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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水动力理论 、模型 试验 和船型优化 等方面对 高速 三体船的研究进展进行 了综述 ，阐述 了高速 三体 

船的应用前景 ，归纳评述 了有 关的研究成果和 尚存在 的问题 ，并提 出了关 于这种新船型的若 干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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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summ ary on high speed trimaran 

LU Xiao—ping，LI Yun，DONG Zu—shun 

(College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Power，Naval Univ．of Engineering，W uhan 430033，China) 

Abstract：A summary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high speed trimaran is made，which contains 

3 parts such as the hydrodynamic research，model test and ship form optimization，and some research 

subjects about this new ship form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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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特种排水型高性能船型的研究趋于活跃 ，如深 V型船 、小水线面双体船以及穿浪双体船等 

都是研究和实用较多的船型，还有一种新船型高速三体船引起 了人们很大的关注．高速三体船水下部分 

由中体(主船体)和两个小侧体(辅船体)组成，3个船体均为细长片体，中体比普通单 体船更加瘦长(L／ 

B大约在 12到 18之间)，侧体排水量不超过 中体排水量 的 1O ，连接桥将侧体与 中体连接成一体．这 

种船型构造使高速三体船的兴波阻力小 ，2个侧体又能提供足够的稳性，连接 桥还具有提高总纵强度的 

功能，同时还有利于形成宽阔甲板面，为设备布置提供更大空间．此外，该船型也具有优良的耐波性，尤 

其是可避免双体船的“扭摇”(横摇与纵摇的耦合摇摆)与“急摇”(短周期的横摇)，并可明显减小纵摇和 

升沉．高速三体船用作军船还有防护能力、破损稳性以及隐蔽性好，利于武器系统分散布置、模块化设计 

和直升机操作等优点．尽管高速三体船与常规单体船相 比也有制造工艺复杂、制造成本 高的缺点，但鉴 

于在主要技战术性能方面的优势，该船型适合用作多种水面舰船，如高速护卫舰、驱逐舰、导弹艇、猎潜 

艇等 ，甚至有人认为高速三体船是未来航母的潜在船型 ，其应用前景相当广阔． 

20世纪 70年代原苏联就对三体船的深、浅水阻力进行 了理论研究 ，随后 国外又发表 了一些三体船 

方案分析和模型试验的文献．9o年代这种新船型开始得到厂商的青睐，有少量实船付诸营运，如爱尔兰 

的三体船“冒险家”号．从 90年代中期开始，该船型受到国外军方重视，美、英及北约其它成员国的海军 

对该船型都产生了兴趣．英 国在此期间开始投 入了大量 资金对军 用三体船进行 研究与设计论 证 ，于 

2000年建造出了 98．7 m长的三体试验舰“RV特里顿”号 (“海神”号)(见图 1)．该试验舰是按护卫舰的 

概念以 2／3的比例缩小设计建造的，下水后进行 了广泛的实船试验 ，目前实船试验仍在进行．英国“未来 

水面战舰(FSC)计划”将三体船作为第一候选船型 ，并计划到 2013年以 FSC替代 22型 、23型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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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意大利对高速三体船也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计算 和模 型试 

验研究 ，研究 内容包括片体布局优化 、兴波阻力特性 、波浪中的运动特 

性以及船体结构强度等．北朝鲜则对 2 500 t级的高速三体船 的片体 

布局和快速性进行 了研究 ，采用了模型试验 、理论计算与分析的方法， 

研究船型与护卫舰相近．美国军方则提出了 47．7 kn航速“蓝骑士”号 

巡逻艇 、30 kn以上航速驱护舰，以及 32 kn航速 25 700 t的“海妖”号 

大型战舰构想，并长期派员参与英 国“海神”号实船试验．法国、日本 、 
加拿大也表现出了对三体船的兴趣． 图 1 “RV特里顿”号 

三体试验舰 

在 国内，近几年高速三体船 的研究也开始受 到重视．2O世纪 9O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哈尔滨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上海船舶科学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几乎同时对高 

速三体船的船型与水动力进行了研究 ，初步了解到其兴波阻力、耐波性方面具有较大优越性． 

当代三体船的研究 已有 2O多年的历程，直到 9O年代中期以后 高速三体船的研究才取得 了较大发 

展．这期 间国内外高速三体船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水动力理论 、模型试验 、船型优化以及概念设计等方面 ， 

也有少量关于结构强度方面的文献，如文献[1]根据一系列假设，将双体船的剪力和扭摇力矩公式作适 

当变换使之适合于三体船的强度计算 ，通过计算实例指 出三体船的扭摇力矩可 以忽略 ，剪力和弯矩是成 

比例的． 

1 高速三体船水动力理论研究进展 

近 10年来 ，以单体船水动力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的高速三体船水动力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 

主要集 中体现在阻力计算方法、耐波性以及稳性计算方法建立等方面． 

1．1 阻力计算方法研究 

高速三体船由于各片体长宽比 L／B较大，线性兴波阻力理论用于高速三体船可望获得较好 的效 

果．而摩擦阻力可利用 ITTC一57公式计算确定 ，形状 阻力采用 “1十K”法确定．除兴波阻力倾 向于采用 

理论方法计算外 ，其它阻力处理方法总的来说与常规船型是类似的．目前 ，较多应用 于高速三体船 中的 

线性兴波阻力理论有薄船理论和细长体理论 ，计算兴波阻力的算例主要是片体为数学船型的三体船 ，如 

Wiglley船型、OHF船型、Et本学者 Takatada等提出的卵型船 ，这或许是研究者考虑到 片体形状设 

计的复杂性，以及为了便于和试验资料进行对比的缘故．文献[4]根据薄船理论的单体船兴波阻力计算 

公式，利用科钦函数的线性叠加原理 ，推导了三体船的兴波阻力计算公式 ，如以下各式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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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Ⅳ口表示主船体 自身的兴波阻力；Rw _--Rw )表示各侧体自身的兴波阻力；R 表示各侧与主船 

体相互干扰产生的兴波阻力 ；RⅣ1 则表示两侧体相互干扰 产生的兴波阻力 ；J。、．厂。，J 、J 以及 J 、J：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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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3个船体各 自的科钦函数． 

此外，文献[53还通过薄船理论求解主体和侧体的波谱函数进而获得三体船的兴波阻力．文献[6]则 

基于 Noblesse的新细长体理论 保 留水线积分，且引入限制系数保证基元 波波陡有上限．除上述线性 

兴波阻力理论外 ，国外也有人采用非线性理论方法处理三体船兴波问题 ，其 中大都采用是 Rankine源方 

法，如文献[8，9]分别用 Kim提出的改进的 Dawson型_1 方法对 20 000 t和 2 500 t的概念设计船进行 

计算，结果与试验资料大体一致．也有文献[11]采用波形分析中的纵切法计算高速三体船的波形阻力． 

上述各方法所得计算结果偏差不大，但其准确性尚有待进一步验证．作者认为从算法结构上说 ，线性 

兴波阻力理论计算公式较为简洁，便于发展为船型优化方法，而阻力的预报则可考虑采用非线性兴波阻力 

理论方法，并按“1+K”法计算粘性阻力，而K的确定方法有待深入研究，其影响因素似乎比单体船复杂． 

1．2 耐波性研究 

国内外高速三体船耐波性理论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意大利对高速三体船的横摇运动理论计算模 

型进行了研究口 ，其片体取为 Wiglley船型，理论模型是假设在高速三体船横摇过程中主船体如单体船 

一 样作横摇运动，而两4,tlt体则伴随着作升沉运动．从物理概念上说这种理论模型与高速三体船实际的 

横摇运动是较为接近的，其理论计算结果与模型试验结果的比较亦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该理论模型的 

有效性．英国对高速三体船在波浪 中的运动与波浪载荷进行了理论研究_1 ，采用 了三维脉动源、三维移 

动脉动源、三维脉动源与水弹性理论结合等 3种理论模型进行 了数值计算 ，据称数值计算结果的比较表 

明，三维移动脉动源方法更适用于高速三体船．在国内，上海船舶科学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对三体船 

的耐波性进行 了理论研究．从定性上来讲 ，与单体船相比三体船侧体的存 在可以增大横摇阻尼，以有效 

地控制三体船的横摇幅值，国内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文献[14]以模型横摇试验得到的衰 

减曲线为基础 ，根据 Bass和 Haddara提出的线性加平方的能量法估算横摇阻尼系数，并用于对三体船 

的横摇运动特征的分析和预报 ，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对 比表 明，在摇幅很小 和高速运动状态下，用线性 

方法进行三体船横摇运动预报是可行的．与国外文献[13]的研究方向相近，本文作者在文献[15]中进行 

了将三维移动脉动源方法用于高速三体船纵摇与升沉理论预报的探讨 ，数值计算 中采用的片体形状 为 

几何相似的双向抛物线船形(一种 Weglley船形)，坐标系与试算单元划分如图 2、3所示，计算结果初步 

验证了三维移动脉动源方法用于高速三体船纵摇与升沉理论预报的可行性．国内还有文献[16]将 2．5 

维方法用于高速三体船的耐波性预报，并将计算结果与切片法和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 ，表明 2．5维方法 

对在规则波(正弦波)中高速迎浪运动的多体船可获得满意的结果．所谓 2．5维方法，如文献[16]所述， 

就是采用三维自由面条件与二维控制方程作为数学模型的理论方法．如前所述，定性上说高速三体船可 

以避免双体船的“扭摇”与“急摇”现象，但高速三体船与双体船耐波性对比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这方面 

的研究有待于加强． 

图 2 双向抛物线船型坐标系 

● — 圈 舅 一  

图 3 单元划 分 

总的来说高速三体船的耐波性具有优势 ，但高速三体船 的耐波性理论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需研究的 

问题包括高速三体船与双体船和单体船耐波性的比较，以及耐波性理论计算方法的研究，本文认为计入 

非线性影响的三维面元法用于高速三体船耐波性计算较为适宜 ，可视为发展方 向． 

1．3 稳性研究 

三体船的稳性由侧体带来的水线面惯性矩增加来保证．文献[173推导了三体船的复原力矩计算公 

式，研究表明三体船的横稳性主要受到侧体跨距和排水量的影响，一个远离中体的侧体与一个靠近中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46． 海 军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笙 !鲞 

的较大侧体对稳性的影响是一致的，应当通过改变侧体尺度和横向跨度的调节以满足初稳性高和大倾 

角稳性的要求 ，并要采用合适的侧体设计 以避免因横摇时一侧片体出水面而引起静稳性 曲线突变．研究 

结果还显示，三体船能够在克服双体船横摇性能不好的缺陷的同时获得较大初稳性 ，而增大跨距对改善 

初稳性起决定作用．尽管如此 ，三体船的稳性研究总的来说还较为薄弱 ，作者认为 ，各种三体船稳性规律 

及其计算方法研究和计算程序的设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2 高速三体船模型试验研究进展 

模型试验方法本身是研究船型及其水动力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此外，三体船作为一种新船型，理 

论方法的计算结果要与模型试验或实船试验结果互相 比较验证．从 国内外至今发表的文献看 ，高速三体 

船的模型试验主要集 中在阻力试验和耐波性试验研究 2个方面． 

文献[18，19]通过研究指出，三体船主体和侧体之间的散波干扰较为 明显 ，主体和侧体之间的狭窄 

水域 内的水波多次反射、叠加 ，因此船波相当复杂，使得兴波干扰情况也 比较复杂．通过模型试验可以对 

片体之间的兴波干扰情况进行研究 ，将总阻力分解为“无干扰阻力”和“干扰 阻力”2部分．“无干扰阻力” 

即为主体和 2个侧体的单体阻力总和；总阻力通过模型试验得到．根据 Froude换算法，阻力分为摩擦阻 

力和剩余阻力 2部分 ，将总阻力和“无干扰阻力”中的试验值扣除相应的摩擦阻力成分 ，再进行无因次化 

和对比分析就可以得到干扰阻力 系数．对某一片体形状的三体船模型试验研究表明 ，不 同侧体位置干扰 

阻力系数的趋势有所不 同L4 ．另外 ，一般的研究表明模型试验得到的片体干扰阻力规律总体上与理 

论计算结果具有可对 比性． 

据高速三体船模型阻力预报 实船总阻力可 以采用工程 中常用 的 Froude法 和 ITTC一78法．文献 

[21]显示，对高速三体船而言，当 F 一0．7～1．0时，Froude法要比ITTC一78法为优，因为在该范围内， 

前者几乎不存在尺 度效应 问题 ，而后 者缩 尺 比为 10的船模要 比缩尺 比为 20的船模 的兴 波阻力 大 

10％ ；而当 F <0．6时 ，则有相反结论 ，因为 Froude法在该范围内有较大尺度效应 ，而采用 ITTC一78法 

可以消除部分尺度效应．作者认为这 2种换算方法可以统一表示 为“1十K”法 ，只不过其 中的形状 因子 

K应取为与 F 有关的参数 ，事实上 Froude法即相应于在“1十K”法中 K取为 1，不难推知 K 的数值应 

随 F 增大而减小． 

众所周知 ，根据静水中的 自由横摇试验记录的 自由横摇衰减曲线可 以得到三体船的线性横摇 衰减 

系数 ，进而求出横摇阻尼系数 ；通过船模在规则波中的零速横摇试验和迎浪试验的测量数据可以换算得 

到实船在规则波中的横摇 、纵摇 、垂荡和阻力增加频率响应曲线．基于上述耐波性试验的基本原理 ，国内 

文献[14]的高速三体船模型耐波性试验研究得出了如下初步结论：在三体船自由横摇初始时，非线性 

阻尼项为阻尼主要成分，随着横摇逐渐衰减 ，非线性项逐渐减小 ；在低速时 ，阻尼非线性较明显，随着航 

速增加，阻尼非线性作用逐渐减弱 ，线性阻尼成为主要成分 ；非线性方法等效线性化和线性方法的计算 

结果同试验结果都比较吻合；侧体横 向位置对横摇阻尼有明显影响，横 向间距增 大时 ，横摇阻尼也 随之 

迅速增大 ，横摇衰减加快 ；布置在侧体内侧舭部的舭龙 骨对横摇阻尼有显著影响(见表 1)；随着航速增 

加，横摇阻尼显著增大，横摇摇幅显著减小．另外，国内文献[22]的研究则表明，高速三体船的纵摇与升 

沉幅值也可以得到显著减小．国外文献[11，12]也对高速三体船的耐波性进行了初步的、常规的模型试 

验研究，国外这方面，的工作还可见文献[19]的报导．在高速三体船耐波性模型试验研究方面国内外的 

研究进展相差并不显著． 

表 1 三体 船零速横摇运动统计特性 

作者认为高速三体船阻力和耐波性的模型试验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一方面 目前 的阻力和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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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计算结果要与模型试验结果 比较以相互验证各 自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 片体布局与船形优化得 到 

的降阻减摇效果也有待于模型试验结果进一步验证．至于船模阻力到实船阻力的换算方法 ，本来就是常 

规船型阻力理论 中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对高速三体船而言，这个问题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当高速三体 

船处于超高速航行状态(实船航速大于 45～6O kn)时，会 出现新的阻力成分 ，如喷溅阻力 ，这种喷溅 阻 

力与滑行艇的喷溅阻力规律将有所不同，需通过模型试验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对这种阻力进行 系 

统的研究． 

3 高速三体船片体布局优化研究进展 

一 般来说 ，通过合理的侧体布置 ，可减阻或减小片体干扰带来的阻力增加 ，但要通过片体间有利的 

兴波干扰来实现大幅度的降阻是 比较困难的．从 目前 的研究文献看 ，片体布局优化的 目标 主要是减阻， 

且大都是采用线性兴波阻力理论方法 ，也有采用模型试验方法的 ，该领域 的研究相对较 多．高速三体船 

船型优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侧体的位置优化 、侧体的主尺度选择 、侧体船型优化以及与侧体排水体积比例 

确定等．也有文献Ezo]研究了侧体纵向位置不对称布置对兴波阻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这种侧体位置并不 

能带来阻力性能上的优势，再考虑到设计和建造上的难度 ，作者建议不采用这种设计． 

对高速三体船而言 ，侧体 的偏移位置包括纵、横 2个方向的位置．纵 向位置有利 的取值范围通常是 

从船舯到尾部．片体横向间距取值范围应当适中，取值过小，片体之间多为不利干扰，且不利于充分发挥 

三体船的优势；取值过大，在舰船建造与使用上也会受 

到限制．当前已采用过的片体布局优化算法有枚举法和 

遗传算法．遗传算法收敛较快 ，在参数较多、搜索空间较 

大时，具有较大优越性；文献E4]在枚举法计算结果基础 

上绘制等值线图谱 ，反映了兴波阻力整个侧体位置范围 

内的分布情 况，从而给 出使兴波 阻力小 的侧体位 置范 

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 中一高速三体船方案在 F 一 

0．5时的兴波阻力等值线 图谱如 图 4所示．另有研究表 

明，不同 F 下三体船侧 体最优位 置差别较 大，且 在低 

目 
＼  

堡 
星 

蛙 

止 

一 50 —30 —10 1o 30 50 

片体横向间距 ／m 

图 4 F 一0．5时的兴波阻力等值线图谱 

下具有较好兴波阻力性能的三体船在高 F 时兴波阻力性能可能会恶化；反之，在高 F 下具有较好 

兴波阻力性能的三体船在低 F 时兴波阻力性能一般却不会恶化 ，因此建议设计时采用高 F 下的最优 

侧体布局．而对主船体波形、侧体纵向位置以及高速三体船剩余 阻力(兴波阻力)曲线间关 系的研究则显 

示出，侧体恰当的纵向位置位于主船体兴波 的波谷附近，例 如有研究显示 ，超高超(F ≥0．72)时，当侧 

体位于主船体舯部时产生有利干扰而使兴波阻力相对较小 ；当兴波阻力出现峰值(F 一0．4～0．5 

附近)时 ，侧体最优位置在 主船体艉部 ．表 2给出了某三体船模型的 F 、侧体纵向位置与剩余阻力系 

数的关 系，从中可看 出侧体纵向位置对剩余阻力 系数有不小 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又与 显著相关 ]， 

其中 b是主船体的中纵剖面到侧体的中纵剖面的距离 ，z为主船体的舯横 剖面到侧体 的舯横剖面的距 

离． 

表 2 某三体 船模型剩余阻力 系数 (船模水线长 L =3．25 m，横 向间距 6=0．238 m) 

C，× 100 

纵向位置 一0 33I Ill 纵向位置 一0 98I m 

侧体的主尺度主要包括长度和排水量等．文献[2o]指出，对船形参数与主船体相近的侧体，若侧体 

长度小于主船体长度 1／10，侧体对三体船兴波阻力影响可以忽略 ；若侧体长度增大到主船体 长度 l／3 

以上 ，低速阶段阻力性能会显著变差．所以，在综合 了位置优化 的作用之后 ，还需考虑侧体排水量、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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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长度系数和宽吃水比等参数的影响．综合侧体各几何参数的影响可知 ：侧体排水量长度 系数 、宽吃水 

比以及纵向位置对阻力性能有较大影响 ，设计时应综合考虑；随着 F 的增大 ，经位置优化后的侧体排 

水量长度系数逐渐减小，但宽吃水比保持在 0．4左右．需说明的是，文献[2o]所得上述初步定性结果计 

人了侧体主尺度的变化会对摩擦阻力的影响． 

至于侧体形状的优化问题，文献1-9]在对内凸(inboard)、对称(symmetry)和外凸(outboard)3种形 

状下的阻力性能研究后发现对称形状的侧体阻力性能最优．此外 ，关于侧体形状优化设计 的文献就不多 

见 了． 

总而言之 ，国内外在高速三体船片体布局的优化方面做了一定 的工作 ，而各片体船型优化 的研究就 

显得薄弱了．作者认为片体布局与片体船形的优化研究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可以将 当今兴波 

阻力理论研究成果与当今工程优化理论相结合建立高速三体船船型优化设计方法．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 论 

高速三体船近 1O年来备受关注，一般认为在相同排水量时其总体性能优于单体船和双体船，有广 

阔的军用 、民用前景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 

(1)在低速段三体船阻力性能并没有优势 ；但在高速段(F 一0．6～1．O)时 ，高速三体船相对单体船 

或双体船具有明显优势． 

(2)在耐波性和稳性方面高速三体船一般也有较大优势 ，尤其是高速三体船能够避免双体船的“扭 

摇”与“急摇”． 

4．2 展 望 

为促进高速三体船的实际应用，也有不少课题需进一步研究 ，如 ： 

(1)开展对相应于 45～6O kn实船航速的超高速三体船研究 ； 

(2)采用已有的或新的工程优化方法对高速三体船进行片体布局与船型优化研究； 

(3)以三维面元法开展高速三体船在波浪 中的运 动研究 ，并进一步开展高速三体船兴波阻力以及 

粘性阻力计算方法的研究 ； 

(4)展开高速三体船的军事应用、船体结构和总布置方面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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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简化模型与三维有限元模型所计算 出的“门形 ”振 动模态 与固有频率值非 常接近．“门形”振动是 

SWATH最重要 的总振动模态．因此 ，本文的算例证实文中所建立的简化模型能方便地求 出 SWATH 

的总振动模态．其方法简便，计算工作量不大，适合在船舶 的初步设计阶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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