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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状况对泵装置空化性能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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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指出了空化与汽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过程，不能把某种温度下清水的汽化压力当作
空化压力来设计泵装置、分析泵空化性能，以及计算泵叶轮中的空化流场．通过对不同水质在不同
地区及海拔高度的空化压力特性的试验研究，得到了重要的结果：在水温２０℃时，清水空化压力值
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地表大气层宇宙射线电离量的大小；而含沙水的空化压力特性则近乎单一地与
水中含沙浓度成正相关．相应给出了考虑水质状况对空化压力影响的因素后，计算确定泵装置的吸
上高度以，空化裕量Ⅳｊ咯Ｈ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结果具有工程实用价值．
关键词：泵；空化压力特性；水质；吸出高度；空化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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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决定水泵装置的吸上高度伍和空化裕量

是由水向蒸汽转化的相变过程．有文献指出，温度

ＮＰＳＨ，是防止泵在运行中发生空蚀破坏的首要条

２０℃时清水的临界空化压力与水的汽化压力平均

件．长期以来，国内外泵行业的各类技术书籍和文章

值大体相等，即Ｏ．２４ ｍ水柱高．这是个事实．因此，

中，几乎均把水发生空化时的压力条件定为水的汽

泵的学术界和工程界都以为，不管工质为何种水，２０

化压力或饱和蒸汽压力，而且多采用２０℃清水的汽

℃时当水压降至０．２４ ｍ水柱高时，便发生空化．

化压力０．２４ ｍ水柱高作为泵叶轮发生空化的条
件¨。１．这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空化与汽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过
程．空化是基于水中数量巨大、体积甚小的气核初始
状况，在压力降低时膨胀的气体多变过程；而汽化则

笔者在２００１年发现，北京水源九厂的大型供水
泵叶轮进口发生严重空蚀．按原设计的吸上高度有相
当的空化裕量，但实测水质因消毒而含氯较多，临界
空化压力远高于０．２４ ｍ水柱，实际空化裕量不足Ｈ Ｊ．
此后，笔者对黄河上多个水电站引用水空化压

牧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Ｏｌ—ｌｌ
基金项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项目（ＺＺ０１一Ｏｌ一０４）
作者简介：常近时（１９３７一）．男，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ｅｊｓ＠ｃａＲ．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叶片式水力机械水动力学、水力装置过渡过
程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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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特性与水中含沙浓度的关系，以及清水空化压力

泰ｅ

特性受近地表大气层（１２ ｋｍ以下）宇宙射线电离量

蓄ｔ

的决定性影响等，作了深入的研究，给出了十分宝贵

翥２

的试验结果＂’６１．这些重要的发现提示，要重新审视

Ｏ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水电站水轮机装置吸出高度以及４

海拔高度／ｍ

水泵站水泵装置吸上高度的计算理论与计算方法的
正确性，并设法加以完善．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清水初生与临界空化压力随海拔高度的变化曲线

图１

Ｆｉｇ．１

义，更具有重要的工程实用价值．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笔者就水质状况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海拔高度对
泵装置空化性能的影响，作出研究．
１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ｂｏｖｅ

图１中横坐标Ａ，Ｂ，Ｃ，Ｄ，Ｅ，Ｆ各点相应于北京
（实验室所在地）、青铜峡、八盘峡、龙羊峡、拉萨、那
曲等的海拔高程．可见，西藏那曲清水的初生空化压

自然水的空化压力特性

力与临界空化压力比实验室的值分别高出Ｏ．９４

纯水，即不含任何异相介质的水（在自然界并
不存在），具有同金属相近的抗张强度，不可能发生
空化．自然界存在的水中均含有大量的、体积甚小的
气体微团，称为气核，以及固体微粒，例如泥沙、尘
土、有机物等，使水几乎没有了抗张能力．当压力下
降时，水的内部产生空泡或者空穴，即发生空化．当
大量空泡或空穴在构件表面崩溃时，产生频率较高
的微观水击，使材料疲劳破坏，这就是空蚀的主
因‘７｜．

ｍ

水柱与３．１１ ｍ水柱．
１．２浑水的空化压力特性
当水中含有泥沙等固相介质时，如果含量不大，
一律称为浑水．水中固体颗粒表面缝隙中藏有空气
微团，使浑水的初生与临界空化压力比清水的要高．
图２示出了实测所得黄河上的万家寨水电站引
用水泥沙质量浓度对其空化压力特性的影响∞Ｊ．可
见，随着泥沙质量浓度的增大，水的初生与临界空化
压力均随之增高．

当水压力降低使水中产生可见的首批气泡时，
相应的压力称为初生空化压力；而当产生大量气泡
有如水发生沸腾时，相应的水压力称为临界空化压
力．在初生与临界空化压力之间，水将发生比初生空
化要强而比临界空化要弱的空化现象，即一个空化
压力值对应一种空化现象，这种性能称为水质的空
化压力特性．
１．１清水的空化压力特性

图２万家寨水电站引用水的空化压力特性

自然界的水质均有所不同．不同引用水的水质

Ｆｉｇ．２

ｉｎ

有着不同的空化压力特性．作者专门对瓶装饮用的
清水做了空化压力特性的实测．将６个封闭的瓶装
水从北京出发分置于不同海拔高度的大气中４０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ａｎｊｉａｚｈａ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３则示出了实测的黄河青铜峡水电站引用水

ｄ，

泥沙质量浓度对水空化压力特性的影响∞１，其结果

取样后在实验室２０℃温度下，分别测定它们的初生

与图２相近．这两处的泥沙粒径范围略有所不同，而

与临界空化压力值，并获得如图１所示的清水空化

水样中泥沙质量浓度范围相近．

压力特性¨Ｊ．
封闭状态下的瓶装水，其水质状况只受外界温

从图２和图３可见，泥沙质量浓度是影响浑水
初生和临界空化压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度和低大气层宇宙射线电离量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在空化压力特性实测时，取用的水样含沙质量

水中的气体分子在宇宙射线的辐射下激发生成由几

浓度均在１２ ｋｇ／ｍ３以下，是相当小的，一般小于黄

个乃至几百个气体原子组成的团簇，即气核．宇宙射

河上这两个电站过机泥沙年平均浓度．可见泥沙含

线电离强度随海拔高度增大而增强．宇宙射线强度

量对空化压力的重要影响．显然，如果泥沙质量浓度

越强，则水中气核的数量与尺寸越大．因此，清水的

再增高，空化压力将会更高，更容易发生空化与

初生与临界空化压力均随海拔高度的增高而增大．

空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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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为吸水池水面压力，当吸水池暴露于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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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水Ｒ田

（２）

时，Ｐ。为大气压力；皿为泵的几何吸上高度，即叶

３

片进口ｉ点至吸水池水面的垂直距离；耽为ｉ点的水

２
ｌ

流绝对速度；ｈ。为泵吸人管路水力损失。

Ｏ

由式（１）、式（２）两式可得叶轮进口最低压力点
ｍ的压力

图３青铜峡水电站引用水的空化压力特性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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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Ｐｍ

２磊Ｐａ一只一（老２＋Ａ‘卷２）一＾ｔ（３）

式（３）等号两侧分别减去空化压力水头Ｐ。／ｐｇ，并除

２空化系数和ＮＰＳＨ的计算

以水泵的装置扬程，则得

所有水泵装置抽送的水都是自然水．水质状况
对水的空化压力特性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正确计
人这种影响来确定泵装置的空化系数、空化裕量和

２１二垦一！塞二竺二塞二！：！二！篓二兰：薹！一
Ｈ

ｐｇＨ

（４）

ｃｒｈ一矿Ｐ

吸上高度，是防止泵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空蚀破坏，保

式中叽为水泵装置的空化系数，它与泵无关，只与

证较高运行效率的首要条件．

泵的装置条件有关；盯，为水泵的空化系数，它与泵

图４示出了水泵装置吸水部分的简图，叶轮进
口在运行中总是存在一个最低压力点ｍ，当该点的
压力值Ｐ。低于当时温度下水的空化压力Ｐ。时，该
点将发生与空化压力相应的空化现象．

的流场状况有关而与泵装置条件无关．ｃｒｈ和盯，的
计算式如下‘１们：

堕一日。…Ｐｃ
叽＝盟—弓“
ｈ。

２一¨丽
盯Ｐ＝旦２９Ｈ＋Ａ’翕
盯Ｐ

（５）
（６）

ｏ ｏ，

由式（４）可知，当矿。＝盯，时，泵叶轮进口最低
压力点ｍ处的压力与相应于某种空化状态的空化压
力相等，即叽＝矿，为泵中发生某种强度空化现象
的条件．例如，当最低压力点的压力等于水的初生空
化压力（Ｐ。。），此时有盯ｈ＝矿ｎ的条件，泵只发生初
生空化现象；而当最低压力点的压力等于水的临界
空化压力（Ｐ。。）时，则有矿ｈ＝盯ｈ条件，泵则发生严
重的临界空化现象．显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图４水泵装置吸水部分简图
Ｆｉｇ．４

下，不同水质状况对泵装置的空化系数和发生的空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ｍｐ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化现象程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忽略图４中叶轮进口点ｉ与叶片上最低压
力点ｍ的高程差、径向位置差与水力损失时，可列出
两点相对运动伯努利方程滞ｊ：

历Ｐｉ一石Ｐｍ＝堕ｊ＝（≥２－１）竺２＝ｒＡ２９
…＝一＝－－Ｉ一＝一２当ｇ
ｐｇ

ｐｇ

＼戤

｝ ２９

为了保证泵在运行中不发生某种程度的空化，
必须取用与之相应的空化压力Ｐ。代入式（５）来决定
泵的吸上高度见值：

以＝石Ｐａ一磊Ｐｅ—ｈ。一ＷｈＨ
ｐｇ
ｐｇ
‘

（７）

（１）

式中Ｐ．为物理大气压．当吸水池海拔高度为０时，

式中Ｐｉ为叶轮进口点ｉ的压力；埘。，埘。分别为ｍ点和

ＰＪＰｇ＝１０．３３ ｍ．考虑到泵装置地点的海拔高度对
大气压力的影响，式（７）中

ｉ点的水流相对速度；Ａ‘：ｆ－虬－ｙ一１ １．
、训ｉ

，

列吸水池水面至泵进口ｉ点的伯努利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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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影响非常显著．例如，当泥沙质量浓度为６％ｏ，

由能量法测定的水泵空化系数盯，值通常偏小，
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空化；再考虑

０００

海拔高度为２

ｍ时，取用的吸上高度皿必须减

少，比通常不考虑这两种因素影响时要小２—４

１１１．

到原型与模型的空化比尺效应，工程上常取盯。＝
（１．１—１．５）盯Ｐ，以保证泵的空蚀安全，于是式（７）
变成下式：
Ｉｔｖ

ｒ『

Ｐｃ

Ｔ

以＝１０．３３一蒜一茹“。一
（９）

（１．１～１．５）盯ＰＨ

口８

泥沙质量浓度

在泵业领域，广泛采用空化裕量（汽蚀裕量）

设计取用的空化压力值的确定

图５

ＨＰＳＨ概念，即泵装置的空化裕量（ＮＰＳＨ）：与泵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ｉｇ．５

空化裕量（ＮＰＳＨ），，且具有如下关系：

—（ＮＦＰＳＨ）ｚ：Ｏ＂ｈ
—（ＮＦＰＳＨ）ｐ：Ｏ＇ｐ

（１０）
”…

Ｈ

（１１）
…。

Ｈ

如果泵站所在海拔高度很高且抽送清水时，可
根据图１所给出的清水空化压力特性，以及海拔高
度ｈｉ确定日。ｉ与以ｉ，并由式（１４）计算确定Ｈｉ＝
ｐ。和ｇ值；式中Ｋ的选取原则同上．

所以

（ＮＰＳＨ）ｚ＝面Ｐａ一以一＾－一嚣（１２）３结论
（ⅣＰｓⅣ）Ｐ＝｝＋Ａ＋｝
二ｇ

１）在确定水泵装置空化性能时，必须计人泵站

（１３）

ｚｇ

通常，矿。值由泵的空化试验决定，在泵的特性曲线
上附有等盯。曲线族．现在，由于叶片式水力机械转
轮空间湍流三维流场的数值分析方法已经成为泵的
设计工具，利用Ｆｌｕｅｎｔ或ＣＦＸ．Ｔａｓｆｌｏｗ等商用软件可
以求得各种工况下的盯，与（ＮＰＳＨ），值，用于评价
所设计叶轮的空化性能．

所在海拔高度和水中含沙浓度等因素对空化压力特
性的影响．否则将会导致泵的严重空化与空蚀．
２）对于大型、重要的水泵装置，在设计阶段应
提前做好所抽送水的空化压力特性的测定，并根据
实测空化压力值计算和评价泵装置的空化特性．
３）对于一般的水泵装置，如果水中含沙量在ｌ
一１２

在工程设计中，特别是在大型泵工程设计时，必
须采用泵站地址实际抽送的水做上述空化压力特性
的实测，获得如图２、图３所示的水质空化压力特性．
根据泵运行期多年平均的泥沙含量Ｏｌ。，在空化压力

ｋｇ／ｍ３范围内时，可参照笔者给出的水质空化

压力特性确定空化压力值．
４）对于所有抽送清水的高海拔泵站，空化压力
值均可以由笔者给出的图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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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Ｔ，Ｄａｉｌｙ

ｆｏｒ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ｎ－Ｈｉｌｌ Ｂｏｏｋ Ｃｏ，１９７０：６—２５．

万方数据

ｊｅｔ ｐｕｍｐ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２４（１５）：１３７３—１３８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Ｍ，Ｈａｍｍｉｔ Ｆ Ｇ．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Ｍ］．

Ｊ７＼『洳

ＦｌｕＭｓ，２００５，４８（２）：１３５—１６７．

（责任编辑张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