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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风场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箱型桥表面周围的环境风场的特性。开篇介绍风场数值计算基本
理论与方法；再建立某大跨砼连续刚构箱梁桥梁截面有限元模型并对其作风场有限元计算；最后分析箱梁
表面风场特点。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箱梁外层周围的风速不同于来流风速,箱梁外层顺风和逆风处周围的风
速错综复杂,与来流风速同向(或反向)的箱梁外层风速分布相对稳定。在表面外法向1米高度范围以内的风速
变化比较复杂。除顶板上表面以外,场地来流风速均大于其它表面垂向距离处的风速。根据风场局部特性以
及现实项目中风速可测量的特点,宜通过表面垂向距离处风速的修正系数计算热交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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