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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楔形建筑风载荷数值模拟及模型尺度效应研究
孙学儒,孙 勇*,吴文杰,段 峰,宋鹏超
山东农业大学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本文采用 CFD（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 STAR-CCM+，模拟不同风向角下泰安文化艺术中心的表面风压，并

与实际风洞试验结果比较验证；采用经过验证的数值计算方法，分析了简化几何情况下的泰安文化艺术中心尺度效

应对实际评估风载荷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CFD数值计算方法能够真实反映建筑表面风压特性；尺度效应对建筑

表面的平均风压系数影响微弱，但是对建筑尾部的流场分布及流速大小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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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Wind Load and the Model
Scale Effect of Large Tapered Building
SUN Xue-ru, SUN Yong*, WUWen-jie, DUAN Feng, SONG Peng-chao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We use the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oftware STAR-CCM to simulate the surface wind pressure of
the Taian culture and art center at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angles, and compare with the actual wind tunnel test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cale effect of Taian culture and art center on wind load under simplified geometry using
the verified numerical calcul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e CFD numerical method calculation can truly reflect the wind
press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ilding surface, and the scale effect has weak effect on the average wind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the building surfac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flow field distribution and velocity of the building tail.
Keywords: Tapered building; wind load; numerical simulation; scale effect

近年来由于全球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增加，大风天气往往会对大型建筑结构带来较为严重的威胁，

以至于大型建筑的风载荷及抗风研究一直备受关注，特别对于设计阶段的分析校核上，如何快速评

估建筑风载荷是否满足设计规范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KIM[1]、王振华[2]等人采用基于雷诺时均方程的标准 k-ε、RNG k-ε、Realizable k-ε和雷诺应力模型四

种湍流模型对大跨屋盖表面平均风压分布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四种湍流模型的模拟结果之间

差异较小；何连华[3]等人通过风洞试验和数值模拟，对成都来福士广场建筑群分别进行了表面风压

测试试验及行人高度风环境的模拟研究，为主体结构设计和幕墙设计提供依据，并结合研究成果提

出了改善建议；何星星[4]等人基于 CFD数值模拟方法，利用 RNG k-ε湍流模型对阶梯型大跨屋盖风

荷载进行了研究，并与风洞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阶梯型大跨屋盖结构表面的风压分布及变

化规律，为同类复杂体型的大跨结构抗风研究提供依据。

建筑外形是决定气动荷载的关键因素，通过合理改变建筑外形，对建筑外形进行优化设计，可

以显著改变作用于建筑结构的风荷载。余远林[5]、谢壮宁[6]等人对不同锥度的楔形建筑模型进行风效

应研究，表明适当锥度的体形可以有效消减作用于结构上的横风向气动荷载；邓挺[7]等人通过试验

表明，对楔形建筑的中间层角区进行敞开处理(局部气动措施)后，建筑结构风致荷载的消减效果明显。

虽然 CFD方法具有分析周期短，成本低且可以获得极为丰富的流动细节等显著优点，但是相教于模

型风洞试验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试验结果不同，CFD方法计算结果受使用不同软件、不同湍流模型

及不同网格等因素影响较为剧烈；因此使用 CFD方法分析实际问题需要很多的实际计算经验和必要

的计算验证；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选择已有试验结果作为 CFD验证的数值基准，通过比较 CFD 计算

结果同试验的差距来判定数值计算方法是否可靠及适用。对于超大型建筑，风洞试验往往只能在模

型尺度下完成，而直接将模型试验的结果应用在实际尺度上是否恰当有待商榷，而 CFD方法可以在

满足计算机计算能力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模型尺度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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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及数值分析模型

1.1 试验概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泰山文化艺术中心，主体建筑高 31 m，屋顶最高点 40.9 m，总占地 38558 m2，

屋顶结构可以分为 A区、B区屋顶和 C区顶棚，如图 1。风洞试验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风洞实验

室完成，该风洞为直流下吹式风洞，全长 96.5 m，包含两个试验段。试验在高速试验段进行，试验

段尺寸为 4 m 宽、3 m 高、22 m 长，风速在 2 m/s 到 30 m/s连续可调。风洞外观如图 1；根据风洞

阻塞度要求、转盘尺寸及原型尺寸，试验模型缩尺比确定为 1:150，试验在 B类地貌下进行，取风剖

面指数α=0.16；参考高度取 350 m，试验风速为 16 m/s。在风洞中采用尖劈配合粗糙元的方法模拟得

到的风速剖面。模型根据建筑图纸准确模拟了建筑外形，以反映建筑外形对表面风压分布的影响。

图 1 风洞试验模型 图 2 CFD分析模型
Fig.1 Model of wind tunnel test Fig.2 Model of CFD analysis

1.2 数值计算模型及边界条件

为了准确模拟实际模型试验场景，CFD验证分析所采用的几何模型同试验模型尺度相同、几何

相似，具体模型如图 2。入口边界条件同试验保持一致，CFD模型的边界条件设置见表 1；计算域宽

度和高度同风洞试验尺寸相同，长度为模型前方 2H为速度入口，模型后方 5H为压力出口(H为建

筑高度)。
入口速度分布采用了一般速度入口边界条件，平均风速剖面和湍流风剖面通过编写场函数定义，

风洞试验及 CFD分析入口平均风剖面分布如图 3（a）；CFD分析一般入口湍动强度分布如图 3(b)。

(a) 平均风速剖面 Average wind velocity profile （b）湍流度剖面 Turbulivity profile
图 3 平均风速及湍流度剖面

Fig.3 Profiles of mean wind velocity and turbulivity
表 1 边界名称及边界条件

Table 1 Boundary names and conditions
位置

Location
边界类型

Boundary types
边界条件

Boundary conditions

入口处 速度入口
Ux(z)=Ub(z/zb)α
k=3/2(UxI)2
=C0 . 7 5

µ k1.5/L

出口处

上部

压力出口

对称面
底部 壁面
侧面 对称面

建筑物表面 壁面
备注：Ux表示入口速度，Ub为平均风速（与试验一致），z表示高度，zb参考高度为 350 m，I表示湍流强度，相关参数定义参看参考文献[8]。
Note: Ux: inlet speed; Ub: average wind speed; z: height; zb: reference height of 350 m; I : turbulence intensity, its relevant parameters are shown in
reference[8].

1.3 网格划分及湍流模型的选取

CFD计算中空间离散如图 4，为了精确模拟几何周围流场，对模型周围及尾流 5度范围加密。

计算选择瞬态的 SST（Menter）k-ω湍流模型[9]，建筑壁面选择生成 6层边界层，以使棱柱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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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同六面体网格之间过度均匀，通过调整边界层内层厚度，控制建筑壁面边界层处 Y+值处于 80~300
范围[10]。计算域空间离散网格数量达到了 350万。

图 4 CFD分析网格及网格加密方式 图 5 风向角定义
Fig.4 CFD analysis grid and encryption Fig.5 Definition of wind direction angle

1.4 风向角定义

风向角的定义如图 5所示；风洞试验一共完成了 36个风向角（每隔 10度）的试验测试；CFD
分析为了验证数值计算方法的可靠性，对不同风向角工况进行了相应的数值模拟。为了验证 CFD 计

算所得建筑表面平均压力系数结果是否准确，在建筑表面上选取了 6个关键点，通过将试验结果同

CFD计算结果所得 6个关键点的平均压力值进行比较，验证 CFD方法的计算精度，为后文分析尺度

效应寻找一个合适的数值计算方法。这 6个观测点的具体位置如图 6，建筑外表面左右对称，监测

点均分布在东部建筑表面，其中 P1~P3分布在建筑 C区顶棚上，P1 为顶棚的最北位置，P2 为顶棚

最高位置，P3 为顶棚的最南位置；P4 为 B区屋顶上表面最南位置；P5为 A区屋顶上表面最南位置，

P6 为幕墙中间高度位置（曲面曲率最大位置）。

1.5 风压结果分析

图 7是 90度建筑表面的压力分布图；上部分 EFD表示风洞试验结果，下部分为 CFD计算结果。

图 8是 0度级及 180度风向角建筑表面的压力分布图；其中左边为风洞试验结果，右边为 CFD计算

结果；如果仅分析压力分布图，有以下结论：1）在四个不同的风向角下，风洞试验结果及 CFD分

析结果建筑表面压力分布趋势比较接近；2）四个不同风向角下，风洞试验及 CFD 分析结果的平均

压力系数极值大小比较接近，图 9（a）中压力最大值出现在正北方，大小接近 0.8，模型试验及 CFD
计算吻合良好；3）一些表面压力变化剧烈位置模型试验同 CFD计算结果压力大小及分布存在一定

偏差，如图 8西测 A区屋顶，CFD计算结果同模型试验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在本文中，平均压力系

数 Cp的定义见式： 2

2

1





V

pzyxpzyxC p


),,(),,( (1)

式中�� �ǡ�ǡ� 是一段时间内测量或计算所得的时均压力，p∞表示来流（远场）的静压，ρ∞表示来

流（远场）的密度，V∞表示来流（远场）的速度，本文取用 B类地形实际高度 10 m处来流速度。

图 8 建筑表面的压力分布云图
Fig.8 Pressure distribution cloud pictu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building

（a.0度风向角 wind direction angle at 0°, b.180度风向角 Wind direction angle at 180°）

图 6 平均压力系数观测点分布
Fig.6 Observation point distribution

of mean pressure coefficients

图 7 建筑表面的压力分布云图（90度风向角）
Fig.7 Pressure distribution cloud pictu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building (Wind direction angle at 90°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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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监控点平均压力同风向角的函数曲线
Fig.9 Function curve of average pressure and wind direction angle at the monitoring point

监控点平均压力系数随不同风向角的变化曲线如图 9所示。其中的 P1~P3点属于顶棚上的三点，

实际风洞试验及 CFD计算结果均比较稳定且两者吻合良好；而 P4~P5 点由于属于下层屋顶，流场受

到建筑本身干扰较大，且测量监控点位于屋顶边缘位置，这样给测量及计算带来了不稳定性，导致

测量及 CFD分析结果极值存在较大偏差，P4点在 240度风向角平均压力系数误差值达到 0.8，P5 点

在 180 度风向角平均压力系数误差值达到 0.7；P6 点位于流动分离位置，受到风向角的影响较为剧

烈，同时 P6点处于流动分离位置，存在较大的速度梯度，这样也容易导致测量及 CFD计算误差。

但是从图 8及图 9中可以看出，虽然建筑表面的某些位置 CFD计算的压力系数同试验结果的压

力系数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从分布趋势看，总体吻合良好。

总结以上分析，认为本文所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是较准确的，可以用于后续分析。

2 尺度效应模拟及分析

2.1 计算模型及缩尺比

本部分采用前文通过验证的数值计算方法，完成对大型楔形建筑风载荷尺度效应的研究。计算

模型同前文采用的数值模型主尺度相同，但是考虑到不必要的建筑细节会导致计算网格的激增且还

会带来不必要的流场扰动，因此对前文计算模型进行了一定简化；如图 10所示，风向角的定义同前

文相同，由于本部分仅分析尺度效应作用，故除去了风向角的影响，仅分析了风向角为零的情况，

并且在计算过程中，由于建筑和边界条件左右对称（从零度风向角方向上看），故 CFD分析仅计算

半个模型，中间采用对称面边界条件处理。

计算采用的缩尺比及具体网格数量见表 2；本部分一共分析了 6个不同的缩尺比。
表 2 尺度效应分析模型编号及网格数量

Table 2 Scale effect analysis model number and grid number
项目 Item 1 2 3 4 5 6

采用的缩尺比 150 16.67 9.38 6 4.17 3
计算网格数量/万 120 290 480 570 680 860

2.2 尺度效应结果分析

图 11表示缩尺比分别为 150及 3时正东方向视图建筑表面压力分布，图 12为分析的六个不同

(c) P1 (b) P2 (a) P3

(f) P4 (e) P5 (d) P6

图 10 尺度效应分析计算模型
Fig.10 Scale-effect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model
图 11 不同缩尺比建筑表面压力分布
Fig.11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scale ratios

图 12 不同缩尺比建筑表面压力分布
Fig.12 Surfac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scale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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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尺比情况下屋顶表面平均压力分布。比较图 11及图 12中不同缩尺比情况，分析发现建筑表面平

均压力分布及大小均十分相似；初步结论认为建筑表面的平均压力系数受尺度效应的影响比较微弱。

图 13表示建筑中剖面（从来流方向上看）流场来流方向的速度分布，图 14为建筑后方 x/L=1.1
平面（平面与远场来流速度方向垂直）速度分布云图。图 13中，观察速度小于 3 m/s的流场分布区

域，发现缩尺比为 150时速度小于 3 m/s的区域从建筑尾部一直延伸到 x/L=1.4位置；缩尺比为 6时
速度小于 3 m/s的区域从建筑尾部延伸到 x/L=1.3位置，而缩尺比为 3时速度小于 3 m/s的区域从建

筑尾部延伸到 x/L=1.2位置。从建筑对尾部流场的尾流范围的影响上看，尺度效应十分明显。图 14
同样佐证了这一点，在图 14中，尾流速度分布范围存在较大区别，同时，尾流速度在相同位置大小

也存在较大区别，图 14中红色箭头标记位置，在缩尺比为 150时，流速最小值为-2 m/s左右，缩尺

比为 6时，流速最小值为-2.6 m/s左右，缩尺比为 3时，流速最小值为-4 m/s左右。可见，尺度效应

对建筑尾部流场的流场分布及流场流速大小分布均具有较大作用。

3 结 语

（1）CFD数值分析方法作为当前流行的设计及分析工具，越来越受到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其优

势众多，如低设计成本、较高分析精度，并且可以提供完整的流场分布结果。如本文风洞试验一般

尽可测量某些固定点位置的瞬时压力，但是测量点的数量受到传感器数量的限制，并且风洞试验较

难得到流场完整的速度分布结果，而采用 CFD分析方法可以较精确的获取整个流场的压力及速度分

布结果；并且目前常规电脑工作站的计算性能已经能够处理上千万的 CFD 计算网格，这对 CFD 在

结构风工程的应用奠定了硬件基础。本文的第一部分验证了 CFD计算方法的准确性，通过本文使用

的 CFD分析方法可以较精确的求解建筑表面压力分布。

（2）通过本文 CFD分析发现，尺度效应对建筑物表面的压力系数的影响有限，如果仅考虑建

筑表面压力分布，尺度效应或者雷诺数的影响可以忽略，即对于大型建筑，仅仅分析较小的模型尺

度也具有较高的分析精度。但是，如果需要考虑建筑尾流压力及速度分布，尺度效应或者雷诺数则

对建筑尾流速度和压力分布影响较大。本文仅分析单体建筑，如果考虑群体建筑，或者分析建筑之

间相互影响，则需要重点考虑尺度效应或者雷洛数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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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建筑尾流分布（纵中剖面）
Fig.13 Building wake distribution

(longitudinal section)

图 14 建筑尾流分布（横剖面）
Fig.14 Building wake distribution

(transverse s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