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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岸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包括前浮

筒、后浮筒、连接件和消能件，前浮筒和后浮筒分

别与连接件两端固定连接，在连接件上垂直设置

有用于扰乱波浪运动的消能件，消能件增加了消

浪垂直水深范围，通过与水体间的摩擦和紊动耗

散波浪的表层能量。消能件为不锈钢管或玻璃

钢，浮筒材料为混凝土或玻璃钢，本设计采用非

对称双浮筒的形式，增大浮式防波堤的相对宽

度，减少了工程造价，同时通过前浮筒反射波浪，

在中间的间隙处对波浪的破碎，以及后浮筒对波

浪再次削减达到多重削减波浪的效果，显著提高

了消波能力，尤其提高了对较长周期波削减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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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包括前浮筒(1)、后浮筒(2)、连接件(3)和消能件(4)；

连接件(3)的两端分别与前浮筒(1)和后浮筒(2)固定连接；

消能件(4)设置在连接件(3)的下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所述后浮筒(2)的高度小于前浮筒

(1)的高度，且前浮筒(1)和后浮筒(2)下边缘齐平；

当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位于水中时，波浪的入射方向从所述前浮筒(1)到后浮

筒(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锚泊装置，所述锚泊装置包括锚链(5)和沉块(6)，所述锚链(5)的一端与沉块

(6)固定连接，锚链(5)的另一端与前浮筒(1)或后浮筒(2)固定连接，设置在同一浮筒上的

锚链(5)对称分布，设置在不同浮筒上的锚链(5)同样对称分布。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消能件(4)超出浮筒下边缘的长度为前浮筒(1)高度的2/3～4/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前浮筒(1)、后浮筒(2)之间的距离与前浮筒(1)、后浮筒(2)的宽度之和的比值为0.8～

1.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浮筒(1)和后浮筒(2)上均设置有开口(7)，用于向所述前浮筒(1)和后浮筒(2)

里面注入水来调节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重量平衡及其吃水深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横截面均为矩形，且前浮筒(1)和后浮筒(2)均为封闭空

腔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沿浮筒长度方向均匀设置多个消能件(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浮筒(1)和后浮筒(2)所采用的材料为混凝土、玻璃钢或纤维增强塑料材料中的

一种或多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其特征在于：

在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外侧对称设置防撞装置(8)，防撞装置(8)包括防腐层

(801)，前受力钢板层(802)，受力腔(803)，弹簧(804)，后受力钢板层(805)，柔性缓冲层

(806)；

防腐层(801)设置在前受力钢板层(802)外侧和受力腔(803)的上侧和下侧，前受力钢

板层(802)和后受力钢板层(805)之间的间隔构成受力腔(803)，弹簧(804)固定连接于前受

力钢板层(802)和受力钢板层(80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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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岸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

背景技术

[0002] 防波堤的结构一般可分为重型和轻型两类，重型防波堤是传统和常用的防波堤型

式，包括斜坡堤、直墙堤和混成堤等；轻型防波堤是近数十年发展起来的，根据波能集中于

表层的特点，结合工程的特殊需要而研究出来的各种轻型防波堤，如透空堤、浮堤、喷气堤

和射水堤等。

[0003] 相比于传统防波堤，浮式防波堤可适应水深较大、地基软弱、大潮差和引入水体交

换等情况，在港口海岸工程、海洋工程以及海水养殖等诸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浮式防波

堤可作为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物，运用在掩护深水港湾码头水域作为船舶临时靠泊码头，

以及掩护水产养殖和海滨浴场水域、掩护海上施工现场、掩护海上军用机动码头水域和作

为海上防灾应急的防浪措施等领域。

[0004] 浮式防波堤是由消波浮体及锚泊系统组成的防波堤。消波浮体是由有一定吃水深

度的箱体或浮排组成，箱体和浮排与一端固定在海底的锚链相连而漂浮在水面上。其消波

原理是利用浮体阻止波浪传播或使波浪破碎，并在波浪作用下的上下浮动和前后摆动，干

扰波浪的水质点运动，破坏波浪内部的水质点运动结构，以达到消减波能的目的。

[0005] 浮式防波堤有工程造价较低、结构简单、修建迅速、拆迁简便、受水深和地质条件

影响小、海水交换功能强等优点，在当前的实际工程运用中倍受海岸工程领域的关注。传统

的浮式防波堤主要利用浮箱将入射波浪能量反射至外海以减小透射波浪，一般由钢板或者

钢筋混凝土等制造，浮箱式浮式防波堤中结构最简单、应用最多的为单浮箱式浮式防波堤。

然而单浮箱式浮式防波堤的消浪效果往往不理想，特别是对于较长周期的波浪，为克服这

一缺陷，需要研究多浮箱式的浮式防波堤。

[0006] 因此研究对较长周期波的削减效果更好的浮式防波堤，是亟需解决的一项技术难

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8]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对较长周期波削浪效果好，

结构简单，节约成本，能够进行多重消浪且消浪效果显著的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

[0009] (二)技术方案

[0010]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案包括：

[001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包括前浮筒、后浮筒、连接件和

消能件，连接件的两端分别与前浮筒和后浮筒固定连接，消能件设置在连接件的下侧。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前浮筒和后浮筒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后浮筒的高度小于前浮

筒的高度，且前浮筒和后浮筒下边缘齐平，当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位于水中时，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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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射方向从前浮筒到后浮筒。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还包括锚泊装置，锚泊装置包括锚链和沉块，锚链的一端与沉块

固定连接，锚链的另一端与分别与前浮筒或后浮筒固定连接，设置在同一浮筒上的锚链对

称分布，设置在不同浮筒上的锚链同样对称分布。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消能件超出浮筒下边缘的长度为前浮筒高度的2/3～4/3。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前浮筒、后浮筒之间的距离与前浮筒、后浮筒的宽度之和的比值

为0.8～1.5。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前浮筒和后浮筒上均设置有开口，用于向前浮筒和后浮筒里面

注入水来调节前浮筒和后浮筒的重量平衡及其吃水深度。

[0017] 根据本实用新型，前浮筒和后浮筒的横截面均为矩形，且前浮筒和后浮筒均为封

闭空腔结构。

[0018] 根据本实用新型，沿浮筒长度方向均匀设置多个消能件。

[0019] 根据本实用新型，前浮筒和后浮筒所采用的材料为混凝土、玻璃钢或纤维增强塑

料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0] 根据本实用新型，在前浮筒和后浮筒的外侧对称设置防撞装置，防撞装置包括防

腐层，前受力钢板层，受力腔，弹簧，后受力钢板层，柔性缓冲层；防腐层设置在前受力钢板

层外侧和受力腔的上侧和下侧，前受力钢板层和后受力钢板层之间的间隔构成受力腔，弹

簧固定连接于前受力钢板层和受力钢板层之间。

[0021] (三)有益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实用新型的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综合利用横截面为矩形的双浮筒以

及在双浮筒之间设置的消能件来干扰水体运动，兼顾反射消能、破碎消能和紊动消能的作

用，波浪入射至防波堤处在多重作用下，非线性效应加剧，减小波浪透射系数，达到理想的

防浪效果。

[0024] 2、本实用新型的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与其他浮式防波堤相比，采用非对称

双浮筒的设置以及消能件的设置，在达到相同的消浪效果的情况下，能够减少材料，减少工

程造价。

[0025] 3、本实用新型的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结构简单，组成构件可提前预制而

成，现场施工时可快速拼装而成，并且，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双浮筒上设置开口向双浮筒内注

水，以此调节浮式防波堤的吃水深度，从而增大浮式防波堤的消波能力，并以此来调节前后

两个浮筒的重量平衡。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实施例1的三维立体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实施例1的前视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实施例1的侧视图；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实施例1的俯视图；

[0030] 图5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实施例2的三维立体图；

[0031] 图6为实施例2的防撞装置8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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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附图标记说明】

[0033] 1：前浮筒；2：后浮筒；3：连接件；4：消能件；5：锚链；

[0034] 6：沉块；7：开口；

[0035] 8：防撞装置；

[0036] 801：防腐层；802：前受力钢板层；803：受力腔；804弹簧；805：后受力钢板层；806：

柔性缓冲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实用新型，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

本实用新型作详细描述。

[0038] 实施例1

[0039]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包括前浮筒1、后浮筒2、连接件

3和消能件4，前浮筒1和后浮筒2通过连接件3固定连接为一个整体；消能件4垂直设置在连

接件3上，且消能件4与连接件3固定连接，消能件4用于扰动波浪运动，消能件4通过与水体

间的摩擦和紊动耗散波浪的表层能量。

[0040] 锚泊装置包括锚链5和沉块6，锚链5的一端与沉块6固定连接，锚链5的另一端与分

别与前浮筒1和后浮筒2固定连接，设置在同一浮筒上的锚链5对称分布，设置在不同浮筒上

的锚链5同样对称分布，配重块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锚定在海床上，通过锚链将浮筒相对固

定在海面上一定范围内。

[0041] 如图3所示，浮筒为横截面为矩形的封闭空腔结构，这里设浮筒的宽度均为B1，设

前浮筒1的高为h1，后浮筒2的高度为h2，内部中空，提供整体浮力，浮筒可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传统混凝土浇注或者新型材料玻璃钢预制而成，这里设消能件4为直径为D的不锈钢管或

玻璃钢管，其连接件3分别与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一个侧面垂直固定连接，固定连接的方式

为法兰连接，锚链与两个浮筒的另一侧分别固定相连且对称布置，消能件4垂直设置在连接

件3上，且消能件4与连接件3固定连接，消能件4在使用时深入海水中。

[0042] 优选地，如图3所示，设消能件4超出浮筒下边缘的长度为H，且H约为浮筒高度h的

2/3～4/3，之所以对H取值有所限定，是因为如果H<2/3～4/3h，不能够起到一定的消浪效

果，反而浪费材料；如果H>2/3～4/3h，则会提高造价，因此H应在2/3～4/3h这个范围内取值

性价比最高，同时H宜根据不同水域的情况和消波要求具体取值。

[0043] 连接件3的长度也是能够根据不同的消波要求进行改变，如图4所示，设连接件3的

长度为B1，B1可根据不同的消波要求进行改变。

[0044] 优选地，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长度相同均为L，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宽度相同均为

B1，前浮筒1和后浮筒2下边缘齐平，使用时，前浮筒1要比后浮筒2先接触到波浪，即波浪的

入射方向从前浮筒1到后浮筒2，如图1中所示。

[0045] 优选地，前浮筒1和后浮筒2之间的距离与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宽度之和的比值为

0.8～1.5。

[0046] 优选地，如图3所示，沿防波堤单元长度方向在前浮筒1和后浮筒2之间均匀设置多

个连接件3。

[0047] 优选地，前浮筒1和后浮筒2上设置有开口7，开口7用于向前浮筒1和后浮筒2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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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以调节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重量平衡及其吃水深度，可选地，可直接通过开口7向前浮筒

1和后浮筒2中注入海水，方便又经济，从而满足不同海域条件对于吃水深度的要求，需要注

意的是因为后浮筒2体积比前浮筒1体积小，所以后浮筒的配重量即加入水的量比前浮筒要

大，这样才能保证平衡，防止倾覆。

[0048] 可选地，可以在消能件4的表面上设置花纹或孔增加消能件4表面的粗糙程度，进

一步增大消能件4耗散波浪能的能力。

[0049] 优选地，在浮式防波堤表面涂有防海水腐蚀的涂料，并且进一步地，在涂料中添加

适量的碱性物质，使Ph值达到8.5-10.5，防止海洋生物附着。

[0050] 实施例2

[0051] 本实施例在上述实施例1的基础上略有修改，如图5所示，具体是在前浮筒1和后浮

筒2的外侧对称设置防撞装置8，防撞装置8包括防腐层801，前受力钢板层802，受力腔803，

弹簧804，后受力钢板层805，柔性缓冲层806。

[0052] 具体地，防撞装置8内部结构如图6所示，防腐层801设置在防撞装置8最外面即防

腐层801设置在前受力钢板层802外侧和受力腔803的上侧和下侧，用于防止海水的腐蚀，前

受力钢板层802和后受力钢板层805之间的间隔构成受力腔803，弹簧804固定连接于前受力

钢板层802和受力钢板层805之间。

[0053] 由于可以将防撞装置8与前浮筒1/后浮筒2紧密连接的一侧(即后受力钢板层805

所处的一侧)视为共面，所以这一侧不再设防腐层，在防撞装置受力过程中，前受力钢板层

802首先受到外力的冲击，然后传递到弹簧804，弹簧804设置在受力腔803中，弹簧804再将

受到的力传递到后受力钢板层805处，并在前受力钢板层802和后受力钢板层805之间做简

谐运动，后受力钢板层805最后再将余力传递到柔性缓冲层806，柔性缓冲层806吸能，对前

浮筒1/后浮筒2起到保护，整个防撞装置8对前浮筒1/后浮筒2起到防止外物撞击而造成损

毁的作用，能够大幅延长使用寿命。

[0054] 优选地，柔性缓冲层的材料为海绵、橡胶等具有吸能作用的材料。

[0055] 工作原理

[0056] 一般的浮式防波堤对较长周期波的削减效果差，增大浮式防波堤的相对宽度是提

高对较长周期波削减效果的主要途径，相对宽度定义如下式：

[0057] BL＝B/LW                   (1)

[0058] 式中，BL为相对宽度，B为防波堤的整体宽度，LW为海浪的波长。

[0059] 在海浪波长LW不可控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对较长周期波削减效果，只能增大浮式

防波堤结构宽度B，但是增大浮式防波堤结构宽度会带来造价的急剧增加，也会使锚链的受

力增大，使防波堤的安全可靠度下降。

[0060] 而本实用新型采用双浮筒的形式，提高了防波堤的宽度，并且由于前浮筒1和后浮

筒2之间通过连接件3进行连接，如图4所示，其中前浮筒1与后浮筒2之间的距离B2通过连接

件3代替与浮箱相同的材料填充，这就大大减少了工程造价，同时相比单纯增加防波堤宽度

而言，锚链的受力相对较小。

[0061] 另相关研究表明，一般浮式防波堤的透射系数小于0.5，要求相对宽度BL需要大于

0.3，透射系数定义如下式：

[0062] Kt＝Ht/H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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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式中，Kt为透射系数，Ht为堤后透射波高，Hi为堤前入射波高。

[0064] 因此，由式(2)可知，透射系数越小，消浪效果越好。

[0065] 本实用新型由于在连接件3处设置了消能件4，消能件4增大了消浪垂直水深范围，

波浪理论的研究和相关试验表明，波浪的能量集中在水体表层，水面以下三倍波高的水深

范围内集中了全部波浪能量的98％，消能件4的设置能够使入射波产生紊乱的射流，达到扰

乱波浪运动的效果，并通过与水体之间的摩擦和紊动达到消耗表层波浪能量，从而能够起

到大幅削减波浪能量的作用，与传统浮式防波堤相比，当入射波的波长和波高相同时，本实

用新型设置的双浮筒式防波堤透射系数更小，消浪效果更好。

[0066] 进一步地，波浪透射系数Kt会随着双浮筒的相对间距而变化，双浮筒的相对间距

定义为：

[0067] J＝B2/2B1                      (3)

[0068] 式中：J为双浮箱的相对间距；B2为前浮筒1和后浮筒2之间的距离；B1为单个浮箱

的宽度，因为两个浮箱宽度相同，所以这里B1就直接表示为浮箱本身的宽度。

[0069] 当其他条件不变，J＝0.8～1.5时，此时波浪透射系数Kt较小，此时双浮箱的消浪

效果最好。因此，优选地，本实用新型的双浮筒的相对间距J＝0.8～1.5。

[0070] 由于浮箱式浮式防波堤主要通过反射波浪来消减波浪，结构物迎浪面将部分波能

量反射到外海，减小透射波的能量。本实用新型采用前后两个浮筒来双重抵挡波浪，当波浪

较小时，波浪能够被前浮筒1阻挡，不会产生越浪即波浪越过前浮筒1的现象，但是当风浪较

大的时候，前浮筒1不能够完全抵挡波浪，此时波浪就会越过前浮筒1，到达后浮筒2，这时，

后浮筒2就会对波浪进行二次削减，极大削减波浪的能量。

[0071] 实际上不只起到两重削浪的效果，而是三重消浪的效果，即前浮筒1，后浮筒2和消

能件4三重消浪。当波浪较大而发生越浪的情况时，首先由前浮筒1反射波浪并破坏波浪运

动轨迹削减波浪的能量，此即为第一重消浪；其次在前浮筒1和后浮筒2中间的间隙处能够

对波浪产生破碎的作用，再加上设置在连接件3上的消能件4，增加了消浪垂直水深范围，使

波浪在密布的消能件4处产生紊乱的射流，扰动波浪运动，通过消能件4与水体间的摩擦和

紊动耗散表层波浪能量，此即为第二重消浪；最后，通过后浮筒2对波浪进行进一步地削减，

此即为第三重消浪，所以总共起到了三重消浪的效果。

[0072] 三重防线同时作用，大幅提高了消浪效果，同时由于入射波与经过防波堤后的波

浪间会产生相位差，产生的相位差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入射波，对入射波产生一定的削

减作用，而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设置就相当于产生了两次相位差，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消

波效果。

[0073] 因为三重消浪，所以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将前浮筒1和后浮筒2非对称设置，这样就

能够在达到相同消浪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工程材料，前浮筒1起主要的消波作用，需要

设置较高高度，在前浮筒1的作用下，波浪得到足够的削减，如果后浮筒2设置成与前浮筒1

完全相同的高度时，会造成材料的浪费，后浮筒2更多的作为一个补充，为了增加防波堤宽

度来提高消波效果，再加上消能件4的作用，此时的后浮筒2设置较低的高度就可以满足要

求，因此本实用新型中将后浮筒2长度和宽度保持与前浮筒1一致，另后浮筒2的高度小于前

浮筒1，以达到在完全能够保障消浪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工程造价，如图3所示，后浮

筒2的高度为h2<前浮筒1的高度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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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可选地，可灵活采用不同长度、数量的消能件4来适应不同的波浪条件，更加经济

的达到不同的消浪要求，如图3所示，消能件4之间的距离为b，消能件4超过浮筒下边缘的长

度为H，如随着b的减小即消能件4密度的增加，其消波性能会有所提高，随着H的增大即消能

件4长度的增加，其消波性能同样也会有所提高，如当在某些对消波要求较高的区域时设置

钢管间距为b1，长度为L的钢管，但是在对消波要求较低的区域，可相对设置钢管间的间距

为3/2b1(即大于前面的b1)以减小消能件4的密度，长度为2/3L(即小于前面的L，但是长度尽

量在前面要求的范围内选择，H应在2/3～4/3h之间)，间距和长度不要求同时改变，同时改

变可能造成消浪效果下降过大。

[0075] 利用线形波浪理论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0076]

[0077] 式中：kt为波浪透射系数；ki为入射波波数即为入射波波长的倒数；B为结构宽度

(m)；D为结构吃水(m)；d为水深(m)。

[0078] 根据式(4)可知，当ki一定，d一定时，B越大，kt越小，D越大，kt越小，即结构越宽，波

浪透射系数越小，削浪效果越好；且由式(4)可知，不同波高和波浪周期下，浮式防波堤的波

浪透射系数均随着浮箱相对入水深度的增大而减小，因此，优选地在前后两个浮筒上设置

的开口7，通过开口7向前后两个浮筒里面加入水以调节浮式防波堤的吃水，另浮式防波堤

整体的吃水深度增大，以此来进一步减小波浪透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浮式防波堤的

消波性能。

[0079] 同时由于本实用新型前浮筒1和后浮筒2非对称设置，因此后浮筒2的体积小于前

浮筒1，当材料密度相同时，会造成后浮筒2重量小于前浮筒1，这样会因为重量不平衡而失

稳，因此，通过向设置的开口7中加入水来调节前浮筒1和后浮筒2的重量平衡也是很有必要

的。

[0080] 除此之外，本实用新型的前浮筒1和后浮筒2均为封闭空腔结构，这样设置配合开

口7的设置能够进一步增强浮式防波堤的削波能力，具体地，封闭空腔结构加入水后能够削

弱波浪运动诱导的辐射波，浮箱内的水随着浮式防波堤的运动产生晃动，使防波堤内部存

在一个力来抵抗外面的波浪力，减少防波堤的运动幅度以及由于波浪引起的受迫振动，进

一步降低波浪透射系数，从而进一步增强防波堤的消波性能。

[0081] 本实用新型的非对称双浮筒式浮式防波堤综合利用横截面为矩形的双浮筒以及

在双浮筒之间设置的消能件4来干扰水体运动，兼顾反射消能、破碎消能和紊动消能，波浪

入射至防波堤处在多重作用下，非线性效应加剧，减小波浪透射系数，达到理想的防波效

果，除此之外，本实用新型能够减少材料，减少工程造价，结构简单，组成构件可提前预制而

成，现场施工时可快速拼装而成，并且，通过在双浮筒上设置开口向双浮筒内注水，以此调

节浮式防波堤的吃水深度，从而增大浮式防波堤的消波能力，并以此来调节前后两个浮筒

的重量平衡。

[0082] 需要理解的是，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进行的描述只是为了说明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路线和特点，其目的在于让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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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实施，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述特定实施方式。凡是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范围

内做出的各种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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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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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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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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