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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HMmt hm[/C1 | /C2 | /C:p | /CC:c][/GUST: Fg] [/POSTroll] 
设定一个恒定的或余弦形式的横倾力矩函数。 

HMmt hm0, hm90 [, hm180] [/CS | /C1 | /C2 | /C:p] [/GUST: Fg] [/POSTroll] 
设定一个余弦-正弦或余弦形式的横倾力矩函数。 

HMmt hm1 @ Ф1, ..., hmn @ Фn 
设定一个自由的横倾力矩函数。 

HMmt [-]WIND [/C1 | /C2 | /C: p | /CC: c | /COnst] [/GUST: fg] [/NONEG] 
[/YESNEGBELOW] [/BAND [: w] [/COMBine]] [/TRIMallow [:trim]] [/DRAFTallow | /DEPTH: 
depth] 
设定从风压得到的横倾力矩。 

HMmt [-]TURN radius, speed [/C1] 
设定从回转离心力得到的横倾力矩。 

HMmt TANK 
使用命令 ANGLES 定义的横倾角度表，得到基于当前舱室装载的横倾力矩曲线。 

HMmt * 
使横倾力矩方向和横倾角方向一致。 

HMmt OFF 
关闭横倾力矩。 

HMmt REPort 
显示当前的横倾力矩，如果是来自于风平面，还显示其来源。 

HMmt 
仅屏幕显示当前的横倾力矩。 

参数说明 

hm 
横倾力矩的恒定或余弦系数。 

hm0, hm90, hm180 
横倾在 0° 90° 和 180°时的横倾力矩。 

hmi @ Фi 
在指定横倾角的横倾力矩。 

/CS 
指定使用余弦-正弦形式（如果不考虑 hm90 的话，和/C1 相同）。这是给定 hm90 但没有任何

以/C 形式开头的参数下的默认形式。 

/C1 
指定使用余弦形式。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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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使用余弦平方的形式。 

/C:p 
指定余弦因子上升到 p 次方，其中 1 < p < 2。 

/CC:c 
指定使用恒定余弦因子(1-c) + c*cos (Ф)，其中 0 < c < 1。 

/CONST 
指定在所有横倾角度下，都使用横倾为 0 时的横倾力矩。 

/GUST: fg 
指定强风状态的阵风因子。 

/NONEG 
当计算风力横倾力矩的水线面以上侧面面积时，忽略扣除排水类部件，但风帆类部件仍然扣除。

注意 HMMT WIND /BAND 会忽略（不考虑）扣除部件，而变量 STATUS LPLANE 和 LPA2 则会

包括他们。 

/YESNEGBELOW 
扣除排水类部件，从而使 HMMT WIND 在没有参数/BAND 的情况下，水下侧面面积减小。 

/BAND [:w] 
使用宽度为 w（默认为 0.1 米）的水平带来计算部件间的风力遮蔽。带越大会使得准确度越小，

但是计算速度越快。（译者注：此参数可以考虑各部件的遮蔽，从而减少了重复计算风压倾侧力

矩，使得计算结果更准确）。 

/COMBINE 
使用参数/BAND，同样计算子模型之间的风力遮蔽。 

/TRIMALLOW [:trim] 
当计算来自风平面的垂直横倾力矩时，使用当前纵倾角度（或任意指定纵倾角度）。如果不定义，

则认为纵倾为零（如果由于已赋值使得 HMMT WIND /C...横倾为零，而纵倾不为零时，必须使

用/TRIMALLOW 进行重新求解，或预先设定 TRIM=0）。仅适用于调用了以/C 为开头的参数的

情况。 

/DRAFTALLOW 
计算正浮状态下的风力横倾力矩时，使用当前水线面吃水，而不管当前吃水是否能表示当前船舶

重量。如果不调用，HMMT WIND /C...则总是使用与当前重量相符的水线面。仅适用于调用了

以/C 为开头的参数的情况。 

/DEPTH: depth 
指定计算垂直风力横倾力矩的初始深度。仅适用于调用了以/C 为开头的参数的情况。 

radius 
回转半径（单位为当前长度单位）。 

speed 
回转时的水中速度（单位为节）。 

/POSTROLL 
在摇摆停止之前，不进行横倾力矩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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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单位为当前重量单位乘以当前长度单位。 

注意：当计算回复力臂和求解横向平衡时，需要考虑横倾力矩。（详见命令 RA 和 SOLVE。） 

操作 

通过设定在横倾为零时的 hm 值，可以指定一个恒定或基于余弦的横倾力矩函数。如果还使用了

参数/C1，则该值为可达 90 度的横倾角度余弦值和横倾力矩为零时的较大角度的乘积。类似的，

/C2 使用余弦平方因子；/C:p 使用余弦 p 次方，其中 1 < p < 2；/CC:c 使用恒定余弦因子(1-c) 
+ c*cos(Ф)，其中 0 < c < 1。 

通过设定 hm0, hm90 和 hm180 的力矩值，可以指定一个余弦-正弦或基于余弦的横倾力矩函

数。如果省略 hm180，则横倾力矩为，Ф ≤90°时： 

hm0 cos(Ф)+ hm90 |sin(Ф)| ` 适用/CS 或非斜线参数 

(hm0-hm90) cos^p(Ф)+ hm90 `适用/C:p, /C1 (p=1), /C2 (p=2),或 /CC； 

而Ф > 90°时： 

hm90。 

如果三个值都被设定了，横倾力矩和以上相同，但除了Ф > 90°时，其中 

hm180 cos(Ф)+ hm90 |sin(Ф)|  ` 适用 /CS 反斜线参数 

(hm180-hm90) cos^p(Ф)+ hm90 ` 适用 /C:p, /C1 (p=1), /C2 (p=2), 或 /CC。 

如果 hm0 = 0 或"OFF"（hm90 和 hm180 省略），则横倾力矩变为零；即：“被关闭”。通过

设定两个或多个角度下的力矩值来确定一个自由横倾力矩函数，允许的最多的角度数为 19。给

定角度之间或之外的插值是通过二次多项式实现的。如果想要左舷和右舷都倾斜，则需要分别给

出左右舷横倾力矩值。 

风力横倾 

如果设定了关键字 WIND，则通过命令 WIND 提供的风压函数，以及船舶模型的几何形状，来

计算横倾力矩。 

hm(Ф)= ∑ (p(hi) * Ai * li) 

其中 

∑为后面括号内容的求和符号；是指水线以上部分的风压力矩之和。 

p 为命令 WIND 提供的风压函数； 

hi 为第 i 个原件的侧平面质心到水平面的距离； 

Ai 为第 i 个原件的侧平面面积； 

Li 为第 i 个原件从其质心到水下侧平面质心的垂直力臂。 

原件的侧平面为排水类或风帆类部件投射到垂直于水线面且和转动轴（横向）平行的平面上的投

影，再乘以所有部件的外形因子所得到的有效侧平面面积。 

如果不使用参数/BAND，对于迎风子模型或子模型部件的“阴影”投射，侧平面面积不做任何

减少。因此，如果把一个居中部件分为左舷和右舷两个部件，那么会使得其垂向侧平面面积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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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浸没的部件来说，其将被水线面分割成水上和水下两个侧面。 

参数/C1 使得正浮状态的侧平面数据应用于所有横倾角度，并且 hm 函数被替换为： 

hm(Ф)= hm(0) * cos(Ф). 

类似的，参数/C2 使用函数： 

hm(Ф)= hm(0) * cos^2(Ф). 

参数/CONST 使得正浮状态的横倾力矩应用于所有横倾角度，而没有任何变化。 

在调用参数/C1, /C2 和 /CONST 的情况下，用于得到侧平面的吃水是由需要求解横倾力矩时

的船舶总重决定的。 

风力横倾力矩通常是由于船舶右倾引起的（即风压在左舷）。如果要把风施加在右舷，则需要使

用"-WIND"。 

参数/GUST 指定 Fg 因子，其乘以 hm 得到摇摆角度使得横倾角度变化之后的 hm'（详见命令

ROLL）： 

hm'(Ф)= Fg * hm(Ф) 

Fg 一直保持有效，直到再次使用命令 HMMT 为止（"HMMT REPORT"形式中除外）。 

参数/BAND，使用考虑部件（及子模型，如果引用/COMBINE 的话）间遮挡的水平带，可用于

计算风力。风力施加在每个带的中心高度上。允许坐标轴旋转。 

与标准方法相比（考虑所有部件的侧面投影，不管其中间是否有所遮挡，在每个部件中心施加风

压），当在风平面有部件重合时，使用参数/BAND 会更加准确。在一些船舶外形是由多个部件

构成的特殊模型中，当横倾角增大时，不使用/BAND 会考虑过多的侧面面积。使用参数/BAND，

其准确性通常不会受到船舶横倾或纵倾的影响。 

回转横倾 

如果设定参数 TURN，则横倾力矩计算源于回转离心力： 

hm(Ф)= w * s^2 * l(Ф)/ (g * radius) 

其中 

w =船舶总重； 

s =水中速度； 

l(Ф)=在横倾角为Ф时，水下侧平面的中心到重心的垂直作用力臂； 

g =重力加速度。 

参数/C1 使得正浮状态的作用力臂应用于所有横倾角度，并且 hm 函数被替换为： 

hm(Ф)= hm(0) * cos(Ф). 

hm(0)的吃水由需要求解横倾力矩时的船舶总重决定。 

通常，回转所致的横倾力矩是由于船舶右倾引起的（即逆时针或左转）。反向力矩则使用"-TURN"。 

当轴旋转不为零时，将不能使用 HMMT TURN（详见命令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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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室横倾 

有两种使用舱室装载的方法来得到横倾力矩函数： 

1） 使用命令 ANGLES 定义的角度和求出半载舱在每个角度下的自由液面所致的横倾力矩，通过

HMMT TANK 得到一个横倾力矩曲线。纵倾保持不变。横倾角度直接取自角度列表，而和当

前横倾无关。 

这有效的分离了舱室由于船舶稳性产生的自由液面的影响；即：回复力臂图表将显示一个单

独的横倾力矩曲线（详见以下样例）。一个实际应用为：当要求排水量不变，但相反甲板上

的积水被视为产生了一个横倾力矩，这将显示甲板积水的影响。 

2） HMMT TANK /CONST 设定当前所有舱室的总横向力矩为一个恒定横倾力矩值。这在由于散

货移动，需转换形式横倾力矩为横倾力矩时十分有用。 

反向 

命令 HMMT 的一种特殊形式，使得横倾力矩的方向（左倾和右倾）基于当前横倾角度。其方向

为横倾力矩试图使横倾值增大的方向（译者注：自动选择不利的横倾方向）。如果当前横倾角度

为零，则方向不变。例如， 

HEEL = 5p 

HMMT = * 

结果为左舷横倾力矩。 

延迟横倾力矩 

参数/POSTROLL 使得横倾力矩延迟，直到出现以下命令： 

HEEL=*-ROLL 

这和参数/GUST 得到的结果有点类似，但是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横倾力矩，并且能够方便的重

新启动横倾力矩，而不需要通过一个因子使其增大。 

显示输出 

HMMT REPORT 生成一个当前横倾力矩的报告，并指出其来源。 

当在 HMMT WIND 之后使用 HMMT REPORT 时，报告将显示横倾力矩来自哪个侧平面。LPA 为

关于当前水线面的侧平面面积。SF 为阴影系数，其可能会在各个部件中事先指定。HCP 为水线

面之上侧平面的压力中心（质心）高度。 

“力臂”为侧平面的水下部分中心到水上部分中心的距离。 

力矩=侧平面面积 X 阴影系数 X 力臂 X 压力 

当使用命令 HMMT WIND /BANDS 时，报告将会有所不同，其将不会显示面积或压强，而会显

示风力，即：面积和风压的乘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整合由侧平面分割而来的水平带（尤其在

其数量庞大时）。HCF 为水线面之上的风力作用高度。 

如果引用命令 HMMT 而不添加其他参数，将显示（仅在屏幕）当前状态下的横倾力矩函数值。 

当横倾力矩有效使用时，命令 RA 的输出会额外注明所使用横倾力矩函数的形式。 

非显示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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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样例 
指定一个恒定横倾力矩： 

HMMT = 1234 

指定在 0°和 90°的横倾力矩： 

HMMT = 1400, 1900 

指定在 0°和 180°的横倾力矩 

HMMT = 9400, 5100, 1300： 

指定在指定角度的横倾力矩： 

HMMT = 2000 @ 0, 1700 @ 15, 1200 @ 30, 1100 @ 45 

在 0° 和 90°之间使用 cos^2 函数 

HMMT = 9400 /C2 

使用风力横倾力矩： 

HMMT WIND 

使用 IMO 强风和摇摆的风力横倾： 

HMMT WIND /CONST /GUST: 1.5 

在回转半径 1000 米，船速 20 节时，使用回转横倾力矩： 

HMMT TURN 1000, 20 

显示当前横倾力矩： 

HMMT REPORT 

求出标准舱室内由于谷物横向移动而导致的横倾力矩： 

TANK = name 

LOAD = 0.95 

TYPE CALIBRATE 

HMMT TANK /CONST 

TYPE FROZEN 

分离来自船舶稳性的自由液面的影响： 

TANK = name 

LOAD = 0.5 

TRIM = 0 

HMMT TANK 

TYPE FROZEN 

FIX 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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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 绘制横倾力臂为一条单独曲线。 

TYPE INTACT 

HMMT OFF 

RA  `<-- 绘制包含自由液面影响的回复力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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