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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近岸海洋的开发， 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底部的柱状支撑以及海洋中石油管线等水下结构物的安全问题受

到的关注日益增多。 而内孤立波对水下结构物的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就决定了内孤立波对柱体受力的研

究在工程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就内孤立波对柱体作用力的物理试验研究较少， 而在分层流环境下圆柱和

方柱受力规律的对比研究更鲜有报道。 在大型重力式分层流试验水槽中， 借助一套新型且专用于分层流环境下的

内孤立波造波及水动力测力系统， 进行了内孤立波环境下柱体受力规律的试验研究。 对比分析了不同内孤立波波

幅对圆柱和方柱受力的作用规律。 研究表明， 在分层流环境下， 随着内孤立波波幅的增大， 圆柱和方柱所受的水

平作用力均增大； 相同波幅情况下， 方柱相较于圆柱会受到更大的水平力。 研究成果可为分层流环境中柱体设计

及安全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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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水体中， 由于温度、 盐度、 泥沙或其他环境因素可引起密度沿水深方向的不均匀分布， 会导致体

密度的稳定层化。 此时， 微弱的外界扰动就可能引发携带巨大能量的内波现象［１］。 内波的最大振幅出现在

分层水体的内部， 其波动频率介于惯性频率和浮力频率之间。 内波发生时， 以密度分界面为边界， 在上下层

形成的波致流方向相反， 形成强烈剪切流。 这种强烈的作用力对海洋工程结构物（如石油钻井平台、 船舶锚

链系统）以及水下结构物（如墩柱）可能造成严重的威胁［２］。 因此， 研究内波及其对水下结构物的作用具有重

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柱形结构是海洋及其它水域工程结构物的基本支撑结构形式［３］， 国内外学者就内孤立波对柱体作用力

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计算研究， 研究方法大多采用经验的 Ｍｏｒｉｓｏｎ 公式粗略估算力的大小。 研究者［４⁃５］ 运用

Ｍｏｒｉｓｏｎ 公式估算了内孤立波对圆柱的作用力， 并求解了不同背景环境下内波作用于小尺度圆柱体上的荷载，
给出了作用力的垂向分布。 Ｄｕ 等［６］和 Ｓｏｎｇ 等［７］同样采用 Ｍｏｒｉｓｏｎ 公式， 计算比较了内孤立波和表面波对细

长柱体的作用力， 前者认为： 波速为 ２ １ ｍ ／ ｓ 的孤立波作用于柱体最大合力与波长为 ３００ ｍ、 波高为 １８ ｍ 的

表面波所致的最大合力几乎相等； 后者得出内波所致作用力只占表面波作用力的 ９％。 上述研究采用的方法

相近， 但得到的结论却有较大出入。
实验室试验是研究内孤立波对结构物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 研究者常采用一种顶部固接式水动力测力仪

量测结构物在内波环境中的受力， 即柱体所受水平与竖直波浪力均由与结构物顶部固接的一个测力仪测得。
这种测力方式无需在结构物上布置多个传感器， 也无需在水槽槽身两侧的外壁再额外布设固定支架放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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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力仪与柱体固接， 从而提升了设备的实用性及适用性， 因此， 被广泛运用于波浪力的量测试验中。
Ｇａｖｒｉｌｏｖ 和 Ｅｒｍａｎｙｕｋ［８］采用此类顶部固接的两分力天平测得了分层流环境下内波对椭圆潜球体的作用效果，
分析了密度跃层的厚度对潜球体受力的影响。 Ｗｅｉ 等［９］在实验室水槽中同样采用此类固定固接式水动力量测

设备， 得到了内孤立波与水下结构物的相互作用规律。 黄文昊等［１０］ 在大型重力式密度分层水槽中， 开展了

内孤立波与圆柱型结构作用规律的系列实验， 得到了拖曳力系数与内孤立波诱导速度场的雷诺数之间的函数

关系式。 Ｗａｎｇ 等［１１］在一个分层流内波水槽中开展了内孤立波对垂直柱体作用的相关实验。 研究了波幅对受

力的影响， 并得到了水平力在柱体上的垂向分布。
目前， 分层流环境下的柱体受力研究手段多采用半经验半理论的 Ｍｏｒｉｓｏｎ 公式， 国内外就内孤立波对柱

体作用力的物理试验研究较少， 而在分层流环境下圆柱和方柱受力规律的对比研究更鲜有报道。 本文拟在大

型重力式分层流试验水槽中， 采用一套新型且专用于分层流环境下的内孤立波造波及水动力测力系统， 获取

了内孤立波的传播结构及柱体的水动力荷载响应； 分别研究不同内孤立波波幅（η０）对圆柱和方柱的水动力

荷载的影响， 对比内孤立波对这两种柱型的作用规律。

１　 物理试验装置

试验在解放军理工大学大型重力式分层流试验水槽中进行。 试验水槽主要由槽身主体、 分层水制取机

构、 试验水回收机构 ３ 个部分组成。
（１） 水槽主体尺度为 １２ ｍ×１ ２ ｍ×１ ０ ｍ（长×宽×高）， 采用钢构框架和双层夹胶玻璃结构，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分层流水槽整体构造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ｔａｎｋ

（２） 分层水制取机构由两座水箱、 搅拌及控制装置

和蘑菇形进水口组成。 两座水箱分别盛放盐水和混合水，
保持两水箱底部连通。 利用水箱中双层不锈钢双叶轮搅

拌装置（见图 ２）配置出实验所需的密度剖面为线性分布

的分层盐水， 并通过调节数显流量计控制配置分层水体

混合盐水的注入流量。 在水槽长度方向 １ ／ ４ 和 ３ ／ ４ 处分

别设置有两个特制的不锈钢蘑菇形入水口（见图 ３）， 其

作用是使分层水体缓慢、 均匀且最小混合地充入水槽。
（３） 实验回水机构主要由回水泵、 止回阀、 进水阀

和相应的管路组成， 能在短时间内将水槽内分层水体回

收到水箱。 图 ４ 给出了分层水制取及水槽进水、 排水的

工作原理。

图 ２　 不锈钢双叶轮搅拌装置

Ｆｉｇ ２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 ｓｔｅｅｌ ｄｏｕｂｌｅ⁃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ｄａｓｈｅｒ
图 ３　 蘑菇形入水口

Ｆｉｇ 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ｉｎｌ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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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分层水制取系统工作原理

Ｆｉｇ 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ｗａｔｅｒ

２　 内孤立波造波方法及波型验证

２ １　 科特韦格⁃德弗里斯方程（ＫｄＶ）理论

ＫｄＶ 方程可用于描述内孤立波在水平方向上的传播， 本文将采用 ＫｄＶ 方程的解与实验室内孤立波波形

进行对比验证。 该方程综合考虑了小振幅波动传播过程中非线性与频散的联合效应，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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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 为时间， ｓ； ｈ１、 ｈ２分别为上、 下水层的厚度， ｃｍ； 内波线速度 ｃ０ 以及分层面上的垂向位移 η 的表

达式为：

ｃ０ ＝ （ｇΔρｈ１ｈ２） ／ ρ２（ｈ１ ＋ ｈ２） （２）

η ＝ － η′ｓｅｃｈ２ ｘ － ｃｐ ｔ
ｌ

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 η′为入射波波幅， ｃｍ； ｃｐ 为相速度， ｃｍ ／ ｓ； ｌ 为特征波长， ｃｍ； Δρ 为上下水层密度差， ｃｍ； ｇ 为重

力加速度， ｃｍ ／ ｓ２。 ｃｐ 和 ｌ 的表达式为：

ｃｐ ＝ ｃ０ １ －
η′（ｈ１ － ｈ２）

２ｈ１ｈ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４）

ｌ ＝ ２ｈ１ｈ２ ／ ３η′（ｈ２ － ｈ１） （５）
２ ２　 实验室内孤立波造波方法

目前， 物理实验中常见的内波造波方法包括重力塌陷造波［１２］、 摇板式造波［１３］、 活塞式造波［１４］、 双推板

造波［１５］以及倾斜水槽造波［１６］等。

图 ５　 重力塌陷法造波原理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ｗａｖｅｓ ｂｙ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相较于其他几种造波法， 重力塌陷法制造内波易于

实现， 并能较好地控制内孤立波波幅和波长等要素［１７］，
由此被广泛地应用于物理实验以及数值模拟中［１８］。 该方

法制造内孤立波的基本原理示意如图 ５ 所示， 用隔板或

闸门将水槽分成造波区和传播区两部分。 实验开始时先

将整个水槽配置为上下层密度分别为 ρ１和 ρ２（ρ１＜ρ２）的两

层流体系统， 并把造波区的下水层高度设为低于（高于）
传播区的下水层高度， 接着快速抽出隔板或打开闸门，
使其两侧产生压差而激发内孤立波。 造波区两侧密度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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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高度差 ｈ０称为阶跃高度， 造波区边壁至隔板长度称为阶跃长度 Ｌ０。
基于上述重力塌陷造波原理， 本文采用了一种新型内孤立波造波装置———栅门联动式内波造波装置［１９］，

见图 ６。 该装置主要由栅门及联动控制系统、 界面位控装置和线性滑移轨道三部分组成， 其特点在于： 相较

于传统的抽板造波法， 栅门在开启或闭合过程中对水体扰动更小， 瞬间启闭速度快， 操作更简便， 同时造波

质量也更为理想。 利用重力塌陷法制造内孤立波时， 影响内孤立波波形结构的主要控制参数包括上下水层密

度 ρ１和 ρ２、 上下水层厚度 ｈ１和 ｈ２、 阶跃高度 ｈ０以及阶跃长度 Ｌ［２０］
０ ， 如图 ５ 所示。 在本次实验中， 保持 ρ１、

ρ２、 ｈ１、 ｈ２、 总水深 Ｈ＝ｈ１＋ｈ２以及 Ｌ０不变， 通过控制阶跃高度 ｈ０来改变内孤立波的波形结构， 以研究不同波

幅的下凹型内孤立波对柱体的水动力作用规律。 造波区重力塌陷初始状态见图 ７。

图 ６　 栅门联动式内波造波装置

Ｆｉｇ ６ ‘Ｌｏｕｖｅｒ’ ｇ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ｒｔ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ｗａｖｅｓ

　
图 ７　 重力塌陷造波实验示意

Ｆｉｇ ７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ｉｍｅ

２ ３　 内孤立波波形验证

不同于表面波， 内波具有低频、 长波和三维传播特征， 本实验采用一内波动态测量系统以获取水槽中内

波的传播结构。 内波动态测量系统由电导率探头（图 ８）、 信号控制电路系统和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图 ９）组
成，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电导率探头和采集、 变换、 放大等电路， 将电导率转变为对应的输出电压值， 经 Ａ ／ Ｄ
转换， 再利用实验标定公式换算成盐溶液的密度值， 由此得到内孤立波的波形结构。

图 ８　 电导率探头

Ｆｉｇ ８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ｂｅ

　
图 ９　 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Ｆｉｇ 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表 １ 为本次试验所设置工况， 其中， η０为内孤立波传播 ４ ｍ 后的波幅。 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分别为试验工况所

制取分层盐水密度剖面曲线及浮频率沿水深分布图。 采用 ＫｄＶ 理论波面结果与表 １ 中 Ｅ２、 Ｅ３ 实验工况实测

波面结果进行了验证， 结果如图 １２ 所示。 由图 １２ 可知， 两个波幅工况下的内孤立波波形与 ＫｄＶ 理论波形

都吻合良好， 且当相对波幅 η０ ／ Ｈ ＜０ ０５ 时的实验波形与理论解贴合得更好， 由此验证了本实验造波方法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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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实验工况及相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波形 ρ１ ／ （ｇ·ｃｍ－３） ρ２ ／ （ｇ·ｃｍ－３） ｈ１ ／ ｃｍ ｈ２ ／ ｃｍ Ｌ０ ／ ｃｍ ｈ０ ／ ｃｍ η０ ／ Ｈ

Ｅ１ 下凹型 ０ ９９８ １ ０１７ ２０ ６０ ７０ ８ ６ ０ ０２６

Ｅ２ 下凹型 ０ ９９８ １ ０１７ ２０ ６０ ７０ １２ ９ ０ ０４４

Ｅ３ 下凹型 ０ ９９８ １ ０１７ ２０ ６０ ７０ １７ １５ ０ ０５４

Ｅ４ 下凹型 ０ ９９８ １ ０１７ ２０ ６０ ７０ ２１ ４３ ０ ０９８

图 １０　 密度沿水深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ｅｐｔｈ
图 １１　 浮频率沿水深分布

Ｆｉｇ 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ｏｙａｎｃ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ｅｐｔｈ

图 １２　 实验所测波形与 ＫｄＶ 理论比较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ｖ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ＫｄＶ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３　 内孤立波对柱体的作用力

３ １　 实验所采用的内波水动力量测系统

相较于前言中所介绍的相关实验及其实验装置，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装置设备主要具备以下优点：
① 测力传感器采用了精度等级为 ０ １ 级（即测点的误差不超过 ０ １％）的高精度、 高灵敏度小量程传感器， 如

图 １３ 所示； ② 信号采集与实时分析系统采用了德国 Ｓｐｉｄｅｒ８ 处理器和专用软件技术， 该软件设备具有响应

快、 精度高和可靠性好等优点； ③ 标定系统采用非均匀加载与卸载砝码方法， 可有效地消除系统误差， 准

确地建立传感器实际受力与输出信号之间的关系； ④ 被测柱体采用有机玻璃材质， 除了制作工艺简单、 与

测力系统的固定方式简便之外， 该柱体模型最大的特点在于可通过柱顶活塞孔进行自由配重（如图 １４ 所

示）， 使被测柱体模型在配置好的两相流水体中处于零悬浮力状态， 从而使测量结果更加精确； ⑤ 使用一个

轨道模型拖曳机构进行模型拖曳和定位、 仪器设备同步移动和测量等。 其拖曳速度由 ＰＬＣ 对伺服电机控制，
精度可达 ０ ００１ ｍ ／ ｓ， 能为模型在水平方面准确定位。 同时， 通过垂直坐标调节装置， 也可自由调节模型在

水槽中的垂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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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柱体模型内波作用力的测量系统

Ｆｉｇ １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ｗａｖ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图 １４　 柱体模型实物

Ｆｉｇ １４ Ｐｈｏｔｏ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ｏｄｅｌ

图 １５　 柱体模型与测力系统连接实拍

Ｆｉｇ １５ Ｐｈｏ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图 １５ 给出了柱体和测力系统具体的连接方式。 被测

柱体的柱型分别选用横截面直径为 １０ ｃｍ 的圆柱及横截面

边长为 １０ ｃｍ 的方柱， 两种柱型长度都为 ８０ ｃｍ， 与总水深

Ｈ 相等（见图 １４）。 柱体底部中心位于距离水槽右边壁 ６ ｍ
处位置。 为保证实验过程中被测柱体的稳定， 该系统力的

传递部分采用一根铝制刚性杆将测力传感器与柱体顶部刚

性连接， 然后作为一个整体固定在水槽顶部的轨道模型拖

曳机构上。 实验整体布局及主要实验设备示意如图 １６
所示。

图 １６　 实验整体布局及主要实验设备示意

Ｆｉｇ １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３ ２　 内孤立波对柱体的作用力

在实验室环境下， 将柱体所受的量纲一水平作用合力 ＣＦｅ
公式定义如下：

ＣＦｅ
＝

２Ｆｅ

ρｕ２
ｍａｘ ＤＨ

（６）

式中： Ｆｅ 为测力传感器测得的柱体所受水平力合力， Ｎ； ｕｍａｘ为由内波诱导出的最大水平流速， ｍ ／ ｓ； Ｄ 为圆

柱取直径， 方柱取边长， ｃｍ； Ｈ 为水槽总水深， ｃｍ。
本次测力实验工况如表 １ 所示， 研究了内孤立波对不同柱型（圆柱及方柱）的受力规律。 图 １７（ａ）和图

１７（ｂ）分别给出了圆柱和方柱在量纲一波幅分别为 η０ ／ Ｈ＝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９８ 时， 测力传感器测得

的受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其中 ＣＦｅ⁃ｍａｘ
表示内孤立波在某一波幅工况的量纲一水平合力振幅。



　 第 ３ 期 王玲玲， 等： 内孤立波环境下圆柱和方柱受力特征 ４３５　　

图 １７　 不同波幅情况下作用于柱体上的 ＣＦｅ
随时间 ｔ 的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Ｆｅ
ｗｉｔｈ 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现把 η０ ／ Ｈ＝ ０ ０９８ 工况下， 圆柱、 方柱受力与柱体迎流面处密度跃层高度变化的时间过程线同步绘制如

图 １８（ａ）、 图 １８（ｂ）所示。 同时， 将柱体受力峰值、 受力谷值、 内孤立波刚传播至柱体、 内孤立波刚传播过

柱体以及柱体位于密度跃层的波谷位置这 ５ 个特征时刻， 受力与密度跃层高度的关系用虚线进行了相互

对应。

图 １８　 不同时刻 ＣＦｅ
与波形的对应关系 （η０ ／ Ｈ＝ ０ ０９８）

Ｆｉｇ １８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ｓ

从水平作用力 ＣＦｅ
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 随着内孤立波波幅 η０ ／ Ｈ 的增大， 圆柱和方柱所受的水平作用

力均增大且各工况下两种柱型的受力趋势相似， 但作用于方柱上的内孤立波荷载明显高于圆柱。 表 ２ 给出了

在不同实验工况下， 圆柱和方柱的受力结果。 利用表 ２ 的数据可绘制出方柱和圆柱的受力幅值 ＣＦｅ⁃ｍａｘ⁃ｓ
、

ＣＦｅ⁃ｍａｘ⁃ｃ
（图 １９（ａ））以及两幅值之比 ＣＦｅ⁃ｍａｘ⁃ｓ

／ ＣＦｅ⁃ｍａｘ⁃ｃ
（图 １９（ｂ））随波幅的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 随着波幅的逐渐

增大， 方柱所受荷载幅值的增量要大于圆柱， 且两者受力幅值的比值也呈递增关系， 说明方柱的受力更敏感

于内孤立波波幅的增大。

表 ２　 不同工况下柱体的受力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

工况 波形 η０ ／ Ｈ ＣＦｅ⁃ｍａｘ⁃ｃ
（圆柱） ＣＦｅ⁃ｍａｘ⁃ｓ

（方柱） ＣＦｅ⁃ｍａｘ⁃ｓ
／ ＣＦｅ⁃ｍａｘ⁃ｃ

Ｅ１ 下凹型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８ １ ４１４

Ｅ２ 下凹型 ０ ０４４ ０ １１８ ０ １８８ １ ５７７

Ｅ３ 下凹型 ０ ０５４ ０ １６４ ０ ２７２ １ ６６０

Ｅ４ 下凹型 ０ ０９８ ０ ２４２ ０ ４５５ １ 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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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不同波幅情况下方柱和圆柱的受力幅值以及两幅值之比随波幅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９ Ｆｏｒｃ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４　 结　 　 论

（１） 圆柱和方柱所受的水平作用力均随内孤立波波幅的增大而增大， 而方柱受力对内孤立波波幅影响

更为敏感。
（２） 在相同波幅的内波环境下， 相较于圆柱而言， 方柱会受到更大的水平作用力。
（３） 通过绘制圆柱、 方柱受力与柱体迎流面处密度跃层高度变化的时间过程线， 得到了特征受力时刻

柱体与内孤立波波形的相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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