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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波浪力是作用在离岸建筑物上的主要荷载， 准确预测作用在结构上的波浪力在实际工程设计中极其重要，
它决定着该结构是否能够安全可靠地工作。 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向波浪作用下结构物所受的波浪力， 而真实

的波浪是三维多向不规则波浪。 基于物理模型实验， 系统地研究了多向不规则波浪作用下大尺度墩柱所受波浪力

的特性。 结果表明波浪的方向分布对波浪荷载具有明显的影响， 尤其是对横向力， 在方向分布宽度较大时， 作用

在墩柱上的横向力可达此时作用在墩柱上正向力的 ４０％， 这在实际工程设计中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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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结构物形式， 大尺度的结构物（直径 Ｄ 与波长 λ
的比值 Ｄ ／ λ≥０ ２０）也被广泛利用。 而波浪与大尺度结构物之间相互作用时， 需要考虑波浪对结构物的绕射

作用。 对于深水中的直立圆柱， Ｈａｖｅｌｏｃｋ［１］ 对波浪绕射问题做了研究； Ｍａｃｃａｍｙ 和 Ｆｕｃｈｓ［２］ 给出的平面波对

单个圆柱作用的求解方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将水深拓展至任意水深， 并且给出了圆柱所受的波浪力； 杨正

己等［３］通过一系列水动力试验， 测定了规则波及不规则波作用下不同布置型式圆柱阵列中各组成圆柱所受

的波浪力。 另外， 随着国内深水港口的建设， 越来越多重力墩式结构应用于深水码头的设计中， 任效忠

等［４］则对准椭圆沉箱群墩结构的波浪力进行了试验研究。
然而真实的波浪是多向不规则波浪， 关于多向波浪作用下结构物的受力研究并不多见。 季新然等［５］ 基

于势流水池和黏性波浪水池对多向波浪的方向分布特性进行了模拟。 Ｙｕ 等［６］ 研究了斜向波和多向不规则波

浪与直立堤的作用， 发现多向波作用时的波浪力受波浪入射角变化的影响较斜向波作用时小， 并且多向波作

用时的波浪力略小于单向波的结果。 Ｌｉｕ 等［７］用有限元求解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方程所建立的数值计算模型， 计算并

分析了多向不规则波浪对群墩结构作用时的爬高变化， 结果表明群墩结构内部的波浪爬高随着方向分布宽度

的变宽而变大。 季新然等［８］利用传递函数建立了计算多向不规则波浪在大尺度墩柱上爬高的方法， 计算结

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通过系统地计算分析发现不同位置处的波浪爬高受方向分布的影响并不同， 迎面处

的爬高随着方向分布宽度的增大而减小， 但是墩柱侧后方处的变化则相反。 另外， 物理模型实验也是研究波

浪与结构物作用的重要手段， Ｍｉｚｕｔａｎｉ 等［９］采用多向波浪分别对 ２ 个和 ３ 个圆柱的总力和波面爬高进行了试

验研究， 结果表明多向不规则波浪作用时的力可能比单向波的要大。 Ｌｉ 等［１０］ 通过多向聚焦波对直立圆柱作

用的实验， 研究了聚焦波的方向分布对圆柱受力的影响。
上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 波浪的方向分布对波浪的传播及其与工程结构物的作用都具有明显影响。 由于

多向波传播的复杂性， 关于真实波浪对大尺度墩柱结构作用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 为了系统地研究真实波浪

作用下波浪的方向分布对大尺度墩柱的影响， 本文采用物理模型试验的方法， 针对不同方向分布宽度的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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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与墩柱的相互作用进行模拟， 以研究真实波浪的方向分布对结构物所受波浪荷载的影响， 研究成果可为

工程设计及模型验证提供参考。

１　 试验介绍

实验在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近海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综合水池中进行， 实验平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水池长

５５ ｍ、 宽 ３４ ｍ、 最大水深 ０ ７ ｍ。 水池的一侧配有实验室自制的液压驱动多向不规则造波机， 其余 ３ 侧布置

消浪设施以避免波浪反射影响。 造波机由 ７０ 块造波板组成， 单块板高 １ ｍ、 宽 ０ ４ ｍ。 在实验中水深保持ｄ＝
０ ５ ｍ， 圆柱半径 ａ＝ ０ ２ ｍ， 高 ０ ８５ ｍ。

表 １ 为实验中所采用的波浪参数。 在实验过程中设定多向不规则波浪的分布范围为［－９０°， ９０°］， 方向

分布集中度参数 ｓ 分别为 ５、 １０、 ２０、 ４０、 ８０ 和 ２００， 波浪的有效波高 Ｈ１ ／ ３分别为 ０ ０４ ｍ、 ０ ０６ ｍ 和 ０ ０８ ｍ，
谱峰周期 Ｔｐ分别为 ０ ８ ｓ、 ０ ９ ｓ、 １ ０ ｓ、 １ １ ｓ、 １ ３ ｓ 和 １ ５ ｓ， 相对尺度 ｋｐａ（ｋｐ为谱峰周期所对应的波数）的
范围为［０ ４４，１ ２６］， 墩柱直径 Ｄ 与谱峰周期对应波长 λｐ的比值范围为［０ １４，０ ４０］。 在对波面的时间过程

线进行数据采集时， 采集间隔为 ０ ０２ ｓ， 采集次数为 ８ １９２ 次。 实验时每种工况均重复 ３ 次， 以避免偶然因

素影响， 保证实验结果的有效性。
表 １　 多向不规则波浪与单墩作用时的实验波浪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ｖ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Ｈ１ ／ ３ ／ ｍ Ｔｐ ／ ｓ ｋｐａ Ｄ ／ λｐ ｓ
０ ０４ ０ ９ １ ０１ ０ ３２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０４ １ ０ ０ ８３ ０ ２６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０６ ０ ８ １ ２６ ０ ４０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０６ ０ ９ １ ０１ ０ ３２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０６ １ ０ ０ ８３ ０ ２６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０６ １ １ ０ ７１ ０ ２２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０６ １ ３ ０ ５４ ０ １７ １０、４０、８０
０ ０６ １ ５ ０ ４４ ０ １４ １０、４０、８０
０ ０８ ０ ９ １ ０１ ０ ３２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０８ １ ０ ０ ８３ ０ ２６ 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２００

　 　 如图 ２ 所示， 为了测得墩柱所受的波浪力， 将墩柱一端与三向应力传感器连接， 并悬于固定的测量架

上， 在整个测力的过程中须保证墩柱底端不接触水池地面。 实测墩柱在水中的自振频率为 ９ ７ Ｈｚ， 远大于实

验中波浪的频率， 可以保证实验过程中波浪作用于墩柱时不会引起共振而影响实验结果。 在实验前， 对浪高

仪和波浪总力传感器均进行标定， 传感器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在 ０ ９９９ 以上。

图 １　 实验平面布置

Ｆｉｇ １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 ２　 墩柱模型和波浪总力传感器的布置

Ｆｉｇ 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ｇａｕ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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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多向不规则波浪时， 方向谱 Ｓ（ ｆ， θ）可以表示为波浪的频谱 Ｓ（ ｆ）与方向分布函数 Ｇ（ ｆ， θ）的乘

积， 即

Ｓ（ ｆ， θ） ＝ Ｓ（ ｆ）Ｇ（ ｆ， θ） （１）
在本次实验中， 频谱 Ｓ（ ｆ）采用 Ｇｏｄａ［１１］建议改进的 ＪＯＮＳＷＡＰ 谱：

Ｓ（ ｆ） ＝ βＪＨ２
１ ／ ３ Ｔ

－４
１ ／ ３ ｆ

－５ｅｘｐ［ － １ ２５（Ｔｐ ｆ）
－４］γｅｘｐ［ －（Ｔｐｆ －１） ２ ／ ２σ２］ （２）

其中峰高因子 γ 取为 ３ ３。
实验中多向不规则波浪的方向分布函数采用光易型方向函数， 方向谱 Ｓ（ ｆ， θ）公式为

Ｇ（ ｆ， θ） ＝ ∫θｍａｘ

θｍｉｎ

ｃｏｓ２ｓ
θ － θ０

２
æ

è
ç

ö

ø
÷ ｄθ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ｃｏｓ２ｓ
θ － θ０

２
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 ｓ 为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 θ０为多向不规则波浪传播的主波向； ［θｍｉｎ， θｍａｘ］ 为多向波的分布范围。

２　 多向不规则波浪力实验结果分析

２ １　 波浪力谱分析

通过对墩柱所受正向（垂直于造波机方向）和横向力（平行于造波机方向）的时间过程线进行傅立叶变换

可得作用在墩柱上正向力和横向力的力谱， 力谱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波浪力随着频率的变化。 图 ３ 为不同方向

分布集中度参数 ｓ 所对应正向力谱和横向力谱的变化情况。 对于正向力谱， 随着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的变

大， 即方向分布变窄， 力谱有变大趋势， 但是并不明显； 对于横向力谱， 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越小， 即方向

分布越宽， 力谱会显著增大。

图 ３　 不同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所对应的波浪力谱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

不规则波浪可看作是由很多简谐运动的组成波叠加而成的一个平稳随机过程， 输入到结构系统中， 通

过该系统对输入施行某种变化， 得到相应的输出， 变为波浪荷载的随机变化。 对于作用在墩柱上的多向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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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波浪力谱， 有如下关系式： 　
Ｓｆ（ ｆ） ＝｜ Ｔηｆ（ ｆ） ｜ ２Ｓη（ ｆ） （４）

式中： Ｓｆ（ｆ） 和 Ｓη（ｆ） 分别为波浪力谱和不规则波浪谱； Ｔηｆ（ｆ） 为波浪力的传递函数。 则波浪力的传递函数可表示为

Ｔηｆ（ ｆ） ＝
Ｓｆ（ ｆ）
Ｓη（ ｆ）

（５）

图 ４ 为通过式（５）得到实验中不同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时的传递函数， 并给出了通过线性理论计算得到

的传递函数。 对于正向力来说， 实验所得和理论计算的传递函数基本一致， 实验值较理论计算值稍大， 但方

向分布的影响并不明显； 而方向分布对于横向力传递函数的影响较明显， 且随着 ｓ 的变小， 即方向分布的变

宽而显著变大， 这与横向力谱的变化规律一致。

图 ４　 不同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时所对应波浪力的传递函数

Ｆｉｇ 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

２ ２　 波浪力统计结果分析

通过对墩柱所受正向力 ｆｘ和横向力 ｆｙ的时间过程线进行统计分析， 可以得到正向和横向波浪力的特征

值。 对所得特征值中有效正向波浪力 ｆ１ ／ ３ｘ 和有效横向波浪力 ｆ１ ／ ３ｙ 分别采用下面的方式进行量纲一化， 即

Ｆｘ ＝
ｆ１ ／ ３ｘ

ρｇＨ０ａ２ 　 　 　 Ｆｙ ＝
ｆ１ ／ ３ｙ

ρｇＨ０ａ２ （６）

式中： ρ 为水的密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Ｈ０为无圆柱时入射波浪的有效波高； ａ 为墩柱半径。
２ ２ １　 相对尺度 ｋｐａ 对墩柱所受波浪力的影响

图 ５ 为有效波高 Ｈ１ ／ ３分别为 ０ ０４ ｍ 和 ０ ０６ ｍ， 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 ｓ 为 １０、 ４０ 和 ８０ 的多向不规则波浪

作用时， 墩柱所受的有效正向力 Ｆｘ和横向力 Ｆｙ随着相对尺度 ｋｐａ 的变化情况。 为了方便比较， 同时在图 ５
给出了 Ｍａｃｃａｍｙ 和 Ｆｕｃｈｓ［２］所给出的线性理论的计算结果。 在规则波浪或单向不规则波浪与墩柱作用时， 由

于波浪为长峰波， 使得墩柱两侧的压力值相等， 压力差为 ０， 因此， 不存在横向力。 而对于多向不规则波

浪， 波面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为随机过程， 墩柱两侧的波面不再时刻相同， 因此， 存在压力差， 进而会有横向

力作用在墩柱上。 对于正向力， 实验结果和规则波计算结果的趋势一致。 很明显， 在实验所采用的墩柱尺度

范围内， 随着相对尺度 ｋｐａ 的增大， 正向力和横向力都逐渐减小； 对于横向力 Ｆｙ， 随着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

ｓ 的增大， 即方向分布宽度变窄， 相对尺度 ｋｐａ 的影响越来越小， 这与上述谱分析的结果一致。 这是因为随

着方向分布集中度的增大， 墩柱横向两侧的压力差越来越小， 随着相对尺度 ｋｐａ 的增大， 圆柱所受横向力的

合力逐渐趋于平衡。
２ ２ ２　 波陡对墩柱所受波浪力的影响

图 ６ 为谱峰周期 Ｔｐ为 ０ ９ ｓ， 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 ｓ 分别为 ５、 ２０ 和 ８０ 的多向不规则波浪作用时， 墩柱

所受有效正向力 Ｆｘ和横向力 Ｆｙ随着波陡 ｋｐＨ１ ／ ３的变化情况。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波陡 ｋｐＨ１ ／ ３越大， 波浪的非线

性越强， 墩柱所受的正向力 Ｆｘ和横向力 Ｆｙ都有增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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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正向力和横向力随着相对尺度 ｋｐａ 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ｋｐａ

图 ６　 波陡对正向力和横向力的影响情况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ｓｔｅｅｐｎｅｓｓ

２ ２ ３　 方向分布宽度对墩柱所受波浪力的影响

由于采用方向分布参数 ｓ 描述波浪的方向分布较为离散［１２］， 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波浪的方向分布对作用

在墩柱上波浪力的影响， 同时采用波浪方向分布标准差 σθ来描述主波向为 θ０的多向波的方向分布， 即

σθ ＝ ∫π ／ ２

－π ／ ２
Ｇ（ ｆ， θ）［θ － θ０］ ２ｄθ{ }

１ ／ ２
（７）

图 ７ 给出了不同有效波高 Ｈ１ ／ ３和谱峰周期 Ｔｐ时的有效波浪力随方向分布标准差 σθ的变化情况， 从图 ７ 可看

出， 随着 σθ的增加， 作用在墩柱上的正向力 Ｆｘ有减小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随着 σθ的增加， 横向力

Ｆｙ明显增大。 对于多向不规则波浪， 波浪的方向分布对波浪荷载具有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对横向力的影响。 这

是因为多向不规则波浪是短峰波， 当多向不规则波浪与墩柱作用时， 墩柱两侧的波浪在同一时刻不再对称， 方

向分布集中度参数 ｓ 越小， 波浪的方向分布越宽， 方向分布标准差 σθ也越大， 此时波浪在空间上的随机性越

强。 这也是多向不规则波浪与单向波浪之间存在的最本质区别。 以有效波高 Ｈ１ ／ ３ ＝ ０ ０６ ｍ、 谱峰周期 Ｔｐ ＝ １ １ ｓ
所对应的有效正向力 Ｆｘ和横向力 Ｆｙ为例， 与 σθ ＝２ ５６°（方向分布集中度参数 ｓ 较大， 此时波浪近似单向不规则

波）时的结果相比， 墩柱所受正向力 Ｆｘ 在 σθ ＝３３ ６３°（ｓ＝５）时减小 １８％， 而作用在墩柱上的横向力 Ｆｙ是此时作

用在墩柱上正向力 Ｆｘ的 ４０％， 这在实际工程设计中不能忽略。 在真实的海洋中， 波浪是多向不规则的， 尤其对

于较大水深海域， 波浪的方向分布一般较宽。 一般来说， 在工程设计中对于正向力而言， 基于单向波的结果偏

安全； 但是对于某些特殊情况需要考虑结构物的侧向稳定性分析时， 合理的计算结构物所受横向力十分必要，
因此， 为了安全合理的设计离岸建筑物， 在计算波浪荷载时需要考虑波浪方向分布的影响。

在实际设计中， 根据设计内容的需要， 通常需要考虑作用在建筑物上的 １ ／ １０ 大波浪力和最大波浪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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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墩柱所受有效波浪力随着方向分布宽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σθ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ｓｔｅｅｐｎｅｓｓ

特征参数。 为此， 对波浪力的统计特征参数进行了统计分析。 图 ８ 和图 ９ 分别给出了作用在大尺度墩柱上的

１ ／ １０ 大波浪力和最大波浪力随着方向分布标准差的变化情况， 对波浪力仍采用式（６）所示的量纲一化方式。
可以看出， １ ／ １０ 大波浪力和最大波浪力随着方向分布的变化情况与有效波浪力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但是

由于实验中的入射波浪为多向不规则波浪， 波浪力的分布具有随机性， 尤其是对正向波浪力。 对于正向最大

波浪力来说， 波浪力的分布较为离散， 且最大值并不一定对应在方向分布宽度最窄时的工况， 因此， 在确定

最大波浪力时， 需要对方向分布宽度的影响进行分析， 以免低估最大波浪力。 另外， 通过对墩柱所受波浪力

的不同统计特征值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如图 １０ 所示， 得到了有效值、 １ ／ １０ 大值和最大值之间的相互关系

（式（８））， 以方便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Ｆｍａｘ

ｘ ＝ １ ６３３Ｆｘ 　 　 　 　 Ｆ１ ／ １０
ｘ ＝ １ ２８５Ｆｘ

Ｆｍａｘ
ｙ ＝ １ ９１８Ｆｙ 　 　 　 　 Ｆ１ ／ １０

ｙ ＝ １ ３４４Ｆｙ

（８）

式中： Ｆｍａｘ
ｘ 、 Ｆ１ ／ １０

ｘ 、 Ｆｍａｘ
ｙ 和 Ｆ１ ／ １０

ｙ 分别为正向、 横向波浪力的最大值和 １ ／ １０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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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墩柱所受 １ ／ １０ 大波浪力随着方向分布宽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ｅｎｔｈ ｏｆ ｗａ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σθ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ｓｔｅｅｐｎｅｓｓ

图 ９　 墩柱所受最大波浪力随着方向分布宽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ｗａ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σθ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ｓｔｅｅｐ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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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实验所得墩柱所受波浪力各统计特征值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ｗａ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结　 　 论

采用物理模型试验的方法， 系统地对真实波浪作用下大尺度墩柱所受的波浪力荷载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

波浪力的时间过程线进行谱分析和统计分析， 发现方向分布对有效正向力和有效横向力有显著的影响， 其主

要表现在： 随着方向分布变宽， 正向力有减小趋势， 但是作用在结构物上的横向力则会明显增大。 这与基于

单向波浪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 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应予以考虑。
进一步对工程设计中常用的最大波浪力和 １ ／ １０ 大波浪力进行了分析。 方向分布对其的影响规律与对有

效正向力和横向力类似。 但是由于实验中的入射波浪为多向不规则波浪， 波浪力的分布具有随机性， 尤其对

正向波浪力。 对于正向最大波浪力来说， 波浪力的分布较为离散， 且最大值并不一定对应在方向分布宽度最

窄时的工况。 因此， 在工程应用中应根据当地的波浪条件具体分析， 以合理确定作用在结构物上的最大正向

力。 为了便于工程设计应用， 对墩柱所受不同统计特征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拟合， 得到了最大波浪力、 １ ／ １０
大波浪力和有效波浪力之间的转换关系， 以供工程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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