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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梁由于其良好的受力性能和经济性，广泛应用于大跨径斜拉

桥中，但其气动性能相对略差，若设计不当则容易出现涡激振动现象，从而影响行车舒适性、
安全性或结构疲劳寿命等 . 本文以广东潮汕大桥为实际工程依托，该桥为主跨 205 m 的独塔双

索面 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梁斜拉桥，开展了 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梁断面涡激振动及气动控制措

施研究 . 首先，采用几何缩尺比为 1∶50 的主梁节段模型对该桥原设计方案主梁断面运营期涡
激振动进行了试验研究；然后，分别采用下稳定板、导流板、裙板、上稳定板等气动控制措施对

主梁涡激振动响应的控制效果进行了研究；最后，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对主梁断面最终采用气动控制措施机理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主梁原
设计方案在设计风速范围内存在大幅涡激共振现象，涡激振动幅值超过规范限值；采用“三道

下稳定板+两侧竖向裙板+上中央稳定板”组合气动控制措施后，主梁涡激振动响应得到明显
抑制；该组合气动控制措施对 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梁涡激振动的控制机理主要表现为：设置三

道下稳定板可有效破坏 Π 型主梁下侧较大旋涡，Π 型主梁两侧设置竖向裙板改善了其气动流
线型程度，设置上中央稳定板可有效阻止主梁上侧较大旋涡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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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excellent mechanic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the Π-shaped steel-concrete compos⁃

ite girder, it is widely used in long-span cable-stayed bridges. However, the aerodynamics performance of the girder
is relatively poor, and the vortex-induced vibration (VIV) of the girder is prone to occur for the improper aerodynamic

design, which affects driving comfort and safety, or structural fatigue. Based on Chao-Shan Bridge in Guangdo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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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pylon cable-stayed bridge with a main span of 205 m and Π-shap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deck, the in⁃
vestigations on the VIV and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of the Π-shap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deck were con⁃
ducted. Firstly, the VIV of the original girder section in-service state was studied by applying wind tunnel tests of the

rigid segment model with a length scale of 1∶50. Then, the effects of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on the VIV of the

Π-shap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girder, such as the lower stability plate, the deflectors, the skirt plates, and the
upper central stability plate were studied,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ethod was
adopted to study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arge

vortex vibration of the original girder section within the design wind speed, and the peak value of the VIV exceeds the

limit value of the specification. The VIV of the girder can be controlled remarkably with the combined countermea⁃
sures of three lower stability plates, vertical skirt plates on both sides of the girder, and an upper central stability

plate.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combine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VIV of the Π-shaped steel-concrete compos⁃
ite deck is mainly as follow: the three lower stability plates can effectively destroy the large vortexes on the lower side

of the girder; the vertical skirt plates set on both sides of the girder can improve the aerodynamic streamline of the
girder and the upper central stability plate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movement of the larger vortexes on the top side
of the girder.

Key words：Π -shap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girder；vortex-induced vibration；aerodynamic countermea⁃

sures；wind tunnel tests；numerical simulation

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梁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受力

激共振或限制其振幅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是十分必

于该类断面外形较钝，容易发生涡激振动现象，当桥

国内外学者针对 Π 型断面涡激振动的问题开展

性能和经济性，广泛应用于大跨度斜拉桥中 . 但由
［1］

要的［6］.

梁跨度较大时其颤振稳定性也值得关注 .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7-9］. Kubo 等［10］通过风洞试验，研

一种风致振动现象，涡激振动具有强迫振动与自激

等［11］通过风洞试验，研究了主梁宽高比固定的前提

［2］

涡激振动是大跨度桥梁在低风速下容易出现的

振动的特征，虽然涡激振动不像颤振和驰振等具有
发散性，且往往对结构造成重大破坏，但由于在频遇
风速下容易发生，当振动幅度较大时会影响行车舒
适性与安全性，长期振动可能会影响结构的疲劳寿

命 . 如东京湾大桥 钢箱梁在架设完成后发生了明显
［3］

的竖向涡激振动现象，风速锁定区为 13.0~18.0 m/s，
最大振幅达到 50.0 cm. 丹麦大带东桥 在施工过程
［4］

中当风速为 18.0 m/s 时发生了严重的竖向涡激振动，
通车后依然可以观察到较大幅值的竖向涡激振动 .
巴西 Rio-Niteroi 桥［5］在风速接近 16.0 m/s 时观察到
大幅竖向涡激振动现象，并因此导致桥梁关闭 . 自

2020 年 4 月下旬以来，国内报道了多座大桥在运营
期发生明显的涡激共振现象，如武汉鹦鹉洲长江大

桥在风速为 6.0~9.0 m/s 时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涡激
振动现象，最大振幅达到 0.54 m. 广东虎门大桥在

风 速 达 到 8.0~9.0 m/s 时 ，也 发 生 了 明 显 的 竖 向 涡

激振动现象 . 综上所述，在施工或成桥阶段避免涡

究了 Π 型梁发生扭转涡激振动时的气流特点 . Daito
下，不同主纵梁类型（
“I”形、箱形、圆形）及主纵梁间
距对 Π 型断面涡振性能的影响 . Irwin 等［12］通过风洞

试验，针对主梁开口断面，对采取利用挡风板改变护
栏透风率的方法控制涡激振动进行了研究 . 张志田

等［13］以某大跨开口截面斜拉桥进行节段模型风洞试
验，试验发现该桥在相当广泛的阻尼比范围内均存
在涡振现象，且不满足规范要求，为抑制主梁涡激共
振，研究了不同位置和高度的梁底稳定板对主梁涡
激振动性能的影响 . 李春光等［14］以某大跨双边主梁

钢-混叠合梁斜拉桥为工程背景，通过风洞试验研究
了栏杆、水平稳定板、竖向稳定板、抑流板、风嘴等对
主梁涡激振动性能的影响 . 张天翼等［15］以宜宾盐坪

坝长江大桥为背景，通过节段模型试验，研究了风
嘴、中央稳定板、封闭栏杆、裙板、内侧隔流板、箱梁
下导流板等常见措施对双箱叠合梁断面涡激振动

性 能 的 影 响 . 贺 耀 北 等［16］以 某 大 跨 度 双 边 钢 梁 UHPC 组合梁斜拉桥为工程背景，通过节段模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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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试 验 ，对 +3°风攻角下的主梁涡振性能进行了研

断 面 独 塔 斜 拉 桥 ，主 桥 结 构 跨 径 布 置 为 205.0 m +

一和组合气动措施对主梁涡振性能抑振措施的优化

梁、小纵梁及混凝土桥面组成，主梁宽为 35.0 m，梁

究，并开展了导流板、稳定板、风嘴、栏杆透风率等单
研究 . 李加武等

［17］

通过风洞测振及测力试验，对双层

Π 型梁斜拉桥的涡振性能以及三分力系数进行了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在+3°风攻角下，双层 Π 型梁的涡

205.0 m=410.0 m. 主梁采用“工”字形钢边纵梁、横

高为 3.05 m，两钢边纵梁中心间距 28.7 m，图 1 为主
梁原设计方案断面图 . 考虑到该桥靠近汕头市，为台

风灾害频发地区，为保证大桥在施工和运营阶段的

激振动较为严重，且竖弯涡振振幅随上、下层梁间距

安全性及舒适性，有必要对该桥主梁涡激振动性能

的增大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且双层 Π 型梁

进行研究 .

系数有所提高 .

近年来，部分学者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开

型结合梁的涡振性能，并提出了通过在主梁两端设

置导流板（Tip Plate）对涡激共振进行控制的方案 .
Kubo 等

通过风洞试验及数值模拟，针对简化的 Π

［19］

型断面，通过调整两边主梁间距、桥面附属设施高度

混凝土桥面板
2%

1.5%
2 920

展了涡激振动数值模拟研究工作 . Sakai 等［18］通过风

洞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了宽高比为 4 和 8 的双“I”

35 000

主纵梁
3 750

1 580

的升力系数较单层时有所降低，而阻力系数和力矩

2%

小纵梁

稳定板
13 750

13 750

图 1 主梁原设计方案断面图（单位：mm）

2 主梁原设计方案涡激振动试验

阻尼和流场情况解释了该措施减振机理 . 杨光辉

2.1 试验参数

检验中央稳定板及改变栏杆透风率的气动措施有效
性；并通过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数值

模拟对气动措施抑制涡激振动的机理进行了探索 .
李欢等［21］以某大跨度三塔斜拉桥为工程背景，通过

节段模型试验发现在设计风速范围内主梁存在明显
的竖向涡激共振现象，且在规范规定的阻尼比范围
内涡振振幅均大于规范限值；为抑制主梁涡振，研究
了隔流板和下稳定板等气动措施对涡激振动性能的
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对振动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

综合考虑，虽然国内外学者针对主梁开口断面

涡激共振与气动控制措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
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由于主梁开口断面涡激振动的
复杂性，主梁涡激振动响应对断面气动外形较为敏
感，不同主梁断面气动控制措施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且控制机理研究相对不足 . 因此，开展 Π 型钢-混凝

土结合梁断面涡激振动与气动控制措施研究仍具有
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1 工程概况
广东省潮汕大桥为一座 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梁

3 750

Fig.1 Original bridge girder section（unit：mm）

提出了详细的气动优化方案，并通过识别主梁气动
等［20］以某大跨度斜拉桥为研究对象，通过风洞试验

1.5%

主梁原设计方案节段模型测振试验在长沙理工
大学风工程与风环境研究中心大型边界层风洞中进
行，该风洞试验段高 3.0 m，宽 4.0 m，长 17.0 m. 该风

洞风速的调节和控制采用计算机终端集中控制的可
控硅直流调速系统，试验风速最高可达到 60.0 m/s，
风速连续可调，流场不均匀性小于 0.55%（30.0 m/s
风速），紊流强度小于 0.37%. 风速测量采用澳大利亚

TFI 眼镜蛇三维脉动风速探针，风速步长在涡激振动
锁定区内取 0.25 m/s，非锁定区取 0.5 m/s.

综合考虑确定主梁节段模型几何缩尺比为 λ L =

1/50. 主梁节段模型骨架采用不锈钢板与铝合金框

架制作而成，桥面系与桁架杆件采用 ABS 板制作，以

保证几何外形的相似 . 模型两端采用木质胶合板作
为端板，以保证主梁断面附近气流的二元特性 . 主梁

上的防撞护栏及栏杆采用 ABS 板雕刻而成，并模拟

了防撞护栏的形状，风洞试验具体的设计参数如表 1
所示 . 主梁节段模型悬挂系统对应的竖弯阻尼比为
ξ h = 0.54%，扭转阻尼比为 ξ α = 0.68%.

数据采集采用东华 DH5922N 激光位移计，测振

试验采用 MICRO-EPSILON 激光位移计，其测量精

度为 0.001 mm，两个激光位移计对称布置在模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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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通过同步测试获得模型振动响应信号，试验采
样频率为 500 Hz，采样时间为 60 s，图 2 所示为置于
风洞中的主梁弹性悬挂节段模型照片 .

度处风速为 30.0~50.0 m/s 时，存在明显的竖向涡激
共振现象，最大振幅为 0.25 m，超过规范允许值，不
能满足要求 .
0.30

表 1 主梁节段模型试验参数

Tab.1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the

0°风攻角
+3°风攻角
规范限值

segmental model of the girder
缩尺比 模型值

竖向位移幅值/m

0.25
0.20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实桥值

主梁长度

L

m

—

1/50

1.800

主梁宽度

B

m

35.00

1/50

0.700

主梁高度

H

m

3.05

1/50

0.061

0.05

等效质量

m eq

kg/m

43 000

1/502

17.20

0

等效质量惯性矩

J eq

（kg·m2）/m

4 500 000

1/504

0.72

竖弯频率

fv

Hz

0.624 1

10

6.241

扭转频率

ft

Hz

0.800 1

10

8.001

0.15
0.10

0

10

20

30

实桥风速/（m·s-1）

40

50

60

40

50

60

（a）竖向

0.30

0°风攻角
+3°风攻角
规范限值

扭转位移幅值/（°）

0.25
0.20
0.15
0.10
0.05
0

图 2 主梁节段模型测振试验照片

2.2.1 允许幅值

根据《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
（JTG/T 3360-01

—2018）［22］第 8.2.9 条规定，潮汕大桥主桥结构成桥

状态主梁竖弯涡激共振及扭转涡激共振允许幅值分

θt < γv

0.04
0.04
= 1.0 ×
= 0.064 m
fv
0.624 1

20

30

实桥风速/（m·s ）
-1

图 3 主梁原设计方案竖向、扭转涡激振动
响应幅值随风速变化曲线

Fig.3 Vertical and torsional VIV response

2.2 允许幅值与试验结果

hv < γv

10

（b）扭转

Fig.2 Vibration-measurement photo of segment model

别为：

0

（1）

4.56
4.56
= 1.0 ×
= 0.163°（2）
B ⋅ ft
35.0 × 0.800 1

2.2.2 试验结果

图 3 为主梁原设计方案节段模型对应实桥主梁

竖向与扭转涡激振动响应幅值随实桥桥面高度处风
速的变化曲线 . 由图 3 可知，风攻角为+3°时，在低阻

尼比条件下（ξ h = 0.54%、ξ α = 0.68%），当实桥桥面高

of original girder section vs wind speed

3 涡激振动气动控制措施
3.1 工况设置
考虑到在+3°风攻角下，主梁原设计方案涡激振
动幅值不满足规范要求，故针对+3°风攻角进行不同

气动控制措施研究 . 在综合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初步拟定了 5 种气动控制措施，具体的措施布置如
图 4 所示，相应试验工况如表 2 所示 .
3.2 试验结果

图 5 所示为在+3°风攻角下、主梁断面原设计方

案采取不同气动控制措施后，主梁涡激振动响应幅

值随桥面高度处风速变化曲线 . 由图 5 可知，工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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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下稳定板）、工况 2（三道下稳定板）以及工况 3

竖向涡激振动响应最大幅值为 0.187 m，超过规范允

范围内主梁断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竖向和扭转涡激

梁扭转涡激振动响应最大振幅为 0.043°，小于规范

（三道下稳定板、上中央稳定板）条件下，在设计风速
共振现象，不能有效抑制主梁断面涡激振动响应 .
H=1.2 m
上中央稳定板
③

H=2.5 m
H=2.5 m
四分点稳定板 下中央稳定板
①
②

允许值 .

0.30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工况 5
工况 6
工况 7
原断面
规范限值

0.25

H=2.5 m
四分点稳定板
①

L=1 m
竖向裙板
⑤

图 4 主梁断面涡激振动气动控制措施位置示意图
Fig.4 Location of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of VIV of the girder section

竖向位移幅值/m

L=1 m
α=45°
斜向导流板
④

许值；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38.9~51.5 m/s 时，主

0.20
0.15
0.10
0.05
0

表 2 主梁断面涡激振动气动控制措施试验工况汇总表

0

10

Tab.2 Test cases of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工况

气动措施

措施描述

1

两道下稳定板

①

2

三道下稳定板

3

三道下稳定板

4

三道下稳定板

上中央稳定板
两侧斜向导流板

5

三道下稳定板

6

三道下稳定板

两侧竖向裙板
两侧竖向裙板

①+②
①+②+③
①+②+④

两侧竖向裙板
上中央稳定板

ξ h = 0.54%

ξ α = 0.68%

①+②+⑤
①+②+③+⑤

40

50

60

40

50

60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工况 5
工况 6
工况 7
原断面
规范限值

0.36
0.27
0.18
0.09

①+②+⑤

三道下稳定板
7

阻尼比

30

（a）竖向

0.45

扭转位移幅值/（°）

for VIV of the main deck section

20

实桥风速/（m·s-1）

0
0

ξ h = 0.72%
ξ α = 0.7%

注：气动措施描述编号对应的气动控制措施见图 4.

工况 4（三道下稳定板、两侧斜向导流板）条件

下，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16.6~25.0 m/s 时，主梁

竖向涡激振动响应最大幅值为 0.094 m，超过规范允
许值；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38.2~47.0 m/s 时，主

梁竖向涡激振动响应最大幅值为 0.035 m，小于规范

允许值；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25.0~38.2 m/s 时，
主梁扭转涡激振动响应最大振幅为 0.212°，超过规
范允许值 .

工况 5（三道下稳定板、两侧竖向裙板）条件下，

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17.8~25.0 m/s 时，主梁竖
向涡激振动响应最大振幅为 0.082 m，超过规范允许
值；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37.5~50.0 m/s 时，主梁

10

20

30

实桥风速/（m·s ）
-1

（b）扭转

图 5 主梁采取气动控制措施方案竖向、扭转涡激
振动响应幅值随风速变化曲线

Fig.5 Vertical and torsional VIV responses of the girder

section with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vs wind velocity

工况 6（三道下稳定板、两侧竖向裙板）条件下，

可 将 主 梁 节 段 模 型 阻 尼 比 提 高 至 ξ α = 0.72%、ξ h =
0.7%. 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18.4~23.8 m/s 时，主

梁竖向涡激振动响应最大幅值为 0.043 m，小于规范

允许值；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36.3~46.2 m/s 时，
主梁竖向涡激振动响应最大幅值为 0.09 m，超过规

范允许值；在设计风速范围内，主梁未见明显扭转涡
激振动 .

工况 7（三道下稳定板、两侧竖向裙板、上中央稳

定板、高阻尼比 ξ h = 0.72%、ξ α = 0.7%）条件下，当实

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18.4~23.8 m/s 时，主梁竖向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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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振动响应最大幅值为 0.038 m，小于规范允许值；
在设计风速范围内，主梁未见明显扭转涡激振动 .

4 机理探讨

综上所述，在采取气动控制措施（三道下稳定

板、上中央稳定板、两侧竖向裙板及高阻尼比 ξ h =
0.72%、ξ α = 0.7%）条件下，主梁竖向及扭转涡激共振

均得到了控制，满足规范要求 .

对采取最终气动控制措施方案（三道下稳定板、

上 中 央 稳 定 板 、两 侧 竖 向 裙 板 及 高 阻 尼 比
ξ h = 0.72%、ξ α = 0.7%）的主梁断面，分别进行了风

攻角为 0°及-3°的节段模型风洞试验 . 图 6 所示为主

梁最终气动控制措施方案节段模型在不同风攻角下
随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的变化曲线 . 由图 6 可知，在

试验风速范围内，风攻角为 0°及-3°时，未发生涡激

针对主梁原设计方案和最终推荐气动控制措施

方案，采用大型流体力学软件 FLUENT 进行数值模

拟研究，进而对 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梁断面涡激振动
气动控制措施机理进行研究，以为后续类似桥梁主
梁断面涡激振动控制措施研究提供参考 .
4.1 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

主梁原设计方案和最终推荐气动控制措施方案

CFD 计算简图如图 7 所示，其中计算模型考虑了人行
道栏杆、防撞栏杆等 . 主梁断面 CFD 计算几何缩尺比
取 λ L = 1/50.

35 000

振动现象；在风攻角为+3°时，发生了小幅涡激振动

竖向位移幅值/m

0.06

+3°风攻角
0°风攻角
-3°风攻角
规范限值

0.05
0.04
0.03

13 750

0

0

10

20

30

实桥风速/（m·s-1）

40

50

60

2%

3 750

2%

1.5%

13 750

13 750

3 750

（b）最终推荐气动控制措施方案

图 7 主梁原设计方案和最终推荐气动控制

（a）竖向

措施方案 CFD 计算简图（单位：mm）

0.20

Fig.7 Simplified CFD model of the original girder

0.18

section and the final girder section with

0.16

扭转位移幅值/（°）

0.14
0.12

+3°风攻角
0°风攻角
-3°风攻角
规范限值

0.10
0.08
0.06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unit：mm）

主梁断面计算域确定如下：计算域左侧入口边

界距主梁剪切中心 6B，计算域右侧出口距主梁剪切

中心 14B，计算域上、下边界距离主梁剪切中心分别

0.04
0.02

为 40D，其中 B 为主梁宽度，D 为主梁高度 . 主梁断面

0

-0.02

3 750

35 000

2 920

0.01

13 750

1.5%

（a）原设计方案

1.5%

0.02

-0.01

3 750

1 580

2 920

0.08
0.07

2%

2%

1.5%

0.09

2 500

现象，涡振振幅小于规范限值 .

0

10

20

30

实桥风速/（m·s-1）

40

50

60

（b）扭转

图 6 主梁最终气动控制措施方案竖向、扭转涡激
振动响应幅值随风速变化曲线

Fig.6 Vertical and torsional VIV response of final girder

section with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vs wind speed

阻塞率约为 1.25%，小于要求的 5.0%. 计算域边界条

件确定如下：主梁断面（含栏杆、防撞护栏及气动措
施等）设置为无滑移壁面边界（Wall），计算域左侧

边界设为速度入口边界（Velocity-inlet），即 v = 10.0
m/s，计算域右侧边界设为压力出口边界（Pressure-

outlet），计算域上、下侧边界均设为对称边界（Sym⁃
metry）.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8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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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网格、时间步长主梁断面三分力

对称边界

系数计算结果汇总（+3o 风攻角）

压力出口

速度入口

8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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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3 Summary of the aerostatic coefficients
of the girder section for different meshes
and time-steps（wind attack angle of +3o）

对称边界

6B

14B

图 8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设置

Fig.8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网格划分采用分块化思路，即在主梁断面附属
设施附近区域内设置较密的网格，在远离主梁断面
处网格较为稀疏，以保证计算效率 . 图 9 所示为主梁
断面网格划分示意图 .

湍流模型采用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

网格

时间

阻力

升力系

数量

步长/s

1

523 133

0.000 5

系数 C d

数 Cl

3

659 038

0.000 5

网格

2
2
2
2

586 530
586 530
586 530
586 530

0.000 5
0.000 3
0.000 5
0.001 0

扭矩系数
Cm

1.509 3

0.303

0.075 7

1.509 4

0.293

0.076 1

1.492 4
1.503 3
1.492 4
1.502 7

0.297

0.074 7

0.304

0.076 1

0.297

0.074 7

0.277

0.069 9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值模拟计算结果，针对主梁
最终断面，即在主梁断面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采取

LES）亚格子 Smagorinsky 黏性模型，压力-速度耦合

最终推荐气动控制措施并设置了防抛网、检修车轨

0.000 5 s，入口边界湍流强度设置为 0.5%，湍流黏性

试验，如图 10 所示 . 表 4 所示对比了数值模拟及风洞

问 题 采 用 SIMPLEC 算 法 求 解 ，时 间 步 长 统 一 取

道及排水管等附属设施，进行了主梁节段模型测力

比设置为 2.

测力试验的三分力系数结果 .

（a）整体网格图

图 10 主梁节段模型测力试验照片

Fig.10 Force-measurement photo of girder model
表 4 主梁断面三分力系数模拟与试验结果汇总（+3o 风攻角）
（b）细部网格图

图 9 主梁断面网格划分示意图

Tab.4 Summary of the numerical and test results
of the aerostatic coefficients of the girder
section（wind attack angle of +3o）

Fig.9 Grid of the main deck section

4.2 CFD 计算模型验证
针对最终主梁断面气动外形，在+3°风攻角下进
行网格、时间步无关性检验，以验证数值模拟结果的

准确性［23］. 表 3 所示为不同网格、不同时间步长对应
的主梁断面三分力系数计算结果 . 由表 3 可知，不同

网格对应的计算结果总体较为一致，且针对网格 2
不同时间步长的计算结果也较为接近，综合计算精
度与效率，选择网格 2 与时间步长为 0.000 5 s 进行其
余工况计算 .

风洞试验
三分力系数

（最终方案+
附属设施）

阻力系数 C d
升力系数 C l
扭矩系数 C m

1.621 3
0.227 0
0.050 3

CFD 模拟

CFD 模拟

（最终方案）

（原方案）

1.492 4

1.673 4

0.297

0.074 7

0.296

0.102 8

由表 4 可知，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的阻力系数较

主梁节段模型测力试验结果略显偏小，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测力试验中考虑了防抛网、检修车轨道及排

第3期

水管等附属设施的影响，如图 11 所示，导致断面主

4

梁阻力系数略大 . 综上，CFD 数值模拟精度总体满足
H=1.2 m
上中央稳定板

防抛网

排水管
H=2.5 m 检修车轨道
H=2.5 m 下中央稳定板
四分点稳定板

L=1 m
竖向裙板

轨道以及排水管等附属设施）

Fig.11 Final girder section（including anti-throwing nets，

0

4

之一，其定义为流体速度矢量的旋度，即

静气动力系数

来分析 . 涡量是描述流体旋涡运动最重要的物理量

式中：ν 为速度矢量；Ω 称为涡量，它不仅依赖于点的
图 12 所示为主梁原设计方案及最终推荐气动

11.7

时间/s

涡量/s-1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尺度的旋涡，并逐渐远离断面，对结构影响较小；在

（a）t = 0

涡量/s-1

栏杆处形成少量小尺度旋涡，附着明显并缓慢向下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这一现象导致旋涡形态及运动规律不断变化，整个

（b）t = T/4
涡量/s-1

下表面的旋涡形态具有不规则性，工字梁下翼缘处
涡的脱落，与之前脱落的旋涡一起在尾部形成了卡

11.6

11.8

11.9

coefficients of the girder section

面 . 上表面气流在桥面板前缘发生分离，形成一个大

及下游桥面板后缘由于气流的分离也交替产生了旋

0

Fig.12 Time histories of aerostatic

方案、最终气动控制方案断面在 0、T/4、T/2、3T/4 时

时再次发生分离，形成小尺度旋涡并附着在断面上 .

3T/4

T/4

图 12 主梁断面静气动力系数时程曲线

图 13~16 所示分别为+3°风攻角下，主梁原设计

离形成旋涡，在经过沿主梁横向四分点处下稳定板

12.0

T/2

（b）最终推荐气动控制措施方案

时刻值（0、T/4、T/2、3T/4）.

游移动 . 下表面气流在上游工字梁下翼缘处发生分

11.9

1

控制措施方案断面三分力系数时程及一个周期瞬时

向断面上、下侧分离，大部分气流流经主梁断面上表

时间/s

11.8

2

-1
11.5

空间位置 r，也依赖于时间 t.

梁断面原设计方案来流受到桥面板前缘的影响分别

11.7

0

（3）

刻的瞬时涡量图及流线图 . 由图 13 和图 14 可知，主

11.6

阻力系数 Cd
升力系数 Cl
扭矩系数 Cm

3

4.3 气动控制措施机理分析

( )

1

（a）原设计方案

inspection rails，and drainage pipes）

制措施激励，采用主梁断面周围的流场涡量和流线

3T/4

T/4

2

-1
11.5

为了进一步分析主梁断面涡激共振及其气动控

T/2

0

图 11 主梁最终断面图（包含防抛网、检修车

Ω = rot ν

阻力系数 Cd
升力系数 Cl
扭矩系数 Cm

3
静气动力系数

要求 .

门涡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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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c）t = T/2

12.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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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涡逐渐远离断面，仅有小部分的小尺度旋涡附着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在断面上，对结构影响较小 . 因此，在一定风速条件
下，气流在主梁上、下表面会形成较大的压力差，同

时与尾流区卡门涡街形成的周期性压力差共同作

图 13 主梁原设计方案断面静态绕流瞬时涡量图
Fig.13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of flow around
original girder section

（a）t = 0

用，导致主梁原设计方案断面产生较大的竖向涡激
力，从而引起主梁断面发生竖向涡激共振现象 .

涡量/s-1

（d）t = 3T/4

涡量/s-1

涡量/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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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a）t = 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涡量/s-1

（b）t = T/4

（b）t = T/4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涡量/s-1

（c）t = T/2

（c）t = T/2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d）t = 3T/4

图 15 主梁最终气动控制措施方案断面静态绕流瞬时涡量图
Fig.15 Instantaneous vorticity diagram of static flow around

final bridge girder section with 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

由图 15 和图 16 可知，主梁断面最终气动控制措

施方案来流在上游竖向裙板处分离，在断面上、下侧
（d）t = 3T/4

均形成旋涡 . 上表面形成的大尺度旋涡沿断面向下

Fig.14 Instantaneous streamline of the

度旋涡，附着明显并缓慢向断面下游运动 . 气流在上

图 14 主梁原设计方案断面静态绕流瞬时流线图
flow around original girder section

综上所述，主梁断面原设计方案下表面大部分
小尺度旋涡具有明显的附着现象，而上表面大尺度

游运动，在流经上中央稳定板时再次分离，形成小尺

游裙板下侧形成的小尺度旋涡并未附着在断面上；
气流在上游工字梁下翼缘处发生分离形成旋涡，在
经过沿主梁横向四分点处下稳定板及中央稳定板时
再次发生分离，形成小尺度旋涡并附着在断面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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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杂涡呈现不规则运动 . 因为下游竖向裙板的存

风攻角下，当实桥桥面高度处风速为 30.0~50.0 m/s

断面趋近于流线型化 .

m，超过规范允许值，不能满足要求 .

在，后缘旋涡的生成及脱落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主梁

时，存在明显的竖向涡激共振现象，最大振幅为 0.25
2）对于本桥主梁断面仅采取一种气动控制措施

不能有效抑制涡激振动响应，而采取组合气动措施

后，涡激振动响应得到抑制，且采取“三道下稳定板+
两侧竖向裙板+上中央稳定板”组合气动控制措施
（a）t = 0

时，抑振效果最好 .

3）Π 型钢-混凝土结合断面梁涡激振动气动控

制措施机理主要表现为：设置三道下稳定板可有效
破坏 Π 型主梁下侧较大旋涡，Π 型主梁两侧设置竖

向裙板改善了其气动流线型程度，设置上中央稳定
板可有效阻止主梁上侧较大旋涡的运动 .
（b）t =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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