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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COMPonent [part\component] [/SEctions] [/FOrm] [/WEtted] [/DEpth: d1, ..., dn] [/SKin [: 
All | Deck | Nodeck | Bottom]] [/PROfile] 
显示指定构部件在其当前状态下的信息。 

COMPonent [part\component] [/VOlume] [/TOnnage [/DEpth: D]] 
列出构部件容积和总和用于“吨位”计算。 

COMPonent [part\component] /SF[:value] [/QUiet] 
重新设定非舱室类构部件的形状系数数值，并报告有所变化的构部件；若不设定形状系数数值，

则报告相关构部件的形状系数。 

COMPonent [part\component] /EFf[:value] [/QUiet] 
重新设定非舱室类构部件的有效率参数数值，并报告有所变化的构部件；若不设定有效率参数，

则报告相关构部件的有效率。 

COMPonent [part\component] /PErm[:value] [/QUiet] 
重新设定舱室类构部件的渗透率，并报告有所变化的构部件；若不设定渗透率参数，则报告相关

构部件的渗透率。 

参数说明 

part\component 
指定的构部件。如果忽略 part\，则假定为当前选定的子模型（参看 PART 命令）；如果当前没

有选定子模型或者出现\component，那么将选取所有符合名称的构部件（无论构部件属于哪

个子模型）。如果忽略\component，构部件名称将认为和子模型名称一致。如果是只有子模

型的名称如 part\，则选取该子模型的所有构部件。如果子模型和构部件名称都未给出，则选取

所有子模型的所有构部件。 

/SECTIONS 
输出横剖面属性（包含横剖面面积），若没有横剖面面积，则忽略图表输出。 

/FORM 
输出跟比值类相关的形状参数。此参数只适用于构部件，而不是带有多个构部件的子模型，因为

这些参数都只适用于光顺的体（即：不适用于光顺的体中，伸出的附体部分或者减除的部分）。 

/WETTED 
在形状参数表格中添加湿表面面积信息。 

/DEPTH: d1, ..., dn 
根据设定参考点的深度，表格显示横剖面面积（/SECTIONS）或形状参数（/FORM）。该参考

点为构部件所归属的子模型的参考点。和参数/SECTIONS 一起使用，其中 1 ≤ n ≤ 7。 

/SKIN [: ALL | DECK | NODECK | BOTTOM] 
对指定范围进行表面积的分析计算：所有构部件的表面积（默认），DECK 为只算甲板表面积，

NODECK 为不包括甲板的甲板以下区域表面积，BOTTOM 为底部表面积（斜率< 0.5）。 

/PROFILE 
在横剖面面积曲线/SECTIONS 和表面积/SKIN 图表中，绘制构部件的侧视图。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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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构部件的总尺寸和总容积（不考虑渗透率或有效率修正）。根据排水类子模型，舱室类子模

型和风帆类子模型来分别显示其总和。 

/TONNAGE 
根据 1969 International Tonnage Convention，计算所有排水类构部件，从而得到总吨位数

值。BHS 不可实现。 

/DEPTH: D 
根据 1969 International Tonnage Convention，计算船舶净吨位。D 为计算所需的船舯型深，

以当前原点深度作为吃水。忽略乘客人数。 

/SF: value 
定义形状系数，它存储在构部件层面中。形状系数范围为 0.0 到 2.0（默认 1.0），将其乘以排

水类子模型和风帆类子模型的侧面积可用于 HMMT 命令中风压面积的计算。 

/EFF: value 
定义有效率，存储在构部件层面中。构部件排水的有效率范围为 0.0 到 1.0（扣除的构部件有效

率为负值） 

/PERM: value 
定义渗透率，存储在构部件层面中。舱室渗透率通常小于 1，因为舱室内部的结构加强减少了所

能存储的液体量。 

/QUIET 
不报告显示命令/SF, /EFF, 和 /PERM 的更改结果。 

操作 

由于完整的构部件说明需包含其子模型名称，因此构部件参数 part\component 通常包含两个

名称。然而，如果没有歧义的话，part\也可以被省略。（如果构部件名称不会和任何次级参数

混淆，part\component 中间的反斜杠可用斜杠替代）。如果没有定义任何次级参数，子模型

和构部件的名称都将列出。 

在第一种命令模式下，每个构部件都单独显示，同时显示所需求的数据。如果没有设定/DEPTH
参数，则使用当前水线面（即：舱室当前内部装载的水线面，空舱记为无穷深）。如果定义了/DEPTH
参数，水线面高度参考每个构部件归属的子模型中的参考点深度（参看命令 REFPT）。任何情况

下都是用当前浮态下的横倾和纵倾角度。 

当/WETTED 伴随参数/FORM 使用时，会显示湿表面积值。为了得到精确的湿表面积，必须考虑

纵倾的影响，这需要经过复杂的处理计算来确定内部交线的斜率。如果尾封板被浸没，其浸没的

端面也算作湿表面积。与静水力相比，计算精准的湿表面积需要纵向方向更多的横剖线。外型上

的尖角处也会降低湿表面积计算的准确性。这种情况下，通常认为其准确性不高于±2%。 

当求水线面宽时，由以下计算所得：a) 在指定站，汇集水线（此站所有浸没部分的顶点），并

且记为第 i 站宽为 Bi；b) 最大的 Bi 记为该构部件的水线宽。因此，无论模型是双体、居中或左

右两个构部件，水线宽系数值不受其形状影响。 

在第二种“吨位”模式中，每个构部件会逐行显示并且总容积也会显示在表格中。其根据 1969 
International Tonnage Convention 规定，使用模型边界并且用一个公式对横剖线框架做余量

补偿。在没有参数/TONNAGE 的情况下，如果模型准确，容积仍然可以用于其他规范规定的吨

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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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F, /EFF, 和 /PERM 模式中，设置相关构部件的参数或系数，如果没有命令参数/QUIET，则

报告显示设置后的构部件的系数（注意，这没有被储存在模型文件中，命令 WRITE 也不会保存

形状系数的变化，且不会传输到外部程序中）。如果未设置新的参数或系数，则报告显示相关构

部件的当前数值。 

显示输出 
输出格式为：子模型名称，构部件的名称以及构部件是否为左、右或居中的特性信息。在结尾处，

如果是舱室类子模型，则显示其渗透率；如果是排水类子模型则显示其有效率。 

没有标明/DEPTH 的参数/SECTIONS 会列出各个横截面的详细信息。这也就是构部件的各个横剖

面，即：构部件形状中，垂直于基线的平面，平面的位置取决于模型文件的结构。将显示每个至

少部分浸没的横剖面的纵向位置，其水线到基线的距离（不考虑波浪影响），浸没面积及面积型

心。另外，如果水线线面交叉，将显示水线宽和中心（这个中心为水线面法线与基线的交点）。

如果设置了波浪，会额外显示水线面受波浪影响后的升高或降低，以及横倾角的局部变化。 

标明了/DEPTH 的参数/SECTIONS 只显示横剖面面积，并且以每个深度为一纵列显示。 

没有标明/DEPTH 的参数/FORM 将会显示如下信息： 

1）外形长宽值。通过一定的长宽高的长方体（和变化比例）来表示包围水下部分的构部件的边

界。通常，长方体顶部为水线面，长方体的侧面为通过水线面的边，且正交于水线面的平面，不

考虑纵倾和横倾。如果命令 LBP 定义了垂线间长，那么将使用垂线间长作为长方体的长，不考

虑纵倾和横倾。（注意：有时需要使用 LBP 来计算，使得结果和一些老的计算方法相一致；但

同时它也可能会产生不真实的方形系数）。 

2）水线面数值。通过一定长宽的矩形来表示水线面与构部件的边界，同时显示其面积，面积型

心及围绕型心的转动惯量。（水线面长宽也许会小于外形长宽值）。 

3）最大横截面。与水线面正交垂直的浸没面积最大的横截面。同时显示其面积及系数（面积/
矩形边界的面积）。通常，最大横截面面积（与水线面垂直）除以横剖面属性中输出的最大面积

（与基线面垂直），等于纵倾角的正割值。 

4） 棱形系数。显示纵向棱形系数(Cp)及垂向棱形系数(Cvp)。如果定义了垂线间长，则使用

LBP，否则使用水下实际长度。由于垂向棱形系数基于水线面，极端情况下也许会比通常值要大，

例如甲板部分浸水。 

不是所有构部件的形状参数都是属于舱室类子模型。 

定义了/DEPTH 的情况下，参数/FORM 生成以每个深度为一行的表格。列项则显示容积，方形

系数，排水量和长度比，水线面系数，最大中横剖面系数，纵向和垂向棱形系数。 

参数/SKIN 会生成一个表格，根据纵坐标递增顺序，以每个纵向间隔为一行（在 ALL 或 NODECK
模式下，首尾行分别表示艏艉端）；列项显示实际周长，修正周长，间隔宽度，表面积和型心。 

在命令的“Tonnage”模式中，会生成以每个子模型为一行的表格。分别显示构部件名称，归

属子模型的说明（如果没有说明则显示方括号内的子模型名称），构部件总长、宽、高，及其总

容积。容积不包括渗透率或有效率。表格底部汇总了所有构部件的总容积。排水类子模型和舱室

类子模型将分别使用独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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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参数/TONNAGE，将会为排水类构部件额外显示一行根据 1969 International 
Tonnage Convention 规范计算，并向下圆整为整数的吨位值。如果使用参数/DEPTH: D，还

会在舱室类构部件后额外显示不考虑乘客人数的净吨位值。 

非显示输出 
非显示输出将以构部件名称开头，其后显示当前横倾和纵倾角度。 

当不标明/DEPTH 的参数/SECTION，将显示缩略版的横剖面说明，包含内容如下： 

横剖面位置和基线深度； 

浪高和横倾（仅当有波浪时）； 

横剖面面积，横向和垂向中心。 

当使用参数/DEPTH 时，参数/SECTION 和/FORM 都可以非显示输出。这种情况下，非显示输出

形式和显示输出形式相近。参数/SKIN 非显示输出的周长数据与显示输出一样。 

单位与显示输出单位相同。 

样例 
列出所有构部件名称： 

COMPONENT * 

显示 HULL 子模型下的 HULL 构部件的形状参数： 

COMPONENT HULL\HULL /FORM 

显示 HULL 子模型下的 KEEL 构部件形状参数： 

COMP HULL\KEEL /FORM 

显示 HULL 子模型下的 HULL 构部件形状参数，包含湿表面面积： 

COMPONENT HULL\HULL /FORM /WET 

输出子模型下的 HULL 构部件的甲板面积分析并显示其投影： 

COMP HULL /SKIN: DECK /PROFILE 

显示 HOLD1 横剖面面积： 

COMP HOLD1 /SECT 

显示某个波形： 

WAVE(STOKES) 0, 130 

COMP HULL /SECT 

根据设定的 HULL 子模型参考点的深度，显示构部件的形状参数： 

COMP HULL\HULL /FORM /DEPTH: 2, 4, ..., 14 

根据设定的 HULL 子模型参考点的深度，显示构部件的横剖面面积曲线： 

COMP HULL\HULL /SECT /DEPTH: 2, 4, ..., 14 

构部件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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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 * /VOLUME 

根据 1969 International Tonnage Convention，用构部件计算吨位值： 

COMP * /TONNAGE /DEPTH: 32.5 

设置 hull 构部件的形状系数为 0.9，但不报告显示更改： 

COMP HULL\* /SF:0.9 /QUIET 

显示所有舱室的渗透率： 

COMP * /P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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