子

来表示： 

 
 
 

arg

arg

arg

j j t et
j

t et

j t et
j

p W

p
W










r r

r r
 (5-3)

其中： jr 表示邻居大粒子的位置向量， argj t etr r 为大粒子与虚拟计算点的距离，

 argj t etW r r 采用第二章中的核函数。从上式中可以看到，对于 argt etp 的计算与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所采用的 MPS 方法中的插值思想是一致。上式不仅仅

适用于压力的插值，也同样适用于其它物理量的插值，只需要把式（5-3）中的

压力换成相应的物理量即可。 

重叠粒子技术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实现时，为了方便管理重叠区内

小粒子从大粒子中插值获取重叠区局部流场计算中所需要的信息，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设置了一个连接类 LinkCellPart。连接类 LinkCellPart 的主要

功能是实现重叠区内小粒子或虚拟插值单元根据重叠区小粒子的插值模型从大

粒子中插值获取压力或速度信息，然后重叠区内的小粒子根据连接类

LinkCellPart 插值得到的压力信息完成线性代数方程组（式（5-1））的组装。 

 

5.1.3 重叠粒子模块中数据流向及基本流程 

如图 5-1 所示为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设置了粒子-虚拟

插值单元连接器 LinkCellPart 后各个程序功能块的执行顺序。在每个时间步长内，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首先计算全局流场，包括大粒子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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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力梯度的计算及大粒子的移动等。随后由 LinkCellPart 连接器从大粒子中

获取重叠区虚拟插值单元处的压力信息、速度信息，并将此作为重叠区流场再次

计算的边界条件。继而，重叠粒子模块来完成重叠区内流场的数值模拟。 

 

 
图 5-1 重叠粒子模块中各个功能块之间的执行顺序 

Fig. 5-1 The execution flow for each functional block in the overlapping module. 

 

利用前面介绍的第Ⅰ类粒子的修正粒子作用模型、小粒子的生成算法及虚拟

插值单元中心处压力的插值模型可以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

实现重叠粒子的计算。对于不同的流动问题及相应的物理边界条件，重叠粒子的

计算流程可以简化为： 

（1）初始化计算程序，包括读取大、小粒子的位置及物理信息、重叠区的

范围、计算参数的设置信息等； 

（2）对大粒子采用 IMPS 方法来计算全流域内的流场，并输出重叠区第Ⅰ

类粒子所在区域范围附近的大粒子的位置、压力及速度等物理信息； 

（3）根据流入/流出单元被大粒子所覆盖区域范围来判断是否在重叠区内生

成小粒子； 

（4）采用虚拟插值单元中心处压力的插值模型（式（5-3））来计算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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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压力值 cellp ； 

（5）根据虚拟插值单元处的边界条件修改压力 Poisson 方程，并形成线性代

数方程组。继而求解得小粒子所表征的重叠区内的压力场； 

（6）更新重叠区内小粒子的速度及位移。根据小粒子是否超出重叠区的范

围判断是否删除小粒子； 

（7）进行下一个时间步的计算，回到步骤（2）； 

（8）完成所有时间步的计算，终止程序。 

在上述计算过程中，步骤（2）中全流域内流场的计算中采用流域内布置的

大粒子，不涉及不同大小粒子之间的耦合。 

 

 
图 5-2 多分辨率粒子模块中各个功能块之间的执行顺序 

Fig. 5-2 The execution flow for each functional block in the multi-resolution module. 

 

5.2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实现 

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不同大小粒子之间是直接采用的强耦合方式。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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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实现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时的主要工作是修

改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相应的粒子离散模型。图 5-2 所示为基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实现的多分辨率粒子模块中各个程序功能块的执行顺序。在每

个时间步长内，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需要判断粒子 i 是否为界面粒子。当粒

子 i 不属于界面粒子时，其可以直接采用第二章中介绍的粒子离散模型；否则，

粒子 i 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一章中介绍的离散模型。 

利用前面介绍的 MPS 方法的基本理论、界面粒子的修正粒子作用模型可以

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实现多分辨率粒子的计算。对于不同

的流动问题及相应的物理边界条件，多分辨率粒子的计算流程可以简化为： 

（1）初始化计算程序，包括读取不同大小粒子的位置及物理信息、计算参

数的设置信息等； 

（2）判断粒子 i 是否为界面粒子。当粒子 i 不属于界面粒子时，其直接采用

均匀粒子离散模型；否则，粒子 i 采用多分辨率粒子离散模型； 

（3）按照第二章中介绍的 MPS 方法的基本流程完成流场信息的更新； 

（4）进行下一个时间步的计算，回到步骤（2）； 

（5）完成所有时间步的计算，终止程序。 

 

 
图 5-3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添加的功能模块 

Fig. 5-3 Developed modules in the MLParticle-SJTU 2.0 so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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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添加的模块 

本文基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重叠粒子模块和多

分辨率粒子模块，并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新的版本

MLParticle-SJTU 2.0。图 5-3 所示为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的结构图，其中

红色框内为新添加的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在新版本的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可以在 MPS 的框架

体系下实现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有利于将计算资源集中于数值模拟中重点关注

的局部区域。 

 

5.4 本章小结 

本章分别介绍了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重叠粒子技术

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实现。在重叠粒子模块中，本章介绍了重叠区内小粒子

对应的压力 Poisson 方程离散后的线性代数方程组中系数矩阵地处理、重叠区内

的小粒子从大粒子中插值压力时的插值模型及重叠粒子模块中数据的流向。在

多分辨率粒子模块中，本章介绍了各个程序功能块的执行顺序。基于本文开发

的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本文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

到新的版本 MLParticle-SJTU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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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重叠粒子技术的应用 

6.1 引言 

无网格 MPS 方法基于 Lagrangian 的观点来描述流体运动，在整个计算域内

分布的计算点（或粒子）之间没有固定的拓扑关系，可以追踪任意变形的自由面。

因此，该方法在处理自由面的大变形流动问题和动边界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

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是船舶海洋工程流动问题中的典型特征。本章将前文中介绍

的重叠粒子技术应用到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本章首先通过孤立波在斜坡上的

演化对上一章中介绍的重叠粒子技术进行数值验证，并进一步地采用无网格粒子

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重叠粒子模块来数值模拟二维和三维的溃坝

流动问题。 

 

 
图 6-1 孤立波在斜坡上演化的计算模型示意图（单位：m） 

Fig. 6-1 Aschematic view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for solitary wave flowing on a slope plane 

(Unit: m). 

 

6.2 孤立波在斜坡上的演化 

波浪在近岸演化时往往会发生自由面的翻卷、破碎及液体飞溅等复杂的非线

性现象。基于 Lagrangian 描述的无网格粒子法在处理这类自由面大变形的流动问

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Khayyer 和 Gotoh（2008）、Khayyer 等（2008）分别采用

两种无网格粒子方法 MPS 和 SPH 模拟了孤立波在斜坡上的演化过程，文献中的

数值结果可以有效地验证无网格粒子法在处理这类流动问题时的可行性。尽管如

此，为了更精细的刻画这些流动问题中发生的复杂流动细节，在数值仿真时往往

需要在这些复杂流动现象可能发生的区域布置高分辨率的粒子。对基于相同粒子

质量数值模拟的传统 MPS 粒子法而言，局部流场的精细化往往也意味着整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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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流域都采用精细粒子进行数值仿真。采用重叠粒子技术则可以仅仅在局部区域

流场中布置精细粒子，而避免对整个计算流域都采用精细粒子。 

本节中将分别采用均匀粒子技术和重叠粒子技术来数值仿真孤立波在斜坡

上的演化过程。计算模型如图 6-1 所示，整个计算域的长度 L 为 7.425 m，近岸

处的水深 H 为 0.2 m，斜坡的坡度为 1:15。在水池的左侧放置有一推板，用于孤

立波的生成。在本节的流动问题中，孤立波的波高 Hwave 为 0.08m。在本节中的

数值模拟中，重力加速度向量取为  0, 9.8, 0   g 2m s 。该流动问题对应的实

验可以详见 Li 和 Raichlen（2003）的工作。在采用重叠粒子技术的 OPT 计算条

件中，重叠区的范围如图 6-1 所示的黄色区域。初始时刻，重叠区的左侧到造波

板的距离为 3.2 m。此外，本文中采用了推板式造波方法，对于本小节中孤立波

的生成方法的详细处理细节可以参见 Zhang 等（2013）、Zhang 和 Wan（2011）

基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所开展的研究工作，本文中将不

予介绍。 

 

表 6-1 孤立波在斜坡上演化问题中三种计算条件对应的主要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Uni-Coarse 27935 0.005 均匀粒子方法 

OPT 27935，13040 0.005, 0.0025 重叠粒子方法 

Uni-Fine 102660 0.0025 均匀粒子方法 

 

为了能够考察重叠粒子技术对孤立波在斜坡上演化时自由面的翻卷、破碎等

现象的捕捉效果，本节中设计了三种计算条件，对应的主要计算参数如表 6-1 所

示。表 6-1 中的 Uni-Coarse 和 Uni-Fine 表示全流场分别采用均匀质量的大粒子或

小粒子来进行模拟，OPT 表示图 6-1 中的重叠区的流场采用小粒子进行仿真。在

表 6-1 初始粒子数一列中，OPT 中的粒子数包含有两组：前一组为大粒子的粒子

总数，后一组为初始时刻小粒子的粒子总数。从表 6-1 中可以发现：OPT 中小粒

子的初始粒子数要小于 Uni-Coarse 和 Uni-Fine 中的粒子数，表 6-1 中 OPT 的小

粒子的粒子数仅仅表示初始时刻重叠区内的高分辨率粒子数。在孤立波演化的过

程中，左侧的流体会不断地涌进重叠区。此时，重叠区内可以根据前文介绍的粒

子生成算法在截断边界处动态地生成小粒子。随着计算时间的步进，重叠区域内

的高分辨率流体粒子数会不断的增加。而 Uni-Coarse 和 Uni-Fine 中的粒子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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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整个计算过程中的总粒子数，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动。这也是重叠粒子方法与全

场均匀粒子方法的一个不同之处。 

图 6-2~图 6-7 描述了孤立波在斜坡上演化时发生的自由面翻卷、拍击下面水

体、形成二次射流及液体飞溅等现象。其中，图 6-3~图 6-7 所示的数值模拟结果

中的红色粒子表示自由面粒子。图 6-2 给出了自由面翻卷时，Uni-Coarse、OPT

和 Uni-Fine 三种计算条件下全流场粒子的分布图。由于本文中仅关注右侧自由面

的翻卷、破碎及液体飞溅等现象。在后面的时刻中本文将不再给出三种计算条件

下全流场的粒子分布图。图 6-3（b）、（c）、（d）分别为图 6-2 中虚框内局部区域

粒子分布的放大图。从图 6-3 中的实验图片可以观察到自由面已经发生翻卷，此

时从三种计算条件下的数值结果中也可以观察到自由面的翻卷。尽管如此，三种

计算条件下自由面翻卷形成的射流形状略有区别。OPT 和 Uni-Fine 给出的射流

前端比较尖，Uni-Coarse 中射流前端变化则比较平缓。在图 6-4 中，自由面翻卷

形成的射流即将要拍击下面的水体，此时三种计算条件下的射流特征与图 6-3 中

的情形类似。此外，从图 6-4 中还可以发现，Uni-Coarse 中的粒子分布比较离散，

而 OPT 和 Uni-Fine 中粒子分布的整体性更强。OPT 和 Uni-Fine 中所描述的射流

形状比 Uni-Coarse 的结果更加清晰。在图 6-5 中，射流开始拍击下面水体并形成

一个气穴，这个过程开始伴随着流体的飞溅现象。图 6-6、图 6-7 中射流拍击水

体后形成二次射流。从三种计算条件下的数值结果中可以看到，Uni-Coarse 中描

述的气穴轮廓已经变得比较模糊，OPT 和 Uni-Fine 中则能够维持气穴的形状。

从总体上看，Uni-Coarse、OPT 和 Uni-Fine 都描述了孤立波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

自由面翻卷、破碎及流体的飞溅等复杂的流动现象。从 Uni-Coarse 和 Uni-Fine

这两种全局都采用均匀大小粒子进行的数值仿真中不难发现，整个计算域都布置

精细粒子的算例 Uni-Fine 中所描述的自由面翻卷形成的射流形状及射流拍击下

面水体后形成的气穴都比 Uni-Coarse 更清晰。此外，Uni-Fine 中描述射流的流体

粒子的整体性比 Uni-Coarse 更强。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粒子法在模拟自由

面翻卷、破碎等强非线性流动现象时，在一定范围内布置精细粒子能够使得这些

现象描述的更精细。更进一步地，采用重叠粒子技术则可以仅仅在局部区域内分

布精细粒子，避免全流域都分布精细粒子所导致的粒子数的急剧增加，这也反映

了重叠粒子技术在精细化局部流场细节方面的优势。 

 

 
(a) Uni-Co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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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PT 

 
(c) Uni-Fine 

图 6-2 自由面翻卷时全流域粒子分布 

Fig. 6-2 Snapshots of Uni-Coarse, OPT and Uni-Fine showing plunging wave. 

 

(a) Exp. (b) Uni-Coarse 

(c) OPT (d) Uni-Fine 
图 6-3 自由面的形状数值和实验结果（Li 和 Raichlen（2003））对比 

Fig. 6-3 Snapshots before free surface breaking on slope — Comparison between laboratory 

photograph (Li and Raichlen (2003)) and numerical results. 

 

(a) Exp. (b) Uni-Coarse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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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PT (d) Uni-Fine 
图 6-4 自由面的形状数值和实验结果（Li 和 Raichlen（2003））对比 

Fig. 6-4 Snapshots before free surface breaking on slope — Comparison between laboratory 

photograph (Li and Raichlen (2003)) and numerical results. 

 

(a) Exp. (b) Uni-Coarse 

(c) OPT (d) Uni-Fine 
图 6-5 自由面的形状数值和实验结果（Li 和 Raichlen（2003））对比 

Fig. 6-5 Splash-up on slope — Comparison between laboratory photograph (Li and Raichlen 

(2003)) and numerical results. 

 

(a) Exp. (b) Uni-Co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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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PT (d) Uni-Fine 
图 6-6 自由面的形状数值和实验结果（Li 和 Raichlen（2003））对比 

Fig. 6-6 Splash-up on slope — Comparison between laboratory photograph (Li and Raichlen 

(2003)) and numerical results. 

 

(a) Exp. (b) Uni-Coarse 

(c) OPT (d) Uni-Fine 
图 6-7 自由面的形状数值和实验结果（Li 和 Raichlen（2003））对比 

Fig. 6-7 Splash-up on slope — Comparison between laboratory photograph (Li and Raichlen 

(2003)) and numerical results. 

 

根据 Koshizuka 等（1998）对 CPU 计算时间和粒子数的关系不难发现数值

模拟中粒子数越多所需要的 CPU 计算时间也越长。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往往

都不是线性关系。图 6-8 中比较了孤立波在斜坡上的演化过程中 Uni-Coarse、OPT

和 Uni-Fine 三种计算条件所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其中，图 6-8 中的纵坐标是

以 Uni-Fine 的计算时间为标准进行无因次化的，即无因次时间 Uni Finet t t  。本节

中的三种计算条件都是在中国天河 1A 超级计算机上实现的，对应的 CPU 型号

为 Xeon X5670。从图 6-8 中不难发现，Uni-Fine 所消耗的 CPU 时间是 Uni-Coarse

的八倍多，OPT 所消耗的计算时间为 Uni-Coarse 的 1.8 倍。Uni-Fine 的计算时间

则为 OPT 的四倍多。此外，在 OPT 的计算过程中，其时间步数与 Uni-Coarse 的

时间步数是不一样的。本节还比较了这三种计算条件下的每一步计算所消耗的平

均 CPU 时间。从表 6-2 中可以发现，单步计算中 OPT 所对应的平均 CPU 时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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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 Uni-Coarse 略有下降。 

综上所述，重叠粒子技术继承了无网格 MPS 方法的 Lagrangian 特性，能够

较好地描述孤立波在斜坡上演化时自由面的翻卷、拍击水体、破碎及液体飞溅等

复杂的流动现象。此外，重叠粒子技术能够将局部流场刻画的更精细，并节省数

值模拟中所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 

 

 
图 6-8 三个 case 对应的无因次计算时间对比 

Fig. 6-8 Comparison of dimensionless CPU time among three numerical cases. 

 

表 6-2 三种计算条件下平均每一步计算所需要的无因次时间 

 
每一步所消耗 

无因次 CPU 时间(%) 

Uni-Coarse 24.3 

OPT 21.9 

Uni-Fin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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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二维无障碍物的溃坝流 

6.3.1 初始水体的长高比为 0.5 

本节中将分别采用重叠粒子方法和全流域均匀粒子方法对二维无障碍物的

溃坝流问题进行数值模拟。该溃坝问题是数值计算中的标准算例之一，常常被国

内外的学者们用来验证各自的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Chen 等（2014）；Tamai 和

Koshizuka（2014））。如图 6-9 所示为长高比为 0.5 的二维无障碍物溃坝水池的示

意图，水池的长度和高度分别为 0.8 (Lt)×0.80 (Ht) m，水池的顶部是开放的。在

该二维溃坝流动问题中重叠区域的范围如图 6-9 中的黄色区域所示。其中，重叠

区的左侧边界到溃坝水池右侧壁面的距离为 0.4 m。初始时刻，在水池的左侧放

置有长方形水柱，其尺寸为 0.2 (L)×0.4 (H) m。在溃坝水池的右侧壁面上放置有

一个压力传感器，其位置如图 6-9 中的 P1 点所示。在本节的数值模拟中，流体

的运动粘性系数和密度分别取为 61.01 10   2m s 、 31.0 10   3kg m ，重力加

速度向量取为  0, 9.8, 0   g 2m s 。 

 

 
图 6-9 初始水体长高比为 0.5 的二维溃坝水池及重叠区示意图(单位: m) 

Fig. 6-9 Geometry of 2D dam breaking problem with length-height ratio 0.5 and overlapping 

region (Unit: m). 

 

 



第 6 章 重叠粒子技术的应用 

83 

表 6-3 长高比为 0.5 的二维溃坝模型的主要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OPT-A 575，369 0.02, 0.01 

重叠粒子方法 OPT-B 1535，729 0.01, 0.005 

OPT-C 4655，1449 0.005, 0.0025 

 

  
(a) OPT-A (b) OPT-B 

 
 (c) OPT-C 

图 6-10 t=0.3s 时不同初始粒子间距对应的流场分布 

Fig. 6-10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by overlapping MPS at t=0.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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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T-A (b) OPT-B 

 
 (c) OPT-C 

图 6-11 t=0.6s 时不同初始粒子间距对应的流场分布 

Fig. 6-11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by overlapping MPS at t=0.6s. 

 

  
(a) OPT-A (b) OP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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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PT-C 

图 6-12 t=0.9s 时不同初始粒子间距对应的流场分布 

Fig. 6-12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by overlapping MPS at t=0.9s. 

 

 
图 6-13 三种计算条件下记录的压力时历曲线 

Fig. 6-13 Recorded pressure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by overlapping technique. 

 

4.2.1.1 初始粒子间距的收敛性分析 

本小节将采用重叠粒子方法对该溃坝问题进行数值模拟。首先，本小节设计

三种计算条件对不同初始粒子间距时的收敛性进行验证，对应的计算参数如表

6-3 所示。和前面一样，初始粒子数和初始粒子间距这两列中的两组数字分别表

示初始时刻大粒子和小粒子的粒子数及相应的粒子间距。 

图 6-10~图 6-12 所示分别为不同初始粒子间距对应的流场分布。从图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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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采用不同初始粒子间距所描述的自由面变形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如

图 6-10 所示，水头会沿着下壁面向右行进；在图 6-11 中，溃坝水体撞击右侧壁

面后沿着右侧壁面向上爬升。在重力作用下，爬升的水体开始出现翻卷形成一股

射流，这股射流继而会拍击其下侧水体，如图 6-12 所示。从细节上看，当粒子

间距较小时，计算结果所描述的自由面形状的整体性会更强。 

图 6-13所示为在三种计算条件下在压力探测点 P1处测得的压力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三种计算条件下测得的压力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一致

的，且三种计算条件都捕捉到了压力的两次峰值现象。从图中可以发现，提高粒

子分辨率时，OPT-B和OPT-C在第一个压力峰值附近的变化趋势是比较一致的。

当粒子分辨率较低时，OPT-A 计算条件下刻画的第二个压力峰值低于其余两种计

算条件下的结果。这也间接地表明随着粒子分辨率的提高监测点得到的压力曲线

是逐步收敛的。 

 

4.2.1.2 重叠粒子与均匀粒子算法结果比较 

本节中将分别采用重叠粒子方法和全场均匀粒子方法对二维无障碍物的溃

坝流问题进行数值模拟。本小节设计有两种计算条件，对应的计算参数如表 6-4

所示。其中，计算条件 OPT 与上一节中的 OPT-C 相同，Uni-MPS 则是全流场都

采用精细的粒子进行仿真。 

 

表 6-4 长高比为 0.5 的二维溃坝模型的主要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OPT 4655，1449 0.005, 0.0025 重叠粒子方法 

Uni-MPS 15695 0.0025 均匀粒子方法 

 

图6-14~图6-16所示分别为采用重叠粒子方法和全流域均匀粒子方法数值模

拟对应的流场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到，采用重叠粒子方法的 OPT 所描述的自由

面的形状与全流场都采用精细粒子的 Uni-MPS 所描述的自由面形状的整体变化

趋势是一致的。溃坝水体沿着右侧壁面爬升后会出现翻卷形成一股射流，继而射

流会拍击下侧水体，形成二次射流和空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流体

发生了明显的飞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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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T (b) Uni-MPS 

图 6-14 t=0.6s 时重叠粒子方法和均匀粒子方法对应的流场分布 

Fig. 6-14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by overlapping MPS and single resolution MPS at 

t=0.6s. 

 

  
(a) OPT (b) Uni-MPS 

图 6-15 t=0.8s 时重叠粒子方法和均匀粒子方法对应的流场分布 

Fig. 6-15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by overlapping MPS and single resolution MPS at 

t=0.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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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T (b) Uni-MPS 

图 6-16 t=1.0s 时重叠粒子方法和均匀粒子方法对应的流场分布 

Fig. 6-16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by overlapping MPS and single resolution MPS at 

t=1.0s. 

 

图 6-17 给出了两种计算条件下图 6-9 中 P1 点记录的压力时历曲线。从图中

可以看到，采用重叠粒子方法和全流场采用均匀精细粒子方法所记录的压力的整

体变化趋势是比较一致的。两种计算方法所描述的压力曲线在这个时间段内都呈

现了双峰的特征。第一个峰值发生在 0.3s 附近，此时溃坝水体到达右侧壁面并

开始撞击壁面；第二个发生在 0.9s 附近，对应的时刻是在沿右侧壁面爬升水体

翻卷形成的射流拍击下侧水体之后。 

 

 
图 6-17 二维溃坝问题中压力探测点处记录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Fig. 6-17 Time histories of pressure at the pressure probe predicted by OPT and Uni-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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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给出了重叠粒子方法和全流场采用均匀精细粒子方法所消耗的无因

次 CPU 计算时间。本节中的数值计算都是在 Intel i7-3770 的个人计算机上采用

单CPU实现的。其中，图 6-18中的纵坐标是以Uni-MPS的时间进行无因次化的，

即无因次时间 Uni MPSt t t  。从图中可以看到 OPT 消耗的 CPU 时间约为 Uni-MPS

的一半。这可能是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1）对于该溃坝流动问题，流体在整个

计算域内的分布是及其不均匀的，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流体粒子沿水池长度方向

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在溃坝初期，流体都主要集中在左侧计算域内。当溃坝水

体撞击右侧壁面后，流体主要都集中在整个计算域的右侧，也就是重叠区内。在

这种情况下，重叠区内的流体粒子总数要超过全流域采用均匀精细粒子情形时的

一半多，根据 Koshizuka 等（1998）关于计算时间和粒子总数的估算式也就不难

发现重叠区内流场的计算时间也会增加；（2）本文中对重叠粒子技术的数值实现

是采用了一种串行模式。当大粒子完成全流域的数值模拟后，重叠区内的小粒子

进行局部流场的计算。 

 

  
图 6-18 二维溃坝问题中两种计算条件下无因次计算时间对比 

Fig. 6-18 Comparisons of the CPU time between OPT and Uni-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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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二维溃坝计算模型示意图（单位：m） 

Fig. 6-19 A schematic view of the computation domain for 2D dam breaking problem (Unit: m). 

 

6.3.2 初始水体的长高比为 2.0 

本小节中将再次通过一个经典的二维溃坝算例来进一步地验证本文基于求

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的重叠粒子模块。该二维溃坝的计算模型如图 6-19

所示，初始时刻溃坝水体的长度和高度分别为 1.2 (L)×0.6 (H) m，重叠区的范围

如图 6-19 中的黄色区域所示，重叠区的左侧边界到溃坝水池右侧壁面的距离为

1.52 m。本节中共设计有三种计算条件，相应的计算参数如表 6-5 所示，其中 OPT

中采用了重叠粒子方法，在计算域中考虑有两种分辨率的粒子，在图 6-19 中的

黄色区域内会布置一层小粒子。在本节的溃坝流动问题中，流体的运动粘性系数

和密度分别取为 6 21.01 10 m s   、 31.0 10   3kg m 。 

 

表 6-5 二维溃坝中三种计算条件对于的参数 

 初始粒子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Uni-Coarse 2898 0.02 均匀粒子方法 

OPT 2898, 1065 0.02, 0.01 重叠粒子方法 

Uni-Fine 9381 0.01 均匀粒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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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Coarse (b) OPT

(c) Uni-Fine (d) VOF

图 6-20 t=0.5s 时自由面形状与 VOF 结果（Abdolmaleki 等（2004））对比 

Fig. 6-20 Snapshots of flow field at t=0.5s among the three MPS cases and VOF (Abdolmaleki et 

al. (2004)) case. 

 

(a) Uni-Coarse (b) OPT

(c) Uni-Fine (d) VOF

图 6-21 t=1.0s 时自由面形状与 VOF 结果（Abdolmaleki 等（2004））对比 

Fig. 6-21 Snapshots of flow field at t=1.0s among the three MPS cases and VOF (Abdolmaleki et 

al. (2004)) case. 

 

(a) Uni-Coarse (b)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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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ni-Fine (d) VOF

图 6-22 t=1.75s 时自由面形状与 VOF 结果（Abdolmaleki 等（2004））对比 

Fig. 6-22 Snapshots of flow field at t=1.75s among the three MPS cases and VOF (Abdolmaleki et 

al. (2004)) case. 

 

 
图 6-23 二维溃坝问题中三种计算条件对应的无因次计算时间对比 

Fig. 6-23 Comparison of dimensionless CPU time among three numerical cases. 

 

图 6-20～图 6-22 给出了三种计算条件下不同时刻对应的自由面形状及其与

文献（Abdolmaleki 等（2004））中 VOF（Volume of Fluid）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

其中，OPT 算例中仅仅给出重叠区的高分辨率粒子分布。和全流域采用均匀粒

子算法相比，重叠粒子方法也能够比较好的模拟溃坝过程。从图 6-20～图 6-22

中可以看出，溃坝水体先沿着水池下壁面向前运动，水头砰击右侧壁面并沿着右

侧壁面向上爬升。然后，爬升的水体在重力的作用下回落并出现翻卷形成射流。

如图 6-22 所示，射流水头拍击水面后形成二次射流并伴随有空穴。从图 6-20～

图 6-22 中重叠粒子方法给出的自由面形状与全流域采用均匀粒子方法的结果总

体上是比较吻合的。但从图 6-22 中可以看到 Uni-Coarse 刻画出来的空穴并不明

显，全流域都采用精细粒子的算例 Uni-Fine 比较好的刻画出了这一流动现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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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粒子方法也能刻画出了空穴这一现象。这表明仅仅通过对局部流场进行精细化

处理也能够捕捉更细致的流场细节。 

图 6-23 给出了三种计算条件分别消耗的无因次 CPU 计算时间。三种计算条

件都是采用单 CPU 在 Intel i7-3770 的个人计算机上实现的。图中的纵坐标是以

Uni-Fine 的时间进行无因次化的，即无因次时间 Uni Finet t t  。从图中可以看到

OPT 消耗的 CPU 时间大概接近 Uni-Fine 的一半。和前一小节中的情形类似：在

该算例中计算时间的后半段，流体主要都集中在整个流域的右侧，也就是重叠区

内。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重叠粒子技术计算时的粒子总数要超过全流域采用精细

粒子情形时的一半多。 

 

 
(a) 溃坝水池及重叠区 

 
(b) 压力监测点 

图 6-24 初始水体长高比为 0.5 的二维带障碍物溃坝水池、压力监测点的位置及重叠区示意

图(单位: m) 

Fig. 6-24 Geometry of 2D dam breaking with obstacle problem, locations of pressure probes and 

overlapping region (Uni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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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二维带障碍物溃坝 

本节中将采用重叠粒子方法对长高比为 0.5 的二维带障碍物的溃坝流问题进

行数值模拟。该溃坝问题的详细实验报道参见 Hashimoto 和 Touzé（2014）的研

究工作。其中，障碍物的厚度为 0.015m，障碍物密度为 1.2 3g cm 。在该条件下，

Hashimoto 和 Touzé（2014）认为障碍物可以被视为刚性体，本文中的数值计算

也将障碍物作为刚体来进行处理。图 6-24 为二维带障碍物溃坝水池的示意图，

水池的长度和高度分别为 0.8 (Lt)×0.60 (Ht) m，水池的顶部是封闭的，重叠区域

的范围如图 6-24（a）中的黄色区域所示。其中，重叠区的左侧边界到溃坝水池

右侧壁面的距离为 0.5 m。初始时刻，在水池的左侧放置有长方形水柱，其尺寸

为 0.2 (L)×0.4 (H) m。在障碍物的左侧壁面上放置有压力传感器，其具体位置如

图 6-24（b）所示。在本节的数值模拟中，流体的运动粘性系数和密度分别取为

6 21.01 10 m s   、 31.0 10   3kg m ，重力加速度向量取为  0, 9.8, 0  g

2m s 。根据前一节中初始水体的长高比为 0.5 的溃坝问题的计算结果，本小节根

据全流场都布置精细粒子时所对应的初始粒子间距 0.0025dp  m 设计了一种计

算条件，对应的计算参数及其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如表 6-6 所示。 

 

表 6-6 二维带障碍物溃坝模型的主要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OPT 4824, 2215 0.005, 0.0025 重叠粒子方法 

 

图 6-25～图 6-28 所示为重叠粒子方法数值模拟的不同时刻自由面的形状与

实验数据（Hashimoto 和 Touzé（2014））的对比。其中，（a）、（b）子图分别为

实验和 OPT 数值计算结果的全局流场；（c）、（d）子图为实验和 OPT 数值计算

结果中靠近障碍物的局部流场图。在图 6-25 中，溃坝水体撞击到障碍物并沿着

障碍物向上爬升；在图 6-26 中，爬升水体超出了障碍物表面继续保持向上的运

动速度并形成了一股射流。从图 6-27 中可以发现，射流的根部及中部会向右上

方运动，但射流的叶梢部分相对于根部则会有向左上方的运动趋势，此时的射流

呈现弧形。在图 6-28 中可以观察到，左侧的水体继续向右侧运动，射流也会保

持向右运动，此时射流的尖端已经明显地撞击到溃坝水池的顶部。总体上而言，

采用重叠粒子方法数值模拟的结果基本上能够刻画实验中自由面的整体变形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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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p. (b) OPT

(c) Exp. (Enlargement) (d) OPT (Enlargement) 

图 6-25 t=0.25s 时自由面形状（实验数据（Hashimoto 和 Touzé（2014））） 

Fig. 6-25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with obstacle flows at t=0.25s (Exp. (Hashimoto and 

Touzé (2014))). 

 

(a) Exp. (b)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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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p. (Enlargement) (d) OPT (Enlargement) 

图 6-26 t=0.30s 时自由面形状（实验数据（Hashimoto 和 Touzé（2014））） 

Fig. 6-26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with obstacle flows at t=0.30s (Exp. (Hashimoto and 

Touzé (2014))). 

 

(a) Exp. (b) OPT

(c) Exp. (Enlargement) (d) OPT (Enlar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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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t=0.35s 时自由面形状（实验数据（Hashimoto 和 Touzé（2014））） 

Fig. 6-27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with obstacle flows at t=0.35s (Exp. (Hashimoto and 

Touzé (2014))). 

 

(a) Exp. (b) OPT

(c) Exp. (Enlargement) (d) OPT (Enlargement) 

图 6-28 t=0.40s 时自由面形状（实验数据（Hashimoto 和 Touzé（2014））） 

Fig. 6-28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with obstacle flows at t=0.40s (Exp. (Hashimoto and 

Touzé (2014))). 

 

图 6-29 所示为采用重叠粒子技术数值模拟溃坝流时所记录的障碍物上不同

压力监测点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障碍物上 P1 和 P2 两点

记录的压力的整体变化趋势是比较一致的。图中的第一个峰值发生在溃坝水体到

达右侧壁面并开始撞击壁面。尽管如此，这两点处所记录的压力存在较大的相位

差，这主要是由于障碍物上 P1 和 P2 两点的垂向位置不同，水体到达这两点的时

间也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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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9 不同压力探测点记录的压力变化曲线 

Fig. 6-29 Time hisories of impact pressure at different pressure probes. 

 

表 6-7 三维带障碍物溃坝的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Uni-Coarse 33520 0.04 均匀粒子方法 

OPT 33520, 44499 0.04, 0.02 重叠粒子方法 

Uni-Fine 173937 0.02 均匀粒子方法 

 

6.5 带障碍物的三维溃坝流 

在本小节中，三维带障碍物的溃坝问题分别采用全场均匀粒子方法和局部重

叠粒子方法进行了数值模拟。图 6-30 为三维溃坝水池的示意图，水池的长宽高

分别为 3.22 (Lt)×1.0 (Bt)×1.0 (Ht) m，水池的顶部是开放的，在该算例中重叠区

域的范围如图 6-30（b）中的黄色区域所示，重叠区的右侧边界到溃坝水池左侧

壁面的距离为 1.5 m。初始时刻，在水池的右侧放置有立方体水柱，其尺寸为 1.228 

(Lw)×1.0 (Bw)×0.55 (Hw) m。在水池的左侧放置有一个障碍物 0.403 (La)×0.161 

(Ba)×0.161 (Ha) m，对应的安装位置如图 6-30（a）所示，障碍物上的压力探测

点的位置如图 6-31 所示。详细的实验描述可以参见文献（Kleefsman 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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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中的 Exp.表示 Kleefsman 等（2005）报道的实验数据。在本小节的数值模拟

中，水的运动粘性系数和密度分别取为 61.01 10   2m s 、 31.0 10   3kg m ，

重力加速度向量取为  0, 9.8, 0   g 2m s 。此外，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求解器目

前仅仅支持单相流模型，本节中的溃坝问题将采用单相流模型来计算。 

和前面的二维情形类似，本小节中也设计了三种计算条件，对应的各个计算

条件的计算参数如表 6-7。表中前 Uni-表示整个计算域都布置的是相同大小（或

质量）的粒子，整个流场可以直接采用第二章中介绍的单一分辨率 MPS 方法进

行求解。OPT 表示流场中布置有两种质量的粒子，其中小粒子仅仅布置在图 6-30

（b）中黄色区域所表征的重叠区内。 

 

 
(a) 溃坝水池尺寸 

 
(b)重叠区示意图 

图 6-30 三维溃坝的水池及重叠区示意图(单位: m) 

Fig. 6-30 Geometry of the dam breaking problem and overlapping region (Uni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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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障碍物上的压力探测点(单位: m) 

Fig. 6-31 Locations of pressure probes on the box (Unit: m). 

 

(a) t=0.5s 

(b) t=0.7s 

(c) t=1.0s 

(d) t=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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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2.0s 

图 6-32 三维带障碍物溃坝在不同时刻的流动瞬时（左：OPT；右:Uni-Fine） 

Fig. 6-32 Snapshots of 3D dam breaking problem with obstacle at different instants of time (Left: 

OPT, right: Uni-Fine). 

 

图 6-32 所示为不同时刻 OPT 和 Uni-Fine 两种计算条件下的流动瞬时图。在

左侧 OPT 的结果图中，溃坝水池的左、右两部分分别采用高、低分辨率粒子来

表征。当水体溃坝后的初期，OPT 和 Uni-Fine 两种计算条件下的溃坝水体都是

先沿着下壁面向左运动。从图 6-32（a）中可以观察到水体冲击障碍物之后，一

部分流体沿着障碍物的前表面爬升向上形成一股射流并伴随有流体飞溅，另一部

分流体在惯性作用下从障碍物两侧绕过并继续向前运动；在图 6-32（b）、（c）、

（d）中，绕过障碍物的流体撞击左侧壁面并沿壁面爬升。在重力作用下，沿壁

面爬升的水体和障碍物附近的射流水体向下回落。之后，这两股水体发生撞击并

相互混合在一起。如图 6-32（e）所示，左侧的水体开始向右运动。在这个过程

中，溃坝水池左侧的自由面形状极其复杂，并伴有流体飞溅现象。OPT 描述的

靠近障碍物及左侧壁面附近的流动现象基本与 Uni-Fine 一致。从结果图中不难发

现，三维带障碍物的溃坝流动是非常剧烈的，自由面的变形也非常复杂。尽管如

此，重叠粒子技术在该问题中仍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图 6-33 给出了 t=0.56s 时实验（Kleefsman 等（2005））、VOF（Kleefsman 等

（2005））及本文三种计算条件下的自由面的形状。从实验、VOF 及本文的数值

模拟中都不难发现，当水体遇到障碍物后会改变运动方向，沿着障碍物的前表面

向上爬升形成一股射流。在这个时刻，流体的运动十分复杂，出现了自由面的大

变形。从图 6-33 中的实验图片中可以看到流体的飞溅现象。本文中三种计算条

件的结果都可以观察到水体撞击障碍物后形成的射流及流体飞溅现象。尽管如此，

三种计算条件所描述的自由面变形形状也略有差异。相比于 Uni-Coarse，Uni-Fine

描述的射流形状整体性更强。从 Uni-Fine 和 Uni-Coarse 的结果对比来看，在这

个流动问题中粒子数的增加可以使自由面的变形特征描述的更精细。在 OPT 计

算条件下，障碍物附近的射流形状更接近于 Uni-Fine 的结果，自由面粒子的整体

性也比 Uni-Coarse 更强。理论上来讲，Uni-Fine 所描述的自由面的效果是本文三

种计算条件下 好的。从图 6-33 中可以看到，OPT 所描述的自由面形状也是比

较靠近 Uni-Fine 的结果，且这两者所描述的自由面形状都比 Uni-Coarse 中的自



第 6 章 重叠粒子技术的应用 

102 

由面要清晰，粒子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更强。 

 

(a) Exp.（Kleefsman 等（2005）） (b) Uni-Fine 

(c) VOF（Kleefsman 等（2005）） (d) OPT 

 

 (e) Uni-Coarse 

图 6-33 t=0.56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VOF 结果对比 

Fig. 6-33 Comparison of snapshots of dam breaking flow among experimental data, MPS and 

VOF results, at time 0.56s. 

 

 
图 6-34 H2 处的波高变化曲线 

Fig. 6-34 Time hisories of water height at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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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4 给出了图 6-30 中第二个水头探测点处记录的水位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到三种计算条件所描述的 H2 点处的水位整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尽管如此，三种计算条件对应的水位会出现一些差异。此外，三种计算条件的变

化趋势与实验数据（Kleefsman 等（2005））也存在差异。在该溃坝流动问题中，

自由面的变形十分的剧烈，数值模拟结果往往很难与实验完全吻合。 

 

表 6-8 P1 点处的压力峰值及对应时刻 

 压力峰值（Pa） 对应的时刻（s） 

Exp. 11239.4 0.415 

VOF 12036.4 0.413 

Uni-Fine 9149.3 0.4398 

OPT 9164.4 0.440 

Uni-Coarse 6220.5 0.4396 

 

 
图 6-35 P1 处的记录的压力变化曲线 

Fig. 6-35 Time hisories of impact pressure at P1. 

 

图 6-35 给出了图 6-31 中 P1 点记录的压力时历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三

种计算条件给出的压力变化的整体趋势是比较一致的。此外，三种计算条件下压

力峰值及其发生的时刻也列出在表 6-8 中。从表 6-8 中不难发现，采用 MPS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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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数值模拟的压力峰值发生时刻要比实验数据和 VOF 记录的时刻要晚。MPS 方

法得到的压力峰值比实验数据（Kleefsman 等（2005））偏低。需要说明的是，表

6-8 中列出的实验和 VOF 的压力值是将文献（Kleefsman 等（2005））中对应的

数据和结果分别减去初始时刻水体达到障碍物之前所对应的压力值之后的差值。 

 

 
图 6-36 OPT 和 Uni-Fine 所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的比较 

Fig. 6-36 Comparison of required dimensionless CPU time between OPT and Uni-Fine. 

 

图 6-36 给出了 OPT 和 Uni-Fine 两种计算条件所对应的数值模拟所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这些算例都是采用单 CPU 在 Intel i7-3770 的个人计算机上实现

的。其中，图 6-36 中纵坐标的无因次计算时间以全流场采用精细粒子 Uni-Fine

计算时的时间为参考量进行无因次化，即 Uni Finet t t  。从图 6-36 中可以观察到，

仅局部区域内布置精细粒子的算例 OPT 所消耗的计算时间约为全流场采用小粒

子 Uni-Fine 的一半。从孤立波的演化和本节三维溃坝算例中的 CPU 计算时间图

6-8 和图 6-36 中不难发现，后者三维溃坝流算例中 OPT 的加速效果并没有前者

高。其中的原因和前面二维溃坝问题类似，在本节的 OPT 算例中，重叠区内生

成的精细粒子 多时超过了Uni-Fine粒子总数的一半。根据Koshizuka等（1998）

关于计算时间和粒子数的估算式，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形下 OPT 的计算时间也会

相应的增加，其加速效果也会降低。在孤立波的演化问题中，流体粒子在计算域

中的空间分布要较为均匀，重叠区的高分辨率粒子数也并未达到全流域采用精细

粒子时粒子总数的一半。故而，孤立波的演化问题中 OPT 的加速效果要高于溃

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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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本章小结 

本章将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重叠粒子模块应用到

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中，主要包含孤立波在近岸处的演化过程、不带障碍物的

二维溃坝流及带障碍物的溃坝流动问题：（1）在孤立波的演化问题中，重叠粒

子技术可以对计算流域中的局部流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能够较好地描述孤立

波在斜坡上演化时自由面的翻卷、拍击水体、破碎及液体飞溅等复杂的流动现

象，并可以节省数值模拟中所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2）通过初始水体的长高

比为 0.5 的无障碍物溃坝问题分析了不同初始粒子间距对右侧壁面监测点处记

录的压力时历曲线的影响。此外，初始水体的长高比为 2.0 的二维溃坝流的数

值模拟结果表明通过采用对局部流场精细化描述的重叠粒子技术能够捕捉到更

细致的流场细节。在三维溃坝流的数值模拟中，重叠粒子技术可以将溃坝水体

冲击障碍物后形成的射流形状描述的更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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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应用 

7.1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溃坝问题中应用 

7.1.1 引言 

溃坝流动问题中往往都伴随着自由面的大变形，如自由面的翻卷、水体砰击

及液体飞溅等强非线性流动现象。溃坝问题常常作为 CFD 求解器能够处理自由

面问题的一个标准算例。Kleefsman 等（2005）基于改进的 VOF 方法对三维带障

碍物的溃坝流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验证其方法的有效性

和精度。Zhou 等（1999）在数值模拟甲板上浪问题时，首先对经典的三维溃坝

流问题进行了数值仿真，将数值模拟得到的溃坝流对结构物的冲击力与实验数据

进行对比，从而验证其数值求解器的可靠性。 

 

 

 
图 7-1 溃坝流模型数值模拟上浪水体对甲板及上层建筑的冲击（Buchner（2002）） 

Fig. 7-1 Green water flow on the deck based on dam-break model (Buchner (2002)). 

 

与此同时，溃坝流动问题中往往会存在液体冲击壁面或障碍物的现象，这与

船舶海洋工程中的甲板上浪后的水体沿着甲板向前运动及对上层建筑等冲击现

象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基于此，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者们考虑采用溃坝流模型来

评估上浪后的水体对甲板及上层建筑等的冲击作用。Greco（2001）基于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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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EM（Boundary Element Method）方法计算了二维的溃坝流问题，通过溃坝

流问题的数值模拟来对甲板上浪后的水体沿甲板的运动特征及其对垂直结构物

的冲击作用进行规律性研究，并考察局部流动特征及壁面与水平甲板的角度等参

数对水体冲击结构物的影响。Ryu 等（2007）基于大量的实验研究将 Ritter 溃坝

流模型应用到上浪问题的研究中。在这个溃坝流模型中有一个重要参数：溃坝水

体的初始水位高度。一般有两种方式来确定：一种方式是采用入射波波高与干舷

之差；另一种方式是上浪后水体的水头速度与溃坝流的水头速度保持一致，然后

反推溃坝水体的初始水位高度。Ryu 等（2007）的结果表明采用后一种方式得到

的水体速度分布与实验数据更接近。Pham 和 Varyani（2005）采用带初始速度的

溃坝流模型来预测船舶在波浪上运动时上浪水体对甲板的冲击压力。Buchner

（2002）、Fekken 等（1999）采用溃坝流模型和改进 VOF 方法模拟了甲板上浪

的场景及水体对甲板的冲击压力（如图 7-1 所示）。这反映了溃坝流动问题可以

作为甲板上浪水体对甲板及上层建筑的冲击的验证算例。这些工作表明溃坝问题

在船舶海洋工程中的流动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节将采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多分辨率粒子模

块来研究溃坝流动问题。首先，本章将对二维溃坝流问题进行计算，将计算得到

的拍击压力和溃坝水体的水头位置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多分辨率粒子技术

的可行性。然后，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三维的溃坝问题中。 

 

 
图 7-2 二维溃坝的计算模型示意图（单位：m） 

Fig. 7-2 A schematic view of 2D dam breaking problem (Unit: m). 

 

7.1.2 二维溃坝 

本小节将分别采用多分辨率MPS方法和单一分辨率MPS方法对二维溃坝问

题进行数值仿真。计算域和初始时刻的水柱尺寸如图 7-2 所示，长方形水柱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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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分别为 1.2 (L)× 0.6 (H) m，流体的运动粘性系数和密度分别取为
6 21.01 10 m s   、 31.0 10   3kg m 。在溃坝水池的右侧壁面上布置有两个压

力探测点 P1、P2。本节设计了两种计算条件，对应的计算参数如表 7-1 所示。第

一种计算条件 Uni-MPS 中全流场都布置有精细粒子，第二种计算条件 Multi-MPS

中初始流场布置了三种分辨率的粒子。该算例中分布的三种初始粒子间距分别为

H/ dp =30、60、120，对应的粒子质量分别为 0.4、0.1、0.025。初始时刻，Multi-MPS

算例中整个计算域分布的粒子质量分布如图 7-3 所示。 

 

表 7-1 二维溃坝中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Uni-MPS 0.005 均匀粒子方法 

Multi-MPS 0.02, 0.01, 0.005 多分辨率粒子方法 

 

 

 

图 7-3 二维溃坝中初始时刻粒子质量分布 

Fig. 7-3 The initial particle mass distribution for 2D dam breaking problem. 

 

图 7-4 所示为隔板突然拿掉后，溃坝水体的水头运动到右侧壁面之前的位置

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数值模拟所记录的溃坝水头的行进位置与实验数据

（Buchner（2002））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尽管如此，本文中水头的行进速

度要比实验结果略快。BEM（Colagrossi 和 Landrini（2003））的结果与实验数据

的对比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结论。该差异可能是由于实验中移动挡板时的延迟所造

成的。对于该算例，数值计算中可以完全实现挡板的瞬间移出，实验中则是很难

完全实现。该因素可能会造成数值计算的水头前进速度要比实验测得的结果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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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记录的水头随时间的变化（实验数据（Buchner（2002））、BEM 结果（Colagrossi 和

Landrini（2003））） 

Fig. 7-4 Propagation of the water front after dam gate removal compared to literature data (Exp. 

(Buchner(2002)), BEM (Colagrossi 和 Landrini (2003))). 

 

图 7-5 所示为不同时刻的自由面粒子分布。该算例采用了第二章中介绍的基

于邻居粒子不对称性分布方法来进行自由面粒子的判断。从图中观察可以发现，

该方法基本上能够识别大部分的自由面粒子。当然，也有少部分粒子并没有被识

别出来。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未被识别的粒子对应的粒子数密度比较高，或者是这

些粒子所对应的邻居粒子可能距离目标粒子比较近。尽管如此，让这些未被识别

的粒子参与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有利于粒子在下一时刻调整其与邻居粒子的

相对位置，防止粒子靠的太近。 

 

图 7-5 不同时刻粒子分布（红色粒子表示自由面粒子） 

Fig. 7-5 Particle configurations obtained by the multi-resolution MPS (red color indicates free 

suface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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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MPS (b) Multi-MPS 

图 7-6 
gt H =1.45 时流场压力分布比较 

Fig. 7-6 Comparisons of dam breaking flows by single resolution and multi-resolution MPS at 

gt H =1.45. 

 

 
(a) Uni-MPS (b) Multi-MPS 

图 7-7 
gt H =5.7 时流场压力分布比较 

Fig. 7-7 Comparisons of dam breaking flows by single resolution and multi-resolution MPS at 

gt H =5.7. 

 

图 7-6、图 7-7 所示分别描述了两个不同时刻流场的压力分布图。从图中可

以看到，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模拟得到的压力的整体分布与均匀粒子技术得到

的结果是比较接近的。当溃坝的水头拍击右侧的壁面后，水体会出现自由面的翻

卷并伴随着流体的飞溅，Uni-MPS 和 Multi-MPS 这两种计算条件都能刻画这些

流动现象。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的压力场也存在一些差异。在多分辨率粒子技

术所描述的压力场中，左侧流体所描述的压力场相对于右侧流体而言显得比较粗

糙，这主要是由于左侧流体采用 粗糙的粒子来表征，而右侧流体则是 精细的

粒子来表示的缘故。这种现象在全流场采用均匀粒子来进行数值模拟时则不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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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a) P1 

 
(b) P2 

图 7-8 二维溃坝问题中不同探测点处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实验数据（Buchner（2002））） 

Fig. 7-8 Time histories of pressures at different pressure probes (Experimental data 

(Buchner(2002))). 

 

图7-8给出了水池右侧壁面处两个压力探测点记录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数值模拟给出的 P1 点压力为实验中该点处压力传感器的

下端位置处的压力值。文献（Ozbulut 等（2014）；Colicchio 等（2002））中考虑

到压力传感器的尺寸太大可能会影响到记录压力的精度，也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来

代替 P1 点记录的压力值。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文中不管是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

术还是全流场采用均匀的精细粒子技术所得到的压力整体变化趋势与实验数据

（Buchner（2002））是比较吻合的。采用两种数值技术得到的压力变化趋势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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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致。在 P1 点处记录的压力，数值模拟记录的压力峰值在幅值和相位上与实

验数据（Buchner（2002））都有一定差异。相位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本文中仅仅

采用了单相流模型所造成的，在基于两相流粒子法的数值模拟的文献结果

（Colagrossi 和 Landrini（2003））中已对此现象进行了相关报道。造成数值模拟

的峰值与实验数据的差异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对壁面边界的处理、单相/多相流

模型及三维效应等都会导致数值模拟捕捉到的压力峰值产生差异。通过 Lind 等

（2016）对该溃坝问题的数值研究可以发现当射流再次砰击水体时，考虑空气的

影响时可以改进压力监测点处的压力。 

 

 
图 7-9 二维溃坝问题中两种计算条件下无因次粒子总数及计算时间对比 

Fig. 7-9 Comparisons of the CPU time and particle number between two numerical cases. 

 

 
图 7-10 二维溃坝问题中两种计算条件下不同求解模块所用时间分布 

Fig. 7-10 Comparisons of dimensionless CPU time among different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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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中对表 7-1 中两种计算条件分别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进行了对比。其

中，图 7-9 中纵坐标的百分数是以 Uni-MPS 中所对应的量（粒子数或 CPU 时间）

为参考进行无因次化的，即无因次粒子数及计算时间分布为  Uni FineN N N  、

Uni MPSt t t  。为了避免并行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计算条件都是采用单个 CPU 进

行数值模拟的,对应的 CPU 型号为 i7-3770。从图中可以看到，Multi-MPS 和

Uni-MPS 分别离散该流动问题时所需要的粒子是不一样的，Multi-MPS 中初始分

布的粒子数将近为全流场采用均匀粒子 Uni-MPS 情形下的一半。但前者所消耗

的 CPU 计算时间还不到后者的 40%。和前面章节中对重叠粒子技术的计算时间

类似，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由于减少了数值模拟中所需要的粒子数，从而能够降低

计算中所消耗的 CPU 时间。图 7-10 为本节中两种计算条件下每种计算条件中各

个计算模块所消耗的计算时间占其总时间的比重。本节主要讨论三个计算部分的

时间分布：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粒子搜寻及除这两者以外的其它操作。从

Uni-MPS 中不同模块所消耗的计算时间中不难发现，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占用

了总时间的 80%以上，粒子搜寻及其它部分消耗的 CPU 时间大体相当。在

Multi-MPS中压力Poisson方程的求解时间仍然占总时间的一半以上。尽管如此，

这部分的耗时占总时间的比重会下降；相反，Multi-MPS 中粒子搜寻占总时间的

比重则会升高。粒子搜寻中升高的比重是 Uni-MPS 中的比重的两倍多。从

Uni-MPS 和 Multi-MPS 中不同计算模块消耗时间占总时间的比重中可以知道，

Multi-MPS 不同模块的计算时间分布有较大的改变。Multi-MPS 采用多分辨率粒

子技术虽然可以通过减少数值模拟中的总粒子数来降低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

时间，但全流域分布的多种分辨率粒子将会导致邻居粒子的搜寻负担比单一分辨

率的情形要重。在三维流场的数值模拟中，Multi-MPS 中邻居粒子的搜寻耗时占

总时间的比重可能会更大。这也表明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对于邻居粒子的搜寻算

法需要进一步地优化。除此之外，两种计算条件下其它部分的求解时间占总时间

的比重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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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带障碍物的二维溃坝计算模型 

Fig. 7-11 A schematic view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for 2D dam breaking problem with an 

obstacle. 

 

 

图 7-12 障碍物上布置的压力监测点位置 （单位：m） 

Fig. 7-12 The distribution of pressure probes on the obstacle. (Unit: m) 

 

 

图 7-13 2D 带障碍物溃坝问题中初始粒子质量分布 

Fig.7-13 Initial particle mass distribution for 2D dam breaking problem 

 

7.1.3 二维带障碍物的溃坝 

在甲板上浪问题的研究中，有很多研究者们会采用溃坝模型来数值模拟甲板

上浪水体对上层结构物的冲击。本节将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来数值模拟一个二

维带障碍物的溃坝问题。该模型和上一节中的溃坝模型类似，不同之处是在溃坝

水体的正前方处有一障碍物。具体的计算模型如图 7-11 所示，溃坝水池的长度

和高度分别为 0.584 (Lt)×0.438 (Ht) m，二维障碍物的长度和高度为 0.048 (La)×

0.024 (Ha) m。初始时刻水体的宽度和高度为 0.146 (Lw)×0.292 (Hw) m。该溃坝问

题的详细实验可以参见 Koshizuka 等（1995）的工作。本节将分别采用全流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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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粒子分布的方法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来进行数值仿真，对应算例的计算参数如

表 7-2 所示。在 Multi-MPS 算例中初始时刻的粒子质量分布如图 7-13 所示。在

本节的数值仿真中，在障碍物上放置有四个压力探测点，用来检测溃坝水体对障

碍物的冲击影响。 

 

表 7-2 带障碍物溃坝三种计算条件下的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m） 计算方法 

Uni-Fine 0.002 

均匀粒子方法 

Uni-Coarse 0.008 

Multi-MPS 0.002, 0.004, 0.008 多分辨率粒子方法 

 

(a) Exp.(Koshizuka et al. (1995)) (b) Uni-Fine 

(c) Uni-Coarse (d) Multi-MPS 
图 7-14 t=0.2s 自由面形状对比 

Fig.7-14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at t=0.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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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p.(Koshizuka et al. (1995)) (b) Uni-Fine 

(c) Uni-Coarse (d) Multi-MPS 
图 7-15 t=0.3s 自由面形状对比 

Fig.7-15 Snapshots of 2D dam breaking flows at t=0.3s 

 
图 7-14、图 7-15 所示为本节中数值模拟的溃坝水体在不同时刻自由面的变

形及其与实验结果（Koshizuka 等（1995））的对比。在这两个时刻，溃坝水体已

经拍击到障碍物并形成了一股射流，此时的水体完成了沿底部水平壁面的行进。

从图 7-14 中可以发现，射流的根部及中部会向右上方运动，但射流的叶梢部分

相对于根部则会有向左上方的运动趋势，此时的射流呈现弧形。在图 7-15 中可

以观察到，左侧的水体继续向右侧运动，射流也会保持向右运动，并即将要拍击

右侧的壁面。综合图 7-14 和图 7-15 不难发现，本节中采用全流场均匀粒子和多

分辨率粒子都能刻画溃坝水体冲击障碍物后自由面的大变形。在这两个时刻，三

种计算条件下的自由面形状与实验图片结果也比较接近。尽管如此，三种计算条

件所描述的自由面形状存在一些差异。Multi-MPS 和 Uni-Fine 算例下刻画的自由

面轮廓比 Uni-Coarse 要清晰，这主要是由于前两个算例中射流的流体粒子分布的

整体性比后者的要强。特别是当射流即将要拍击右侧壁面时，Uni-Coarse 算例中

描述射流的流体粒子分布十分松散，而 Multi-MPS 和 Uni-Fine 中的流体粒子则

分布比较集中，描述的射流的整体性比 Uni-Coarse 要强。这也更进一步的说明了

在描述自由面的大变形运动时，往往需要该区域附近分布比较密集的粒子。在

MPS 方法中往往是通过全流场都布置精细粒子来实现这一目的。对全流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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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大小的粒子则可以缓解这一问题。 

 

7.1.4 三维溃坝 

本小节将采用多分辨率 MPS 方法对前面小节中溃坝问题进行三维的数值仿

真。其中三维溃坝的计算域和初始时刻的水柱尺寸如图 7-16 所示，长方体水柱

的长、宽、高分别为 1.2 (L)×0.6 (B)×0.6 (H) m。在溃坝水池的右侧壁面上沿中

纵剖面布置有两个压力探测点 P1、P2。实验中压力传感器的直径为 90 mm，考虑

到压力的记录精度，本节数值结果中仍然采用和文献（Ozbulut 等（2014）；

Colicchio 等（2002））一样的处理，记录 P1 传感器 下方的压力值。本节中初始

时刻整个计算域中布置的粒子的分布如图 7-17 所示，对应的计算参数如表 7-3

所示。 

 

 
 

(a) 三维溃坝的几何模型 (b) 两个压力监测点位置 

图 7-16 三维溃坝模型示意图及压力监测点位置（单位：m） 

Fig. 7-16 A schematic view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for 3D dam-break problem and 

positions of two pressure probes (Unit: m). 

 
表 7-3 三维无障碍物溃坝问题对应的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 (m) 计算方法 

Multi-MPS 0.01, 0.02, 0.04 多分辨率粒子方法 

 

首先，本节在 CPU 型号为 i7-3770 的计算机上采用串行技术测试了三维数值

模拟中各个计算模块的计算时间分布，其中各模块的计算时间分布以计算 200 个

时间步的总时间来进行分析。图 7-18 所示为三维溃坝流问题中不同计算模块占

总计算时间的比值，图中三个模块的分类方法与前面二维溃坝中相同。从图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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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观察到，求解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时间约占总时间的一半，邻居粒子搜寻的计

算时间约为总时间的 30%。一般而言，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的 MPS 仿真中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所占比重在 80%以上。采用多分辨率粒子仿真可以降低压力

Poisson 方程的求解时间。相应地，邻居粒子搜寻和其它模块耗时比重则会上升。

和二维溃坝中各计算模块的计算时间相比（如图 7-10 所示），压力 Poisson 方程

求解时间的比重略有下降，而邻居粒子搜寻耗时比重则会提高。对邻居粒子搜寻

方法进一步优化可能会降低其耗时比重。当然，如果降低数值模拟中粒子直径差

异，也可能会降低邻居粒子搜寻所占的时间比重。此外，多分辨率粒子往往会造

成粒子在局部的聚集，这可能会对多 CPU 的并行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尽管如此，

考虑到三维流动的计算量问题，本节中后续部分的结果是在计算集群上采用并行

技术来计算的，计算集群的 CPU 型号为：Intel Xeon E5-2690 v2。 

 

 

 

图 7-17 3D 溃坝问题中初始粒子质量分布 

Fig. 7-17 Initial particle mass distribution for 3D dam-break problem. 

 

图 7-19 所示分别给出了几个不同时刻的流场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三

维情形下溃坝水体的变化情况与二维情形很相似。溃坝水体先沿着水池的下壁面

向右运动，继而撞击右侧壁面并沿着右侧壁面向上爬升。 后水体回落并形成一

股射流。可以看到，三维的数值模拟结果也能够刻画这些复杂的流动现象。此外，

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左侧内部流场中的个别点出现了零值压力，这可能是由于极个

别自由面粒子的误判造成的。尽管如此，未识别的个别自由面粒子并不会改变整

体的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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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三维溃坝流中不同计算模块相对计算时间 

Fig. 7-18 The dimensionless CPU time of different modules for 3D dam breaking problem. 

 

(a) t=0.5s (b) t=0.76s 

(c) t=1.12s (d) t=1.36s 

 
图 7-19 不同时刻的流场分布 

Fig. 7-19 The flow fields predicted by multi-MPS at different instant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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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1 

 
 

(b) P2 
图 7-20 三维溃坝问题中不同探测点处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实验数据（Buchner（2002））） 

Fig. 7-20 Time histories of pressures at different pressure probes (Experimental data 

(Buchner(2002))). 

 

图 7-20 给出了水池右侧壁面处两个压力探测点记录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数值模拟给出的 P1 点压力为实验中该点处压力传感器

的 下端位置处的压力值，文献（Ozbulut 等（2014）；Colicchio 等（2002））中

考虑到压力传感器的尺寸太大可能会影响到记录压力的精度，也采用这种处理方

式来代替 P1 点记录的压力值。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文中采用多分辨率技术所得

到的压力整体变化趋势与实验数据（Buchner（2002））是比较吻合的。和二维情

形一样，在 P1 点处记录的压力，数值模拟记录的压力峰值在幅值和相位上与实

验数据（Buchner（2002））都有一定差异。相位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本文中仅仅

采用了单相流模型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和前面小节中的二维结果相比，三维数

值模拟得到的压力值要比二维数值模拟结果要光滑，并且三维情形下在

6t g H  附近时的压力峰值要比二维结果偏小，相对而言，三维数值模拟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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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要更接近于实验测得的峰值。前一个结果表明三维数值模拟能够过滤部分的

高频压力振荡，这主要是由于三维的数值模拟中目标粒子的作用域范围由二维的

圆形变成三维的球形域，这使得目标粒子的邻居粒子增多。 

 

7.2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入水问题中应用 

7.2.1 引言 

入水问题是船舶海洋工程领域内典型的流动现象。当船舶在恶劣海况中航行

时，露出水面的船艏会再次进入水体，出现剧烈的砰击作用。对于这种流动问题，

往往都伴随着复杂的流动现象，如物体的大幅度运动、自由面破碎及液体飞溅等

（如图 7-21 所示）。对于这些问题的物理机制的理解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尽管

如此，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主要包括实验、势流理论及数值计算等方法。在实验研究方面，Greenhow 和 Lin

（1983）对圆柱体和楔形柱体的入水问题开展了大量的试验工作，他们在这方面

所进行的工作也成为了数值计算研究人员验证他们的 CFD 求解器处理自由面大

变形流动问题的标准算例。Aarsnes（1996）则对艏外飘型船体在不同入水速度

和船体横倾角时入水进行了系列的实验。Wei 和 Hu（2015）对三维圆柱体入水

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Hermundstad 和 Moan（2005）分别采用实验手段和

基于 BEM（Boundary Element Method）的数值计算手段研究了 Ro-Ro 船的艏部

入水砰击现象。这些工作主要都是通过实验手段来对入水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采用基于网格的数值模拟方法对入水问题也开展了一些工

作。Zhu 等（2007）采用 CIP（Constrained Interpolation Profile）和 VOF（Volume 

of Fluid）方法模拟二维圆柱体的入水。Kleefsman 等（2005）通过求解基于 NS

（Navier-Stokes）方程的数值技术和 VOF 方法研究了二维楔形体的入水问题。

这些工作都能够成功地模拟物体的入水问题，也能够模拟自由面的翻卷等现象。

尽管如此，基于网格类的数值方法模拟物体入水时，不仅仅要涉及到自由面的大

变形问题，同时还存在物体的大幅度运动问题。采用网格类的数值方法处理这类

问题时往往需要进行额外的处理。在处理自由面的破碎、飞溅等现象时存在一定

的技术难度。 

无网格粒子法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具有较好的优势。和基于网格类的数值方法

不同，无网格粒子法是采用了 Lagrangian 的方式来描述流体的运动。在数值仿真

过程中，流场是通过布置在流域内的计算点（或粒子）来表征的。由于这些计算

点之间没有固定的拓扑结构，这使得无网格粒子法比较容易处理自由面的翻卷、

融合及飞溅等大变形及边界的大幅运动问题。对于动边界问题，无网格粒子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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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移动动边界对应的粒子即可。 

 

 
 

 
图 7-21 Ro-Ro 船的艏部入水砰击现象（Hermundstad 和 Moan（2005）） 

Fig.7-21 Flow phenomena when a Ro-Ro ship bow enters water (Hermundstad and Moan (2005)). 

 

鉴于无网格粒子方法的 Lagrangian 特性，该方法也逐渐被应用到入水问题的

研究中。Shao（2009）采用不可压缩的 SPH 方法数值模拟了自由下落的楔形体

的入水问题。Liu 等（2014）也采用不可压缩的 SPH 方法研究了 Greenhow 和 Lin

（1983）通过实验研究的圆柱体的入水问题。Vandamme 等（2011）基于弱可压

缩的 SPH 方法模拟了二维圆柱体的入水。Ghazanfarian 等（2015）第一个采用弱

可压缩 SPH 和 SPS（Sub-Particle Scale）讨论了一个旋转柱体的入水和出水问题。

余谦和张怀新（2013）将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LES）的思想移植到

MPS 方法中，并在楔形体入水问题中进行了应用。Oger 等（2006）采用 variable-h 

SPH 方法研究了楔形体放开多个自由度的情形下的入水问题，Oger 等（2006）

指出该方法可以采用较少的 CPU 计算时间把入水过程中楔形体表面形成的射流

形状描述的更清晰。Sun 等（2015）采用实验和弱可压缩的 SPH 方法研究了三

维带倾角的圆柱体入水问题。这些出色的工作都表明了无网格粒子法在处理入水

问题中的巨大潜能。尽管如此，在采用基于相同质量粒子分布的无网格粒子技术

数值模拟入水问题，为了把重点关注的局部区域内自由面的大变形等复杂的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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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象描述的更清晰，在整个计算域内都布置精细粒子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在无

网格粒子法中采用粒子局部细化技术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此外，对入水问题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二维问题，对三维入水问题的研究则比较少。这其中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三维情形下的计算负担比较大的缘故。 

对于无网格粒子法中粒子局部细化技术的研究现状在本章序言中已经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目前，基于 MPS 方法所开展的粒子细化技术主要有 MPS-MAFL

技术（Yoon 等（1999））、重叠粒子技术（Shibata 等（2012））及多分辨率粒子技

术（Tanaka 等（2009））。MPS-MAFL 技术主要应用在气泡动力学问题的数值模

拟中。其对于带自由面的流动问题是否适用，文献中并没有进行报道。此外，这

些粒子局部流场细化技术主要都集中应用在二维问题，对于三维问题的应用较少

介绍。本章将采用前文中介绍的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对入水问题进行数值模拟。更

进一步地，将该技术扩展到三维入水问题的仿真中，并同时考虑多个自由度的影

响。 

本节将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来研究入水问题，首先将对二维水平圆柱体在

半浮力和全浮力两种状态下的入水问题进行计算，将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进行

对比。然后，再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扩展到三维入水问题，同时考虑带倾角的圆

柱体的放开多个自由度时入水情形。进一步地，本章还比较了不同入水初速度对

三维圆柱体入水的影响。 

 

7.2.2 运动方程 

在前面章节中，涉及到的边界都是固定的，可以直接按照Koshizuka等（1998）

介绍的布置虚拟边界粒子的方式来实现，并且在数值模拟中将所有的边界粒子的

速度都设置为零即可。在本章中的入水问题中，物体将不再作为固定边界而是作

为一个动边界来进行处理。在无网格粒子方法中，动边界的处理是直接移动该边

界对应的粒子即可，不需要其它任何附加处理。这种方式很容易处理边界的大幅

度运动，这也是无网格粒子法相对于网格类计算方法的一个优势。 

在本章中，假设入水物体是刚性的，在入水过程中不考虑物体自身的变形。

对于刚性物体，其运动包括平动和转动，控制方程可以用 Newton 第二定律来表

征。相应地，入水物体的控制方程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形式： 

 g
fluid solid

d
M M

dt  
u

g F  (7-1)

 z fluid solid

d
I

dt  T


 (7-2)

其中：M 、 zI 为刚性物体的质量和转动惯量， gu 为入水物体重心的平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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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入水物体绕其重心的转动角速度， fluid solidF 、 fluid solidT 分别为流体作用在物体上

的力和力矩。需要说明的是，本章的数值模拟中将只考虑物体纯平动或者平动和

绕某一个轴的转动，并不考虑六自由度的耦合作用。因此，本章中物体的运动方

程可以直接采用式（7-1）和式（7-2）。 

更进一步地，流体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fluid solidF 和力矩 fluid solidT 可以通过对压力

沿物体湿表面的积分求得： 

 fluid solid sS
p d  F S  (7-3)

 fluid solid s sS
p d   T r S  (7-4)

其中： sp 为物体湿表面上的压力， sr 表示物体表面上任意一点相对于其重心的

位置向量， dS 为物体表面微元与其外法线方向向量的乘积。 

 

 
图 7-22 带运动边界时求解器的计算流程图 

Fig.7-22 The flow chart of MLParticle-SJTU solver involving moving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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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时间步内计算得到了刚性物体的重心的平动速度和刚体绕其重心

的转动速度后，表征刚体的每一个边界粒子 i 的速度及位置可以按照如下的方式

进行更新： 

  i g i g   u u r r  (7-5)

 1

i i

k k
it   r r + u (7-6)

其中： gu 为刚体重心的平动速度，为刚体绕重心的转动角速度， gr 是刚体重

心的位置， i gr r 为粒子相对于重心的相对位置。 

考虑到本章中入水物体的运动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处理这类流动问

题时的计算流程如图 7-22 所示。
 

 

 
图 7-23 二维圆柱入水的计算模型示意图（单位：m） 

Fig. 7-23 A schematic sketch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for water entry problem (Unit: m). 

 

7.2.3 二维半浮力水平圆柱体入水 

本节将分别采用单一分辨率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来数值模拟二维

水平圆柱体的入水问题，对应的计算模型如图 7-23 所示。其中，数值水池的水

深 H 为 0.3 m，圆柱体中心到静水面的距离是 0.5 m。圆柱体的直径是 0.11 m。圆

柱体在初始时刻位置处零速度释放。对于该圆柱体入水问题的实验可以详见

Greenhow 和 Lin（1983）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在本节中，圆柱体的密度为

500 3kg m ，水的运动粘性系数和密度分别取为 61.01 10   2m s 、 31.0 10  
3kg m ，重力加速度向量取为  0, 9.8, 0   g 2m s 。在整个计算过程中，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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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仅仅放开垂向运动。 

本节共设计了三种计算条件，对应的计算参数及采用的计算方法如表 7-4 所

示。在第三种计算条件中，整个计算流域中分布有三种分辨率的粒子（如图 7-24

所示）。其中，在靠近圆柱体入水后的冲击区域内分布的是 小的粒子，在远离

该区域的空间布置的是 大的粒子，如图 7-24 所示，图中的颜色表示粒子的质

量。如表 7-4 所示，前两个算例中，全流场都是布置的相同大小（或质量）粒子，

对应的初始粒子间距分别为 0.0025dp  m、 0.01dp  m。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粒

子之间会有一个调整过程，在圆柱体下落前，需要将水体静置一段时间，待柱体

下方水体的流场稳定后再开始圆柱体的入水计算。后文中对其它入水问题的数值

模拟中都采用了这种处理方式。 

 

 

 
图 7-24 初始时刻的粒子质量分布 

Fig.7-24 Initial particle mass distribution for Multi-MPS case. 

 

表 7-4 半浮力圆柱体入水问题中三种计算条件对应的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 (m) 计算方法 

Uni-Fine 0.0025 

均匀粒子方法 

Uni-Coarse 0.01 

Multi-MPS 0.0025, 0.005, 0.01 多分辨率粒子方法 

 

图 7-25~图 7-28 分别比较了实验（Greenhow 和 Lin（1983））、BEM（Sun 和

Faltinsen（2006））及本文不同计算条件下的数值结果在不同时刻对应的自由面

形状。其中，图 7-25~图 7-28 中（a）图中的绿线表示 Sun 和 Faltinsen（2006）

采用 BEM 得到的自由面形状。从实验（Greenhow 和 Lin（1983））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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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圆柱体冲击水面后，水体开始依附到圆柱体表面上。当圆柱体继续下潜时，水

体沿着圆柱体的左右两侧爬升并出现水体与圆柱体的分离，继而可以明显地观察

到液体飞溅现象。此时，分别在圆柱体两侧形成了一股射流。本文采用 MPS 方

法数值模拟的结果中可以观察到和实验类似的自由面形状的变化过程。尽管如此，

三种 MPS 数值计算结果仍然存在一些差别。如图 7-25 所示，当圆柱体接触水面

后，水体依附到圆柱体上，水体和圆柱体表面没有出现流动分离，此时，全场采

用 大 Uni-Coarse 或 小粒子 Uni-Fine 描述的自由面形状与全场采用多种分辨

率粒子时的自由面形状并没有明显地区别。如图 7-26 所示，水体和圆柱体表面

已经出现了分离，从实验中也可以观察到液体飞溅现象。虽然三种计算条件下的

数值结果都捕捉到了流体与圆柱体表面分离这一现象，但 Uni-Fine 和 Multi-MPS

所描述的圆柱体附近的自由面形状比 Uni-Coarse 更清晰，Uni-Coarse 中可以观察

到自由面即将变化的趋势。在图 7-27 和图 7-28 中，两股射流在圆柱体两侧发生

了明显的液体飞溅，Uni-Fine 和 Multi-MPS 都有效地捕捉到这一流动现象，但这

一现象在 Uni-Coarse 并不能明显的观察到。如图 7-28 所示，当圆柱继续向下运

动时，圆柱体两侧的两股射流分别向上和远离圆柱体的方向运动。Uni-Coarse 描

述的射流出现了明显的间断，Uni-Fine 和 Multi-MPS 则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从

这几个时刻的自由面形状来看，Multi-MPS 能够刻画和 Uni-Fine 相似的自由面形

状，并且这两者给出的圆柱体两侧的两股射流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而

Uni-Coarse 则出现了间断。此外，Uni-Fine 和 Multi-MPS 能够捕捉到圆柱体下潜

过程中液体的飞溅现象，而 Uni-Coarse 则很难观察到。Uni-Fine 和 Uni-Coarse

的差异间接地说明，在圆柱体冲击水面附近分布高分辨率粒子可以更精确的描述

圆柱体附近自由面的变形及流体飞溅。Multi-MPS 可以将数值模拟中的粒子更集

中地分布在圆柱体冲击的水体附近，这样既可以更精确的描述圆柱体附近的自由

面大变形，同时还能减少数值仿真中所需要的粒子总数。 

 

(a) Exp. (b) Uni-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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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ni-Coarse (d) Multi-MPS 
图 7-25 t=0.305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Fig.7-25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 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305s. 

 

(a) Exp. (b) Uni-Fine 

(c) Uni-Coarse (d) Multi-MPS 
图 7-26 t=0.320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Fig.7-26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 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3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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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p. (b) Uni-Fine 

(c) Uni-Coarse (d) Multi-MPS 
图 7-27 t=0.330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Fig.7-27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 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330s. 

 

(a) Exp. (b) Uni-Fine 

(c) Uni-Coarse (d) Multi-MPS 
图 7-28 t=0.385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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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28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 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385s. 

 

 
图 7-29 圆柱体下潜深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7-29 Time histories of penetration depth of the circular cylinder. 

 

图7-29比较了实验数据（Greenhow and Lin（1983））、BEM（Sun and Faltinsen

（2006））和本文数值结果得到的圆柱体下潜深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其中：三

角形表示实验数据，绿色虚线表示BEM的结果，蓝色点划线为Multi-MPS的数值

结果，红色实线为Uni-Fine的结果。图中的横坐标表示圆柱体下潜时间相对于圆

柱体开始接触水面时刻的相对时间。从图7-29中可以观察到，本文Uni-Fine和

Multi-MPS数值模拟得到的圆柱体下潜深度与实验数据（Greenhow and Lin（1983））

和BEM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但本文数值

模拟和BEM预测的圆柱体下潜深度都要比实验值略深，这在其他数值方法中也

有类似的结果（Zhu等（2007）；Vandamme等（2011））。尽管如此，Uni-Fine和

Multi-MPS给出的圆柱体下潜深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也是十分接近。这两者仍然

存在一些较小的差异。 

图7-30比较了Uni-Fine、Uni-Coarse和Multi-MPS三种计算条件下数值仿真

0.42s时所消耗的CPU时间。其中，图7-30中纵坐标对应的百分数是以Uni-Fine中

相应的量（粒子数和CPU时间）为参考进行无因次化的，即  Uni FineN N N  、

Uni Finet t t  。这三种计算条件都是在Intel i7-3770计算机上实现的，为了避免多

CPU并行因素的影响，本节中所有的算例都仅仅采用了单个CPU。从图7-30中可

以观察到，Multi-MPS所需要的粒子总数大约是Uni-Fine的40%，前者所消耗的

CPU时间是后者的30%。这也很容易理解，增加粒子总数必然会增加CPU的计算

负荷，从而导致总的计算时间的增加。不同于GPU和多CPU并行加速技术，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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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粒子技术是通过降低计算所需的粒子总数来减少总的计算负荷。因此，多分

辨率粒子技术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间接的加速技术。 

 

 
图 7-30 模拟 0.42s 时三种计算条件下的无因次粒子数和 CPU 时间 

Fig.7-30 The total particles and required dimensionless CPU time of three numerical cases for 

flowing 0.42 seconds. 

 

7.2.4 二维全浮力圆柱体入水 

本节中计算模型与前一小节一样，不同的是本节中圆柱体的密度为
31000 kg m 。初始模型的计算参数与表 7-4 中 Multi-MPS 是一样的，且数值模

拟中仅仅放开垂向运动。图 7-31~图 7-34 分别比较了实验数据（Greenhow and Lin

（1983））、BEM（Sun and Faltinsen（2006））及本文结果在不同时刻对应的自由

面形状，其中实验图中的绿线表示 Sun 和 Faltinsen（2006）采用 BEM 得到的自

由面形状。和前一小节中半浮力圆柱体入水时的情形类似，当圆柱体冲击水面后，

水体开始依附到圆柱体表面上。当圆柱体继续下潜时，水体沿着圆柱体的左右两

侧爬升并出现水体与圆柱体的分离，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液体飞溅现象。此时，可

以分别在圆柱体两侧观察到射流。 

此外，本文将数值模拟记录的圆柱体下潜深度与实验数据（Greenhow and Lin

（1983））和 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进行了对比。从图 7-35 中

可以发现，本文给出的下潜深度的总体变化趋势与实验数据和 BEM 结果是一致

的。当时间 t小于 0.8s 时，本文结果与 BEM 结果是比较接近的，而本文结果与

BEM 结果都与实验数据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实验给出的第四个点，很多学者对

这个点的提出了疑问（Greenhow and Lin（1983）；Sun and Faltinsen（2006））。

此外，当时间 t 大于 0.1s 后，本文结果与 BEM 结果及实验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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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预测的下潜深度小于文献结果。从 Zhao 等（2016）采用 CIP（Constrained 

Interpolation Profile）方法给出的圆柱下潜深度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数值结果也

是低于实验数据。本文结果中的差异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实验过程的环

境对实验数据产生的作用外，数值计算中可能也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条件的影响：

（1）Yang 等（2014）采用 SPH 方法数值模拟了和本节中一样的圆柱体入水问

题，并比较了几种不同的核函数对数值结果的影响。从 Yang 等（2014）数值模

拟的结论中可以知道，采用不同的核函数所得到的圆柱体下潜深度是存在一定差

异的。这表明核函数的特性对不同条件下的入水问题是有一定影响的。尽管这一

研究工作是基于弱可压缩的 SPH 方法所开展的，但对于 MPS 方法仍然具有很强

的参考价值；（2）和上一节中的圆柱体入水时的条件不同，本节中圆柱体质量是

上一节中圆柱体质量的两倍。在相同位置下落时，本节中圆柱体在开始冲击水体

时的动量是高于上一节中的圆柱体。这也导致了本节中自由面的变形比上一节中

剧烈。在这种情况下，空气的影响可能比上一节算例条件下更为明显。此时，采

用两相流模型可能会改进本文的计算结果；（3）当入水物体冲击水体时的速度比

较大时，采用两相流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时空气的可压缩性对砰击作用也会有影响，

这一点从 Lind 等（2016）考虑了空气可压缩性的两相流模型仿真溃坝问题的数

值结果中可以看出；（4）对物面边界的处理。在 MPS 方法中对于物面的处理往

往采用了 Koshizuka 等（1998）介绍的虚拟边界粒子。Sun 等（2015）在弱可压

缩 SPH 方法中讨论了 SPH 方法中几种边界的处理方式及其相应的优劣势。而在

MPS 方法中对于边界的处理往往讨论的都比较少，Lee 等（2011）参照 SPH 中

边界的处理方式引入了不可滑移边界和可滑移边界条件。尽管如此，Lee等（2011）

并没有对引入的这两种边界条件和 Koshizuka 等（1998）给出的边界处理方法的

优劣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壁面边界的不同处理方式对 MPS 方法的数值模拟精

度的影响很难得知， 

  

(a) Exp. (b) Multi-MPS 
图 7-31 t=0.315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Fig.7-31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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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315s. 

(a) Exp. (b) Multi-MPS 
图 7-32 t=0.390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Fig.7-32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 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390s. 

 

(a) Exp. (b) Multi-MPS 
图 7-33 t=0.410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Fig.7-33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410s. 

 

(a) Exp. (b) Multi-MPS 
图 7-34 t=0.500s 时自由面形状与实验结果（Greenhow 和 Lin（1983））、BEM 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对比 

Fig.7-34 Comparison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s amongexperimental photos (Greenhow and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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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BEM results(Sun and Faltinsen (2006)) and numerical results at t=0.500s. 

 

 
图 7-35 二维全浮力圆柱下潜深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7-35 Time histories of penetration depth of the circular cylinder. 

 

7.2.5 三维水平圆柱体入水 

本节将上一节中全浮力圆柱体入水问题扩展到三维情形，计算模型如图 7-36

所示。这里考虑计算量的因素，宽度仅仅取为 0.3 m，其余尺寸和上一节中的尺

寸一样。三维圆柱体的密度为 1000 3kg m 。本节计算时，计算域中布置有三种

分辨率的粒子，计算参数如表 7-5，对应的初始粒子间距分别为 H/ dp =15、30、

60。初始时刻的粒子质量的分布如图 7-37 所示。和二维情形一样，本节中也仅

仅只考虑三维圆柱体的垂向运动。 

 

  
图 7-36 三维水平圆柱入水时的计算示意图（单位：m） 

Fig.7-36 A schematic view of the computation domain for 3D water entry problem (Uni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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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7 三维入水时初始时刻粒子质量分布 

Fig.7-37 Initial particle distribution for 3D water entry problem. 

 

(a) t=0.31s (b) t=0.39s 

(c) t=0.41s (d) t=0.50s 

 

图 7-38 三维圆柱入水时流场瞬间 

Fig.7-38 Snapshots of 3D water entry flows using multi-resolution MPS at different instant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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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所示为三维水平圆柱体下潜过程中不同时刻自由面的变形及压力场

的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圆柱体下潜过程中，自由面的变化非常剧烈，可

以观察到明显的流体飞溅现象。当圆柱体冲击水体时，在圆柱体下方产生了一个

高压区，可以预测此时柱体受到的阻力将比较大。当柱体继续往下运动时，柱体

下方的高压区范围会减小。 

 

表 7-5 全浮力三维圆柱入水问题中的计算参数 

 初始粒子间距 dp (m) 计算方法 

Multi-MPS 0.005, 0.01, 0.02 多分辨率粒子方法 

 

图 7-39 给出了三维圆柱体柱体下潜深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图中三角形表

示实验数据（Greenhow and Lin（1983）），绿色虚线为 BEM 的数值结果（Sun and 

Faltinsen（2006））。可以看到，三维模拟描述的柱体下潜深度的总体趋势与实验

数据及 BEM 的数值结果是一致的。和前面小节一样，其中的差异可能是本文仅

仅采用了单相流模型、核函数的性质等因素所造成的。 

 

 
图 7-39 三维圆柱体下潜深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7-39 Depth of penetration of the 3D circular cylinder. 

 

7.2.6 三维带倾角圆柱体入水 

本节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三维带倾角圆柱体的入水问题中。如表 7-6

所示，本节将分别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和有网格的数值求解器

naoe-FOAM-SJTU 中开发的重叠网格技术数值模拟了三维带倾角的圆柱体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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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将这两种数值方法模拟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在本节的算例中，计算模型

如图 7-40 所示。该算例中水池的尺寸与 Sun 等（2015）的实验一致，水体的长

宽高分别为 0.48 m、0.24 m、0.288 m。三维圆柱体的长度为 0.15 m，直径为 0.032 

m，初始纵倾角 0 为 35。均质圆柱体的质量为 0.145 kg。圆柱体开始接触水面

时的垂向速度为 1.92 m/s。 

 

 
图 7-40 三维带倾角圆柱入水问题的计算模型示意图（单位：m） 

Fig.7-40 Sketch of the 3D cylinder entering water with initial angle (Unit: m). 

 

 

 
图 7-41 初始流体粒子质量分布 

Fig.7-41 Initial fluid particle mass distribution. 

 

在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 Multi-MPS 算例中，整个流场布置有三种不同分

辨率的粒子，初始粒子质量分布如图 7-41，对应的初始粒子间距分别为 0.0048、

0.003、0.0024 m，总的粒子数约为 0.92M，其中 M 表示百万。在采用求解器

naoe-FOAM-SJTU 中重叠网格技术的算例中，整个计算域内的网格包括背景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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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圆柱体网格。初始时刻，圆柱体附近的网格如图 7-42 所示。对于该三维圆柱

体入水问题，网格总量为 2.728M，背景网格和圆柱体网格分别为 2.56M和 0.168M。

其中，有关求解器 naoe-FOAM-SJTU 中重叠网格技术的介绍及应用可以参见基

于该求解器已经开展的研究工作（Shen 等（2015）；沈志荣（2014）；吴建威等

（2016）），本文中将不予介绍。此外，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仅仅实现了

单相流，该算例将采用单相流模型进行数值仿真。在求解器 naoe-FOAM-SJTU

中则实现了两相流，且本节中的数值模拟将采用两相流模型来模拟，这样可以考

虑圆柱体入水过程中空气的影响。采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和

naoe-FOAM-SJTU 进行数值仿真时，只考虑三个自由度的耦合作用，分别为水平

和垂向平动和绕 z轴的转动。 

 

表 7-6 三维带倾角圆柱体入水问题中的计算参数 

算例 使用的求解器 计算方法 

Overset naoe-FOAM-SJTU 重叠网格技术 

Multi-MPS MLParticle-SJTU 2.0 多分辨率粒子方法 

 

 

 
图 7-42 初始时刻三维圆柱体附近的网格分布 

Fig.7-42 Grid distribution around cylinder. 

 

图 7-43 给出了三维带初始倾角的圆柱体在入水后下落过程中分别采用

Multi-MPS、Overset、SPH（Sun 等（2015））及实验（Sun 等（2015））得到的水

平位移、垂向位移及横倾角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从图 7-43 中可以观察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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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 Multi-MPS 和 Overset 数值模拟的平动位移和圆柱体横倾角的整体变化趋

势与文献中 SPH 数值模拟结果（Sun 等（2015））和实验数据（Sun 等（2015））

都比较吻合。尽管如此，从图 7-43（a）中可以发现本文 Multi-MPS 及文献中 SPH

方法给出的水平偏移距离都要比 Overset 结果和实验数据的要大；从图 7-43（b）

中，采用 Multi-MPS 和 Overset 数值模拟的下潜深度比 SPH 更接近实验数据；在

图 7-43（c）中，横倾角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中可以观察到，入水过程中初始横倾

角会逐渐变小，即三维圆柱体渐渐趋于水平。粒子法模拟的结果比 Overset 结果

和实验数据变化要快。造成 Multi-MPS 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差异的原因可

能有以下几种情况：（1）本文虽然采用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对三维圆柱体入水后

靠近砰击区域内的局部区域布置了精细粒子，但和基于网格法的求解器

naoe-FOAM-SJTU 在该区域离散的网格数相比，在局部区域内的粒子分辨率仍然

是偏低的。本文中所采用的粒子数仍然不够多，进一步的降低初始粒子间距可能

会改进本文的计算计算结果；（2）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目

前仅仅支持单相流模型的数值仿真，而在求解器 naoe-FOAM-SJTU 中则采用了

两相流模型。从粒子法和网格法的数值模拟结果来看，采用了两相流的网格法得

到的数值结果更接近于实验数据。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该问题中空气对三维

圆柱体入水的影响。此外，在 Sun 等（2015）采用单相流 SPH 的数值模拟结果

中也出现了和本文采用 MPS 方法类似的偏差。在后续的工作中，开发两相流的

MPS 方法可能会改进本文的数值结果；（3）在 Multi-MPS 的数值计算中，未考

虑表面张力和气泡的影响。在 Sun 等（2015）的实验观察结果中也明确地说明三

维圆柱体在水体中下落时，表面张力和气泡对其运动有一定的影响，表面张力会

限制气泡的发展。由于圆柱体的水平运动速度比垂向速度小，表面张力对圆柱体

水平运动的影响可能会更明显。计算中忽略表面张力则可能导致数值模拟的水平

偏移距离比实验值偏大。尽管如此，本文中采用 Multi-MPS 粒子技术已经能够将

三维圆柱体入水后位移的整体变化趋势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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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平位移 

 
(b) 垂向位移 

 
(c) 横倾角 

图 7-43 三维圆柱体下落过程中的水平、垂向位移及横倾角的变化 

Fig.7-43 Comparisons of the motions of cylinder among MPS、Overset、SPH results (Sun et al. 

(2015)) and experimental data (Sun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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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4 是三维圆柱体入水后 t=0.068s 时 Multi-MPS、Overset、SPH（Sun 等

（2015））及实验（Sun 等（2015））给出的自由面的变化情况。需要说明的是，

图中数值结果仅仅显示了半侧水体。从图 7-44（a）中的实验图片不难看出，在

这个时刻圆柱体的上面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腔。在圆柱体右侧的自由面发生了明

显的翻卷并形成了一股射流。在圆柱体的左侧流体飞溅比较明显。在本文的

Multi-MPS、Overset 及文献中 SPH 方法（Sun 等（2015））的数值结果中都捕捉

到圆柱体右侧自由面翻卷所形成的射流。尽管如此，这三种数值模拟的结果仍然

存在一些差异。在 Overset 的数值结果中，圆柱体左侧可以观察到水面的隆起，

但几乎观察不到液体的飞溅现象。在粒子法（SPH 和 MPS）的数值模拟中，可

以到明显的流体飞溅。这也间接说明了无网格粒子法在描述自由面大变形时相比

于网格方法在捕捉自由面变形特征方面的优势。 

 

(a) Exp. (b) SPH

(c) MPS (d) Overset 

 
图 7-44 t=0.068s 时实验（Sun 等（2015））、SPH（Sun 等（2015））、MPS 及 Overset 的自由

面变形 

Fig.7-44 Comparisons of the pressure fields and free surface deformation among MPS, Ov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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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 results (Sun et al. (2015)) and experimental data (Sun et al. (2015)) at t=0.068s. 

 

图 7-45 是三维圆柱体入水后 t=0.035s 时 Multi-MPS 和 Overset 方法给出的压

力场分布。从结果对比中可以看到，圆柱体冲击自由面时在自由面和圆柱体下侧

的交界点附近形成了一个局部高压区。从图 7-43（c）中横倾角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中可以观察到，入水过程中三维圆柱体的横倾角会逐渐变小，即三维圆柱体渐

渐趋于水平。圆柱体横倾角的变化可能会加剧三维圆柱体对靠近自由面的流体的

挤压作用，从而在靠近自由面附近产生局部的高压区。此外，从图 7-45（a）、（b）

中可以看到圆柱体右侧自由面已经开始发生翻卷。总体上讲，Multi-MPS 和

Overset 描述的现象是比较接近的。 

 

(a) MPS正视图 (b) Overset正视图 

(c) MPS侧视图 (d) Overset侧视图 

 
图 7-45 t=0.035s 时 MPS（左）、Overset（右）计算得到的流场分布 

Fig.7-45 Comparisons of the flow field between MPS (left) and Overset (right) at t=0.03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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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0.0245s (b) t=0.04025s 

(c) t=0.0595s (d) t=0.0805s 

(e) t=0.08925s (f) t=0.09975s 

 
图 7-46 三维带倾角圆柱体入水过程中的不同瞬时 

Fig.7-46 Snapshots of 3D inclined cylinder entering water at different instant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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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46 所示给出了三维带倾角圆柱体入水过程中的不同瞬时的流动现象。

从图 7-46（a）中可以观察到三维圆柱体的右端进入水体。在惯性和重力的作用

下，圆柱体继续向下运动。图 7-46（b）中圆柱体的左端即将进入水体。初始时

刻圆柱体是倾斜放置的，圆柱体进入水体后的运动出现极大的不对称性。从图

7-46（c）、（d）中可以观察到圆柱体存在向右的运动速度。此时，圆柱体两端的

自由面形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对称。除此之外，在圆柱体的上方出现了明显的

空腔。当圆柱体继续下潜时，圆柱体右上方的水体开始闭合（如图 7-46（e）、（f）

所示）。 

 

 
图 7-47 三维圆柱体上布置的压力监测点位置（单位：m） 

Fig.7-47 The position of pressure probe on the 3D cylinder surface (Unit: m). 

 

表 7-7 不同算例下的初速度 

算例 入水速度(m/s) 

Case A1 0.42 

Case A2 0.72 

Case A3 1.02 

Case A4 1.32 

Case A5 1.62 

Case A6 1.92 

 

7.2.7 不同入水初速度对三维圆柱体入水的影响 

本节中采用上一节中的计算模型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讨论不同入水初速度

对三维圆柱体入水的影响。此外，本节中在距离三维圆柱体的 下侧 0.0375m 处

放置有一个压力探测点，其位置如图 7-47 所示。其中圆柱体中右下点对应图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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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倾斜圆柱体上的 低点。本节中考虑了六组不同入水初速度时的情形，如表

7-7 中所列对应的初速度分别为 0.42m/s、0.72m/s、1.02m/s、1.32m/s、1.62m/s 和

1.92m/s。在这六组算例中三维圆柱体的初始倾角与上一节相同。其中，Case A6

就是上一节中所讨论的情形。 

定义无因次速度 Fr 、垂向水动力力系数 dC 如下： 

 
0V

Fr
gL

  (7-7)

 2
0

1
2

y
d

F
C

V S
  

(7-8)

其中， 0V 为三维圆柱体开始接触水面时的速度， L 为圆柱体的长度， g 为垂向

的重力加速度，S 为无倾角圆柱体在水平面上的投影面积，本文取为圆柱体长度

和直径的乘积， yF 为圆柱体冲击水体后受到的垂向水动力达到的第一个极大值，

 为流体的密度。 

图 7-48 所示为三维圆柱体冲击下面的水体后，圆柱体受到的垂向水动力达

到第一个极值时的砰击力系数随 Fr 数的变化曲线。从图中不难发现，垂向砰击

力系数 dC 随着 Fr 数的增大有减小的趋势。当 Fr 数较小时，垂向砰击力系数 dC

的值比较大，且对应的变化率也比较快。当 Fr 数较大时，垂向砰击力系数变化

则较为平缓。 

 

 
图 7-48 垂向砰击力系数随 Fr 数的变化曲线 

Fig.7-48 The vertical force coefficients versus Froud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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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V =0.42 m/s (b) 0V =0.72 m/s 

(c) 0V =1.02 m/s (d) 0V =1.32 m/s 

(e) 0V =1.62 m/s (f) 0V =1.92 m/s 

 
图 7-49 不同初始入水速度下垂向水动力达到第一个极大值对应时刻附近的流场瞬时 

Fig.7-49 Snapshots for 3D inclinded cylinder with different initial entry speeds. 

 

图 7-49 给出了不同初始入水速度下三维圆柱体受到的垂向水动力达到第一

个极大值时对应时刻附近的流场瞬时。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三维圆柱体以不同初

始速度入水时，流体会沿圆柱体表面发生分离，此时会在圆柱体的上方形成一个

空腔。空腔右侧的自由面沿右上角会形成一股射流，图中观察到射流在重力作用

下开始弯曲。当入水初速度较大时，在该时刻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液体飞溅现象。

此外，在圆柱体的左侧与自由面的接触点附近会形成一个局部高压，随着入水速

度的增加，局部高压越明显，并且高压区的范围有向周边扩大的趋势。 

图 7-50 给出了不同入水初速度下三维圆柱体的水平、垂向位移及横倾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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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历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入水初速度的增加，三维圆柱体在三个自

由度上偏移初始位置的幅度也会变大。 

 

 
(a) 水平位移 

 
(b) 垂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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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横倾角 

图 7-50 三维圆柱体下落过程中的水平、垂向位移及横倾角的变化 

Fig.7-50 Motions of 3D cylinder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entry speeds. 

 

7.3 本章小结 

本章的主要工作是将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多分辨

率粒子模块应用到溃坝流动和入水流动问题中。（1）溃坝模型是船舶海洋工程中

甲板上浪流动问题的研究中采用的模型之一。首先，本章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

用到无障碍物的溃坝流中，比较了全流域采用精细粒子和多分辨率粒子时的自由

面的变形及压力监测点处记录的压力时历曲线。从中可以发现多分辨率粒子技术

可以较好地描述自由面的大变形运动，并给出和全流域采用精细粒子时一致的压

力变化趋势。此外，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各个计算模块的计算时间占总时间的比

重与单一粒子技术时有一定差异。邻居粒子搜寻耗时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的比

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继而，本章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应用到三维溃坝流动问

题中。在三维的数值仿真结果中可以观察到溃坝水体先沿着水池的下壁面向右运

动，继而撞击右侧壁面并沿着右侧壁面向上爬升。溃坝水体先沿着水池的下壁面

向右运动，继而撞击右侧壁面并沿着右侧壁面向上爬升。此外，数值仿真记录的

压力整体变化趋势与实验数据也是一致的。（2）本章还将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

来数值模拟入水问题。首先，对半浮力和全浮力两种重量的圆柱体的入水问题进

行了二维数值仿真，并将不同时刻 Multi-MPS 模拟的自由面的变形与全流场采用

均匀粒子模拟的结果及实验数据进行了比较。同时，本章还将二维圆柱剖面下潜

深度与 BEM 结果、实验数据进行了对比。此外，将全流场采用均匀小粒子与多

分辨率粒子的所消耗的 CPU 计算时间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通过多分辨率粒子

可以减少计算中所需要的粒子数并将局部区域内的流场描述的更精细化。本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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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浮力圆柱体入水扩展到三维情形。 后，本章还对带初始倾角的三维柱体入

水问题进行了数值仿真，并将数值模拟结果与有网格的多相流求解器

naoe-FOAM-SJTU 得到的不同时刻的流场进行了比较，验证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在

三维入水问题中的可靠性。更进一步地，本章还讨论了初始入水速度对三维带倾

角圆柱体入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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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总结与展望 

8.1 总结 

本文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了重

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并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新的

版本 MLParticle-SJTU 2.0。此外，本文将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重叠粒子模

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应用到船舶海洋工程领域内带自由面大变形的复杂流动

问题中，包括溃坝流动问题、入水问题及破波问题等。 

本文首先介绍了张雨新（2014）基于改进的 MPS 方法开发的无网格粒子法

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求解器中采用的改进 MPS 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张雨新和万德成（2012）；Tanaka 和 Masunaga（2010）；Zhang 等（2014））：（1）

无奇点的核函数；（2）动量守恒型的压力梯度模型；（3）混合源项的压力 Poisson

方程；（4）综合小粒子数密度和邻居粒子不对称性分布的自由面粒子判断方法。

改进 MPS 采用的粒子作用模型主要适用于全流场采用相同大小粒子分布所进行

的 MPS 数值仿真。在此基础上，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采用了 Tanaka 和

Masunaga（2010）改进后的两步投影法来解耦压力-速度问题。 

重叠粒子技术是 Shibata 等（2012）针对压力隐式求解的 MPS 方法提出的一

种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在重叠粒子技术中，全流域将布置有多种分辨率的粒子

来进行流场的数值模拟。重叠粒子技术的主要构件是：大粒子、小粒子、重叠区

及虚拟插值单元。其基本思想是：在全流域内布置大粒子，在重叠区内布置小粒

子。当有流体流进或已存在于重叠区时，该重叠区内大、小粒子是同时存在的。

在一个计算循环内，先对大粒子所表征的全流场进行数值模拟，通过虚拟插值单

元把重叠区相对于大粒子流域的截断边界附近的压力和速度信息传递给小粒子，

小粒子对重叠区的局部流场再次进行数值模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小粒子的分

布区域仅仅限制在重叠区内，小粒子需要根据流体流进或流出重叠区的情况进行

动态的生成和删除。本文中介绍了基于虚拟插值单元的覆盖面积或体积的小粒子

动态生成算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叠粒子技术与改进 MPS 方法相结合，介

绍了重叠区内小粒子对应的压力 Poisson 方程离散后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

阵的处理方式、重叠区的小粒子从大粒子中插值压力时的插值模型及重叠粒子模

块中数据的流向。进一步地，基于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了重叠粒子

模块。 

本文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重叠粒子模块应用到带自由面的流

动问题中。首先，本文采用全流域均匀粒子和重叠粒子技术分别对孤立波在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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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演化问题进行数值模拟。通过这两种方法数值模拟的自由面的比较对重叠粒

子技术的可行性进行验证。继而，本文采用 OPT 对三维带障碍物的溃坝问题进

行研究。当溃坝后的水体拍击到前方的障碍物后会沿着障碍物表面向上运动，继

而形成一股射流。通过对全流域采用均匀粒子和重叠粒子的三组数值模拟结果中

发现，重叠粒子技术描述的射流形状的整体性更接近于全流场都采用小粒子时的

结果，相对而言，全流场都采用大粒子时的射流形状看上去则比较离散。对三种

计算条件下障碍物上的压力点记录的压力的对比分析表明：采用重叠粒子技术记

录的压力峰值比较靠近全流场都采用小粒子时的结果，全流场都采用大粒子记录

的压力则要比小粒子的结果偏低。此外，采用重叠粒子技术所消耗的 CPU 计算

时间约为全流场采用小粒子的一半。 

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是 MPS 中采用多种分辨率粒子来求解流场的一种方法。

和重叠粒子技术不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是将多种分辨率的粒子同时布置在流域

内，不存在重叠区的问题。在该粒子技术中，不同分辨率的粒子是同时进行耦合

求解的，这一点和重叠粒子技术不同。考虑到不同大小粒子相互作用时，由于相

互靠近的两个粒子对应的作用半径不一样，可能导致这两个粒子不能同时落在对

方的作用域内。本文介绍了不同大小粒子相互作用时粒子作用半径的处理方法。

此外，原始 MPS 方法是基于全流域都布置均匀粒子所开展的数值模拟，所有粒

子的质量是一样的。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直接采用原始的粒子离散模型将导致

粒子系统的动量不守恒。本文还介绍了不同分辨率粒子相互作用时粒子离散模型

的修正处理。 

本文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应用到溃坝流动

问题中。首先，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数值模拟了二维带障碍物和不带障碍物的

溃坝流动问题。在带障碍物的溃坝流动问题中，比较了三种计算条件下自由面的

变形。继而，采用该粒子技术数值仿真了三维的溃坝问题。将数值仿真记录的压

力与实验数据进行了对比。其次，本文还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的多

分辨率粒子模块应用到入水问题中。对半浮力和全浮力圆柱体的入水过程采用多

分辨率粒子技术进行了数值模拟。在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的计算条件下，靠近

圆柱体冲击水体的区域布置 小的粒子，在远离该冲击区域的两侧布置 大的粒

子。结果表明：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所刻画的自由面形状更接近 Uni-Fine 的结

果，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和全流场采用均匀小粒子的算例中给出的圆柱两侧的

两股射流都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而 Uni-Coarse 则出现了间断。此外，

Uni-Fine 和 Multi-MPS 能够捕捉到圆柱下潜过程中液体的飞溅现象，而

Uni-Coarse 则很难观察到。Uni-Fine 和 Uni-Coarse 的差异间接地说明，在圆柱体

冲击水面附近分布高分辨率粒子可以更精确的描述圆柱附近自由面的变形及流

体飞溅。继而，将多分辨率粒子技术扩展到三维的圆柱体入水问题中。首先将全

浮力的圆柱体在第三个方向上扩展。此外，本文还数值模拟了三维带倾角的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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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入水问题，并与有网格的求解器 naoe-FOAM-SJTU 中重叠技术数值模拟的结

果进行了比较。更进一步地，本文还比较了不同入水初速度对圆柱体砰击压力的

影响。 

本文基于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了两种局部流场精

细化的模块，包括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本

文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升级到新版本 MLParticle-SJTU 2.0 。

MLParticle-SJTU 2.0 中这两种局部流场精细化的粒子模块通过对全流场中的局

部流场进行精细化处理来避免传统 MPS 方法中对全流域都采用精细粒子。这种

处理方式可以降低数值模拟中所必须的粒子数量，从而降低全局都采用精细粒子

所导致的计算代价。 

8.2 展望 

本文在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的基础上开发了重叠粒子

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并将这两种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应用到船舶海洋工程

中典型的流动问题中。尽管如此，本文的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有很

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改进： 

（1）将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2.0 中开发的重叠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

模块与 GPU 和多 CPU 并行技术相结合。本文基于无网格 MPS 方法开发的重叠

粒子模块和多分辨率粒子模块是通过减少数值模拟中所需要的粒子总数，从而降

低数值模拟中的计算代价。这两种粒子技术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间接的加速计算

技术。另一方面，在无网格粒子法中已经开展了一些基于 GPU 和多 CPU 并行的

加速技术的研究工作。和本文介绍的局部细化技术不同，GPU 和多 CPU 并行技

术是通过增加计算资源来降低单个计算单位的负载，从而实现加速计算的目的。

如果能够将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和 GPU、多 CPU 并行技术相结合，则可以更好

的集中计算资源来详细地描述局部流场。当然，这两种加速方式的结合可能会面

临一些问题和挑战。譬如：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中，粒子往往容易集中在局部区

域，这将不利于并行计算时的负载平衡，负载不平衡可能会降低并行计算的效率。

这是这两种加速方式结合时需要优化的地方； 

（2）本文中研究的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都是在无网格 MPS 方

法体系下将不同分辨率粒子按照某种方式进行耦合。这种处理方式继承了无网格

MPS 方法的 Lagrangian 特性，在处理自由面大变形时具有很大的优势。此外，

这些基于 MPS 方法的粒子局部流场精细化技术能减少数值模拟所对应的粒子总

数从而降低数值模拟中的计算代价。尽管如此，这两种粒子技术目前都还处于各

自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考虑将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

术结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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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rayanaswamy 等（2010）将 SPHysics 中的 SPH 和 FUNWAVE 中的

Boussinesq 结合开发了混合模型，由于文献中采用单向弱耦合的方式来结合这两

种方法，在进行长时间的造波时发现波形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本文所介绍的重

叠粒子技术中，大粒子和小粒子之间也是一种单向的弱耦合。和 Narayanaswamy

等（2010）遇到的情形一样，这种弱耦合关系往往不能进行长时间的数值模拟，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大粒子描述的流场和小粒子所描述的流场出现不一致。将来可

以考虑将大粒子和小粒子之间的单向弱耦合改进为双向耦合，并且在大小粒子之

间设置过渡区，在过渡区内容许大小粒子同时存在。尽管如此，双向耦合时位于

中间过渡区内粒子的粒子数密度、微分离散模型等需要进行谨慎处理。此外，重

叠粒子技术需要在计算的过程中动态的生成或删除小粒子，对于大小粒子交界面

附近出现频繁的流体流进或流出现象时，采用重叠粒子技术很难保证重叠区内的

小粒子系统的质量守恒，这会限制重叠粒子技术的应用； 

（4）本文中研究的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都是基于前期开发的

无网格粒子法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开发的。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1.0

中采用的 MPS 方法中微分项的插值精度在粒子乱序分布时往往都不高。单纯的

增加数值模拟的分辨率所带来的精度上的提升也是有限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可以考虑在求解器 MLParticle-SJTU 中开发高阶的微分离散模型，并将本文研究

的重叠粒子技术和多分辨率粒子技术与之相结合； 

（5）本文采用多分辨率粒子技术进行数值模拟时，还未考虑粒子的分裂和

合并操作。在这种情形下，长时间的数值模拟可能会导致不同大小粒子的任意随

机混合，这就很难保证初始时刻分布高分辨率粒子的区域会一直被高分辨率粒子

所占据，进而可能会降低数值模拟的计算精度。接下来的工作可以把粒子的分裂

和合并考虑进来。一般情形下，分裂之后的子女粒子往往都需要调整与待分裂大

粒子的邻居粒子之间的相对位置。此外，和二维情形相比，三维计算中待分裂大

粒子的作用域为球形，粒子分裂后需要协调的粒子数增多并且粒子的分布更复杂，

此时分裂之后的子女粒子与其待分裂大粒子的邻居粒子之间的相对位置更不容

易协调，这很容易会导致整个计算的发散。这也是完全无网格粒子法中的一个难

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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