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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波高与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对于海洋平台设计、海洋工程建筑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基

于 SWAN 模型模拟的波浪后报数据对渤海和黄海北部 1999~2018 年的波浪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分
别对 20 年的波高和周期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得到了研究区域 20 年有效波高和波周期的季平均值
和最大值的区域分布特征。然后以散布图的形式刻画了整个区域 20 年波高和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波高和周期的联合分布规律, 选择了两个研究点 A1 和 A2, A1 在渤海内部相对近
岸, A2 在黄海北部深海区。统计结果表明, 在 A1 和 A2, 波高与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较为相似, 均呈
现斜三角形的分布特征, 然而大波高大周期的波浪却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最后, 利用 20 年的波浪
后报数据, 在 A1 和 A2 点构建了有效波高和谱峰周期的联合概率模型, 并采用 IFORM 法得到了 50
年、100 年和 200 年重现周期的环境等值线, 为研究海域海上结构物的可靠性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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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是自然界中最复杂易变的现象之一, 对于

粤东近岸深水区 2018 年的波浪实测资料, 分析了该

海洋工程以及很多海上活动而言, 分析海浪波高与

海域周年波浪的基本特征, 并深入研究了台风浪的

周期的联合分布具有重要意义。波浪对于海洋工程

波浪特征。范琳琳(2019)基于 WAVEWATCH-III 数值

建筑物的作用力取决于波高和周期的综合影响, 当

后报数据, 分析了南海海域 1989~2018 年有效波高和

波浪的周期与建筑物的自振周期接近时, 产生的共

平均波周期的时空分布和联合分布的特征。谢欣等

振现象对海洋工程建筑物是一种极大的安全威胁

(2019)利用福建外海海浪数值后报数据, 分析了该海

(文先华等, 2016)。渤海、黄海北部(简称黄渤海)地

域海浪波高和周期的统计特性, 提出了以波高和周

处温带, 是典型的半封闭陆架海域, 近十年来, 环

期为双指标的海浪危险性分析方法。这些研究都通过

渤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 该区域发展的重心为海洋

不同海域的波浪数据对海浪的特征进行探讨, 并且

资源的开发和海洋工业的发展(王立国等, 2012)。但

较准确地描述了研究海域的波浪特征。然而, 目前关

黄渤海地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 时常遭受寒潮、台

于黄渤海海域的长期波浪特征的分析较少, 主要是

风等天气过程的侵害。因此深入研究分析黄渤海的

因为难以获得长期的实测波浪数据。

年纪代波浪特征, 可以为该海域相关海洋工程的设
计和防灾减灾提供参考和依据。

本文将利用 1999~2018 年 SWAN 模拟的海浪后
报数据, 对渤海以及黄海北部区域海浪的波高和周

国内学者基于波浪实测数据、后报数据对中国海

期进行统计分析, 讨论该海域的波高分布特征、波周

域的波浪特征已经进行了系列的研究。高晨晨等

期分布特征及波高和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 研究成

(2019)利用响水波浪站 2011 年的现场观测数据, 研

果可为该地区沿海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防灾减灾提供

究了波高和波周期的变化规律。潘冬冬等(2020)利用

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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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鹏等, 2019), 已经被较广泛地应用于波浪的数值

研究区域与波浪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渤海及黄海北部海域为研究区域(图 1),

经度范围为 117°~127°E, 纬度范围为 35°~41°N。

模 拟 ( 丁 磊 等 , 2020; 姬 厚 德 等 , 2021; 周 昕 伟 等 ,
2021)。Shao 等(2020)利用 SWAN 模型对 1979~2018
年中国近海的波浪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并将模拟的

由于波浪实测数据有限, 波浪模拟是在区域或

后报数据与浮标实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模拟结

全球尺度上提供高分辨率和长期波浪信息的一种替

果与实测波浪数据吻合较好, 于是建立了中国近海

代工具(唐军等, 2008; Shi et al, 2019)。SWAN 是一种

海浪后报数据库。本研究直接提取了数据库中渤海以

基于能量平衡方程的波浪数学模型, 全面地考虑了

及黄海北部区域 1999~2018 年海浪的后报数据为数

多种物理过程, 包括风生浪、白帽耗散、底摩擦耗散、

据来源。后报数据的空间精度为 0.1°, 时间步长为

深致破碎、波-流相互作用、非线性波-波相互作用等

1 h。

图1
Fig.1

2

研究区域和研究点 A1、A2
Research area and site deployments

渤海、黄海北部波高周期分布特征

发生次数较少, 主要受冬季风暴影响。有效波高季
平均值的区域特征明显, 受水深影响, 有效波高在

海浪波高和波周期的分析对海洋工程有着重要

研究区域中间的深水区大于四周的近岸区, 并且呈

的影响, 特别是在荷载估算、设备调整、沙丘侵蚀以

现南向北递减的趋势, 在黄海北部深海区, 四个季

及波浪能开发(乔守文等, 2020; Gao et al, 2021)。本文

节的有效波高平均值均大于 1.0 m, 并且平均值的

利用从数据库提取得到的 20 年的后报数据, 对研究

最 大 值 均 出 现 在 (124°E, 35°N)附 近 ; 在 渤 海 海 域 ,

海域的波高和周期做多年的季节平均, 得到了波高

四个季节的有效波高平均值均小于 0.8 m, 夏季小

和周期季节平均的分布图, 以波高, 春季为例, 它们

于 0.5 m。

是 20 年内春季所有空间记录的平均值。同时也获取

由图 3 可知, 波周期的季平均分布特征与有效波

了所有空间记录的 20 年波高和周期的最大值, 得到

高的分布类似, 季节性特征较为显著, 在夏季, 波周

了最大值的分布图, 结果如下。

期的平均值大于其他三个季节, 最大可达到 7.8 s。波

2.1

周期季平均值的区域特征较为明显, 呈现出由南向

波高和周期的季节性分布特征
分析图 2 可得该海域有效波高季节性变化较为

北递减的趋势, 在黄海北部深海区, 四个季节的波周

显著, 在冬季, 有效波高的平均值明显大于其他三

期平均值均大于 7 s; 在渤海海域, 波周期的季平均

个季节, 最大可达 1.2 m, 主要原因为该区域台风

值均较小, 四季均不超过 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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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波高的季节平均值

The seasonal mean of wave height in the research area
注: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图3
Fig.3

研究区域波周期的季节平均值

The seasonal mean of wave period in the research area
注: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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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和周期最大值的分布特征
由图 4 可知, 研究区域 1999~2018 年波高最大值

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 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减小的趋

图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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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黄海北部最大可达到 8.75 m, 在渤海区域, 均小
于 5.5 m。同样, 受水深影响, 波高的最大值呈现由深
海向近岸逐渐减小的趋势。

研究区域波高 20 年的最大值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of the 20 years in the research area

图 5 描绘了研究区域 1999~2018 年波周期最大值

因此, 对于某个给定的海况来说, 波高和周期的联合

的分布特征, 与波高明显不同, 波周期最大值在整个

分布对于波浪破碎概率的估计意义重大。同时海浪的

研究区域均较大, 最大可达到 19.5 s。

波高和周期联合分布关系也是海洋平台、海洋浮式设

3

渤海、黄海北部波高和周期联合分布特征
对于大多数波浪来说, 其波高和周期是相互关

联, 因此研究海浪波高和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对海

施等海洋结构物的重要设计参数(黄必桂等, 2017)。
本文以散布图的形式(见图 6、图 7)刻画了波高和周期
的联合分布规律。
3.1

洋工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波高和周期不能保持维

研究区域波高和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
由图 6 可知, 波高位于 0.5~1.0 m 并且波周期位

持其稳定所需要的平衡状态时, 波浪就会发生破碎。

于 4.0~5.0 s 的波浪在 20 年里是发生次数最多的, 随

图5
Fig.5

研究区域波周期 20 年的最大值

The maximum wave period of the 20 years in the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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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
3.2

研究点波高和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
以 A1 和 A2 为研究点, 对 1999~2018 这 20 年的

黄渤海海域的波浪的波高和周期的联合分布特征进
行了分析(见图 7)。A1 点和 A2 点分别位于渤海内部
莱州湾附近海域和黄海北部深海海域(见图 1), 代表
了不同海区的波浪特征。
在 A1 点, 波浪的周期分布在 0~18 s 之间, 其分
布在 1~9 s 的范围内逐渐递增, 周期大于 9 s 的情
况开始急剧减少。其波高的分布在 0~1.0 m 的范围
内最多, 波高大于 1.0 m 之后, 分布的情况逐渐减
少。波高在 0.5~4.0 m, 周期大于 10 s 的波浪几乎没
图6
Fig.6

研究区域波高和波周期联合分布散点图

Scatter map of joint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in the research area
注: 图像右侧颜色栏表示波浪发生频次

有发生, 波高位于 0~0.5 m 并且波周期位于 3.5~4.0 s
的波浪在这 20 年里是发生次数最多的。在 A2 点, 波
浪的周期分布在 0~17 s 之间, 其分布在 1~13 s 的范
围内逐渐递增, 周期大于 15 s 的情况开始急剧减

着波浪波高的增大以及波周期的增长, 各级波浪出

少。其波高的分布在 0~2.0 m 的范围内最多, 波高大

现的次数逐渐变小, 0~0.5 m 的波浪主要以大于 2 s

于 2.0 m 之 后 , 分 布 的 情 况 逐 渐 减 少 , 波 高 位 于

小于 7 s 周期的波居多, 0.5~2.0 m 的波浪主要以大于

0.5~1.0 m 并且波周期位于 4.0~6.0 s 的波浪在这 20 年

4 s 小于 7 s 周期的波居多, 大于 2 m 的波浪其波周期

里是发生次数最多的。相比于 A1 点, A2 点波高周期

主要在 6~16 s, 可见海浪波高较大时往往相对应的

分布比较均匀, 可能是由于 A1 点离岸近, 受水深和

波周期也较长。从整体上而言, 20 年里海浪以超过

内陆影响导致, 而 A2 点处于深海区域, 水深大, 相

95%的概率发生在波高位于 0~1.5 m, 波周期在 0~7 s

对开阔无遮拦。

图7
Fig.7

研究点 A1 (a)、A2 (b)的波高和波周期联合分布散点图

Scatter maps of joint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at the Sites A1 (a) and A2 (b)
注: 图像右侧颜色栏表示波浪发生频次

4期

995

李佳谦等: 渤海和黄海北部波高与周期联合分析

表1
Tab.1
Hs/Hm
0.0~0.5

研究点 A1 波高周期联合概率密度分布

Joint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at Site A1
Tp/Tm

0.0~0.4

0.4~0.8

0.8~1.2

1.2~1.6

1.6~2.0

2.0~2.4

>2.4

0.008 8

0.831 9

0.453 3

0.011 7

0.001 0

0.001 5

0.005 2

0.5~1.0

—

0.530 9

0.696 5

0.140 3

0.001 3

0.000 1

0.000 4

1.0~1.5

—

0.006 2

0.238 6

0.228 7

0.004 1

0.000 1

—

1.5~2.0

—

—

0.018 7

0.216 2

0.004 1

0.000 4

—

2.0~2.5

—

—

—

0.185 1

0.012 4

0.000 1

—

2.5~3.0

—

—

—

0.093 6

0.022 5

—

—

3.0~3.5

—

—

—

0.032 6

0.033 4

—

—

>3.5

—

—

—

0.005 6

0.057 9

0.004 1

—

表2
Tab.2
Hs/Hm

研究点 A2 波高周期联合概率密度分布

Joint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at Site A2
Tp/Tm

0.0~0.4

0.4~0.8

0.8~1.2

1.2~1.6

1.6~2.0

2.0~2.4

>2.4

0.0~0.5

0.026 0

0.660 2

0.358 8

0.097 9

0.017 3

0.009 9

0.000 2

0.5~1.0

—

0.618 9

0.991 6

0.272 4

0.048 0

0.027 6

0.002 0

1.0~1.5

—

0.099 5

0.667 5

0.128 6

0.045 5

0.021 7

0.001 0

1.5~2.0

—

0.000 5

0.325 1

0.095 0

0.018 5

0.010 8

0.000 4

2.0~2.5

—

—

0.093 6

0.125 0

0.005 9

0.002 5

0.000 1

2.5~3.0

—

—

0.011 0

0.107 8

0.001 4

0.000 7

—

3.0~3.5

—

—

0.000 7

0.057 3

0.000 7

0.000 2

—

>3.5

—

—

0.000 2

0.038 9

0.005 5

0.000 6

—

图8
Fig.8

研究点 A1 (a)、A2 (b)的波高和波周期联合分布

Joint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at the Sites A1 (a) and A2 (b)

本文进一步对研究点(A1 和 A2) 20 年的波高与

高 Hm 和平均周期 Tm 进行无因次化, 得到无因次波高

周期的联合概率密度分布进行了研究, 为了比较方

Hs/Hm 和无因次周期 Tp/Tm, 统计得到研究点 A1 和 A2

便, 将波高和周期无因次化, 分别以 20 年的平均波

波浪在每个区间的概率密度(表 1 和表 2), 并绘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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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密度分布图(图 8)。从图 8 可以看出研究点 A1

与

湖

数为:

和 A2 的波高和周期联合分布较为相似, 均呈现类似

fHs  h 

斜三角形分布。两个点最大概率密度均出现在 Hs/Hm
和 Tp/Tm 为 1 的附近, 并且大波高大周期的波浪与小
波高小周期的波浪发生概率较小。
3.3

基于 IFORM 法的波高周期联合分布分析
海洋工程上在设计海上风机或者任何类型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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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h   
 exp     ,

   

(2)

式中, β 和 ρ 分别表示 Weibull 分布的形状参数和尺
度参数。条件密度函数使用对数正态分布, 其密度
函数为:

限环境载荷, 通过在环境等值线上选取设计工况计

  ln t    h  2 


(3)
 exp 
,
2
2  h  t
2  h 


式中, 参数 μ(h)和 σ(h)是在波高为 Hs 的情况下, 变量

算响应, 能够大幅减少仿真时间, 降低成本。

lnTp 的期望和标准差。这两个参数可以通过属于一个

上结构时, 预测未来结构的长期极端响应或载荷是
关键的一步。环境等值线法可独立于结构响应识别极

1

fT p H s  t / h  

本文针对研究点(A1、A2) 20 年的波浪后报数据,

范围内波高对应的周期来估计。为了推出观测范围以

构建了有效波高 Hs 和谱峰周期 Tp 的联合概率模型,

外的值, 用以下函数形式来拟合, 对应的参数估计如

该模型可以表达为:

表 3 所示。

f H sTp  h, t   f H s  h  fTp H s  t / h  ,

式中, h 和 t 分别表示有效波高和谱峰周期的数据。有
效波高的边缘分布用 Weibull 分布来拟合, 其密度函
表3
Tab.3
研究点
A1
A2

a1
0.823
(0.742,0.904)
1.008
(0.945,1.071)

  h   a1  a2 h a3 ,

(4)

  h   b1  b2 exp b3 h ,

(5)

(1)

式中, 系数 ai 和 bi 通过最小二乘法获取。

研究点(A1、A2)谱峰周期参数估计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pectral peak period at the Sites A1 and A2
a2
0.545
(0.455,0.635)
0.639
(0.575,0.703)

谱峰周期对数正态分布参数估计
a3
b1
0.638
–0.021
(0.553,0.723)
(–0.065,0.023)
0.407
0.063
(0.377,0.437)
(0.049,0.077)

有效波高的边缘概率密度分布以及谱峰周期
(Hs=0.6~1.1 m)的条件概率密度分布如图 9 所示, 可

4

b2
0.431
(0.393,0.469)
0.469
(0.436,0.502)

b3
0.488
(0.367,0.609)
0.622
(0.525,0.719)

结论

以看出拟合公式非常符合实际数据的分布规律。基于

本文采用 SWAN 模型模拟的波浪后报数据对中

有效波高和谱峰周期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采用

国黄渤海海域 1999~2018 年的波浪特征进行了统计

IFORM 法构造环境等值线。图 10 展示了研究点 A1

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和 A2 基于 IFORM 法的 50 年、100 年和 200 年重现

(1) 黄渤海海区波浪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冬季有

周期环境等值线, 为黄渤海区域海上结构物的可靠

效波高平均值大于其他季节, 最大可达 1.2 m, 主要

性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因为冬季风暴是黄渤海的主导天气; 夏季波周期的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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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Fig.9

研究点 A1、A2 的有效波高和谱峰周期的概率密度分布

Distributions in probability density of the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and spectral peak period at Sites A1 and A2

图 10
Fig.10

研究点 A1 (a)、A2 (b)的环境等值线

Environmental contours at Sites A1 (a) and A2 (b)

平均值大于其他季节, 其最大可达到 7.8 s。研究区域

(3) 波高位于 0.5~1.0 m 并且波周期位于 4.0~

波浪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受水深影响, 有效波高

5.0 s 的波浪是黄渤海海域 20 年里发生频次最多的。

呈现出周边小, 中间大的特点; 波高和周期均呈现由

通过两个研究点(A1、A2)分析表明, 在黄渤海海域,

南向北降低的趋势, 在黄海北部, 四个季节的有效波

波高周期的联合分布基本呈类似斜三角形分布, 并

高平均值均大于 1.0 m, 波周期的平均值均大于 7 s;

且大波高大周期波浪的分布特征在渤海和黄海北部

在渤海海域, 四个季节的有效波高平均值均小于

是有所差别的。

0.65 m, 四个季节的波周期平均值均不超过 5 s。
(2) 研究区域 20 年波高最大值分布的区域性较
为明显, 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减小的趋势, 在黄海北部
最大可达到 8.75 m, 在渤海区域, 均小于 5.5 m。同样,
受水深影响, 波高的最大值分布呈现由深海向近岸
逐渐减小的趋势。波周期最大值的分布较为均匀, 最
大可达到 19.5 s。

(4) 基于 20 年波浪后报数据构建的 50 年、100
年和 200 年重现周期的环境等值线为黄渤海区域海
上结构物的可靠性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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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ANALYSIS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IN THE BOHAI SEA AND
NORTHERN YELLOW SEA
LI Jia-Qian,

SHAO Zhu-Xiao,

LIANG Bing-Che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sign of
offshore platforms and marine constructions. A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of wav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1999~2018 in the
Bohai Sea and northern Yellow Sea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hindcast data simulated by SWAN model. The 20-year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data were analyzed separately.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s of the 20-year seasonal mean and
maximum of the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were obtained, and the joint distributions of the 20-year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over the whole region were characterized in the form of a scatter plot.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two sites (A1 and A2)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Site A1 was set in the
interior of the Bohai Sea, and Site A2 in the deep-sea area of the northern Yellow Sea. Results show that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at the two sites was similar in oblique triangle pattern. However, the wave
with large wave height and large wave period presented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t the two sites. Finally, the
joint probability model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was constructed for Sites A1 and A2 based on the 20-year hindcast
data. The environmental contours of the 50-, 100-, and 200-year return periods we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IFORM method,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liability design of the offshore structur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orthern Yellow Sea; Bohai Sea; wave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joint distribution of wave height and
wave 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