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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AESES & SHIPFLOW的球鼻艏优化



CAESES

应用的软件

CAESES是一款全参数化建模及仿真驱动的优化设计软件，是应用

于设计前端的CAE（计算机辅助工程）集成系统。目前已广泛应

用于世界各国的船厂和研究所、能源动力机械及航空发动机公司

等。

SHIPFLOW
SHIPFLOW是一款船舶流体力学设计分析专用软件，它基于非线

性自由面势流理论和雷诺平均N-S方程，能够完善地解决船舶阻

力数值预报的问题。

HEEDS
HEEDS是一款专业优化分析软件，可与诸多CAE软件连接，实现

多目标多学科的优化，且默认的研发方式—SHERPA采用多重研

发策略，具有自适应性及高效性，便于提高优化的速度。

STAR-CCM+ STARCCM+是CDadapco公司采用最先进的连续介质力学数值

技术开发的新一代CFD求解器。

1.船体型线优化的常用方法



优化的过程

1.船体型线优化的常用方法

参数化建模

应用CAESES软件对目标船舶开展半/全参数化建模工作，为型线优化

计算提供随参数变化的型线方案。

基于势流的兴波阻力优化

应用CAESES与SHIPFLOW软件建立基于势流计算的型线优化平台，

通过Sobol 及NSGA- Ⅱ等算法以兴波阻力最小目标对设计方案进

行筛选。

基于粘流计算的船体型线优化

联合CAESES与STAR-CCM+等CFD软件，建立基于粘流的型线优

化平台，直接以总阻力作为优化目标，再通过优化算法对设计方案

进行筛选，以期获得性能更佳的型线。

水池试验

最终将通过水池试验进一步验证型线优化的效果。



描述：

1>在原有线型的基础上以参数控制的方式实现

船体的局部控制成型或变形;

2>变形工具：Cartesian Shift、Delta Shift 、

Surface Delta Shift、 Free Form Deformation。

对比：

操作简单、控制参数较少，适用于局部优化，常

用来优化艏部兴波和尾部伴流场等。

描述：

1>整个船体以参数控制的方式通过曲线和曲面表

达出来 ；

2>CAESES软件实现参数化建模的基本思想是首

先自定义剖面的曲线特征和曲线生成器，然后由这

些特征曲线和剖面生成器生成光顺的横剖线，最后

由曲面对象生成器利用蒙面法生成光顺的曲面。

对比：

建模过程较复杂、控制参数多，但可对整个船体的

曲面形状做修改，调整型线快捷，适用于船型开发。

全参数化建模半参数化建模

基于CAESES的参数化建模

1.船体型线优化的常用方法



半参数化建模

1.船体型线优化的常用方法

Cartesian Shift

Delta Shift

Free Form 
Deformation

在一个球体空间内，通过对x,y,z三向分别创建类似余弦的变形函数，
此变形以源向量为中心，向四周光滑过渡，从而实现对一个既定平
面的波浪式变形。

分别以线(delta curve)和面(delta surface)作为变化
的依据，与船体位置相对应的线和面的坐标值即为
船体此处的变形量

根据变形区域确定一个被称为格子的长方体，并进行局部坐标变换将
待变形物体(船体)线性地嵌入到格子中 ，然后通过调整格子上的控制
点，让格子发生变形，并将变形趋势传递给船体曲面。



开始 定义主要特征参数 编写曲线特征
（Feature）

生成参数曲线
（Curve Engine）

生成参数曲面
（Meta Surface）

船体曲面

根
据
需
要
调
整
参
数

参数化建模技术是指选择决定船舶航行性能的特征参数、特征线，并根据特征参数、特征线生成光

顺的船体线型，FFS软件实现参数化建模的基本思想是首先构建控制主要几何特征的参数化曲线和相关

特征曲线，如设计水线、平边线、甲板线、甲板外飘角曲线等，并定义剖面的曲线特征（Feature）和

曲线生成器（Curve engine），然后由这些特征曲线和剖面生成器生成光顺的横剖线，最后由曲面对

象生成器（Meta surface）利用蒙面法生成光顺的曲面。使用CAESES软件进行船体参数化建模的基本

思路如下图所示。

全参数化建模



（1）生成平行中体

平行中体是船体中最易建模的部分，同时首尾部型线也借由平行中体部分而得以衔接。因此，第一步要做的就

是对船体的平行中体部分进行建模。平行中体部分生成比较简单，通过对剖面线的拉伸得到。

（2）生成船体艉部

建立尾部的相关特征线后，即可包络出艉部曲面，不同形式的艉部建模方式略有不同。

（3）生成艏部曲面

船体艏部通常采用分段生成的方法进行曲面生成。

全参数化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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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CAESES & SHIPFLOW的球鼻艏优化

待优化船型

以标准船模KCS为例，对球鼻艏进行局部优化
主要参数 实尺度数值 模型数值

垂线间长Lpp 230m 7.2786

船宽B 32.2m 1.019m

吃水T 10.8m 0.3418m

型深D 19m 0.6013m

傅汝德数Fn 0.26 0.26

半参数化建模--Free Form Deformation

应用Free Form Deformation功能，将

球艏方案一个矩形box内，box沿x、y、

z分成3-4份，通过改变各交点坐标，实

现box的空间形变，并将box的变形与球

鼻艏的曲面进行关联。



2.基于CAESES & SHIPFLOW的球鼻艏优化

SHIPFLOW计算KCS的船体兴波

通过将SHIPFLOW计算的自由表面兴波分布图与公开的试验值做对比，发现计算结果与试

验值吻合较好。

EFD

SHIPFLOW

KCS自由表面兴波对比图 KCS船体表面兴波对比图



2.基于CAESES & SHIPFLOW的球鼻艏优化

基于势流计算的球艏优化

采用Free Form Deformation 功能对球鼻艏进行半参数化

建模，通过dx、dz01和dz02三个参数对球鼻艏的长度和高度进

行变形的控制。



采用Sobol算法进行搜索

2.基于CAESES & SHIPFLOW的球鼻艏优化

Sobol搜索80次，
des25为最佳方案

原
始
型
线

优
化
后
型
线



2.基于CAESES & SHIPFLOW的球鼻艏优化

优化前后对比

型线方案 对应的实船工况 摩擦阻力 压阻力 总阻力 总阻力变化量

初始方案 T=10.8m, Vs=24kn 66.98N 14.52N 81.5N --

优化方案des25 T=10.8m, Vs=24kn 67.04N 14.05N 81.09N -0.5%

优化后方案

初始方案



基于CAESES的月池参数化建模

3.基于CAESES & STAR-CCM+的月池方案设计

L1=4m
∠a

L2=5m

∠b

参数 数值

垂线间长Lpp <260m

型深D 约20m~30m

月池长 约20m~40m

月池宽 约10m~15m

船型及月池主尺度

设计变量：a：5°~20°
b：5 °~20°



CAESES与STAR-CCM+连接

3.基于CAESES & STAR-CCM+的月池方案设计



CAESES与STARCCM+连接

3.基于CAESES & STAR-CCM+的月池方案设计



月池设计方案筛选

3.基于CAESES & STAR-CCM+的月池方案设计

不同月池方案的对比

b变量与阻力关系更密切，将作

为主变量重点优化，由于a变量与阻

力的关联趋势不明显，后续优化将重

新考虑改变开剖口的形式、做更深入

的分析。

各设计方案计算结果对比

备注：工况为设计吃水、设计航速，总阻力为模型尺度、
半船。



月池内流体运动对比

3.基于CAESES & STAR-CCM+的月池方案设计

月池内速度矢量分布图（Vector  line integral Convolution）

（b）Des0008 （c）Des0005

各设计方案比较，Des008阻力最小，较原始模型减阻1.91%，Des005阻力最大，

较原始模型阻力增加11.1%

（a）Baseline



初始型线方案主尺度信息

初始型线方案

在确定了船长、船宽等主要船型参数后，参考同类型船舶首先设计了初版的船体型线。

参数 数值

垂线间长Lpp （<260m）

总长Loa （<260m）

型深D 20m~30m

初始型线方案三维模型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型线优化



原
始
方
案
A0

原
始
方
案
A1

原
始
方
案
A2

不同艉部方案对比

不同船艉方案对比

型线方案 工况 摩擦阻力 压阻力 总阻力
总阻力变化

量

优化方案A0 满载 17.73N 7.65N 25.38N --

优化方案A1 满载 17.87N 6.55N 24.42N -3.78%

优化方案A2 满载 17.76N 4.72N 22.48N -11.42%

基于CFD的阻力计算：

1）缩尺比为36的模型尺寸计算，靠近船体表面的；

2）第一层网格厚度按照Y+≈100划分，网格总数约

为150万，湍流模型选择SST K-ω；

3）考虑船体左右的对称性，计算时按照半船来计算。

备注：吃水为前期预估吃水，比实际满载吃水小0.3m，总阻力为模型尺度、全船。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型线优化



4.1 基于势流计算的兴波阻力优化

考虑的吃水工况：

满载和移航工况：

优化过程：

1）采用CAESES与SHIPFLOW组成的优化设计平台，通过Sobol 及NSGA- Ⅱ算法对最小兴波阻力进行搜索；

2）通过STAR-CCM+软件对总阻力进行计算，验证优化结果。

+
Sobol 搜索100次

NSGA- Ⅱ搜索8*40次 获得最佳船型

工况 目标航速 优化占比

满载 设计航速 50%

移航 设计航速+1kn 50%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型线优化



优
化
方
案
A2

优
化
方
案
A3

总
阻
力
平
均
降
低

1.22%

不同设计方案的自由液面波形图 不同设计方案的波高图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
4.1 基于势流计算的兴波阻力优化



优化方案A3（移航）

优化方案A2（满载） 优化方案A2（移航）

优化方案A3（满载）
优化方案A3（移航）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
4.1 基于势流计算的兴波阻力优化



型线方案 工况 摩擦阻力 压阻力 总阻力
总阻力变化

量

优化方案A2 满载 17.91N 4.80N 22.71N --

优化方案A2 移航 18.62N 4.88N 23.50N --

优化方案A3 满载 17.99N 4.56N 22.55N -0.70%

优化方案A3 移航 18.68N 4.41N 23.09N -1.74%

优化前后阻力对比

优化前后阻力各项参数对比

约束参数 优化方案A2 优化方案A3

垂线间长Lpp -- +2m

总长Loa -- 不变

满载排水量 +0.12% +0.18%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
4.1 基于势流计算的兴波阻力优化



HEEDS型线优化平台

通过HEEDS软

降将CAESES与

STAR-CCM+搭载

到一起，实现基于

CFD粘流计算的自

动优化。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
4.2 基于粘流计算的船体型线优化



4.2 基于粘流计算的船体型线优化

HEEDS型线优化平台

1）应用HEEDS软件，联合CAESES与STAR-CCM+软件，建立基于粘流的型线优化平台；

2）直接以总阻力作为优化目标；

3）SHERPA算法：具备自适应、高效率及良好的鲁棒性，使设计师可以跨越直觉甚至专业经验的限制进行优化设计。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



4.2 基于粘流计算的船体型线优化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型线优化

优化历程图



总阻力计算结果

优
化
方
案
A4

初
始
方
案
A3

型线方案 工况 摩擦阻力 压阻力 总阻力
总阻力变化

量

优化方案A3 满载 17.99N 4.56N 22.55N --

优化方案A3 移航 18.68N 4.41N 23.09N --

优化方案A4 满载 17.98N 4.19N 22.17N -1.69%

优化方案A4 移航 18.62N 3.95N 22.57N -2.25%

船艏优化

加
权
总
阻
力
降
低

0.65%

优化方案
A3

优化方案
A4

船艉优化

加
权
总
阻
力
降
低

1.32%

4.2 基于粘流计算的船体型线优化

4.某钻井船的型线优化案例-型线优化



5.总结

（1）CAESES软件作为一款参数化建模软件，能够很好的完成船体型线的半/全参

数化建模工作，通过能够与CFD软件连接，建立系统化的CAE平台；

（2）半参数化与全参数建模，在实际的船体型线优化过程中均能够发挥很好的水

动力性能优化效果，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选择合适的参数化建模方法；

（3）CAESES与STAR-CCM+等CFD软件的一体化平台建立，为基于裸船体总阻

力、月池和附体阻力增加以及自航工况的型线优化提供了更多的实现手段，也给工

程师的设计优化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4）期待CAESES软件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中提供给型线设计者更多新功能、新

体验！



Thanks 欢迎指导！
张 琪

中国远洋海运重工技术研发中心

zhangqi@cosco-shipyar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