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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依据（包括设计或论文的工作基础、研究条件、应用环境、

工作目的等。） 

在海洋工程中，立管是海底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上层平台的通道，立管系统

在海洋工程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海洋中的流体一般具有粘性，当流体流过立管时，

往往会在其背后形成周期脱落的漩涡。当漩涡脱落频率接近于立管自振频率时会

发生“锁定”现象，此时立管的固有频率、振动频率以及涡脱落频率会非常接近，

以至于立管产生远大于未锁定状态的振幅和频率，降低结构的使用寿命。所以，

详细了解立管涡激振动的物理特性，例如响应位移、频率、涡脱落模式、流速及

阻尼影响等，对于涡激振动引起结构疲劳的预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解涡激振动下立管的尾流物理特性，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一种流体力

学模方法，主要有离散涡模型、雷诺平均模型、大涡模拟模型以及直接数值模型，

大涡模拟应用较为广泛，如 2009 年 Alluri 和 Rao 等利用大涡模拟的方法模拟了

二维圆柱的振动；一种是涡激振动经验模型，Hartlen 和 Currie 在 1973 年率先提

出尾流振子模型，成为经典的经验模型，但该模型对于经验系数十分依赖，为了

进一步发展经验模型，各国学者提出了如 SHEAR7、VIVA、VIVANA 等新型经

验模型；还有一种方法是物理模型实验，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研究

工作。国外如 Swithenbank(2007)、Huera 一 Huarte 和 Bearman(2009)等进行的柔

性立管涡激振动实验，国内如 Guo 等人研究内流对立管涡激振动的影响。  

本课题为天津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指导，将在 MIT towing tank 实验室，

进行一系列拖曳实验，利用高速摄影机及粒子成像技术，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

件下大长径比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数据采集，研究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

尾流物理特性。 

二、参考文献 

[1] R. Bourguet, G.E. Karniadakis, M.S. Triantafyllou, Vortex-induced vibrations of a 

long flexible cylinder in shear flow, J. Fluid Mech., 677 (2011), pp. 342–382 

[2] C.H.K. Williamson, R. Govardhan, A brief review of recent results inortex-induced 

vibration, J. Wind Eng. Ind. Aerodyn., 96 (2008), pp. 713–735 

[3] Holmén V. Methods for vortex identification[J]. Master’s These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2012. 

[4] Triantafyllou G S. Vortex induced vibrations of long cylindrical structures[C] // 

Proceedings of 1998 ASME Fluids Engineering Division Summer Meeting 

(FEDSM98). Washington, DC.1998. 



 

 

[5] 郭海燕,傅强,娄敏.海洋输液立管涡激振动响应及其疲劳寿命研究[J].工程

学,2005,22(4):220-224. 

三、设计（研究）内容和要求（包括设计或研究内容、主要指标与技

术参数，并根据课题性质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 

（1）利用 VIVA 经验模型编写相关子程序，建立适用于大长径比（>200）

柔性立管在水流作用下的 VIVA 经验模型，计算不同海洋环境下柔性管模型的涡

激振动响应数据； 

（2）设计并进行一系列拖曳实验，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件下大长径比柔

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数据。包括涡脱落模式、最大振幅、振动频率等。实

验过程中，若有必要，可通过高速摄影机以及例子图像测速（PIV）为理论归纳

提供必要的可视化帮助。 

（3）分析 VIVA 经验模型计算水动力数据与实验数据的对比，研究质量比

和阻尼比等对涡激振动的影响，得出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尾流物理特性，包括尾

涡模式、振动频率、最大振幅等。 

（4）在以上数据基础上，总结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下尾流物理特性，建立数

据库，并给出未来研究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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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 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尾流物理特性研究 

学院名称 建筑工程学院 专业名称 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生姓名 孙翀 指导教师 林伟豪 

一、选题的来源及意义 

随着油气资源的大量需求，海洋石油气的开采逐渐向深海进军。据不完全统

计，世界海洋石油资源约占世界石油资源总量的 34%，探明率有 30%左右。目

前，全球石油探明储量超过 1700 吨，天然气探明储量超过 170 万亿立方米。全

球海洋石油资源量超过 1300 万吨，探明约 380 亿吨；海洋天然气资源超过 140

万亿立方米，探明储量约 40 亿立方米[1]。目前，全球主要的深海石油资源主要

集中在西非、巴西、墨西哥以及北海。据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结果，我国目前全

国海洋石油资源量约为 246 亿吨，占石油总量的 22.9%，渤海是我国海洋石油开

采最集中的区域。 

由于开采竞争的日益激烈，要求石油公司以更低的成本开采尽可能多的石

油。因此，结构平台合理、准确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深水平台的结构设计

中，不仅要考虑上部浮体在作业和极端海况下的荷载、系统响应及稳定性问题，

还要考虑水下立管等细长结构的疲劳和强度问题。立管作为连接顶部的平台和海

底井口的装置，主要功能有钻探、导液、传递信息等，是进行海洋钻探工作必不

可少的设备。对于深水立管，主要会受到水流对它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表现为：

当水流经过立管，在立管的两侧尾流中会形成交替脱落的漩涡，进而是立管顺流

向以及横流向均受到周期性的作用力，这种的作用力会引发立管的振动。相应的，

立管的振动也会对立管尾流处的漩涡脱落产生影响。这种流体与结构相互作用的

现象被称作涡激振动（vortex-induced vibration, VIV）。涡激振动一直是深水立管

系统中的难题，因为该现象具有非线性、自激、自限制的特性，涉及复杂的流体

力学问题：如边界层的分离、湍流的作用等。目前，关于涡激振动问题尚未形成

精确的理论解，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流固耦合的现象有着不同的争议。 

对于深海立管而言，由于其长细比很大，因此立管结构往往有很大的固有频

率，很容易发生锁定（lock-in）现象。该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深水中，立

管在横流向和顺流向都会受到水流周期性的作用力进而产生振动，而这种振动响

应又会相应地影响尾流的漩涡脱落进而影响水流作用力的分布，在这种相互作用



 

 

下，漩涡的脱落频率最终会被锁定在结构的实际振动频率。因此，涡激振动具有

强烈的非线性，当锁定现象发生时，立管振动会有很大的振幅，进而会引发疲劳

破坏，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随着水深的增加，柔性立管涡激振动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立管在

设计、安装、维修方面的难度随着水深的增加而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从海洋环

境和立管结构本身来看： 

（1）深水立管长细比较大。对于深水立管、随着长细比的增大其柔性也会

变大，其固有模态的频率低，相邻模态之间的差值很小，对于约化速度更加敏感。

在相同的来流条件下，柔性立管相比于刚性立管更能激发高阶模态，并发生多模

态参与振动的现象。此外，除了横向振动，柔性立管还会有轴向振动、扭转等现

象，使得其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变得更加复杂。 

（2）在深水条件下，深海洋流的速度相对较大，并且流速沿着结构展向是

不均匀的。因此，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的响应会在振幅、相位、曲率等方面表现

出很强的非均匀性 

（3）深水浮式平台在海底没有可依附的装置，其运动幅度相比于浅水区的

固定式平台较大，随着更加复杂的环境载荷作用，立管的稳定性保持变得更加困

难。 

海洋立管的涡激振动涉及许多科学难题，例如漩涡的形成和消散、边界层分

离、多模态响应等，更由于复杂的深水环境和结构的大长细比，深水立管的涡激

振动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海洋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研究一直是海洋工程领

域的重要前沿课题。本课题将通过一系列拖曳实验，对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尾流

的物理特性及立管振动响应进行研究，并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件下大长径比

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数据采集，这将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很好的数据

支持，对控制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减少立管的疲劳破坏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发展状况 

在海洋工程中，由于深水立管易受涡激振动的影响而发生疲劳破坏，近年来

学术界以及工业界对于涡激振动的现象展开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以及数值分析，具

有代表性的单位有 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TNU（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ell 以及 BP 等。与国外涡激振动的研究

相比，我国的起步较晚，对涡激振动现象的研究有限。 

在涡脱落模式的研究中，Williamson 和 Roshko（1988）[2]研究了圆柱的漩涡

尾流模式，通过强迫振动的方式，定义了不同振幅直径比、波长直径比响应分支

下的不同尾迹涡，每个周期的尾迹涡包括单涡（S）和涡对（P），进而产生 2S,2P,P+S

等形式的涡脱落模式。2P 以及 P+S 的涡脱落模式在流体顺流振动控制（Griffin 



 

 

and Ramberg, 1976[3]; Ongoren and Rockwell, 1988b[4]）以及流体横向流振动控制

（Zdera et al., 1995[5]）的研究中被发现，Griffin 和 Ramberg (1974)[6]在著名的烟

雾实验中观测到了 P+S 的涡脱落模式， Williamson 在铰支的圆柱实验中，在高

响应分支观察到了 2C 模式（Flemming & Williamson 2003[7]）。 

在有关涡激振动现象物理机制的研究过程中，Feng（1968）[8] 通过风洞中圆

柱体的涡激振动实验研究了弹性支撑圆柱的涡激振动响应。但该实验中圆柱体处

于空气介质中，有着很高的质量比，而深海中的立管周围流体介质为水体，质量

比往往比较低，通常介于 1~10 之间，因此科学家开始在水池中开展涡激振动实

验，研究低质量比和一定阻尼情况下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Khalak 和

Williamson(1999)[9]在康奈尔大学的 Cornell-ONR 水槽中开展了弹性支撑圆柱的

自激振动实验，发现在较低的质量比下，振幅响应出现三个分支，即初始分支、

上端分支和下端分支，并且初始分支和上端分支之间存在迟滞效应，上端分支和

下端分支之间存在间歇性转换。Donald Rockwell[10]的团队在利哈伊大学第一次

使用 PIV 技术研究圆柱受迫振动时的漩涡水动力特性，Govardhan 和 Williamson 

(2000)[11] 第一次研究圆柱自由振动时的漩涡水动力特性，验证了在不同的约化

速度下，圆柱的尾涡脱落模式及振幅的对应关系。 

在真实的海洋工程中，立管往往有着很大的长细比，因此涡激振动响应会呈

现明显的三位特性，MIT(麻省理工学院)[12]开展了三种不同水深条件下的立管涡

激振动原型观测实验，通过实验监测得到的数据与强迫振动实验获得的水动力学

系数结果进行了对比。Swithenbank(2007)[13] 开展了柔性立管在高阶模态作用下

的动力响应研究，研究在高阶模态下涡激振动响应规律并改进拖曳力系数的计算

公式。Huera-Huarte 和 Bearman(2009)[14]在伦敦帝国学院的水槽中进行了柔性立

管涡激振动实验，通过 DPIV 技术实现流场的可视化，并给出振动响应初始分支

和上端分支时的流场情况。 

在计算流体力学模型方面，目前主流的计算流体力学模型可以分为以下几

类：离散涡模型（DVM）、雷诺平均模型(RANS)、大涡模拟模型(LES)和直接数

值模型(DNS)。Gerrard[15] 在 1967 年第一次用离散涡模型模拟了圆柱扰流问题；

Meneghini(2004)[16] 等人采用离散涡方法计算了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并且

同其他半经验公式进行了对比分析；雷诺平均法的原理是将流体质点的运动分为

平均运动和脉动运动之和，平均运动和脉动运动分别代表了流体运动的主要趋势

和次要趋势；直接数值模拟是当要了解流场中所有尺度的湍流运动时采取的方

法，但由于计算机能力限制，直接模拟具有较大困难。大涡模拟将流场分为大尺

度涡流场和小尺度涡流场之和。Kravchenko 和 Moin（2000）[17]采用了大涡模拟

的方法计算了固定圆柱的扰流问题；Alluri 和 Rao 等(2009)[18]采用大涡模拟的方

法模拟了二维圆柱的受迫振动。大涡模拟难度介于雷诺平均数值模拟和直接数值



 

 

模拟之间，具有广泛应用。 

在涡激振动经验模型方面，Hartlen 和 Currie（1973）[19]首先提出了尾流振子

的概念， Iwan（1975）[20]在 Hartlen 等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一个流体变量，使

模型能预测弹性支撑的刚性圆柱的涡激振动响应；Iwan（1981）[21] 续发展尾流

振子模型，使之可以预测柔性圆柱的涡激振动问题。Triantafyllou[22]也计算过无

限长的立管在剪切流下的涡激振动问题。目前，为了摆脱尾流振子模型对于经验

系数的过度依赖，各国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模型，最具代表性的有 SHEAR7、

VIVA、VIVANA 等。 

目前，学术界已经对刚性圆柱涡激振动响应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因为柔

性立管更贴合海洋工程实际，故对于刚性立管和柔性立管的响应关系也已经开始

了深入的了解。然而，对于刚性立管模型是否能够预测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

学术界仍然有着不同的声音。 

FHH[23]在以前的工作中利用实验方法研究了横流向一阶模态下柔性立管的

涡激振动响应，其结果表明对于低张力的的情况，柔性立管的振动响应与弹性支

撑的三自由度刚性立管响应相似。同时，随着张力的增加，涡激振动响应的下端

分支会逐渐消失。 

对于弹性支撑的刚性立管与柔性立管来说，其最主要的区别是，不同于刚性

立管的单一固有频率，理论上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能激起更高阶的模态与固有

频率。因此，刚性立管只能在相对狭窄的约化速度带宽范围内激起涡激振动响应，

而柔性立管的响应带宽明显增大[24]。在海洋工程中，深水立管的长细比很大，通

常能够超过103甚至达到104，该条件会导致张力主导、高阶模态参与、多模态混

合以及驻波与行波共存的现象，使得深水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变得更加复

杂。 

三、研究目标和内容 

1、研究目标 

通过一系列拖曳实验，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件下大长径比柔性立管在涡

激振动下的响应数据，并与 VIVA 经验模型计算数据进行对比，建立数据库，分

析大长径比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下响应的影响机制。  

2、研究内容 

（1）利用 VIVA 经验模型编写相关子程序，建立适用于大长径比柔性立管

在水流作用下的 VIVA 经验模型，计算不同海洋环境下柔性管模型的涡激振动响

应数据； 

（2）设计并进行一系列拖曳实验，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件下大长径比柔

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数据。包括涡脱落模式、最大振幅、振动频率等。 



 

 

（3）分析 VIVA 经验模型计算水动力数据与实验数据的对比，研究质量比

和阻尼比等对涡激振动的影响，得出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尾流物理特性，包括尾

涡模式、振动频率、最大振幅等。 

（4）在以上数据基础上，总结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下尾流物理特性，建立数

据库，并给出未来研究工作的展望。 

四、研究方法和手段 

1、数值模拟：参考 VIVA 经验模型，利用 FORTRAN 编写相关子程序，计

算不同海洋环境及立管物理属性对大长径比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影响；  

2、实验分析：在 MIT 的 towing tank 实验室进行一系列拖曳实验完成涡激振

动响应数据的采集。实验过程中，高速摄影机将会用于捕捉柔性立管模型的响应。

借助 MATLAB，进行频谱分析、模态分解、位移响应分析、频率分析、相位分析

等。 

五、进度安排 

1、2016 年 12 月 12 日——2017 年 1 月 1 日： 

通过查找文献，明确课题意义，了解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撰写

开题报告。 

（1）查阅并学习相关文献，进一步了解课题。文献主要包括海洋立管涡激

振动问题的文献，VIVA 经验公式的发展与程序应用，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以

及希尔伯特黄变换的 MATLAB 实现等； 

（2）确定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调研方法的可行性； 

（3）整理文献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和英文翻译。 

2、2017 年 1 月 2 日——2017 年 2 月 15 日：  

（1）结合 VIVA 经验公式模型，学习 VIVA 的 FORTRAN 源程序并编写适

用于大长径比柔性管的子程序； 

（2）利用优化的 VIVA 计算不同工况的涡激振动响应，借助 MATLAB 进行

频谱分析、模态分解、位移响应分析、频率分析、相位分析等。 

3、2017 年 2 月 16 日——2017 年 4 月 10 日：  

进入 MIT towing tank 实验室，进行一系列拖曳实验，利用高速摄像机捕捉

位移数据，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件下大长径比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

数据采集。 

4、2017 年 4 月 11 日——2017 年 5 月 20 日： 

构建大长径比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数据库，整理经验公式计算及实验数据。分

析 VIVA 经验模型计算水动力数据与实验数据的对比，完成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

尾流物理特性。 



 

 

5、2017 年 5 月 21 日——2017 年 6 月 12 日： 

按要求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回国准备毕业答辩。 

六、研究条件和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为天津大学和 MIT 联合指导，将在 MIT 的 tow tank 实验室进行一系

列拖曳实验，同时通过高速摄影机以及粒子图像测速（PIV）为理论归纳提供必

要的可视化帮助。本课题基于 VIVA 模型的理论基础编写 FORTRAN 子程序，能

有效地模拟深水大长径比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动力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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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涡激振动造成的疲劳损伤已经成为海洋立管破坏的主要挑战，目前学术界对

于刚性立管以及更接近实际工况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机理进行了广泛研究，然而，

对于刚性立管涡激振动研究总结出的规律是否适用于柔性立管响应的预报，学术

界仍有争议。 

本文完成了单立管和双立管的柔性立管拖曳实验，并对单立管的涡激振动响

应进行深入分析。立管长径比为 240，质量比为 4.0。立管竖直安装，张力在立管

展向线性变化，实验采用高速摄像机阵列进行光学测量，精准测量不同速度下横

流向和顺流向的位移，实验雷诺数范围为 250-3000。在实验中，观察到横流向能

激起高达 7 阶的振动模态，顺流向的振动模态可达到 14 阶。在高约化速度时观

察到多模态响应，并且包含驻波和行波振动模式的混合，导致位移的不对称分布

且没有清晰的节点。同时，对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无量纲频率（振动频率除以立管

固有频率）和相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立管的振动响应与横流向及顺流向的主

导模态有很大相关性。 

 

关键词：涡激振动；柔性立管；拖曳实验; 模态跳变 

 

 

 

 

 

 

 

 



 

 

 

 

 

 

 

 

 

 

 

 

 

 

 

 

 

 

 

 



 

 

ABSTRACT 

 

Risers play key roles in the deep-water oil industry, as they are the lifeline between 

the wellhead and the floating platform, transferring oil and gas from the seabed to the 

water surface. One of the top design challenges for the riser system is the accumulating 

fatigue issue since it is constantly exposed to oscillatory vortex induced loads and 

therefore undergoes non-stopping vibration. A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efforts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vortex induced vibration (VIV) of 

rigid cylinders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VIV of flexible cylinders which are closer 

representations for offshore riser modeling. However, the question still remains whether 

the current rigid cylinders VIV model is enough or even valid as the building block to 

predict flexible cylinders VIV. 

Laboratory tests have been performed on a long flexible string with an aspect ratio 

of 240 (length to diameter) and a moderate mass ratio of 4.0 (structural mass to 

displaced fluid mass) undergoing vortex induced vibration. The model was vertically 

installed, resulting in a linearly varied tension spanwise and was towed to generated 

uniform flow with different speeds, achieving Reynolds number from 250 to 3000. 

Optical measurement with an array of high speed cameras was applied and managed to 

accurately obtain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ly dense information on the CF and IL 

vibration. It was observed in the current experiment high modal vibration up to 7th in 

the CF direction and 14th in the IL direction. The high modal response displayed multi-

modal vibration which contained a mixture of standing and traveling wave pattern, 

resulting in an 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displacement without clear nodes. 

Meanwhile the non-dimensional frequency (vibration frequency to modal natural 

frequency) and phase between CF and IL have been studied and they showed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the combined CF and IL modal group. 

 

Keywords：VIV; Flexible cylinder; Towing experiment; Modal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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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石油资源一直是主要的能源

获取来源，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陆地及近海石油的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正面临

日益枯竭的风险。据国际能源署预测，现在全球每天对石油的需求量在 9000 万

桶左右，到 2035 年将达 10000 万桶左右。陆地石油将会在未来 20 年开采完结，

而海上石油还可再持续开采 50 年[1]。在未来，海洋石油的开采将成为全球石油

资源的主要来源。 

海上石油工业有着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1887 年，H.L.威廉斯在加利福尼

亚便完成了第一口海底钻井。随着海洋采油技术的进步，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开采水深已经达到海底 200m 的区域。到了现在，海底石油的开采更是已经超过

3000m 水深。 

 

图 1-1 深水钻井能力变化曲线 

 

为了获得更多的能源以保证发展，世界各国均将目光投向了深海，积极在深

海地区勘探开发矿产资源。目前，全世界对于海上石油的勘探和开发渐渐形成了

“三湾、两海、两湖”的格局。 “三湾”即墨西哥湾、几内亚湾和波斯湾；“两

海”即北海与南海；“两湖”即里海和马拉开波湖。 

我国海洋油气资源丰富，随着海洋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进步，我国已经在世

界海洋油气装备方面占有很大的份额。据中船重工经济研究中心数据， 2014 上

半年，我国海洋油气钻采设备全球市场份额达 32%，订单总额 79.1 亿美元，超

过韩国，居世界首位。我国政府已将海洋石油作为战略能源看待，并出台《国家

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指出了海洋对于保障国家安全以及发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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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的重要作用。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建设海洋强国”列为战略目标，“十

一五”规划期间制定的《国家深海高技术发展专项规划（2009-2020）》对深海技

术开发做了详细的叙述。此外，“863 计划”、“973 计划”等国家战略科技计划也

有海洋领域的重大课题。 

在我国周边海域中，南海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海洋石油资源。目前，在南海已

经勘探的海域面积仅 16 万平方千米，而发现的海洋能源中，石油储量便有 55.23

亿吨，天然气储量有超过 12 万亿立方米。尽管南海石油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

目前国内深海开发技术的限制，我国对深海石油资源的涉足还很少，南海深水水

域的油气资源正遭到周边国家的掠夺。随着海洋油气开采逐渐被世界各国重视，

其新增市场需求空间极为广阔。配合国家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指导方针，深海石油

的勘探和开采已经成为了一项国家重要战略。 

随着油气资源开采向深海进军，当水深超过 3000m 后，海洋环境会变得更

加恶劣。当水深较大时，浮式生产平台逐渐替代传统的固定式海洋平台，成为深

水区的主要海上装备。浮式平台包括以邮轮为基础的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张力

腿平台、半潜式平台以及 spar 平台等。无论使用哪种浮式平台方案，钻井隔水管

/生产立管（为表述方便，下文统一使用立管）都是其关键组成部分。立管作为连

接顶部的平台和海底井口的装置，主要功能有钻探、导液、传递信息等，是进行

海洋钻探工作必不可少的设备。 

图 1-2 不同水深条件下的典型平台类型 

 

由于开采竞争的日益激烈，要求石油公司以更低的成本开采尽可能多的石油。

因此，结构平台合理、准确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深水平台的结构设计中，

不仅要考虑上部浮体在作业和极端海况下的荷载、系统响应及稳定性问题，还要

考虑水下立管等细长结构的疲劳和强度问题。对于深水立管，主要会受到水流对

它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表现为：当水流经过立管，在立管的两侧尾流中会形成

交替脱落的漩涡，进而使立管顺流向以及横流向均受到周期性的作用力，这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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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会引发立管的振动。相应的，立管的振动也会对立管尾流处的漩涡脱落产

生影响。这种流体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现象被称作涡激振动（vortex-induced 

vibration, VIV）。涡激振动一直是深水立管系统中的难题，因为该现象具有非线

性、自激、自限制的特性，涉及复杂的流体力学问题：如边界层的分离、湍流的

作用等。目前，关于涡激振动问题尚未形成精确的理论解，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

流固耦合现象的解释仍有争议。 

对于深海立管而言，由于其长细比很大，因此立管结构往往有很大的固有频

率，很容易发生锁定（lock-in）现象。该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深水中，立

管在横流向和顺流向都会受到水流周期性的作用力进而产生振动，而这种振动响

应又会相应地影响尾流的漩涡脱落进而影响水流作用力的分布，在这种相互作用

下，漩涡的脱落频率最终会被锁定在结构的实际振动频率。因此，涡激振动具有

强烈的非线性，当锁定现象发生时，立管振动会有很大的振幅，进而会引发疲劳

破坏，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随着水深的增加，柔性立管涡激振动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立管在

设计、安装、维修方面的难度随着水深的增加而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从海洋环

境和立管结构本身来看： 

（1）深水立管长细比较大。对于深水立管，随着长细比的增大其柔性也会

变大，其固有模态的频率低，相邻模态之间的差值很小，对于约化速度更加敏感。

在相同的来流条件下，柔性立管相比于刚性立管更能激发高阶模态，并发生多模

态混合响应的现象。此外，除了横向振动，柔性立管还会有轴向振动、扭转等现

象，使得其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变得更加复杂。 

（2）在深水条件下，深海洋流的速度相对较大，并且流速沿着结构展向是

不均匀的。因此，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的响应会在振幅、相位、曲率等方面表现

出很强的非均匀性。 

（3）深水浮式平台在海底没有可依附的装置，其运动幅度相比于浅水区的

固定式平台较大，随着更加复杂的环境载荷作用，立管的稳定性保持变得更加困

难。 

海洋立管的涡激振动涉及许多科学难题，例如漩涡的形成和消散、边界层分

离、多模态响应等，更由于复杂的深水环境和结构的大长细比，深水立管的涡激

振动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海洋立管涡激振动响应的研究一直是海洋工程领

域的重要前沿课题。本课题将通过一系列拖曳实验，对涡激振动下柔性立管尾流

的物理特性及立管振动响应进行研究，并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件下大长径比

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数据采集，这将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很好的数据

支持，对控制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减少立管的疲劳破坏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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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水立管系统 

立管作为海洋结构物连接顶部平台和底部井口的重要设备，其长度和型式也

随着深水钻井水深的增加而不断发展。为了适应复杂的深水作业环境，目前的深

海立管具有多种结构形式。按照其铸造材料，立管可分为刚性立管和柔性立管，

按照其作业线型，立管可分为钢悬链线立管（steel catenary riser, SCR）、顶张力

立管（top tension riser, TTR）、惰性 S 立管、陡峭型 S 立管、惰性波浪立管、陡

峭型波浪立管等。目前，国外运用最多的深水立管是 TTR、SCR 和 FR（柔性立

管）。TTR 一般用在水深低于 1500m 的张力腿平台以及 Spar 平台上，而 SCR 和

FR 已被用于深水及超深水的半潜式平台和 FPSO（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中。 

图 1-3 几种典型海洋立管. (a) 顶张力立管, (b) 钢悬链线立管, (c) 惰性 S 立管, (d) 陡峭型 

S 立管, (e) 惰性波浪立管, (f) 陡峭型波浪立管 

 

深水浮式平台在海底没有可依附的装置，其运动幅度相比于浅水区的固定式

平台较大，因此在立管设计中，立管的强度和结构疲劳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立管的结构疲劳和破坏主要来源于 3 个方面： 

（1）深水中立管的振动与水流作用力相互影响，使尾涡脱落频率与结构自

振频率想接近，引发涡激振动； 

（2）上部浮体在波浪和海流作用下往复运动，牵连立管使其发生周期性运

动； 

（3）周期性的波浪力是立管往复运动幅度加大，随着水深的增加，涡激振

动所导致的立管疲劳破坏在立管疲劳破坏原因中的占比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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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文的创新点及主要工作 

本文基于的实验模型为经过处理后的大长径比柔性立管，通过一系列拖曳实

验，完成雷诺数 250-3000 条件下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数据采集以及分

析，利用 MATLAB 编程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获得柔性立管结构涡激振动

下的响应特性。并与 VIVA 经验模型计算数据进行对比，建立数据库，解释柔性

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物理响应机理。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1）实验内容是学术界率先对小尺度（1.2m 长）大长径比（长径比为 240），

的顶部张力主导的柔性立管进行水动力响应分析，并揭示了柔性立管涡激振动下

的响应机理； 

（2）实验方法采用对实验模型运动的图像采集系统，通过高速摄像机捕捉

柔性立管模型的响应，可以直接捕捉振动位移响应。不同于一般贴应变片的实验

方法，该试验方法大大简化了模型制作过程与实验过程，并降低实验成本，极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3）此前对于柔性管的涡激振动实验只分析了振幅、频率、模态等的变化

现象，本文还通过相位分析等方法，更加深入地分析了柔性立管多模态混合响应

的现象，预报了行波的产生、响应频率的跳变以及相位的漂移情况，并对柔性立

管的多模态响应提出了新的解释。 

（4）本次实验获取了柔性立管的横流向及顺流向的涡激振动数据，并进行

分析处理，揭示了顺流向及横流向主导模态的变化对于立管水动力响应的影响，

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可用于 VIVA 等半经验模型进行相应的立管结构的涡激振动

的预报； 

（5）除了单根模型的拖曳实验，本次实验还进行了不同间距及角度的双柔

性立管模型的拖曳实验，希望通过双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相互影响更深入了解涡

激振动的机理。 

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章对海洋工程的历史和现状，海洋采油工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对

海洋平台的立管系统进行了简要介绍；简单介绍了涡激振动的基本概念以及涡激

振动对于深水立管结构的影响。概括地介绍了本文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本文的创新点和主要工作。 

第二章对涡激振动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入介绍。分别介绍了漩涡的形成与脱落、

涡激振动流固耦合形成过程、涡激振动升力分解方法，并罗列涡激振动的控制参

数，包括流体参数、结构参数以及流固耦合参数。对涡激振动的水动力系数进行

推导演算，并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涡激振动研究的现状：包括涡脱落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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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激振动现象物理机制的实验研究、计算流体力学模型、涡激振动经验模型的研

究进展。 

第三章对拖曳实验柔性立管模型的制作、实验装置安装以及数据分析方法进

行详细介绍。介绍了单根立管以及双立管拖曳实验的模型制作、实验方法、实验

条件及运动参数，并且详细介绍了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通过钢悬链线方程推导

了简支竖直立管线性轴向拉力下的固有频率和模态振型，进而推导出该实验数据

信号的模态分析方法，介绍了频谱分析的方法，还借助公式及数值分析方法的推

导详细介绍了 VIVA 半经验公式模型的原理。 

第四章对单立管拖曳实验得到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频谱分析、模

态分解、位移响应分析、频率分析、相位分析等，并将该实验工况通过 VIVA 半

经验公式进行求解，与实验结果做出对比。分析结果观察到了一系列有趣的现象，

包括锁定现象的发生、高约化速度下的多模态响应、振幅的阶梯形增长、响应频

率的跳变、行波与驻波共存等。在实验中，观察到横流向能激起高达 7 阶的振动

模态，顺流向的振动模态可达到 14 阶。在高约化速度时观察到多模态响应，并

且包含驻波和行波振动模式的混合，导致位移的不对称分布且没有清晰的节点。

同时，对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无量纲频率（振动频率除以立管固有频率）和相位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立管的振动响应与横流向及顺流向的主导模态有很大相关性。  

第五章对全文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现阶段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研究进行简

单概括，同时对后续的研究工作进行规划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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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涡激振动的基本理论 

在一定的雷诺数范围内，当流体以一定流速通过非流线型物体，会在其尾流

中形成稳定的交替脱落的漩涡，即卡门涡街。在这种交替脱落的漩涡作用下，柱

体受到垂直于水流方向（cross flow，CF）和顺水流方向（in-line, IL）的脉动压

力。如果该圆柱体是弹性支撑的，或者该圆柱体本身就是弹性的，那么当泻涡频

率接近结构自然频率时，就可能发生锁频（lock-in）现象。 

在实验观察中，强迫振动（forced vibration）与自激振动（self-excited vibration）

的涡激振动响应有所不同。强迫振动即通过对结构施加强迫外力而使其在流体中

发生周期共振，自激振动是由于结构和周围流体的耦合而发生的锁频现象。强迫

振动和自激振动所激发的振动响应会有一定区别，例如在低雷诺数的条件下，强

迫振动中发现了 P+S 的涡脱落模式，而同样条件下的自激振动实验中并没有观

察到。 

大量的工作表明，固定圆柱后方的涡脱落模式与雷诺数有关， /Re UD  ,式

中，U、D 分别是流体的速度以及圆柱的直径，𝜈是流体的运动粘度。而漩涡脱落

频率可以由 Strouhal 定律计算， ( / )stf St U D ,式 stf 中为静止圆柱的涡脱落频率，

 𝑈为来流速度，D 为圆柱直径，St 为斯特罗哈尔数（Strouhal number）。有关雷

诺数及斯特罗哈尔数对于尾涡脱落的影响将在下面章节详细叙述。 

2.1 漩涡的形成 

漩涡的脱落与边界层的分离息息相关，边界层即与物体表面接触的一层。在

该区域内，流体具有较大的粘性。垂直于物体表面的流速梯度非常大且剪切应力

不可忽略，可以用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表征流体流动；在边界层以外流体的粘性

效应可以忽略，可将此时的流体看作理想流体，可以用伯努利方程表征流体流动。 

图(2-1)给出了流体绕圆柱流动时的边界层分离示意图。 

在圆柱体前半部分，通道缩小，由连续性方程可知流速 U 沿流向增大，根据

伯努利方程，速度 U 增大，导致相应压力 P 减小，边界层内的流体在顺压条件

下向前流动。经过 B 点后，通道增大，速度 U 减小，压力 P 增大，在流动方向

形成逆压并阻碍了流体的前进；流体的动能在粘性摩擦和逆压作用下慢慢消耗。

在 C 点处，壁面附近的流体速度降为零。而离壁面稍远的质点在外流的带动下仍

有较大的动能，并在 C’处降为零。在 CC’所形成的包络线以下的流体在逆压的作

用下发生倒流，并将相邻流体向外挤形成边界层，这个现象被称为边界层分离，

C 点为分离点。在 CC’内的倒流流体与其外继续前进的流体相互混合会产生大量

的漩涡脱落，这便是尾涡区。尾涡区的压力低，圆柱体前后的压力不均形成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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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继而在圆柱的后方形成交替的漩涡脱落，这便是卡门涡街。 

 

图 2-1 边界层分离示意图 

2.2 漩涡的脱落 

2.2.1 雷诺数的影响 

固定圆柱尾涡脱落形式与雷诺数有关。雷诺数的表达式为： 

 Re =
UD

ν
 (2.1) 

其中U 、D 分别表示流体的速度以及圆柱的直径，ν是流体的运动粘度。 

根据圆柱后方尾流脱落形式，雷诺数可分为以下范围： 

（1）当𝑅𝑒 ≤ 5时，粘性力占绝对又是，圆柱后方没有漩涡脱落； 

（2）当5 ≤ Re < 40时，圆柱后方出现一对定常 Foppl 涡； 

（3）当40 ≤ 𝑅𝑒 ≤ 150时，圆柱后方出现明显的卡门涡街，但此时流体依旧

为层流状态； 

（4）150 < 𝑅𝑒 ≤ 300时，流体流动由层流状态向湍流状态过渡； 

（5）当300 < 𝑅𝑒 ≤ 3×105时，圆柱后方流体流动为湍流； 

（6）当3×105 < 𝑅𝑒 ≤ 3.5×106时，层流边界经历湍流过度，圆柱后方尾流

变得很不稳定； 

（7）当𝑅𝑒 > 3.5×106时，圆柱后方重新形成规律的尾涡脱落形式。 

2.2.2 Strouhal 数的影响 

Strouhal 数是升力频率的一种无量纲表达，静止圆柱体漩涡的脱落频率可以

由 Strouhal 定律计算，其表达式为 

 𝑓𝑠 =
𝑆𝑡 ∙ 𝑈

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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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𝑓𝑠是涡的脱落频率，U 为流体的速度，D 为结构的特征尺寸，St 为

Strouhal 数。Strouhal 数与雷诺数、结构表面的粗糙度以及结构的形状有关，但

主要受雷诺数的影响。St 数和 Re 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表示。 

 

图 2-2 St 数与 Re 数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𝑅𝑒数小于105时，St 数比较稳定，大概在 0.2 左右，这

意味着涡激振动的尾涡脱落比较有序，其脱落频率主要受流速及结构特征尺寸的

影响。当Re数超过105时，涡的脱落频率表现为一定的带宽范围而不是单一的值，

说明涡激振动在高雷诺数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复杂。在实际的海洋工程作业环境

中，雷诺数往往会超过105，此时中低雷诺数下总结的规律可能不再适用，因此

高雷诺数下的涡激振动响应研究仍然有必要继续探索。 

2.2.3 尾涡脱落的多模式 

如上所述，当流体流经非流线型结构，会产生边界层分离以及尾涡交替脱落

形成涡街的现象。在固体绕流过程中，流体与固体的相对剪切运动形成漩涡，漩

涡通过流体的粘性作用传入流体内部进而形成边界层。在逆压以及流体的粘性阻

力作用下形成边界层分离的现象，流体动能在分离点降为零。边界层分离形成剪

切层，剪切层内外剪切力不均匀使之发生卷曲并形成漩涡。离固壁表面近的流体

压强小，边界层外的涡层在压力作用下被拉入尾流，并经过拉伸、耗散直到被拉

断的过程，进而终止向漩涡输送涡量，产生了一个涡脱落。脱落的涡原来所在的

剪切层强度变得最小，又经过上述过程在固壁表面处形成一个新的涡，继而开始

了第二个涡脱落过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漩涡的交替脱落。 

在涡激振动的现象中，涡脱落具有多种模式。一种是 2S 模式，即如经典卡

门涡街：每个周期有两个单独的漩涡分别从圆柱体上部和下部交替脱落；另外还

有 2P、S+P、2C、2T 等多种涡脱落模式。其中，2P 模式表示在一个圆柱运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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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释放出两对方向相反的漩涡；P+S 表示在一个圆柱运动周期内，其后方一侧

释放单个的漩涡，另一侧释放出一对涡；此外，美国康奈尔大学流体力学教授

Williamson[7]对弹性支撑的刚性圆柱在强迫振动的尾迹流场进行研究时，在铰支

的圆柱实验的高响应分支观察到了 2C 尾涡模式，即每半个运动周期有两个同步

旋转的漩涡脱落，并在 XY 双向振动实验中观察到 2T 模式，即每半个周期中，

有一组包含 3 个漩涡的涡脱落。 

 

图 2-3 形态各异的圆柱尾迹涡脱落模式 

2.3 涡激振动 

2.3.1 涡激振动基本概念 

涡激振动是一种典型的流固耦合现象。在流体力学的角度，流体经过非流线

型物体，在其尾流区会产生交替脱落的漩涡，对于海洋工程中的立管结构来说，

这种交替脱落的漩涡在圆柱体上会形成顺流向（IL, in-line）和横流向（CF, cross-

flow）的周期性作用力。这种周期性的作用力会使圆柱体产生周期性的振动，这

种振动又会反过来影响尾流泻涡模式，这种现象即“涡激振动”。 

一般来说，由于尾涡脱落发生在立管尾流，因此漩涡每脱落一次，立管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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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便发生一次周期性振动；而对于横流向，在其两侧各脱落一个旋涡时，立管所

受的升力才会发生一次周期性变化，振动随之完成一个周期。因此，顺流向的主

导振动频率一般为横流向的两倍。但由于横流向振动的振幅显著大于顺流向，因

此横流向的涡激振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对于柔性立管的分析，需要在刚性立管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图(2-4)给出了弹

性支撑刚体在水流作用下的示意图，主要分析横流向的升力情况。 

 

图 2-4 水流作用下圆柱受力示意图 

 

在流体和结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结构的振动频率是由结构刚度、质量以及

附加质量联合控制的频率。狭义的涡激振动可理解为当结构的固有频率和涡脱落

频率接近时，结构在某一振动频率下发生大幅度振动的现象，这时往往伴随着锁

频（lock-in）现象的发生，即涡脱落频率被锁定在该结构的振动频率。在漩涡脱

落的作用力下，结构的附加质量系数可能改变，进而改变物体的振动频率；另一

方面，结构的振动又会对涡脱落频率产生影响，使得其更接近结构的振动频率。

如此一来，涡激振动更容易形成，而这种平衡正是流体与结构之间能量平衡的结

果。 

在涡激振动系统分析中，附加质量力对于系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附加质量

力指的是，当颗粒在流体中（如空气、水等）加速运动时，会引起周围流体作加

速运动。由于流体对于颗粒的反作用力，这时推动颗粒运动的力将大于颗粒本身

的惯性力。这部分大于颗粒惯性力本身的力称为附加质量力，而这种类似增加的

质量为附加质量。 

对于具有单位质量 m 和刚度 k 的结构的振动系统，其固有频率表达式为： 

 fn =
1

2π
√

k

m
 (2.3) 

其中m包含结构单位质量和静水中的附加质量，附加质量为附加质量系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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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单位排开水质量的乘积。对于圆截面结构的柱体，其附加质量系数一般取 1.0。 

当圆柱体发生涡激振动，其响应频率表达式为 

 𝑓𝑒𝑥 =
1

2𝜋
√

𝑘

𝑚 + 𝑚𝑎𝑑𝑑
 (2.4) 

其中，𝑓𝑒𝑥为圆柱体涡激振动响应频率，𝑚𝑎𝑑𝑑为单位附加质量。 

将式(2.3)与式(2.4)相除，我们得到如下表达式： 

 
𝑓𝑒𝑥

𝑓𝑛
= √

𝑚

𝑚 + 𝑚𝑎𝑑𝑑
 (2.5) 

引入附加质量系数， 

 CA =
4 ∙ madd

πρD2
 (2.6) 

并将式(2.5)右端分子分母同时除以排开水质量𝜋𝜌𝐷2/4，得到表达式： 

 
𝑓𝑒𝑥

𝑓𝑛
= √

𝑚∗

𝑚∗ + 𝐶𝐴
 (2.7) 

式中，𝑚∗为结构质量比，其表达式为： 

 𝑚∗ =
𝑚

𝜋𝜌𝐷2/4
 (2.8) 

从式(2.7)中可看出，结构振动响应频率主要受附加质量系数的影响，在空气

中，圆柱质量比一般会达到 100 以上，附加质量相比于结构自身质量为小量，因

此附加质量对于结构的振动频率影响很小，圆柱振动频率与空气中的固有频率很

接近。而在水流中时，结构质量比一般处于 1.0~10.0，附加质量相比于结构自身

质量将不是小量，附加质量对于结构的振动频率有很大的影响。 

2.3.2 涡激振动升力分解 

对于弹性支撑的刚性圆柱，涡激振动情况下的位移有横流向和顺流向，其中

横流向的位移往往大于顺流向位移，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横流向的振动情况。下面

我们以弹性支撑的刚性圆柱为例来分析横向力的分解。如图（2-5）给出了弹性支

撑的刚性圆柱示意图，图中𝑈0为来流方向，z 轴即横向振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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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水流作用下弹性支撑圆柱示意图 

 

由于该圆柱是刚性圆柱，可以简化为单自由度的质量-阻尼-弹簧振动系统，

如图(2-5)所示。其运动方程为 

 mü + cu̇ + ku = FL (2.9) 

其中，m、c、k 分别为结构的质量、阻尼以及刚度，u为圆柱运动的位移，FL

为圆柱受到的升力。 

当圆柱以一定得频率和振幅振动时，其位移以及所受到的升力可用如下表达

式表达： 

 𝑢(𝑡) = 𝑢0 𝑠𝑖𝑛(2𝜋𝑓𝑡) (2.10) 

 FL = F0 sin(2πft + φ) (2.11) 

其中，𝑢0、𝐹0为圆柱位移及所受升力的幅值，𝑓为圆柱振动的频率，𝜑为圆柱

位移和升力间的相位差。 

引入圆柱振动圆频率ω = 2πf，并将式(2.11)展开，得到： 

 𝐹𝐿 = 𝐹0 cos(𝜑) sin(𝜔𝑡) + 𝐹0 sin(𝜑) cos(𝜔𝑡) (2.12) 

将式(2.10)与式(2.12)带入方程 ，得到结构的运动方程 

 
−𝜔2𝑚𝑢0 sin(𝑤𝑡) + 𝑤𝑐𝑢0 cos(𝜔𝑡) + 𝑘𝑢0 sin(𝑤𝑡) 

= 𝐹0 cos(𝜑) sin(𝜔𝑡) + 𝐹0 sin(𝜑) cos(𝜔𝑡) 
(2.13) 

应用圆柱运动速度及加速度公式： 

 �̇� = 𝜔𝑢0 cos(𝜔𝑡) (2.14) 

 �̈� = −𝜔2𝑢0 sin(𝜔𝑡) (2.15) 

最终得到圆柱涡激振动运动方程： 

 (
𝐹0cos (𝜑)

𝜔2
+ 𝑚) �̈� + (𝑐 −

𝐹0sin (𝜑)

𝜔𝑢0
) �̇� + 𝑘𝑢 = 0 (2.16) 

结合公式(2.16)分析，通过将升力分解，可得到与加速度同相位的项，即

𝐹0cos (𝜑) 𝜔2⁄ ，该项为圆柱的附加质量。还可得到一个与速度同相位的项，即

𝐹0𝑠𝑖𝑛 (𝜑) 𝜔2⁄ 。当𝐹0sin (𝜑)大于零时，该项相当于流体激振力，对振动起激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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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𝐹0sin (𝜑)小于零时，对流体起阻尼作用。通过对以上两项进行无量纲处理，

可以得到与加速度同相位的附加质量系数，以及与速度同相位的激振力系数： 

 𝐶𝑎 = −
𝐹0 cos(𝜑) 𝜔2⁄

𝜋𝜌𝐷2 4⁄
 (2.17) 

 𝐶𝑓 = −
𝐹0 sin(𝜑) 𝜔𝑢0⁄

𝜌𝑈𝐷2 2⁄
 (2.18) 

其中，U 为来流速度，D 为圆柱直径，𝜌为流体密度。 

通过对升力的分解，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附加质量系数的存在使圆柱振动频

率不同于静水中的固有频率，进而影响了涡激振动系统的动力响应；由于激振力

系数的存在，继而形成了涡激振动系统自限制的特性。当结构振幅增大到一定程

度时，𝐹0 sin(𝜑)会开始小于零，进而抑制圆柱振幅的增大，即实现了系统的自限

制。 

2.4 涡激振动控制参数 

在对于涡激振动的研究历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涡激振动系统的机理，众多

学者提出了很多的控制参数，并分析了各参数变化对于涡激振动系统的影响。由

于涡激振动系统具有很强的非线性，各参数相互影响，不能简单地将各参数叠加。

影响涡激振动系统的参数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流体参数、结构参数以及流固耦合

参数。 

2.4.1 流体参数 

（1）雷诺数 Re 

在描述流体的无量纲参数中，雷诺数 Re 是描述粘性流体的最基本的参数，

它反映了惯性力与粘性力的比值。对于固定圆柱绕流问题，定义流体速度为 U，

圆柱直径为 D，流体运动粘度为𝜈，则雷诺数的表达式为： 

 𝑅𝑒 =
𝑈𝐷

𝜈
 (2.19) 

当雷诺数很小时，粘性力占主导地位，此时流动比较稳定；当雷诺数逐渐增

大，惯性力主导地位逐渐加强，流体越发不稳定。当雷诺数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会

形成湍流。 

（2）KC 数（Keulegan-Carpenter number） 

在振荡流体中，KC 数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定义振荡流的流速为𝑈 =

𝑈𝑀𝑠𝑖𝑛 (𝜔𝑡)，其中，𝑈𝑀为振荡流流速对应的振幅。则 KC 数可表达为： 

 𝐾𝐶 =
𝑈𝑀𝑇

𝐷
 (2.20) 

T 为振荡流的周期，D 为圆柱直径。KC 数主要用来描述一个在振荡流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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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体，所受到的阻力相对惯性力之间的关系。 

2.4.2 结构参数 

（1）质量比 𝑚∗ 

质量比为单位长度的立管质量与其排开的流体质量之比，其表达式为： 

 𝑚∗ =
4𝑚

𝜋𝜌𝐷2
 (2.21) 

其中，𝑚为立管的单位长度质量，𝜌为流体的密度。质量比是影响涡激振动

系统的一个重要参数。对于海洋工程来说，立管结构的质量比一般在 1.0~10.0 之

间，小质量比的结构振动频率更易受到附加质量的影响，其发生锁定的带宽要大

于质量比相对较大的结构。 

（2）长径比 𝐿/𝐷 

长细比为立管结构长度与直径之比，定义立管长度为 L，立管直径为 D，其

表达式为： 

 
𝐿

𝐷
 (2.22) 

（3）阻尼比 𝜁 

结构阻尼比为结构发生振动时由于自身属性而产生的能量消耗，是圆柱的线

性阻尼系数与临界阻尼系数之比。 

 𝜁 =
𝑐

2𝑚𝜔
 (2.23) 

其中，c为结构阻尼，ω为结构振动的固有频率。 

2.4.3 流固耦合参数 

（1）约化速度 𝑈𝑟 

约化速度是一个周期内圆柱周围流体运动距离与圆柱直径的比值。其表达式

如下： 

 𝑈𝑟 =
𝑈

𝑓𝑛𝐷
 (2.24) 

其中，𝑈为水流的流速，𝑓𝑛为结构在静水中的固有频率，𝐷为结构直径。当结

构发生振动时，由于附加质量的影响，结构的真实响应频率往往与𝑓𝑛不相等。有

的学者出于研究需要，采用结构的响应频率𝑓𝑒𝑥来计算真实的约化速度。 

（2）无量纲频率 𝑓 

无量纲频率的表达式为 

 𝑓 =
𝑓𝑒𝑥𝐷

𝑈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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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达式可以看出，无量纲频率实际为真实约化速度的倒数。 

（3）斯特罗哈尔数 𝑆𝑡 

在固定圆柱的绕流问题中，通过斯特罗哈尔数（Strouhal Number）可以将边

界层分离以及流动不稳定性等问题与涡的脱落频率𝑓𝑠相联系，Strouhal 数的定义

为： 

 𝑆𝑡 =
𝑓𝑠 ∙ 𝑈

𝐷
 (2.26) 

2.5 涡激振动研究现状 

在海洋工程中，由于深水立管易受涡激振动的影响而发生疲劳破坏，近年来

学术界以及工业界对于涡激振动的现象展开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以及数值分析，具

有代表性的单位有 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TNU（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ell 以及 BP 等。与国外涡激振动的研究

相比，我国的起步较晚，对涡激振动现象的研究有限。 

在涡脱落模式的研究中，Williamson 和 Roshko（1988）[2]研究了圆柱的漩涡

尾流模式，通过强迫振动的方式，定义了不同振幅直径比、波长直径比响应分支

下的不同尾迹涡，每个周期的尾迹涡包括单涡（S）和涡对（P），进而产生 2S,2P,P+S

等形式的涡脱落模式。2P 以及 P+S 的涡脱落模式在流体顺流振动控制（Griffin 

and Ramberg, 1976[3]; Ongoren and Rockwell, 1988b[4]）以及流体横向流振动控制

（Zdera et al., 1995[5]）的研究中被发现，Griffin 和 Ramberg (1974)[6]在著名的烟

雾实验中观测到了 P+S 的涡脱落模式， Williamson 在铰支的圆柱实验中，在高

响应分支观察到了 2C 模式（Flemming & Williamson 2003[7]）。 

在有关涡激振动现象物理机制的研究过程中，Feng（1968）[8]通过风洞中圆

柱体的涡激振动实验研究了弹性支撑圆柱的涡激振动响应。但该实验中圆柱体处

于空气介质中，有着很高的质量比，而深海中的立管周围流体介质为水体，质量

比往往比较低，通常介于 1~10 之间，因此科学家开始在水池中开展涡激振动实

验，研究低质量比和一定阻尼情况下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Khalak 和

Williamson(1999)[9]在康奈尔大学的 Cornell-ONR 水槽中开展了弹性支撑圆柱的

自激振动实验，发现在较低的质量比下，振幅响应出现三个分支，即初始分支、

上端分支和下端分支，并且初始分支和上端分支之间存在迟滞效应，上端分支和

下端分支之间存在间歇性转换。Donald Rockwell 的团队[10]在利哈伊大学第一次

使用 PIV 技术研究圆柱受迫振动时的漩涡水动力特性，Govardhan 和 Williamson 

(2000)[11]第一次研究圆柱自由振动时的漩涡水动力特性，验证了在不同的约化速

度下，圆柱的尾涡脱落模式及振幅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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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涡激振动基本现象的实验观察 . (a) 风洞中的弹性支持刚性圆柱的锁频共振 

(Feng1968), (b) 水中弹性支持刚性圆柱的锁频共振 (Williamson & Govardhan 2004) 

 

在真实的海洋工程中，立管往往有着很大的长细比，因此涡激振动响应会呈

现明显的三位特性。MIT(麻省理工学院)[12]开展了三种不同水深条件下的立管涡

激振动原型观测实验，通过实验监测得到的数据与强迫振动实验获得的水动力学

系数结果进行了对比。Swithenbank(2007)[13]开展了柔性立管在高阶模态作用下的

动力响应研究，研究在高阶模态下涡激振动响应规律并改进拖曳力系数的计算公

式。Chaplin 等（2005）[14]开展了阶梯流情况下的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实验。实验

模型立管长度为 13.12m，直径为 28mm，质量比为 3.0。立管下方 45%都受到匀

速水流作用，立管上方处于静水环境。实验测量了立管横流向以及顺流向的运动

响应。在 Chaplin 的实验中，对顶张力主导的柔性立管进行了振动响应分析，实

验结果表明顶部张力与速度呈现二次方关系，并得到了主导模态、振幅及频率与

约化速度的对应关系。 

   

  图 2-8 Chaplin 实验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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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流体力学模型方面，目前主流的计算流体力学模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离散涡模型（DVM）、雷诺平均模型(RANS)、大涡模拟模型(LES)和直接数值模

型(DNS)。Gerrard[15]在 1967 年第一次用离散涡模型模拟了圆柱扰流问题；

Meneghini(2004)[16]等人采用离散涡方法计算了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并且

同其他半经验公式进行了对比分析；雷诺平均法的原理是将流体质点的运动分为

平均运动和脉动运动之和，平均运动和脉动运动分别代表了流体运动的主要趋势

和次要趋势；直接数值模拟是当要了解流场中所有尺度的湍流运动时采取的方法，

但由于计算机能力限制，直接模拟具有较大困难。大涡模拟将流场分为大尺度涡

流场和小尺度涡流场之和。大涡模拟难度介于雷诺平均数值模拟和直接数值模拟

之间，具有广泛应用。 

在涡激振动经验模型方面，Hartlen 和 Currie（1973）[17]首先提出了尾流振子

的概念， Iwan（1975）[18]在 Hartlen 等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一个流体变量，使

模型能预测弹性支撑的刚性圆柱的涡激振动响应；Iwan（1981）[19]继续发展尾流

振子模型，使之可以预测柔性圆柱的涡激振动问题。Triantafyllou[20]也计算过无

限长的立管在剪切流下的涡激振动问题。目前，为了摆脱尾流振子模型对于经验

系数的过度依赖，各国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模型，最具代表性的有 SHEAR7、

VIVA、VIVANA 等。 

目前，学术界已经对刚性圆柱涡激振动响应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因为柔

性立管更贴合海洋工程实际，故对于刚性立管和柔性立管的响应关系也已经开始

了深入的了解。然而，对于刚性立管模型是否能够预测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

学术界仍然有着不同的声音。 

FHH[21]在以前的工作中利用实验方法研究了横流向一阶模态下柔性立管的

涡激振动响应，其结果表明对于低张力的的情况，柔性立管的振动响应与弹性支

撑的三自由度刚性立管响应相似。同时，随着张力的增加，涡激振动响应的下端

分支会逐渐消失。 

对于弹性支撑的刚性立管与柔性立管来说，其最主要的区别是，不同于刚性

立管的单一固有频率，理论上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能激起更高阶的模态与固有

频率。因此，刚性立管只能在相对狭窄的约化速度带宽范围内激起涡激振动响应，

而柔性立管的响应带宽明显增大[14]。在海洋工程中，深水立管的长细比很大，通

常能够超过103甚至达到104，该条件会导致张力主导、高阶模态参与、多模态混

合以及驻波与行波共存的现象，使得深水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2.6 本章小结 

本章对于涡激振动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介绍。从漩涡的形成与脱落的机理

开始，介绍了涡激振动尾涡的形成、脱落、尾涡脱落模式、升力分解，并罗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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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激振动过程中重要的控制参数，包括流体参数、结构参数以及流固耦合参数。

在此基础上，对涡激振动模型系统的水动力系数进行了详细的推导演算。最后对

国内外涡激振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包括涡脱落模式的研究、涡激振动现象

物理机制的实验研究、计算流体力学模型、涡激振动经验模型的研究进展等。简

单分析了刚性立管和柔性立管涡激振动的主要不同之处，指出深水柔性立管振动

响应的复杂性。 

通过本章的内容，详细介绍了立管涡激振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对本课题涵盖

的研究领域、研究背景及历史与现状、涡激振动的基本理论知识、涡激振动研究

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对本课题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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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柔性立管涡激振动实验研究 

前面的章节已经对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涡激振动基础理论

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如前文所述，通过对柔性立管的拖曳实验，可以得到

立管在中等雷诺数条件下涡激振动响应数据，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并且与

VIVA 半经验公式进行结果对比，可以得出一系列有意思的结论。包括锁定现象

的发生、高约化速度下的多模态响应、振幅的阶梯形增长、响应频率的跳变、行

波与驻波共存等。 

本课题实验内容是学术界率先对小尺度（1.2m 长）大长径比（长径比为 240）

的顶部张力主导的柔性立管进行水动力响应分析，并采用图像采集系统，通过高

速摄像机捕捉柔性立管模型的振动位移，不同于一般贴应变片的实验方法，大大

简化了繁琐的模型制作过程，节省了成本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本章将介绍实验中所设计的实验模型，包括模型制作、实验装置安装、实验

条件及运动参数选取，并介绍 VIVA 半经验模型的基本理论，同时阐述数据分析

的方法，为实验结果分析及涡激振动机理阐述奠定基础。 

3.1 实验模型制作 

在进行实验模型介绍之前，定义一些该模型的几何参数。定义立管的长度为

L，立管的直径为 d，立管质量比为𝑚∗。 

本课题实验中，立管长度为 120cm，立管直径为 0.5cm，立管的质量比为 4.0。 

为了制作质量比为 4.0 的柔性立管，需要将材料进行配比并按一定工序进行

制作。 

该模型采用两种材料进行配比，一种为现有的液体材料 PMC-724，其质量比

𝑚∗
1 = 1.38，另一种材料为钨粉，其质量比𝑚∗

2 = 19.35. 定义水的密度为𝜌𝑤，该

模型制作过程中需要 PMC-724 的质量为𝑚1，体积为∆𝑉1，需要钨粉质量为𝑚2，

体积为∆𝑉2。钨粉与 PMC-724 的质量比为𝑀，立管体积为∆𝑉，得到以下方程组： 

 𝑚∗
1 ∙ ∆𝑉1 + 𝑚∗

2 ∙ ∆𝑉2 = 𝑚∗ ∙ ∆V (3.1) 

 𝑚1 + 𝑚2 = 𝑚∗ ∙ 𝜌𝑤 ∙ ∆𝑉 (3.2) 

 
∆𝑉 =

𝐷2𝐿𝜋

4
;  𝑀 =

𝑚1

𝑚2
 (3.3) 

 𝑚1 = 𝑚∗
1 ∙ 𝜌𝑤 ∙ ∆𝑉1;  𝑚2 = 𝑚∗

2 ∙ 𝜌𝑤 ∙ ∆𝑉2 (3.4) 

解方程组可得 M 及𝑚1、𝑚2。 

将材料按照解得的质量比进行配比混合后，通过注射器注射入一根内径为

0.5cm 的空心管，将两头密封，待液体凝固后拆封，便可得到本次实验的立管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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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高速摄像机图像采集系统，该模型需要经过涂色处理。沿展向间隔

1cm 涂上颜色，完成后的立管模型如图(3-1)所示。 

 

图 3-1 拖曳实验立管模型 

3.2 实验条件及运动参数 

3.2.1 单立管拖曳实验 

本课题的拖曳实验在 MIT Towing Tank 进行。实验水池长 100 英尺（30.48m），

宽 8 英尺（2.44m），深 4 英尺（1.22m）。 

在这一系列拖曳实验过程中，共进行 56 组实验数据的采集。拖曳速度从

0.05m/s 以 0.01m/s 的增速一直增加到 0.06m/s。在试验过程中，模型顶部的应力

传感器测量每一次拖曳的顶部张力，同时高速摄像机捕捉每一次拖曳实验的振动

情况。 

定义约化速度: 

 𝑈𝑟 =
𝑈

𝑓𝑛𝑑
 (3.5) 

U 为实验中所采用的拖曳速度，从 0.05m/s 以 0.01m/s 的增速一直增加到

0.06m/s。d 为立管直径，𝑓𝑛为立管在静水中的固有频率，会随着顶部张力 T 的变

化而变化。而随着速度的增加使得阻力增加，T 相应会增加。故拖曳速度 U 的变

化会导致𝑓𝑛的变化。 

表（3-1）罗列了单根立管拖曳实验的主要参数。 

在实验中，模型被安装在框架上，框架上还安装有照明灯、应力传感器以及

侧边与后边的高速摄像机，如图（3-2）所示。同时，图（3-3）展示了该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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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以及由高速摄像机组成的光学测量系统。 

 

表 3-1 单立管拖曳实验参数 

项目 符号 数值 

立管长度 L 1.2m 

立管直径 d 5mm 

长径比 𝐿/𝑑 240 

质量比  𝑚∗ 4.0 

来流速度 𝑈 0.05~0.60m/s 

约化速度 𝑈𝑟 5.03~41.28 

 

   

图 3-2 单立管实验装置示意图 

 

图 3-3 立管模型及摄像机阵列 a.横流向竖直排列的四个高速摄像机用于捕捉立管振动位移

响应 b.摄像机捕捉的原始影像 c.经过运动追踪算法处理后的影像（红色框显示捕捉的白色

运动节点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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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双立管拖曳实验 

在进行单根立管的拖曳实验之外，本课题还进行了双立管的拖曳实验，希望

能够从双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中得到一些新的现象，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截至

目前为止，该系列的拖曳实验已经完成，实验数据的处理正在进行当中。 

双立管实验的两根立管模型几何参数相同，质量比也相同。该实验共进行 8

组，每组进行 12 个不同约化速度下的拖曳实验。8 组实验分别是 4 组左右两侧

安装与 4 组前后安装。主要采集的分别是靠近左侧（靠近侧边摄像机）和后侧的

立管的振动情况。左右两侧安装的立管的 4 组拖曳实验其间隔分别是 1d（一倍

直径）、2d、3d 和 4d，前后安装的立管实验间隔分布相同。 

每组实验分别测量 12 组来流速度下的立管振动响应，0.05~0.60m/s，流速间

隔为 0.05m/s。 

表（3-2）列出了双立管拖曳实验的主要参数。 

图（3-4）为双立管试验装置的示意图 

 

表 3-2 单立管拖曳实验参数 

项目 符号 数值 

立管长度 L 1.2m 

立管直径 d 5mm 

立管间隔 A 1d、2d、3d、4d 

长径比 𝐿/𝑑 240 

质量比  𝑚∗ 4.0 

来流速度 𝑈 0.05~0.60m/s 

 

 

图 3-4 单立管实验装置示意图（左侧：前后安装；右侧：左右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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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数据分析 

如前所述，立管顶部的应力传感器会测量每一次拖曳实验的顶部张力数据，

在每次测量前都会进行调零校准。侧面的高速摄像机会记录每一次拖曳实验立管

的顺流向振动数据，横流向的振动数据由后方的摄像机捕捉。在得到图像后，通

过处理可得到立管各个节点随时间变化的位移数据 

3.3.1 钢悬链线立管方程 

 

图 3-5 钢悬链线 

 

表 3-3 钢悬链线方程推导符号 

项目 符号 项目 符号 

边界条件 简支 水平轴和垂直轴 X、Z 

内，外直径 D、d 单位长度质量 m 

钢悬链线密度 𝜌 OA 段弧长 s 

上，下端预张力 𝑇0、𝑇1 流体密度 𝜌𝑓 

上，下端悬挂角以及

A 处水平夹角 
0、𝛽、𝜃 

钢悬链线水平距离、

水深 
L、H 

重力加速度 g 流速 U 

 

钢悬链线立管底端边界条件：𝑥 = 0, 𝑧 = 0,
𝑑𝑧

𝑑𝑥
= 0，对钢悬链线 OA 段进行

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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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上： 

 𝑇 ∙ 𝑐𝑜𝑠𝜃 − 𝑇0 = 0 (3.6) 

垂直方向上： 

 𝑇 ∙ 𝑠𝑖𝑛𝜃 − 𝑚𝑔𝑠 +
𝜋

4
𝜌𝑓𝐷2𝑔𝑠 = 0 (3.7) 

同时，考虑到 

 𝑡𝑎𝑛𝜃 =
𝑑𝑧

𝑑𝑥
, 𝑠 = ∫ √1 + (

𝑑𝑧

𝑑𝑥
)

2𝑥

0

  

由式(3.7)可和式(3.8)可得到微分方程 

 
𝑑2𝑧

𝑑𝑥2
=

𝑚𝑔 −
𝜋
4 𝜌𝑓𝐷2𝑔

𝑇0

√1 + (
𝑑𝑧

𝑑𝑥
)

2

 (3.8) 

令 

 
𝑚𝑔 −

𝜋
4 𝜌𝑓𝐷2𝑔

𝑇0
= 𝑘 =

𝑚𝑔 −
𝜋
4 𝜌𝑓𝐷2𝑔

𝑇1 ∙ 𝑐𝑜𝑠𝛽
,
𝑑𝑧

𝑑𝑥
= 𝑝(𝑥) 

求解式（3.8），并利用钢悬链线立管底端边界条件：𝑥 = 0, 𝑧 = 0,
𝑑𝑧

𝑑𝑥
= 0，得

到钢悬链线方程： 

 𝑧 =
1

𝑘
[𝑐ℎ(𝑘𝑥) − 1] (3.9) 

由式(3.9)可得到 

 𝑡𝑎𝑛𝜃 = 𝑠ℎ(𝑘𝑥) (3.10) 

 𝑠 = ∫ √1 + (
𝑑𝑧

𝑑𝑥
)

2𝑥

0

=
1

𝑘
𝑠ℎ(𝑘𝑥) (3.11) 

 𝑥 =
1

𝑘
𝑙𝑛 [𝑘𝑠 + √1 + (𝑘𝑠)2] (3.12) 

 𝑇 =
𝑇0

𝑐𝑜𝑠𝜃
= 𝑇1 ∙ 𝑐𝑜𝑠𝛽 ∙ 𝑐ℎ(𝑘𝑥) (3.13) 

3.3.2 固有频率和模态振型 

在本实验中，需要求得简支垂直立管线性变化轴向拉力下的固有频率和模态

振型。关于固有频率及模态振型的解析解推导参考[22]，立管垂直立于水中，由于

立管自重的原因，其轴向拉力通常是线性变化的。在忽略弯曲刚度影响下，立管

横向自由振动微分方程[23-24]为： 

 𝑇𝑧

𝜕2𝑥

𝜕𝑧2
+ 𝜔

𝜕𝑥

𝜕𝑧
− 𝑚

𝜕2𝑥

𝜕𝑡2
= 0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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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𝑇𝑧是轴向拉力，𝜔是立管的单位质量，𝑚是立管的单位长度质量，x 是

立管的横向位移，z 是立管的轴向坐标，t 是时间。立管的轴向张力可以表示为： 

 𝑇𝑧 = 𝑇𝑏 + 𝜔𝑧 = 𝑇𝑏 + (𝑇𝑡 − 𝑇𝑏)
𝑧

𝑙
 (3.15) 

其中，𝑇𝑏和𝑇𝑡分别是立管底部张力和顶部张力。垂直立管的横向位移可表示

为： 

 𝑥 = 𝑋𝑠𝑖𝑛𝜔𝑛𝑡 (3.16) 

其中，X 是振型函数，𝜔𝑛是固有频率。将式（3.16）带入式（3.14），可以得

到模态振型方程： 

 𝑇𝑧

𝑑2𝑋

𝑑𝑧2
+ 𝜔

𝑑𝑋

𝑑𝑧
+ 𝑚𝜔2𝑋 = 0 (3.17) 

将式（3.15）带入式（3.17），得到： 

 𝑎 (𝑧 +
𝑇𝑏

𝜔
)

𝑑2𝑋

𝑑𝑧2
+ 𝑎

𝑑𝑋

𝑑𝑧
+ 𝑋 = 0 (3.18) 

式中： 

 𝑎 =
𝜔

𝑚𝜔𝑛
2
 (3.19) 

令 

 𝑧 =
𝑎𝑦2

4
−

𝑇𝑏

𝑤
 (3.20) 

由式（3.15）、（3.19）、（3.20）可得到 y 表达式： 

 𝑦 =
2√𝑚𝑇𝑧

𝜔
𝜔𝑛 (3.21) 

将式（3.20）代入式（3.18）可得到标准贝塞尔函数： 

 
𝑑2𝑋

𝑑𝑦2
+

1

𝑦

𝑑𝑋

𝑑𝑦
+ 𝑋 = 0 (3.22) 

求解式（3.13），可得到： 

 𝑋 = 𝐴𝐽0(𝑦) + 𝐵𝑌0(𝑦) (3.23) 

其中，𝐽0(𝑦)和𝑌0(𝑦)分别是第一类和第二类零阶贝塞尔函数。 

由立管边界条件，当𝑦 = 𝑦𝑡和𝑦 = 𝑦𝑏时，有 X=0，可求解固有频率的方程： 

 𝐴𝐽0(𝑦𝑏) + 𝐵𝑌0(𝑦𝑏) = 0 (3.24) 

 𝐴𝐽0(𝑦𝑡) + 𝐵𝑌0(𝑦𝑡) = 0 (3.25) 

由于 A 和 B 不能同时为零，因此可以得到： 

 𝐽0(𝑦𝑏)𝑌0(𝑦𝑡) − 𝑌0(𝑦𝑏)𝐽0(𝑦𝑡) = 0 (3.26) 

由式（3.26）可以求得立管的固有频率𝜔𝑛。 

由式（3.24）和式（3.25）可以得到 A 和 B 的关系，可以得到立管线性轴向

拉力下的模态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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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𝑌0(𝑦𝑏)𝐽0(𝑦) − 𝑌0(𝑦)𝐽0(𝑦𝑏)

𝐽0(𝑦𝑏)
 (3.27) 

将 X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𝑋 =
𝑌0(𝑦𝑏)𝐽0(𝑦) − 𝑌0(𝑦)𝐽0(𝑦𝑏)

𝐽0(𝑦𝑏)
∙

1

𝑚𝑎𝑥(�̂�)
 (3.28) 

其中，𝑚𝑎𝑥(�̂�)为非归一化振型函数�̂�中的最大值。 

3.3.3 模态分析 

如前文所述，本实验采用的图像采集系统可测得立管横向及顺流向位移随时

间的变化数据，为了在现有的实验条件下研究 VIV 的性质，模态分析是非常有

必要的。 

假设立管与竖直方向的偏离很小，并且立管的动力响应过程大致是线性的，

立管的时变形状可以由一系列特征函数或模态振型构成： 

 𝑥(𝑡, 𝑧) = ∑ 𝜔𝑛(𝑡)𝜑𝑛(𝑧),

∞

𝑛=1

 𝑧𝜖[0, 𝐿] (3.29) 

其中，t 是时间，z 是垂直坐标，L 是立管的长度，𝑥(𝑡, 𝑧)是立管的水平位移，

𝜑𝑛(𝑧)是模态振型，n=1,2,3,…, 𝜔𝑛(𝑡)表示模态权重，n=1,2,3,…。 

不同顶部张力下的模态振型𝜑𝑛(𝑧)通过上面章节已经推导出公式。图像如下

图所示。 

 

图 3-6 张力线性变化立管 2~5 阶模态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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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管展向的多个节点测量得到其位移图像，𝑧𝑚, 𝑚 = 1,2, … , 𝑀; 

 𝑐𝑚(𝑡) = 𝑥(𝑡, 𝑧𝑚) + 𝜂𝑚(𝑡)，𝑚 = 1,2, … , 𝑀 (3.30) 

其中，𝑐𝑚(𝑡)是测得的信号，它等同于真实位移信号与干扰信号的总和。在

数据处理的第一步便需要把噪音干扰信号滤去。 

假定模态振型𝜑𝑛(𝑧)已知，同时假定最大的激励模态为 N 阶，本实验中 N 取

20。将干扰信号滤去后，将式（3.29）代入式（3.30），可得到： 

 𝑐𝑚(𝑡) = ∑ 𝜔𝑛(𝑡)𝜑𝑛(𝑧𝑚),

𝑁

𝑛=1

𝑚 = 1,2, … , 𝑀 (3.31) 

该方程可以用向量形式表示。首先，得到节点位移的向量： 

 𝝋𝒏 = [𝜑𝑛(𝑧1), 𝜑𝑛(𝑧2), … , 𝜑𝑛(𝑧𝑀)]𝑇 , 𝑛 = 1,2, … , 𝑁 (3.32) 

接着构造𝑀×𝑁的矩阵： 

 𝜱 = [𝝋𝟏, 𝝋𝟐, … , 𝝋𝑵] (3.33) 

之后构造位移向量以及模态权重向量： 

 𝒄(𝒕) = [𝑐1(𝑡), 𝑐2(𝑡), … , 𝑐𝑀(𝑡)]𝑇 (3.34) 

 𝝎(𝒕) = [𝜔1(𝑡), 𝜔2(𝑡), … , 𝜔𝑁(𝑡)]𝑇 (3.35) 

方程（3.31）可被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𝒄(𝒕) = 𝜱𝝎(𝒕) (3.36) 

如果𝑁 = 𝑀 ,即未知模态数量与测量点的数量相等，则模态权重可以直接用

如下表达式求得： 

 �̂�(𝒕) = 𝜱−𝟏𝒄(𝒕) (3.37) 

 

如果𝑁 < 𝑀，则方程（3.36）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在这种情况下，模态

权重的近似值为： 

 �̂�(𝒕) = (𝜱𝑻𝜱)−𝟏𝜱𝑻𝒄(𝒕) = 𝑯𝒄(𝒕) (3.38) 

当未知模态数量为 M 时，即当𝑁 = 𝑀时，即𝜱为方阵，𝑯 = 𝜱−𝟏，因此，方

程（3.37）可被视为方程（3.38）的一种特殊情况。该模态分析方法可分别适用

于顺流向和横流向的振动。 

3.4 VIVA半经验公式 

VIVA 半经验公式可用于计算长圆柱形结构涡激振动问题，特别计算流固耦

合系统的水弹性固有模态。对于结构部分，由于振动的振幅较小，该半经验公式

模型使用线性理论；对于水动力部分，使用谐振立管上的实验数据。该模型通过

迭代过程来解决流固耦合系统的模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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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公式介绍 

考虑长圆柱的长度为 L，直径为 D，流速为 U。长度、直径以及流速在不同

的算例中可以改变，但同一个算例中速度被认为是不变的。 

涡激振动的振幅是很小的：最大振幅一般为一倍圆柱直径。因此结构振动可

以线性表示，方程如下： 

 𝑚
𝜕2𝑦

𝜕𝑡2
+ 𝑏

𝜕𝑦

𝜕𝑡
−

𝜕

𝜕𝑥
(𝑇

𝜕𝑦

𝜕𝑥
) +

𝜕2

𝜕𝑥2
(𝐸𝐼

𝜕2𝑦

𝜕𝑥2
) = 𝑓(𝑥, 𝑦, 𝑡) (3.39) 

其中，m 是结构的单位长度质量，b 为结构的阻尼，EI 是结构的刚度，f 是

单位长度流体载荷。 

令 

 𝑦 = 𝑅𝑒[𝑌 𝑒𝑥𝑝(𝑖𝜔𝑡)] (3.40) 

其中 Y 是复数，y 是 Y 的实部。 

如前所述，当结构的振动与尾涡脱落发生同步时，流体作用力的主要部分以

与振动相同的频率振荡。将作用力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加速度（附加质量力）

相差 180 度相位，另一部分与速度（激振力）同相位。表达式如下： 

 𝑓 = 𝑅𝑒 [(𝑎𝐶𝑀(𝜔)𝑎𝜔2𝑌 + 𝑖𝐶𝐿(𝜔)𝑞𝐷
𝑌

|𝑌|
) 𝑒𝑥𝑝(𝑖𝜔𝑡)] (3.41) 

其中，a 是单位长度附加质量系数。𝑎 = 𝜋𝜌𝐷2/4，𝑞 = 𝜌𝑉2/2，𝐶𝑀(𝜔, 𝑌)和

𝐶𝐿(𝜔, 𝑌)分别是有关频率和幅值的无量纲系数。假设𝐶𝑀、𝐶𝐿、ω、𝑌均为已知，则

方程（3.41）变成： 

 
𝑑2

𝑑𝑥2
(𝐸𝐼

𝑑2𝑌

𝑑𝑥2
) −

𝑑

𝑑𝑥
(𝑇

𝑑𝑌

𝑑𝑥
) + (−𝑀𝜔2 + 𝑖𝑏𝜔)𝑌 = 𝑖𝐶𝐿𝑞𝐷

𝑌

|𝑌|
 (3.42) 

 

M 为单位长度的总惯性力： 

 𝑀 = 𝑚 + 𝑎𝐶𝑀 (3.43) 

在结构末端，位移 Y 受到边界条件的限制（如铰接、固定等），具有边界条

件的等式（3.42）定义了频率𝜔和模态 Y 的非线性特征值问题。我们注意到，由

于水动力系数𝐶𝑀、𝐶𝐿是幅值为 Y 的非线性函数，所以该问题是非线性的。我们

还注意到，与立管的自由振动问题不同的是，流固耦合系统的各模态通常彼此不

相互正交。此外，该模型只取阶数有限的模态。如果 Y 是方程（3.42）的解，则

𝑌 𝑒𝑥𝑝(𝑖𝛽)是对于任意取值的𝛽的方程的解，即对于任意恒定模态，该方程具有惟

一解。 

在方程（3.42）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两个有趣的积分关系。我们将式（3.42）

乘以 Y 的共轭复数𝑌∗，并沿着结构的长度积分。之后将各部分整合并分离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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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虚部，得到： 

 ∫ (𝐸𝐼 |
𝑑2𝑌

𝑑𝑥2
|

2

+ 𝑇 |
𝑑𝑌

𝑑𝑥
|

2

) 𝑑𝑥 = 𝜔2 ∫ 𝑀|𝑌|2𝑑𝑥
𝑙

0

𝑙

0

 (3.44) 

 ∫ 𝑏𝜔|𝑌|2𝑑𝑥 = ∫ 𝐶𝐿𝑞𝐷|𝑌|𝑑𝑥
𝑙

0

𝑙

0

 (3.45) 

方程（3.44）和（3.45）揭示了能量传递的规律。第一个方程表示有一个潜

在的能量平衡，第二个方程表示从流体传递给结构的净能量（右侧）等于结构阻

尼消耗的能量。在零结构阻尼时，净能量传递为零。 

3.4.2 数值方法 

首先使用二阶有限差分法离散方程（3.42），通过引入满足末端边界条件的虚

拟点，得到一组 N 个非线性代数方程（N 是离散点数）： 

 

𝑎𝑖,𝑖−2𝑌𝑖−2 + 𝑎𝑖,𝑖−1𝑌𝑖−1 + 𝑎𝑖,𝑖𝑌𝑖 + 𝑎𝑖,𝑖+1𝑌𝑖+1 + 𝑎𝑖,𝑖+2𝑌𝑖+2 

+(−𝑀𝑖𝜔
2 + 𝑖𝑏𝜔)𝑌𝑖 = 𝑖𝐶𝐿𝑖𝑞𝑖𝐷𝑖

𝑌𝑖

|𝑌𝑖|
 

(3.46) 

其中，i 指代第 i 个节点。令𝑌𝑖
𝑛第 n 次迭代时第 i 个点的 Y 值，迭代从以下

等式生成： 

 

𝑎𝑖,𝑖−2𝑌𝑖−2
(𝑛)

+ 𝑎𝑖,𝑖−1𝑌𝑖−1
(𝑛)

+ 𝑎𝑖,𝑖𝑌𝑖
(𝑛)

+ 𝑎𝑖,𝑖+1𝑌𝑖+1
(𝑛)

+ 𝑎𝑖,𝑖+2𝑌𝑖+2
(𝑛)

+ (−𝑀𝑖
(𝑛−1)

𝜔2 + 𝑖𝑏𝜔)𝑌𝑖
(𝑛)

 

= 𝑖𝐶𝐿𝑖
(𝑛−1)

𝑞𝑖𝐷𝑖

𝜙𝑘,𝑖

|𝜙𝑘,𝑖|
+ 𝑖𝐶𝐿𝑖

(𝑛−1)
𝑞𝑖𝐷𝑖 (

𝑌𝑖
(𝑛−1)

|𝑌𝑖
(𝑛−1)

|
−

𝜙𝑘,𝑖

|𝜙𝑘,𝑖|
) 

(3.47) 

其中，𝜙𝑘,𝑖为立管在静水中振动的 k 阶模态。为了确保在结构阻尼的情况下

收敛，在等式（3.46）的两边加上𝑅𝑞𝑖𝑌𝑖，R 大于𝐶𝐿相对于振幅导数的最大值。 

该迭代方法的起点是最大振幅为一倍直径的结构在静水中的固有模态。一旦

Y 的解已经收敛到所需的精度（例如 1%），迭代就停止。 

一旦迭代过程完成，就可以根据该频率附近响应的类似共振的行为来确定水

弹性模式的频率，然后通过重复接近共振的前两个步骤进行微调，以获得更准确

的频率值。由于升力系数对约化速度很敏感，需要以高精度确定频率，实际上比

确定振幅的精度要求高得多，通常在 0.1%以下。 

一般来说，结构响应频率及模态振型不同于静止流体中振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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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希尔伯特变换 

在本实验中，频域信息可以通过傅立叶变换得到，而相位信息可以通过希尔

伯特变换得到[26]。 

令𝑤(𝑡)为待处理的信号，𝑯(𝜔)是它的希尔伯特变换。希尔伯特变换能够得

到信号的幅值𝐴𝑤(𝑡)和相位角𝜃𝑤(𝑡)信息。其公式为： 

 𝑯(𝜔) = A𝑤(𝑡)𝑒𝑖θ𝑤(𝑡) (3.48) 

两个信号之间的相位变换可以通过下式表示： 

 𝜃𝑝
𝑞(𝑡)𝑛

𝑚 = −𝛽𝜃𝑛
𝑝(𝑡) + 𝜃𝑚

𝑞 (𝑡) (3.49) 

  其中，m 和 n 代表模态数量，p 和 q 分别代表顺流向和横流向，𝛽代表两个

信号主导频率的比值。 

3.6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单根立管以及双立管拖曳实验的模型制作、实验方法、实验条件

及运动参数，并且详细介绍了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通过钢悬链线方程推导了简

支垂直立管线性轴向拉力下的固有频率和模态振型，进而推导出该实验数据信号

的模态分析方法，介绍了希尔伯特变换的方法，还借助公式及数值分析方法的推

导详细介绍了 VIVA 半经验公式的原理。 

在实验研究方面，主要通过改变来流速度，捕捉位移数据，作为之后分析的

原始数据。在数据处理方面，主要进行频域分析、模态分析及相位分析等，本章

还详细介绍了适用于本实验的张力线性变化的模态分析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由

于立管顶部张力会随约化速度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不同算例下其固有频率和模态

振型会发生变化，需要单独计算。 

在 VIVA 半经验公式方面，本章详细叙述了模型迭代方法，为之后的实验数

据与数值模拟数据的类比分析打下基础。 

通过本章的内容，为柔性立管的实验奠定了数据分析基础，通过一系列的拖

曳实验和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十分有趣的结果。对于这些结果及规律的总

结将会在下一章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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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一章介绍的实验条件及参数，以及相应的数据分析方法与公式推导，

对单立管模型完成 56 组拖曳实验，根据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柔性立管

在涡激振动下的响应规律，并深入地探究涡激振动现象的机理。 

4.1 实验参数 

（1）立管的长径比： 

 
𝐿

𝑑
= 240 (4.1) 

（2）质量比： 

 𝑚∗ =
4𝑚

𝜋𝜌𝐷2
= 4.0 (4.2) 

（3）来流速度： 

 𝑈 = 0.05~0.6 𝑚 𝑠⁄  (4.3) 

流速间隔为 0.01m/s。 

（4）雷诺数： 

 𝑅𝑒 =
𝑈𝑑

𝜈
= 250~3000 (4.4) 

4.2 公式介绍 

为了直观地表达立管涡激振动振幅情况，主要使用 RMS（均方根值）表示。

立管上每个点的坐标被标记为(𝑥(𝑧, 𝑡), 𝑦(𝑧, 𝑡))。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振动通过立管

上所有 z 点处 x，y 方向对时间的标准差来表示： 

 𝜎𝑥 = √
1

𝑇
∫

1

𝐿
∫ [𝑥(𝑧, 𝑡) − �̅�(𝑧)]2𝑑𝑧𝑑𝑡

𝐿

0

𝑇

0

 (4.5) 

 𝜎𝑦 = √
1

𝑇
∫

1

𝐿
∫ 𝑦(𝑧, 𝑡)2𝑑𝑧𝑑𝑡

𝐿

0

𝑇

0

 (4.6) 

其中，�̅�(𝑧)是最大平均水平位移。 

4.3 实验结果分析 

4.3.1 总体响应 

在实验情况下，提高约化速度具有增加阻力的作用，从而增加了顶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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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频率和最大平均水平位移�̅�𝑚𝑎𝑥。阻力必须由立管顶部张力的水平分量来平衡，

与𝑇𝑡�̅�𝑚𝑎𝑥成正比。通过 Morison 公式可以知道，立管发生涡激振动是所受到的平

均水平阻力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𝐹𝑑 = 0.5𝜌𝑑𝑈2𝐶𝑑 (4.7) 

由于模态频率大致与顶部张力的平方根成比例，所以如果阻力系数是恒定的，

那么最大平均水平位移与约化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即： 

 
�̅�𝑚𝑎𝑥

𝑑
= 𝐶 (

𝑈𝑑

𝑓𝑛
)

2

 (4.8) 

其中，C 与初始静水张力无关。 

图（4-1）汇聚了所有拖曳实验所得到的最大平均水平位移�̅�𝑚𝑎𝑥，从图中可

以看到�̅�𝑚𝑎𝑥与约化速度𝑈𝑟具有很强的二次方关系。在本实验中，C=0.0072。但有

的节点与拟合曲线之间有着明显的偏移，说明与主导模态相关联的阻力系数有了

明显的变化。 

 

 

图 4-1 横向位移�̅�𝑚𝑎𝑥及顶部张力𝑇𝑡随约化速度𝑈𝑟的变化 

 

图（4-2）展示了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振动位移响应，横轴为约化速度。 

可以看到，立管的振动幅值看似是很分散的，横流向的大多数点的幅值都在

0.3~1.2 倍直径之间，而顺流向大多数点都在 0.2 倍直径以下。横流向的振幅大概

是顺流向振幅的 5 倍左右，因此横流向的振动是一直是涡激振动研究的重点。但

我们注意到，在约化速度增加的过程中，振幅有着阶段性增长的现象，在增长到

一定值后会突然大幅降低。这是由于约化速度的增加会激起柔性立管更高阶模态，

使主导模态阶数增加，进而导致振幅的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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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横流向振幅𝑦𝑚𝑎𝑥及顺流向振幅𝑥𝑚𝑎𝑥随约化速度𝑈𝑟的变化曲线 

图（4-3）展示了立管振动位移的总体响应。图(a)为横流向的振幅响应，图

(b)为顺流向的振幅响应。x 轴为约化速度𝑈𝑟，y 轴为长径比𝐿/𝑑，z 轴为该方向振

动位移的 RMS 值（Root Mean Square，平方平均数）。可以看到随着约化速度的

增加，立管振动模态阶数也在增加，横流向最大可达到 7 阶，顺流向最大可达 14

阶。 

观察图（a）和图（b），在低约化速度下，立管的振动模式为驻波，有很明

显的振幅为 0 的节点。而在高约化速度下，横流向的振动有行波产生，而顺流

向的振动响应依然是驻波占主导。 

将位移 RMS 值在𝑈𝑟 = 9.99、𝑈𝑟 = 22.53以及𝑈𝑟 = 35.16处分别取截面，单

独分析约化速度对振动位移的影响。 

图（4-4）示出了不同约化速度下立管的位移响应。对于横流向振动，在低

约化速度下（如𝑈𝑟 = 9.99），立管振动有位移为零的节点，振动形式为驻波；

随着约化速度提高，会出现行波（如𝑈𝑟 = 22.53），在高约化速度下立管振动位

移形式主要由行波主导（位移没有零点）。对于顺流向振动，在高约化速度下依

然能很好地保持驻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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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横流向和顺流向振动位移 RMS 值随约化速度𝑈𝑟的变化 

 

 

 

图 4-4 立管不同约化速度下的位移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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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模态分解 

通过前文所述的模态分析的方法，可将立管位移数据进行模态分解。 

图（4-5）示出了主导模态对于立管响应频率的影响。 

 

图 4-5 横流向响应频率与主导模态的锁定关系 

 

图（4-5）中，x 轴为约化速度𝑈𝑟，y 轴为横流向响应频率的无量纲数

𝑓𝑒𝑥/𝑓𝑛，图中还展示了横流向 1~8 阶模态权重随约化速度变化的等高线图。可

以看出，当约化速度较小时，立管响应频率随着约化速度的增加有阶梯型增长

的趋势。在同一个主导模态范围内，响应频率稳定在一个稳定值周围，而当主

导模态变化时，振动响应频率发生跳变。（例如约化速度 8.03 和 9.01, 19.22 和

20.07）；当约化速度较大时，有多模态混合的现象发生。 

在高约化速度下，多模态响应的现象是因为多模态共同主导立管响应的表

征吗？为此，我们对各模态振动响应情况进行了分析。 

图（4-6）给出了低约化速度工况下，横流向和顺流向的各模态的位移响应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该工况对应的速度为 0.15m/s，约化速度为 14.76，顶部张力为

2.69N，截取了 15~20s 的时间段进行分析。图中（a）为总体位移响应，（b）为

各阶模态位移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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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L/d=-96 处约化速度𝑈𝑟 = 14.76时各模态位移响应 

 



天津大学 2017届本科生毕业设计 

 

38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实验期间，立管的振动响应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在约

化速度𝑈𝑟 = 14.76（𝑈 = 0.15𝑚/𝑠）时，振动响应由单模态主导。其中，横流向

的主导模态为 3 阶模态，顺流向的主导模态为 5 阶。在相同的约化速度下，顺流

向的各阶模态的振动频率为横流向的 2 倍。有学者研究这一现象，其结果表明：

涡激振动的响应频率被锁定在主导模态频率，并且在近似的雷诺数下可观察到约

化速度与横流向振动幅值的经典对应关系（Sarpkaya,2004）[27]。 

当约化速度比较大时，立管的振动响应会发生多模态混合的现象。如图（4-

7）所示为约化速度𝑈𝑟 = 33.66（𝑈 = 0.41𝑚/𝑠）时的模态分析图像。横流向 5 阶

和 6 阶模态的权重相近，顺流向 9 阶和 10 阶权重相近。因此，在高约化速度下，

柔性立管的振动响应会发生多模态混合的现象，这点与刚性立管单模态主导的振

动形式有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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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L/d=-96 处约化速度𝑈𝑟 = 33.66时各模态位移响应 

 

为了更好地理解主导模态变化对于立管振动响应的影响，图（4-8）给出了各

阶模态振幅随约化速度的变化情况。对于响应具有显著影响的各模态振幅的标准

差绘制在图（4-8）中，横流向绘制了 1~6 阶模态的振幅变化（图 a），顺流向绘

制了 5~10 阶模态的振幅变化（图 b）。 

可以看出，约化速度较小时，在一定范围内主导模态的振幅会明显大于其他

模态，并且呈一定的增长规律。在达到临界速度后，跳变为下一个主导模态。一

般在先前的模态消失后，下一个主导模态才达到峰值。当约化速度较大时，会发

生多模态混合主导的情况，主导模态的振动幅值没有显著的优势。 

根据 Williamson 提出的刚性圆柱的涡激振动响应理论，高𝑚∗𝜉的情况下，振

幅响应会出现两个分支，即初始分支（Initial branch）和下端分支（Lower branch）。

对于横流向的振幅，当模态为 n=1 时，可以看到初始分支和下端分支的出现，而

2 阶模态之后其振动响应的下端分支都没有出现，而是振幅到达高峰之后直接下

降几近消失。这也是柔性立管不同于刚性立管之处，柔性立管理论上能激起无穷

模态，并且随着约化速度的增加其主导模态会发生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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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横流向及顺流向模态权重随约化速度𝑈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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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频谱分析 

图（4-9）展示了约化速度𝑈𝑟 = 11.93（𝑈 = 0.12𝑚/𝑠）时的横流向及顺流向

的振动响应频率。图（a）是横流向的响应频率，图（b）是顺流向的响应频率。 

 
图 4-9 约化速度𝑈𝑟 = 28.35时立管横流向和顺流向响应频率 

 

从频谱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横流向所有测点的频率均相同，并且只有一个频

率存在，为 4.765Hz，这说明此时立管的振动发生了锁定现象。而顺流向的位移

共有两个频率参与到振动中去，分别为 4.765Hz 和 9.529Hz，且 9.529Hz 所对应

的振幅要远大于 4.765Hz 频率所对应的振幅。因此，顺流向的主导频率为横流向

的 2 倍。在顺流向的频率中有横流向的振动频率，这说明横流向和顺流向之间可

能存在能量的相互传递。 

正如前文所述，通过模态分解以及频谱分析，观察到了柔性立管在高约化速

度下的多模态混合现象，那么该现象对立管的响应频率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

得到了图（4-10）。 

图（4-10）给出了横流向的无量纲频率（立管响应频率除以固有频率）随约

化速度的变化，并且将横流向及顺流向的主导模态变化放在图中作了对比分析。

从总体趋势看，立管涡激振动响应频率随着约化速度的增加以阶梯状方式增长，

这种频率的增长方式证明了“锁频”现象的存在。 

当我们仔细分析图（4-10），发现当响应频率发生跳变时，横流向和顺流向的

主导模态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例如：当约化速度从 8.03 增加到 9.01 时，响应

频率跳变，而横流向和顺流向的主导模态分别从 1 阶和 2 阶增加到 2 阶和 4 阶。

再如当约化速度从 23.31 增加到 24.08 时，响应频率有一个小的跳变，此时横流

向的主导模态不变，而顺流向的主导模态从 7 阶增大到 8 阶。这种现象表明横流

向响应频率不仅受该方向的主导模态影响，而且受顺流向主导模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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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横流向响应频率与主导模态变化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当约化速度很大时，立管的响应频率不再呈阶梯状增加，而是

有着上下的跳变。该现象也说明了立管振动响应在高约化速度下的复杂性。 

那么，这种多模态混合现象是因为真实多模态参与振动而发生的吗？但我们

之前观察到在高约化速度下，立管振动会有行波的产生。在此，我们给出一个新

的解释：高约化速度下，由于行波的在立管上传播，使柔性立管的模态分析产生

了多模态混合的现象。在后文会通过相位分析继续探究这一现象。 

4.3.4 VIVA结果对比 

图（4-11）展示了实验工况下横流向振幅的真实响应与 VIVA 模拟结果的对

比。 

 
图 4-11 横流向振幅的真实响应与 VIVA 模拟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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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验模型相比于大型海洋工程立管为小尺度，其振幅相对来说非常小，

从整体来看，VIVA 能大概模拟出该立管模型的振幅响应，但精度有限。 

在约化速度较小的情况下，VIVA 的模拟结果相对来说更好。而大约化速度

下 VIVA 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立管振动情况。可能是由于在小约化速度下，立管由

单模态主导，而且其振动形式为驻波形式，可以通过离散化进行模拟；而大约化

速度情况下，立管会产生多模态混合的现象，且会有行波产生，振动响应更为复

杂，故模拟值和真实值有了很大的偏差。 

因此，VIVA 模型可以通过真实的实验数据进行补充完善，以使其更好地预

测涡激振动下立管的相应情况。 

4.4 结果讨论 

前文的实验结果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低约化速度下，振幅随约化速度的

增长会出现跳跃的现象，而响应频率随约化速度的增长是阶梯型的。但在高约化

速度下振幅和频率的变化都会变得不稳定。图(4-12)和图(4-13)分别展示了横流向

和顺流向总体振动响应，包括振动幅值、响应频率以及主导模态。 

振幅响应由 1/10 振动位移峰值的最大值表示。 

 

图 4-12 横流向振幅𝑦𝑚𝑎𝑥及响应频率𝑓𝑒𝑥与主导模态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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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顺流向振幅𝑥𝑚𝑎𝑥及响应频率𝑓𝑒𝑥与主导模态的对应关系 

 

图(4-12)和图(4-13)中的虚线用于识别每个模态组的数据点，并且将所有相关

联的数据点进行线性拟合，定义为一个“模态组”。虚线上方的数字，左边代表

顺流向的主导模态，右边代表横流向的主导模态。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模态组内，

立管振幅随约化速度增加而增加，响应频率较稳定。对于处在两个模态组交界处

的数据点，其各模态权重正在进行自调整，表现为振幅大幅下降，且响应频率阶

梯跳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实验为自由振动实验，在将拖曳速度提升到实验速度

之后进行测量，因此立管的振动响应不能在高的约化速度下保持一个稳定的频率。

在主导模态变化时，下一个振动模式的初始振幅会大幅降低。 

横流向主导模态不变、顺流向主导模态变化也会导致振幅及响应频率的跳变。

此时，振幅大幅降低并跳到下一个振动模式，响应频率也有一个小的跳变。一般

情况下，顺流向的主导模态阶数会大于横流向，但不会超过其两倍。该现象可在

横流向及顺流向 7/4、8/4 以及 9/5、10/5 等数据点处观察到。 

同样有趣的是，在图（4-13），关注 m 点和 n 点，其约化速度几乎相同，但

其振动响应具有明显的差别，此时主导模态亦有不同。该现象表明主导模态变化

对于立管振动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振动响应对于约化速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该实验现象是对 1999年Khalak和Williamson[9]在康奈尔大学的Cornell-ONR

水槽中开展的弹性支撑刚性圆柱自激振动实验现象的一个验证与扩展。在

Williamson 总结的结果中，较低𝑚∗𝜉的情况下，振幅响应有三个分支，分别为初

始分支（Initial branch）、上端分支（Upper branch）和下端分支（Lower branch）；

高𝑚∗𝜉的情况下，振幅响应会出现两个分支，即初始分支（Initial branch）和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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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Lower branch），最大的响应振幅以及迟滞效应出现在初始分支与下端分支

之间，如图（4-14）所示。 

 

图 4-14 不同𝑚∗𝜉组合下的两种振幅响应图 

 

由于 Williamson 的实验为自激振动实验，并且采用刚性立管，在实验过程中

圆柱始终由单模态主导，能够使圆柱的响应频率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值。本实验

采用柔性立管，理论上可激起无穷阶模态，且主导模态会随着约化速度变化而改

变，因此其响应频率会改变，不同模态的振幅响应重叠进而形成振动响应的跳跃

性变化。一般来说，某个主导模态下振幅响应达到初始分支的峰值后会直接跳变

到下一阶模态而不会出现下端分支。在高约化速度下，由于多模态响应的情况发

生，振动响应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我们在图（4-3）观察到了行波的产生。为了对柔性立管振动响应有更

深的理解，下面我们对行波现象通过相位分析进行验证。 

图（4-15）展示了不同约化速度下立管展向各点处的相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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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不同约化速度下相位𝜃沿立管展向的变化 (a) Ur = 9.99. (b) Ur = 19.22. (c) Ur =39.66. 

(d) Ur = 41.28. 

 

从图（4-15）可以看出，在低流速下立管振动主要为驻波形态。如 Ur = 9.99

时，立管振动为 2 阶驻波，Ur = 19.22 时，立管振动为 3 阶驻波。随着流速的增

大，立管振动会有行波参与。在高约化速度下，如 Ur = 39.66 和 Ur = 41.28 时，

可以看到立管的振动响应不再有明显的节点，此时为行波主导，相邻点的相位有

很大偏移。 

因此，图（4-15）的相位分析证明了大约化速度下有行波参与柔性立管的振

动响应，会导致立管的涡激振动沿展向没有明显的节点。在此，我们提出一个新

的假设：在高约化速度下，行波在立管上传播造成多模态响应的现象，在来回传

播的过程中会造成振幅以及响应频率的不稳定。 

在对单个节点进行其相位时域分析时，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主

导模态跳变到顺流向：横流向=2：1 时，立管任意点处的相位随时间会有很大的

漂移，而在非跳变处或者主导模态跳变但并非 2 倍阶数时，其振动的相位一般稳

定在某个值周围。如图（4-16）和图（4-17）所示。 

图（4-16）展示了 Ur = 16.58 和 Ur = 24.08 时立管在 L/d=-128 处的相位变

化，此时主导模态阶数分别跳变为 6/3 和 8/4（顺流向/横流向），此时立管各点的

相位随时间一直在漂移。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振动模式表现得很

混乱，如图 4-18（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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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展示了 Ur = 13.82 和 Ur = 20.07 时立管在 L/d=-128 处的相位变

化，此时主导模态阶数分别跳变为 5/3 和 7/4（顺流向/横流向），此时立管各点的

相位一直较稳定。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振动模式表现为规则的“八字形”，如图 4-

18（b）所示。 

因此，我们可以预报一个现象：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响应在主导模态阶数跳

变为“顺流向：横流向=2：1”关系时，立管的相位随时间会有明显的漂移，而

在“顺流向：横流向= (2n-1): n”时，相位保持稳定。 

由于在跳变成 2 倍阶数关系时，仅仅是顺流向主导模态变化而横流向主导模

态不变，因此该现象可能反应了顺流向振动对于横流向振动响应的影响。有关该

影响的深入解释暂没有时间完成，在之后的工作中会继续进行。 

 

图 4-16 (a) Ur = 16.58, (c) Ur = 24.08 时相位总体变化，(b) Ur = 16.58, (d) Ur = 24.08 时在 L/d=-

128 处相位随时间 t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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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a) Ur = 13.82, (c) Ur = 20.07 时相位总体变化，(b) Ur = 13.82, (d) Ur = 20.07 时在 L/d=-

128 处相位随时间 t 的变化 

 

图 4-18 (a) Ur = 16.58, (b) Ur = 13.82 时立管振动模式 

4.5 结论总结 

本文完成了单立管和双立管的柔性立管拖曳实验，并对单立管的涡激振动响

应进行深入分析。立管长径比为 240，质量比为 4.0。在实验中，观察到横流向能

激起高达 7 阶的振动模态，顺流向的振动模态可达到 14 阶。在结果分析时，不

仅对主导模态及振幅响应进行分析，还对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无量纲频率（振动频

率除以立管固有频率）和相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立管的振动响应与横流向及

顺流向的主导模态有很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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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于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做一个总结。 

一、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其主导模态会随着约化速度的增加而发生跳变。

在低约化速度下，柔性立管的振动响应类似于刚性立管，由单模态主导；而在高

约化速度下，柔性立管的振动响应会发生多模态混合响应的现象，且主导模态对

于约化速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二、柔性立管的响应频率随约化速度的增加而发生阶梯型增长。主导模态的

变化会导致频率的跳变，顺流向模态变化而横流向不变同样能使响应频率发生跳

变。 

三、柔性立管的振幅响应随约化速度的增加会发生跳跃型增长。在同一个“模

态组”内，振幅随约化速度增加而增加，类似于刚性立管振幅响应的初始分支；

当主导模态变化后，振幅有一个很大的下降并且跳到下一个增长模式。当约化速

度较大时，振幅与主导模态的跳变都更加频繁，振动响应也更加复杂。 

四、在经过相位分析后，在高约化速度下横流向的振动位移响应中观察到了

行波主导的现象，此时顺流向依然是较稳定的驻波。行波的产生导致位移的不对

称分布且没有清晰的节点。基于此现象，我们对高约化速度下柔性立管多模态混

合响应的机理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在高约化速度下，行波在立管上来回传播会造

成振幅以及响应频率的不稳定，并表现出多模态混合响应的现象。 

五、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响应在低约化速度下，主导模态阶数跳变为“顺流

向：横流向=2：1”关系时，立管上点的相位随时间会有明显的漂移，而在其他

点处其相位一般保持在一个稳定值处。该现象反应了顺流向振动对于横流向振动

响应的影响。 

4.6 本章总结 

本章对单立管拖曳实验得到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频谱分析、模态

分解、位移分析、频率分析、相位分析等，并将该实验工况通过 VIVA 半经验公

式进行求解，与实验结果做出对比。分析结果观察到了一系列有趣的现象，包括

锁定现象的发生、高约化速度下的多模态响应、振幅的阶梯形增长、响应频率的

跳变、行波与驻波共存等。 

不同于刚性立管的单模态主导模式，柔性立管能激起更高阶的模态，并且在

高约化速度下会发生多模态混合的现象。在实验中，观察到横流向能激起高达 7

阶的振动模态，顺流向的振动模态可达到 14 阶。在高约化速度时观察到多模态

响应，并且包含驻波和行波振动模式的混合，导致位移的不对称分布且没有清晰

的节点。本章对该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高约化速度下横流向的振动主要是

行波，且由于其频率只有一个，故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柔性立管在高约化速度下

的多模态混合现象是行波在立管上传播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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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无量纲频率（振动频率除以立管固有频率）和相

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立管的振动响应与横流向及顺流向的主导模态有很大相

关性。在相位分析时发现在模态跳变成 2 倍阶数关系时，立管上各点的相位随时

间会有持续的漂移，而其他工况下一般其相位相对较稳定。 

综上，本章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总结分析，并进行了相关讨论。在今后会对发

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更深入地阐述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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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5.1 全文总结 

本文完成了单立管和双立管的柔性立管拖曳实验，并对单立管的涡激振动响

应进行深入分析。立管长径比为 240，质量比为 4.0。立管竖直安装，张力在立管

展向线性变化，实验采用高速摄像机阵列进行光学测量，精准测量不同速度下横

流向和顺流向的位移，实验雷诺数范围为 250-3000。在实验中，观察到横流向能

激起高达 7 阶的振动模态，顺流向的振动模态可达到 14 阶。在高约化速度时观

察到多模态响应，并且包含驻波和行波振动模式的混合，导致位移的不对称分布

且没有清晰的节点。同时，对横流向和顺流向的无量纲频率（振动频率除以立管

固有频率）和相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立管的振动响应与横流向及顺流向的主

导模态有很大相关性。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海洋工程的发展现状海洋采油工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

括性叙述，并且对海洋平台的立管系统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对涡激振动的 VIVA

半经验公式以及升力分解方法进行推导，并详细说明了涡激振动的形成过程。在

总结国内外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后，设计并进行了单立管和双立管的柔性立管

拖曳实验。通过对单立管实验结果的分析讨论，深入探讨了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

响应机理，并对一些规律进行了解释和总结。本课题所得到的柔性立管的涡激振

动实验数据不仅能够为柔性立管多模态响应分析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基础，对柔性

立管的涡激振动进行预报，并且可以对涡激振动半经验公式的相关参数进行改进

和校核。本文的主要内容总结为： 

1.对立管涡激振动的现状进行介绍，特别关注对柔性立管的相关研究。较为

详细地介绍了涡激振动的研究现状，包括涡脱落模式的研究、涡激振动实验研究、

计算流体力学模型、涡激振动半经验模型的研究等。说明了柔性立管较刚性立管

最主要的区别：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能激起更高阶的模态和自然频率。在现有

涡激振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 

2.对立管涡激振动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和归纳。分别介绍了漩涡的形成与脱

落、涡激振动流固耦合形成过程、涡激振动升力分解方法，罗列了涡激振动的控

制参数，包括流体参数、结构参数以及流固耦合参数，同时对涡激振动的水动力

系数进行推导，为下文拖曳实验的数据分析做铺垫。 

3.详细介绍了该实验的数据分析方法。通过钢悬链线方程推导出了简支竖直

立管线性轴向拉力下的固有频率和模态振型，并且推导了适用于本实验的模态分

析方法。介绍了基于希尔伯特变换的相位分析方法，还借助公式及数值分析方法

的推导详细介绍了 VIVA 半经验公式，为下文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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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至此，涡激振动基本理论以及数据分析方法铺垫工作完成，读者通过前文

的阅读可以对涡激振动的基本知识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4.设计制作了柔性立管模型并设计实施了单根立管和双立管的拖曳实验。单

立管模型设计了 56 组不同速度的拖曳实验，双立管模型则设计了不同间距和角

度共 96 组拖曳实验。对实验参数，包括几何参数、运动参数、实验装置以及水

动力系数逐一进行了介绍。对实验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包括频谱分析、模态分解、

位移响应分析、频率分析、相位分析等，并将该实验工况通过 VIVA 半经验公式

进行求解，与实验结果做出对比。 

5.总结实验结果并进行讨论，通过相位分析，对多模态混合的现象提出了新

的解释：柔性立管在高约化速度下的多模态混合现象是行波在立管上传播造成的。

在特定速度的相位分析中，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在顺流向和横流向主导模态跳变

成 2 倍阶数关系时，立管上各点的相位随时间会有持续的漂移，而其他工况下一

般其相位相对较稳定。 

5.2 研究工作的展望 

本文已经完成了中等雷诺数条件下大长径比柔性立管的拖曳实验，包括单根

立管和双立管的实验，完成了单根立管的自由振动实验研究，通过实验结果的分

析和讨论，深入地阐述了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的物理响应。在实验中发现了一

些有趣的现象，但有的现象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双立管实验的分析还没

有完成。 

对于未来工作的展望，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于单根立管实验的进一步分析。本文对于柔性立管多模态混合响应现象

的解释为行波造成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同时，对于顺流向与横流向主导

模态跳变为 2 倍阶数时相位漂移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以探究柔性立管的振

动特性。 

2.对于双立管实验的数据处理还在进行之中，在未来对不同间距和角度的双

立管实验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探究双立管相互作用对于涡激振动响应的影响，

相信会观察到更多有趣的现象并得到新的规律。 

3.在实验数据和 VIVA 数值分析做对比时发现，随着约化速度的增大，VIVA

模型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立管振动的响应。希望通过实验的数据对 VIVA 模型进行

进一步的改进，使其能更好地预报涡激振动现象。 

目前，学术界一直致力研究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问题。与刚性立管不同

的是，柔性立管在涡激振动下能激起更高阶的模态与自然频率。因此，刚性立管

只能在相对狭窄的约化速度带宽范围内激起涡激振动响应，而柔性立管的响应带

宽明显增大。在海洋工程中，深水立管的长细比很大，通常能够超过103甚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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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4，该条件会导致张力主导、高阶模态参与、多模态混合以及行波的产生，

使得深水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综上所述，关于柔性立管的涡激振动响应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待以开展，希望

通过持续性的研究，获得更多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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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 

2002-2012：10年内横轴潮流能水轮机的研究综述 

摘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海洋潮流能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横轴海洋

潮流能水轮机被认为是目前阶段最有科技含量且经济上可行的一种海洋能获取

装置，世界范围内已经建造了多个发电效率超过 1MW 的大型潮流能水轮机。平

行于行业的发展，横轴潮流能水轮机的学术研究进展也呈现正增长。本文回顾了

横轴潮流能水轮机的最新研究进展并且为未来对潮流能水轮机感兴趣的研究人

员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概述。本文回顾主要涉及几个主要方面，例如：能源评估，

水轮机设计，尾流，发电机，创新维修以及环境影响。文章还讨论了横轴潮流能

水轮机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海洋可再生能源， 横轴潮流能水轮机，潮流能评估，水轮机尾流，

发电机 

1 背景介绍 

由于现代生活方式严重依赖电力，能源危机一直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1]。仅使用化石燃料的常规发电模式被认为是不可持续且不够用于支持全世界

70 亿以上人口的用电需要。此外，化石燃料的燃烧会产生温室气体。几十年前，

为了营造一个可持续的环境，研究人员和开发商开始了研究潜在的可再生能源的

过程，并试图通过开发创新技术来利用这些能源发电[2-5]。目前确定的可再生能

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能以及海洋能。 

海洋能或者换一种说法叫做海洋可再生能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陌生

的可再生能源，但它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有了显著的发展[6,7]。海洋储存

了巨大的能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海洋能的形式可以分为潮汐能，波

浪能，潮流能，温差能和盐差能[8,9]。在这五个类别中，过去十年最重要的发展

是潮汐能和波浪能，不同的研究团体对这两种能源进行了显著的研究，同时不同

的开发商也进行了一些技术演示。根据研究，潮汐能和波浪能具有提供可预测和

持续发电的巨大潜力[10-13]，与太阳能和风能相比，它们受到更难预测的天气变

化的影响。 

在潮流能或潮流能的领域中，科学家们在过去十几年对横轴潮流能水轮机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其他装置相比，横轴潮流能水轮机似乎是最具科技含量和经

济上可行的，并且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大型潮流能水轮机[6,7]。因此，一些学术研

究人员回顾了工业界所展示的横轴潮流能水轮机的技术[14-17]，这些综述大多集

中于行业发展，很少讨论学术研究的进展。但与工业的发展相似，横轴潮流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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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的研究进展在学术界也呈现正增长。因此，在过去十年中，对于潮汐能和潮

流能发展的研究绝对是值得的。 

可以预见，海洋可再生能源这一领域将继续以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

开始研究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因此，这篇综述对过去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

的进展做了回顾，能够为将来探索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简明的概述。本文旨

在收集和回顾过去十年来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成果（特别关注已经发表

多篇成果的课题组），并提供横轴潮流能水轮机研究趋势的概述。 

2 研究进展 

2.1.能源评估 

通过对开放文献的研究，大多数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安装一个真正的潮流能

（以下用于代表潮汐和洋流，除非另有规定）提取装置。对于成功开发的提取潮

流能装置，重要的是确定潜在地点潮流能资源的可用性。在 2006 年 Blunden 和

Bahaj 的一篇综述中[18]，西北欧洲大陆架的潮流能评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估计可用的潮流能资源。欧洲国家

和北美在能源评估工作中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因为海洋可再生能源已经获得了

他们的注意[8,19]。当时，大多数的潮流能资源均位于这两个区域。 

事实上，过去十年中大多数国家都在这两个区域评估潜在潮流能资源的可用

性，这将在以下各小节中讨论。该评估通常由识别潜在区域的当前流苏和潮汐高

度的测量和建模开始，随后计算能量密度。评估的能量分为两种：一种是总可用

能量，为未受干扰的潮流多拥有的能蕴含的能量，另一种考虑了流体动力学因素、

装置效率以及环境的干扰之后的潮流能量。 

2.1.1.理论上可提取能量的研究 

在过去十年中，有两组研究人员试图确定理论上可提取的潮流能资源。

Bryden 和 Couch 和他们的同事[20-27]一直专注于可开采能源的研究。他们开发

了一个简单的一维开放通道流模型来研究来自潮流通道的最大可提取能量，而不

显着改变流体的流体动力学性质。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指出，可提取能量

的极限应为未受干扰的潮流能的动能通量的 10％[20,21]。他们还通过使用潮汐

发展模型（TDM）研究当潮流能水轮机存在于通道中时水流速度的可能变化，潮

汐发展模型是在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开发的数值模型[22,24,25]。 

科学界成功研究了由潮流能水轮机引起的当前速度流模式变化，该研究被认

为对理解潮流系统的变化至关重要[26,27]。此外，潮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不仅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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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取平面周围，而是可以延伸到上表面流，下边界流和下游流。如果潮流能

水轮机被部署在大的阵列中，则潮流速度分布中的这些变化可能影响总的可提取

能量（正或负）。在[22]中的数值研究还表明，由于潮流能水轮机的操作而导致的

潮流流速的变化，可能造成环境影响，例如海底冲刷和海洋表面海洋微生物的干

扰。 

Garrett，Cummins 和来自加拿大的同事[28-34]也通过使用潮流能水轮机的阻

碍研究了最大可提取能量。他们的工作集中在连接两个盆地的通道和连接海湾与

海洋的通道。他们开发了一个方程来估计连接两个盆地的通道的最大能量（假设

和推导的细节，参见参考文献[29]），以及连接海湾与海洋的通道的最大能量（假

设和推导的细节，参见参考文献[28,32]）。与由 Bryden 和 Couch 提出的简单开放

通道模型（考虑由静压头差驱动的流动）相反，Garrett 和 Cummins 为连接两个

盆地的海峡开发的方程式考虑了压力梯度驱动的流动。此外，Garrett 和 Cummins

的模型包括被潮流能水轮机占据的通道的部分;而 Bryden 和 Couch 仅仅假设提取

了 10%的能量，而不考虑海流涡轮机在通道中的阻塞效应。 

Garrett 和 Cummins 开发的模型进一步扩展了连接海湾和海洋的通道，在[28]

和[32]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最初的假设是，可提取能量可以从高潮期间储藏在

舱内的势能得到。他们的计算表明功率比对于海湾的表面积与入口的横截面面积

之间的比率敏感。因此，他们指出简单的动能通量不适合直接用于连接海湾与海

洋的通道，因为它可能高估可用能量。在考虑了模型的动态平衡之后，发现连接

海湾和海洋的通道的最大可提取能量为海湾外部的潮汐压头的 22％乘以未受干

扰状态的海湾几何体积通量峰值。这个百分比类似于从连接两个盆地的通道的模

型。 

虽然两个模型的最大能量值是相同的，但是两个模型所用的潮汐压头是不同

的。对于连接两个盆地的通道，跨越通道的潮头是重要的。对于将海湾与开放海

洋连接起来的通道，刚好在连接到海湾的通道外面的开放海洋中的主要潮汐成分

的振幅。主要潮汐成分的振幅通常远大于潮头的振幅。此外，该势能通常大于动

能通量，但是对于连接海湾与海洋的通道，通过通道的流量减少可能具有更大的

影响。因此，在可提取能量和对潮流的影响之间存在折衷（我们承认匿名评论者

对这个概念的评论）。 

Garrett 和 Cummins 基于他们的分析提出了另一个论点，值得注意的是，传

统上被当为风力涡轮机能量产出上限基准的经典 Lanchester-Betz 极限不适合直

接转移并用于目前的潮流能水轮机 [30]。在 2001 年，Gorban 和同事们对

Lanchester-Betz 极限对潮流能水轮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35]。他们尝试研究可

利用的最大可提取能量，并讨论了 Lanchester-Betz 极限对潮流能的适用性（利用

仅占据通道横截面积的一部分的潮流能水轮机均匀栅栏）。他们在 Lan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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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z 理论中引入了阻塞比（潮流能水轮机栅栏面积与通道横截面面积的比率）。 

Garrett 和 Cummins 考虑的第一种情况是一个通道中的一个孤立的理想水轮

机。他们开发了一个基于连续性方程、动量和能量方程的积分形式组合的方程来

计算可提取能量。他们定义的速度项包括：初始上游速度，通过水轮机的速度流，

下游尾流的速度和下游尾流之外的速度（不等于远端上游速度）。绕过水轮机的

水流可在下游尾流区域合并，其速度最终将恢复到与初始速度相同。当他们假设

通道的横截面积比涡轮机的横截面面积大（无限宽），下游尾流外的速度变得等

于初始速度时，他们获得了与 Lanchester-Betz 极限相同的结果。这种大的无约束

通道流假设可适用于风力涡轮机或仅占据通道横截面积的非常小部分的单个潮

流能水轮机。然而，当单个水轮机占据通道横截面积的大部分时，该假设变得不

切实际。 

Garrett 和 Cummins 证明了理想潮流能水轮机的效率（其占据通道横截面积

的一小部分）与 Lanchester-Betz 极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可利用的可提取能量

约为通道可提取能量的 67％。对于占据通道的大部分的理想水轮机，水轮机的

效率增加直至超过 Lanchester-Betz 极限。他们指出，由于通道边界的限制，这种

额外效率是通道上的较高压降的结果。然而，在这种条件下，可利用的可提取能

量降至通道可提供的可用能量的 33％。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当通道内有更多

的涡轮机时，人们期望能提取更高的能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当阻塞比接

近 1 时，Garrett 和 Cummins 的模型是无效的。然而，33%-67%的范围揭示了可

提取能量的限制。此外，该范围尚未考虑通道流的流体动力学模式的可能变化。 

在第二种情况下，Garrett 和 Cummins 考虑了绕过水轮机的水流不与下游尾

流合并的，这时，水轮机的效率不同于第一种情况。随着水轮机占据面积逐渐增

加，他们获得的提取能量效率落在 0.59-0.38 的范围内。在文献[30]中，从两种不

同情况获得的结果表明，Lanchester-Betz 限制不适合直接用于估计潮流能水轮机

的效率。基于 Garrett 和 Cummins 的工作，还需要修改具有阻塞因子的 Lanchester-

Betz 极限。这一发现与以下事实一致：只能利用来自通道的总可用能量的一部分，

这表明使用简单的动能通量可能导致来自通道的可提取能量的高估或低估。在连

接海湾和海洋的通道，使用简单的动能通量会低估可提取能量。 

一个明显的实例是 Karsten 及其同事在估计加拿大米纳斯通道的可提取能量

时进行的能量评估。 Karsten 发现，按照 Triton Consultants Ltd.使用的动能通量

进行估计，米纳斯通道仅能提供 1.9GW 的能量。该值明显小于基于在半个潮汐

周期释放的平均势能的两倍估计的功率，后者估计结果大于 10GW。然而，由

Karsten 使用 Garrett 和 Cummins 在[28]中推导的方程估计最大可提取能量，给出

了 7 GW 的值。如 Karsten 所讨论的，从水流中提取能量将实际上增加通过通道

的潮汐压头并驱动更多的通道水流。因此，不考虑势能的简单动能通量将最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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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可提取能量。这证明了 Garrett 和 Cummins 在[28]中的基于存储在海湾中的势

能的可用能量估计的假设是合理的。 

Bryden 和 Couch 已经观察到了这个有趣的特征[20]，该特征比单纯的动能通

量给出更高的估计能量。由于他们的模型基于动能通量，当研究 30%能量提取时，

他们对流速的小幅降低感到惊讶。他们还得出结论，由于海湾填充或排空速率的

降低，提取的能量将增加通道上的水头差。Haida Gwaii[33]在估计 Masset Sound

海流能量的案例中验证了 Garrett 和 Cummins 的理论[34]，这也是一个研究连接

海湾和海洋通道的能量提取的案例。使用该理论估计的可提取能量为 79MW。尽

管他们未示出，但是该值比使用动能通量估计的可提取能量高两倍。所有这些发

现表明，为了进行可靠的初步能量评估，选择合适的方法是重要的。 

这两组的研究成果对其他研究人员开展的能源评估研究产生了影响。来自新

西兰的 Vennell 通过将[29]和[31]中提出的模型与更精确地调整通过水轮机的流

量[36-39]相结合，使 Garrett 和 Cummins 的模型更加精确。 Vennell 建议的调谐

参数包括阻塞比，下游尾流速度与初始上游速度的比率以及水轮机的密度（假设

和推导的细节，参见参考文献[36]）。通过使用与三个调谐参数相关的各种等高线

图，Vennell 证明了通过提高阻塞比可以提取更多的能量。这与 Garrett 和 Cummins

的发现相矛盾[30]。如 Vennell 所述，这种矛盾是由于潮流通道中由水头损失驱

动的最佳调谐（下游尾流速度与初始上游速度的比率）不是恒定的事实所造成的。 

在 Garrett 和 Cummins 在[30]中讨论的第一种情况中，他们假定即使当通道

内由单个理想水轮机变化到水轮机阵列，下游尾流速度与初始上游速度的最佳比

率保持恒定（值为 1/3）。这意味着需要限制水轮机阵列中每个水轮机的效率以便

实现 1/3 最佳比率。然而，这是不实际的，因为当水轮机被调整到流动条件时，

水轮机的效率实际上会随着通道内的水轮机的比例增加而增加，这是 Vennell 报

告的。此外，这种影响还不包括潮流能水轮机阵列在潮流压头上的反馈效应。当

通道中的水轮机的比例接近 100％时，所有这些原因限制了 Garrett 和 Cummins

的模型的有效性。当允许最佳调谐变化时，随着通道中水轮机的分数接近 100％，

可提取能量可接近几乎 100％。 Vennell 结合 Garrett 和 Cummins 的模型，成功

进行最佳调谐，以便最大化可提取能量。当最佳调整从 1/3 变化到 1 时，估计的

可提取能量从 Lanchaster-Betz 理论（使用动能通量）变化到水轮机阵列的水头损

失。组合模型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为任何最佳调谐的水轮机阵列确定水轮机的数

量。在估计从库克海峡和凯帕拉港海岸的潮流能的案例中对该模型进行了测试

[38]，还比较了使用 Vennell 模型和 Garrett 和 Cummins 模型的估计可提取能量之

间的差异。通常，从两个模型获得的值彼此接近。两种模型中的流速可能降低

60％，这个百分比也与[31]中的结果相似。 

在另一个试图了解通道中不同水轮机阵列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和最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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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能量的尝试中，Vennell 表明，占用通道的所有水轮机阵列所需的最佳调谐

几乎相同。这种最佳调谐不同于单个水轮机的最佳调整，其不考虑其他水轮机的

存在[38]。这样的调谐策略与单个水轮机的调谐和基于 Lanchester-Betz 极限的调

谐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有趣的是，当行数增加时，基于这种最佳调谐的水轮机

阵列的效率实际上是增加的。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研究人

员已经表明，通过使用适当的方法提取特定水道更多的潮流能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读者可参考[39]对 Garrett 和 Cummins 和 Vennell 模型之间关系的简要概述。 

受到 Garrett 和 Cummins 工作的鼓舞，来自加拿大的 Atwater 和 Lawrence 研

究了分隔的潮流通道中的最大可提取能量，其中只有一个子通道具有水轮机[40]。

他们的模型与 Garrett 和 Cummins 的连接两个盆地的通道模型一致，并且进行了

一个案例研究以估计约翰斯通海峡中潮流通道的可提取能量。除了 Garrett 和

Cummins 之外，还有其他研究人员研究了 Lanchester-Betz 极限的适用性。 Whelan

和同事试图通过结合近似自由表面和阻塞的影响来修改用于潮流能评估的叶片

元件动量（BEM）理论[41]。他们还将弗劳德数合并到他们的分析中。他们的自

由表面近似模型表示旁路速度（类似于下游尾流之外的速度，如 Garrett 和

Cummins 在[30]中所定义的），该模型考虑了弗劳德数，轴向诱导因子和阻塞比。 

Whelan 的模型中，弗劳德数接近零，同时将旁路流的方程减少到与 Garrett

和 Cummins 的方程相同。此外，允许阻塞比接近零意味着该方程将产生与

Lanchester-Betz 极限相同的系数。该模型的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在高于 0.3 的阻塞

比下，能量提取效率曲线在诱导因子小于 1 处中止。他们指出该特征是旁路流尾

流到达超临界点的结果，并进行使用多孔盘的实验以验证该理论。 Whelan 表明，

最大能量提取效率的预测与高阻塞流量下的较低尖端速度比下的实验结果一致，

该预测效率高于 Lanchester-Betz 极限。事实上，2007 年，Whelan 和同事开始研

究自由表面接近度的影响[42]。然而，他们当时没有将他们的模型与 Garrett 和

Cummins 的模型进行比较。 

2.1.2.数值评估 

除了上述用于检查由 Bryden 和 Couch 的小组以及 Garrett 和 Cummins 的小

组提出的模型的数值研究外，其他研究人员还使用不同的数值分析来估计其感兴

趣的位点的潮流范围和可提取的潮流能。过去十年中进行的一些数值模拟研究列

于表 1。 

 

 

表 1.不同研究者的潮流能数值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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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地点 模型 研究者 文献 

2006 Portland Bill, UK TÉLÉMAC 
Électricité de 

France 
[43] 

2007 
Raz de Sein, 

Brittany, France 
Matlab-Simulink MathWorks [19] 

2008 
Minas Passage, Bay 

of Fundy, Canada 

2-D finite-volume 

model (FVCOM) 

C. S. Chen, Cowles 

G & Beardsley 
[44] 

2009 

Ría de Muros, Spain Delft 3D-FLOW Delft Hydraulics [45] 

Various sites in 

Norway 

Bergen Ocean Model 

& High Resolution 

Tidal Model 

University of 

Bergen & 

University of Oslo 

[46] 

Puget Sound, 

Washington, USA 

1-D time dependant 

mod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47] 

2010 

Various sites in 

Ireland 

2-D depth-integrated 

numerical model 

RPS Kirk McClure 

Morton 

 

[48] 

South Wales coast, 

UK 

Refined finite 

volume numerical 

model 

Cardiff University [49] 

Various sites in 

Malaysia 

Princeton Ocean 

Model (POM) 

Princeton 

University 
[50] 

2011 

Georgia coast, USA 

Regional Ocean 

Modelling System 

(ROMS) 

Rutgers IMCS 

Ocean Modelling 

Group 

[51] 

Verde Island 

Passage, Philippines 
Delft 3D Delft Hydraulics [52] 

2012 

Langyatai Strait, 

China 
Delft 3D-FLOW Delft Hydraulics [53] 

South Carolina coast, 

USA 

Regional Ocean 

Modelling System 

(ROMS) 

Rutgers IMCS 

Ocean Modelling 

Group 

[54] 

该表展示了研究中使用的不同方法，并提供了关于全球参与潮流能研究的分

布状况。从表 1 可以看出，大部分早期评估是在 2.1 节提到的两个区域进行的。

这两个区域以外的国家最近几年才开始使用潮流能水轮机估算可提取的潮流能。

虽然所使用的数值模型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是不同的，但是通常来说，所有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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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目的都是模拟海洋潮流。在获得诸如当前速度和潮汐高度的潮流细节之后，

就可以评估可提取能量。几乎所有在表 1 中列出的研究人员都验证了他们从数值

模型获得的模拟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模拟结果与授权政府部门公布的潮流数

据进行比较，如 Blunden 和 Bahaj [43]，Ben Elghali et al. [19]和 Lim et al.[50]；而

其中另一些人，如 Carballo et al.[45]为了验证目的而进行潮流的原位测量。然而，

有的模拟结果没有得到正确验证，如[52]。 

虽然模拟潮流是大多数研究的主要目的，但也有研究者将其数值模型用于其

他目的。例如，Karsten 和同事使用 FVCOM 模型检查 Garrett 和 Cummins 提出

的方程是否适用[44]。另一方面，Polagye 及其同事使用一维时间依赖模型来量化

潮流能提取的影响，其研究的影响包括潮汐、运输、功率耗散和动力功率密度的

变化。除了数值分析外，英国的 Alderney Race [55] 还试图在新西兰的 Cook 海

峡[38]、南非东海岸的 Agulhas [56]和 Khowr-伊朗的穆萨湾[57]预测潮流能。所有

这些可分析能源的研究都是基于授权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55,57]和原位测量

[38,56]。 

尽管 Bryden 和 Couch 的小组，Garrett 和 Cummins 的小组以及 Vennell 对动

能通量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但有趣的是，表 1 中列出的大多数研究仍使用动能

通量进行潮流能可提取能量评估。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意并采用了 Bryden

和 Couch 小组或 Garrett 和 Cummins 小组在推算可提取能量方面得到的可提取极

限[46,47,53]；他们只是粗略估计一个低于 Lanchester-Betz 极限的可提取极限值。

然后，他们使用拟议的限制以及动能通量方程来估计可提取能量。作者对这种情

况的评论是，一些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难以应用 2.1.1 节讨论的方程，或者这些

研究人员可能不知道 Bryden 和 Couch，Garrett 和 Cummins 以及 Vennell 的研究

成果。 

由于海洋可再生能源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在欧洲[58]和美国[59]

出版了初步海洋潮流能评估指南。但是，作为提醒，本节和第 2.1.1 节中提到的

大多数评估都是初步研究，不考虑 HAMCT（横轴潮流能水轮机）的类型、实际

设计和效率。然而，在进入 HAMCT 的其他方面研究之前，了解可提取潮流能的

可利用性仍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于最佳性能的设计考虑，HAMCT 周围的潮流

流体动力学和发电机问题等。 

2.2.潮流能水轮机性能 

尽管风力发电机和 HAMCT 的操作机制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但不同的工作

流体和海洋环境使 HAMCT 的设计标准与风力发电机的设计标准不同[60]。如前

一节所述，大多数早期研究的初始目的是实际部署潮流能水轮机。结果，在初始

阶段的研究重点转移到潮流区域的潜在能量产出。然而，如果不能清楚地明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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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能水轮机的工作行为，则不可能获得可靠的可提取能量。进入第二阶段，在现

场部署潮的流能水轮机的单个或阵列的实际性能将成为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研究通过模拟和实验的方法以了解 HAMCT 的流体动

力学设计参数。除了基本设计参数，研究人员还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来建立优化装

置性能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海流中找到水轮机的最佳深度位置，确定水轮

机阵列的最佳布局，研究合适的发电机恒定输出功率以及修改内置辅助系统（如

管道）的设计。随着时间推进，一些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与常规水轮机不同的新型

设计。 

2.2.1.设计考虑因素 

自 21 世纪初以来，来自英国的 Bahaj 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一直积极参与横

轴潮流能水轮机的研究。该团队进行的研究范围包括可提取能量评估[43,56]，水

动力学设计参数[62,63]，水轮机性能[64-67]和水轮机机周围的流场模式[68-77]。

Myers 出版了大量关于流场研究的著作。这些研究工作分步进行，包括分析，数

值模拟和实验工作。该团队的研究也逐渐从对单个水轮机的流体动力学特性研究

转变为对阵列或多排水轮机的流体动力学特性研究（如下一部分所讨论的）。 

关于流体动力学设计参数，Bahaj 及其同事研究了二维薄膜截面（源自 NACA

系列模型）的升力，阻力和气蚀的特性，包括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特别有趣是，

从空化开始，结果表明无空穴桶相对于分区室[62]会发生变化。基于叶片截面研

究的结果，他们进行了另一项数值研究以研究失速性能的变化，发现气蚀延迟是

由不同叶片桨距角或分区室变化引起的[63]。根据数据显示，对于 0°桨距，流速

大于 2.5 m / s 的潮流，将会发生失速延迟。 

Bahaj 及其同事在进行 HAMCT 在不同流动条件下性能的研究时使用 800-

mm 直径的三叶片横轴潮流能水轮机。他们发现，当水轮机处于偏航状态或当水

轮机末端浸没减小时，功率会降低；而两个靠近的水轮机则没有显著的性能损失

[64]。基于相同的实验数据，该团队测试了他们开发的数值模型，并应用该模型

来估计假设的大型潮流能水轮机的性能。他们报告说，当设计速度从 2m/s 增加

到 3m/s 时，存在着能量增加减慢的趋势，同时最大推力会大幅增加[65]。这意味

着 HAMCT 的结构将在很小的能量提取增量下承载更大的负载。其他数值方法

也使用该实验工作的数据验证，并用于预测 Bahaj 及其同事的大型潮流能水轮机

的性能[66,67]。 

该实验选择 800-mm 直径三叶片横轴潮流能水轮机机的原因是因为考虑了

雷诺数和阻塞效应。该实验在横截面尺寸为 2.4×1.2m 的空化通道和横截面尺寸

为 3.7×1.8m 的拖曳槽[64]中进行测试。因此，必须限制潮流能水轮机的横截面占

比；否则，可能需要过度通道阻塞系数校正。在他们后来的工作中，这个模型被



天津大学 2017届本科生毕业设计 

 

81 

 

声称是 16-m 直径 HAMCT 的 1/20 比例模型，但其具体依据并未在其工作中提

及。有趣的是，这个 16 m 直径的值与 Marine Current Turbines Ltd.在 2008 年部

署的 SeaGen 项目（第一个大型商业 HAMCT）中使用的双转子的直径一致。该

叶片通过修改 NACA 63-8xx 系列机翼的轮廓形状进行设计。 

Bahaj 的团队比较了两个模拟工具（一个商业代码，GH-Tidal Bladed 和一个

学术内部代码，SERG-Tidal）与上述实验产生的数据[66]。这两种模拟模型都是

基于 BEM 理论，并对海洋潮流能应用做了必要修改。这证明了这两种模型给出

的功率和推力系数的值与的范围从 4 到 7 的叶尖速度比的实验值相似，.然而，

对于超过 7 的叶尖速度系数，这两种模型都有高估可提取能量和推力系数的一般

趋势。Bahaj 的团队解释了这种现象，该现象或许是由大阻塞系数校正误差所造

成的结果，也或许是因为两个模型的湍流尾流校正是不合适的。无论如何，这种

现象揭示了 BEM 理论对 HAMCT 设计的局限性。对于 HAMCT 的任何初步设

计，必须对 BEM 理论进行相应的扩展以给出更可靠的结果。 

除了 Bahaj 的团队，意大利的 Coiro 和同事还进行了实验以研究小型横轴潮

流能水轮机的水动力学参数[78]。他们使用的叶片是特别设计的厚翼型件和改进

的 S805 翼型件之间的组合。所使用的数值模型和水轮机的规模没有详细描述。

因此，直接比较他们的结果和 Bahaj 的结果是不合适的。然而，使用不同的叶片

所导致的不同实验结果显示出，即使在相同的操作配置（例如桨距角和流速）下，

使用不同叶片的 HAMCT 的功率系数也将存在显著变化。Jo 和他的同事[79]最近

的一项工作，使用由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创建的 S814 系列机翼

用于水轮机叶片，结果显示出比 Bahaj 和 Coiro 报告的更高的功率系数。该实验

结果和计算流体动力学（以下称为 CFD）分析已经表明，潮流能水轮机可以在

1.0m / s 的速度下表现良好。当叶尖速度比为 5 时，水轮机的最大功率系数可达

到 0.51。 

虽然推力系数可以提供一些关于施加在 HAMCT 上的载荷的信息，Bahaj 的

团队最近才开始研究水轮机叶片的负载[80]。一些 HAMCT 开发者在原型测试的

早期阶段经历了叶片故障的情况[60,81-83]。在叶片故障情况中，实际流入速度是

设计流入速度的几倍，并且叶片的设计不足以解决负载问题。因此，理解作用在

叶片上的负载在 HAMCT 的设计中也是至关重要的。2007 年，Barltrop 及其同事

利用扩展 BEM 模型研究了波浪对涡轮叶片负载的影响。发现较短的波可能导致

叶片的失速，并因此增加其上的轴向载荷。他们进行实验以验证该模型。不同于

Bahaj 的团队，他们选择了由 NREL 创建的 S814 系列叶片翼型，以用于实现实

验要求。 

McCann 使用商业代码 GH-Tidal Bladed 研究了在不同流动环境下三叶片水

轮机所经历的疲劳载荷[85]。 McCann 得出结论，平均流动湍流影响了涡轮上的



天津大学 2017届本科生毕业设计 

 

82 

 

疲劳载荷的变化，这表明详细的潮流能评估研究对于任何地区设计的 HAMCT 都

是必要的。 Nicholls-Lee 和同事研究了通过减小推力系数来改善使用自适应水轮

机叶片的 HAMCT 的性能的可能性，因此提出通过改变叶片形状（根据期望的特

性定制）可以提高 HAMCT 的性能[86，87]。最近，Faudot 和 Dahlhaug 试图通过

使用实验数据扩展 BEM 算法，并预测作用在涡轮叶片上的波浪载荷[88]。然而，

他们没有重点研究由波浪引起的叶片上的负载行为，在其工作中没有详细讨论负

载对水轮机叶片的影响。 

Milne 及其同事使用直径为 780 mm 的转子研究了不同振荡运动下的叶片的

平面外弯矩系数[89]。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稳定弯矩对振荡频率和振幅敏感。

他们发现流动分离点对频率敏感，该频率可能是由表面波和沿深度平均速度分布

引起的。流动分离在较高频率下会较早发生，并且导致失效效应在大部分振荡循

环中持续。结果，失速将导致更大的不稳定负载。根据他们的发现，他们指出那

些在失速调节或在可能经历失速的条件下操作的 HAMCT 将遇到更快的疲劳失

效。 

2.2.2.横轴潮流能水轮机尾流 

Bahaj 的团队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研究横轴潮流能水轮机的尾流行为。他们

使用两个小型三叶片横轴潮流能水轮机和静态网格盘转子（也称为致动器盘）来

调查尾流。他们进行研究以了解影响尾流模式的参数[68-70]，例如推力系数和与

自由水面或海床的接近程度。 他们的研究结果如下： 

 更高的推力系数会导致近尾流区域更高的速度损失； 

 当潮流能水轮机放在较深的水中时，若水轮机与海床的距离相对于水轮

机直径为相当大的值，水轮机尾流在下游会持续更远。 

 靠近自由水面或海底会使尾流恢复变慢。 

Bahaj 和同事认识到了 Bryden 的发现[68]，这导致他们开始研究海流涡轮机

周围的流场。他们使用涡流粘度模型以复制[71]中的发现，并且给出类似于从致

动器盘实验获得的尾流恢复趋势的尾流恢复趋势。 

除了远处的尾流区域，他们团队还研究了在近尾区域的流场。他们发现支撑

结构和转子对水轮机下游的流场具有协同效应[72]。在在另一项对尾流恢复的研

究中，该团队确定表面粗糙度可能使尾流恢复变慢[74]。如果有任何水轮机装置

需要安装在有岩石海床的区域，建议避免将装置安装在通道下端三分之一的深度。

根据这些发现，有团队开始研究双转子单排水轮机或双排水轮机的尾流模式 

[76,77]。研究结果显示最佳间距需要防止双转子水轮机产生的混合尾流。另一个

有趣的发现是，适当调整两个涡轮机之间的侧向间距，流动通过两个涡轮机的中

间转子可以被加速并且随后向位于中后方的第三个水轮机提供更多的可提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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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这里值得讨论的一点是，Bahaj 的团队研究尾流效应的小型水轮机与以前研

究功率系数所使用的水轮机规模不同。根据欧洲委员会的建议，他们选择了

400mm 直径的三叶片横轴潮流能水轮机。该小型水轮机在横截面积为 1.4×0.84m

的循环水槽中进行测试。由于建议的堵塞比例约为 12％，因此测试的比例模型

最终为 400-mm 直径的水轮机。然而，Bahaj 的团队声明该实验应该使用一个 12

米直径 HAMCT 的 1/30 比例模型。同样，这揭示了与测试台使用相关的一些重

要注意事项，如第 2.2.1 节所述。测试台的尺寸将决定要所选择的比例模型是否

合适，这反过来也将需要研究者来判断由该比例模型所得到的数据转移到全尺寸

HAMCT 时是否足够可靠，因为的在测试装置中的比例模型的观察操作可能不同

于的全尺寸 HAMCT [68]。 

类似地，缩放和使用致动器产生类似于全尺寸 HAMCT 的尾流特性也具有

类似的限制， Bahaj 的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已经讨论了这种现象[69]。因此，模拟

仿真在比例模型实验获得的数据中起重要作用。基于已证明的理论的模拟仿真应

该能够产生类似的流动特性。相反，比例模型实验可以对理论假设的适用性进行

验证，使用小型潮流能水轮机的实验也是如此。例如，文献[72]中提到，在 800mm

小型涡轮机下游 5 个叶轮直径（推力系数= 0.77）的距离处测量的中心线 

速度亏损大约为 0.5（归一化为上游流量）。然而，在文献[69]中，在 100mm

致动器的下游 5 个涡轮直径（推力系数= 0.86）的距离处测量的中心线速度亏损

在仅为大约 0.35（归一化为上游速度）文献[74]中则大约 0.45（归一化为上游流

动）。在文献[69]和[74]中，制动器的尺寸以及实验的设置的是完全相同的。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值之间的详细比较可能并不实用；尽管如此，从 1 至 5 个水

轮机直径的速度亏损恢复的总趋势的比较仍然是可接受的。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模拟数据和从致动器盘获得的实验数据之间。例如，

Bahaj 的团队在[71]中使用的扩展涡流粘度模型仅提供了与使用致动器盘的实验

数据类似的尾流恢复趋势。事实上，该模型低估了大于 6 个涡轮直径的下游距离

的尾流回收率。在[75]中使用 CFD 和致动盘的远场估计的研究也揭示了相同的

限制。CFD 倾向于低估致动盘的尾流恢复率。McSherry 和他的同事最近在使用

CFD 建立 HAMCT 性能模型时所做的工作表明，适当的网格选择对于良好的水

轮机性能预测至关重要[90]。所有这些表明，在应用用于全尺寸 HAMCT 设计的

数值模型之前，研究人员或工程师应该了解来自小型水轮机的实验数据，来自致

动盘的实验数据和来自数值模型模拟数据之间的数值差异。 

当然，Bahaj 的团队不是第一个研究 HAMCT 尾流的团队。 Macleod 及其同

事[91]在 2002 年通过使用 CFD 研究了尾流效应。他们的发现与 Bahaj 的团队几

年后获得的实验结果一致。例如，CFD 模拟显示，较高的推力系数使尾流恢复更



天津大学 2017届本科生毕业设计 

 

84 

 

慢。这表明 CFD 用于模拟涡轮机周围流动的大体趋势的可行性。尽管有上述限

制，CFD 仍然能够模拟流量的特性直到可接受的水平。这使得 CFD 成为近年来

常用的用于研究 HAMCT 周围的流场以及用于确定设备性能的工具。因为 Bahaj

的团队是最早进行实验工作的团队之一，他们发布的数据和结果经常被其他研究

人员用作验证他们自己的 CFD 模拟结果。 

来自法国的 Maganga 和同事试图开发三维软件来模拟 HAMCT 的尾流。类

似于 Bahaj 的团队，他们通过定义叶片的形状来运行模拟 [92,93]，以验证其仿

真模型的可行性。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他们的模型与由制动盘预测的尾流恢复率

相比具有更高的尾流恢复率[70]。 Maganga 和他的同事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模型

没有考虑自由表面和海床床对尾流扩散的影响。2009 年，Maganga 和同事们使

用由潮汐发电有限公司开发的三叶片水平轴涡轮机进行实验，以便在不同流动特

性如流速梯度和流动方向的影响下测试性能[94] 。对相同实验设置的尾流研究

表明，在大环境湍流强度下，尾流的恢复更快[95]。在[92,93]中开发的模拟模型

也由 Maganga 和同事使用从这个实验获得的数据验证[96]。 

最近，Mycek 和同事（与 Maganga 一样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通过

使用两个 1/30 规模的水平轴潮流能水轮机以研究上游 HAMCT 对下游 HAMCT

产生的尾流影响[97] 。实验结果类似于他们和 ahaj 的团队以前的工作[93]。从这

项工作得出的一个有趣的想法是，可能需要在单个水轮机的性能和部署在阵列中

的水轮机总数之间进行折衷。换句话说，为了在具有空间的位置处充分利用潮流

能，应调整单个水轮机的性能以控制尾流的产生，这可能影响其他涡轮机的性能。

乍一看，这个发现似乎与 Vennell 在 2.1.1 节提到的工作相矛盾，但它实际上证明

了最佳能量提取可以通过每行所有水轮机的最佳调整来实现。 

Jo 和同事研究了水轮机对位于下游 1.5 倍水轮机直径距离的水轮机造成的

速度降低的影响[98,99]。 他们使用三个相同的 500 毫米直径三叶片横轴潮流能

水轮机来进行实验。 每个水轮机之间的间隔设定为 1.5 个涡轮机直径。该实验

报告了两个有趣的结果。首先，当进入速度变高时，RPM（每分钟转速）降低速

率减小。其次，CFD 模拟显示，位于第一个水轮机下游的水轮机的平均流速的降

低变小。由于前面所述的大多数实验在研究尾迹特性都是使用单个小型水轮机或

致动盘，Jo 和同事的工作在验证这些实验的发现时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如果 Jo 和同事的结果是正确的，他们惊奇地发现水轮机后的速度损失不像

[72]中使用直径为 800-mm 的水轮机时所预测的那么高。这两个实验结果之间的

比较可能不实用，因为所使用的水轮机和实验设置是不同的。此外，在[72]中测

量的最近下游距离从 3 个水轮机直径开始，而 Jo 和同事的工作中最近的距离从

1.5 个水轮机直径开始。然而，如前所述，总体趋势的比较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从小型水轮机和致动盘获得的数据之间的另一个比较在 Bahaj 的团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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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lard 的团队之间进行。Stallard 和同事使用三个 270 毫米直径的三叶片水平轴

水轮机研究 HAMCT 之间的尾流相互作用[100,101]。 他们报告说，由具有 1.5 个

涡轮直径的横向间距的两个水轮机产生的尾流将在下游 2 个水轮机直径的距离

之后相互作用。这与 Bahaj 的团队[77]报道的结果有些矛盾，Bahaj 的研究小组报

告说，即使在远处的尾流区域，两个侧向间距为 1.5 涡轮直径的致动盘的尾流也

不会合并。科研工作者将需要进一步研究 HAMCT 尾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便调

查这两个结果之间的差异的原因。 

2.2.3.潮流能水轮机发电机 

对于 HAMCT 的性能研究，产生恒定电力的能力也是关注点之一。为了在流

入速度可以连续波动的环境中操作和良好执行，HAMCT 通常具有内置的无源桨

距控制以保持水轮机叶片的攻角。这有助于将水轮机的旋转速度保持在额定功率

内并防止装置过载。除了物理控制，选择最能够允许设备提供恒定电力输出的发

电机是 HAMCT 的研究中另一个有趣的领域。对不同开发者在行业中使用的不

同发电机的综述可以在[102]中找到。 

Ben Elghali 和来自法国的同事自 2007 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 HAMCT 发电机

性能的研究[19,103-112]。 他们开始开发一个 Matlab-Simulink 模型来模拟潮流能

[19]并逐步验证基于 HAMCT 的不同发电机开发模型。 他们模拟了双馈感应发

电机（DFIG）[103,106]，永磁同步发电机（PMSG）[109,110]，改进的 DFIG 和

PMSGs [105,107,108]和 DFIGs 与 PMSGs 的比较[109,111]的性能。直到 2011 年，

Ben Elghali 和同事开始进行实验并验证他们提出的控制系统。在此之前，他们使

用 Bahaj 团队发布的实验结果验证了他们的模拟结果。 

Ben Elghali 及其同事认为，与 DFIG 相比，PMSG 能为 HAMCT 提供更好的

功率控制。他们通过引入考虑潮流的湍流和膨胀效应的二阶滑模控制来扩展

PMSG [108]。 此外，已经表明，多相 PMSG 可以帮助保持 HAMCT 的功率输

出，即使在功率转换器中存在电气故障[109,110]。 最近，他们制造了一个轮缘

驱动原型 HAMCT 与径向永磁发电机以测试他们提出的控制系统的实际性能。

然而，从[102]中发现，目前大规模 HAMCT 中应用的大多数发电机是感应发电

机。 

值得注意的是，HAMCT 的径向磁体发电机的概念已经由 Drouen 及其同事

在 2007 年提出[112]; 这来自与法国的 Ben Elghali 相同的研究所。Drouen 及其同

事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与 Ben Elghali 团队之后工作所使用的不同，其设计的目的

是集中在最小化成本上。此外，研究者在生产新型发电机以改善 HAMCT 的性能

方面进行了研究。来自英国的关山和同事研究了一种直接驱动的空心永磁发电机，

它们被命名为 C-GEN 以用于 Scotrenewables 潮流能水轮机。据称 C-GEN 能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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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轮机的效率[113]。 

2.2.4.创新设计 

对于提高 HAMCT 的性能的兴趣已经驱使研究人员寻求不同于常规设计的

更好的设计。 研究人员已经对了解一种被称为扩散潮流能水轮机的性能进行了

研究[114-119]，其中制造了附加结构以加速海洋流入流速度。理论上，由于水轮

机捕获的能量与流入速度成比例，当流入速度变得更快时，水轮机应当能够提取

更多的能量。 用于扩散和增强目的的结构通常是具有面向上游的小直径入口和

面向下游的大直径出口的管道。 

Lawn 使用一维理论研究了扩散器增压水轮机的性能[114]。 Lawn 报告，与

常规类型的水轮机相比，功率系数增加高达 30％。 Setoguchi 和同事试图开发一

种具有改变潮流方向的双向扩散器[115]。他们发现，扩散器的形状是决定扩散器

效率的重要因素。 Münch 及其同事使用 ANSYS CFX [116]进行的不稳定湍流数

值模拟设计和研究了四叶片扩压器增压潮流能水轮机的性能。他们声称，在叶尖

速比为 7 的情况下，设计的水轮机的功率系数可以达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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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天津大学的本科生涯如光影西驰，倏忽而逝。在论文即将搁笔之际，我感

慨万千。大学四年的点点滴滴如千帆尽过，激起片片涟漪在回忆里沉淀。在此，

我想对在求学生涯中对我帮助和鼓励的师长、朋友和亲人表示感谢。 

我的毕业设计由 MIT 的 Michael S. Triantafyllou 教授、范迪夏博士和天津大

学的林伟豪教授联合指导，并且在 MIT 的 tow tank 完成实验。Triantafyllou 教授

是 MIT 海洋科学与工程系主任，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造诣，是海洋工

程领域的集大成者。林伟豪教授为人谦逊，风趣幽默，在海洋新能源领域有着自

己独到的见解。我和林老师相识已久，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科研上，林老师都给

了我充分的支持和鼓励。在 MIT 的实验期间，我得到了范迪夏师兄的倾力帮助。

从实验设计、公式推演到数据处理与分析，他一直都对我耐心指导，在生活上也

一直对我照顾有加。范迪夏师兄在海洋工程领域触类旁通，并且有着自己创新的

研究方法，同时为人勤奋严谨，对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此，我谨向两位老师和迪夏学长表示真挚的感谢，并祝他们工作顺利，在科研

道路上能有更多的成果。 

在此我要感谢杨树耕老师、黄焱老师、冯士伦老师、龚佩华老师、王晓梅老

师、朱本瑞老师、田育丰老师以及所有海工系的老师们。是他们带领我走进海洋

工程这个充满激情与探索的世界，并且对我的科研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我还要

感谢及春宁老师和徐万海老师对于我毕业设计课题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于倩老师不辞辛劳组织联合毕设项目，让我能够有机会去 MIT 访学，

充分感受了顶尖学府对于科研的热情和追求。感谢仵柏衡学长帮忙联系 MIT 的

交流机会，并在出国过程中对我的帮助。 

感谢在我本科学习生涯的老师们，他们所教会我的知识和技能将使我受益终

生。感谢席兆胜老师、李京霖老师、于月倩老师、汪祥胜老师，他们在我的大学

生活上给予了很多的指导。 

感谢我的大学好友，吕道晨、宋慧贤、陶海斌、蒙祖程、王定仕、韩晓等，

大学时光里有他们的陪伴，让我有了无数的欢笑和感动。感谢 MRE 课题组的同

学们，王曙光师兄、张天明、江锦鑫等，和他们在一起让我对科研充满了干劲。

感谢杜弘霖、张笑通，他们帮助我更好地适应美国生活。还要感谢海船三班的同

学们，相逢即是缘。在这行将各奔东西之际，祝愿各位有着美好的前程。 

特别感谢潘巧，韶华且为少年留，感谢她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陪伴我度

过了年少轻狂的青春岁月，陪伴我度过人生的低谷和失落，让我能够鼓起勇气继

续前行。 

特别感谢高中时的好友，方文治、吴伊、汪珍、程晓东、潘杭徽、张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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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潜等，莫负少年志，诗酒趁年华。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我、培养我、支持我、鼓励

我，让我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家中长辈们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一直关心和照

顾我，在此祝家人们身体健康，特别祝奶奶能够健康长寿。今后，我必将坚定信

念、追求卓越，以优异的成果回报他们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