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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泵空化流动的数值模拟
龙新平１，程

宁１，蔡标华∞，王丰景１

茜１．一，韩

（Ｉ．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２．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３．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６４）

摘要：基于非稳态雷诺平均Ｎ—Ｓ方程方法（Ｕｒａｎｓ），对面积比为８．１６的射流泵内不同空化阶
段的非定常气液两相空化流动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包括射流泵内空化初生、空化发展及剧烈空
化等不同过程的空化流动．捕捉到了气泡从射流边界层内初生，随着主流一起向下游流动、分裂、
聚合、膨胀及消失的过程，模拟结果与试验观测一致．计算所得到的初生空化数也与试验值基本
一致．模拟所得到的不同出口压力下的气相体积分数分布以及汽蚀流量比的变化表明：当射流泵
工作压力与吸入压力固定时，射流泵出口压力越低，汽蚀流量比越小，同时流量比越接近汽蚀流
量比，空化也越严重．
关键词：射流泵；空化流动；ＣＦＤ；气液两相流动；初生空化；剧烈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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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泵是利用射流的紊动扩散作用，进行质量

动部件，结构简单，工作可靠，便于综合利用，在许多

与能量传递的流体机械和混合反应设备．它没有运

工艺流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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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喷嘴吸入室

和不可替代性．空化是水力机械研究的难题之
一…．射流泵内的严重空化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和噪
声，影响射流泉的工况和降低系统的效率，甚至影响
整个工作系统的安伞运行，因此对射流泵空化问题

｝被吸流体

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１射流泵结构图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射流泵空化问题进行了研

Ｆｉｇ．１

究，如Ｌｕ和Ｓｈａｎｇ【２：、龙新平等阳－４］．Ｗｉｅｓｅｈｅ Ｓ【５１在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ｅｔ

ｐｕｍｐ

忽略气泡的表面力作用和传热作用情况下，分析了

由于三维非定常流计算所耗时间过多，而流动

汽车燃油射流泵内障碍物背面的空化，并以ＶＯＦ模

的ｉ维效应并不明显．故将其简化为轴对称问题进

型捕捉到ｒ该空化现象．

行计算，以节省计算工作量．相应的计算区域如图２

试验研究表明拍Ｊ，射流泵内空化一般首先发生

所示．

在射流边界层内．射流边界层内部的高度剪切会产
生很大的脉动压力，局部压力可能接近汽化压力，因
而形成初生空化．此时，喷嘴到喉管人口处出现零星
空化泡，随射流进入喉管内并很快溃灭．当出口压力

图２射流泵内李化流动的计算域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ｆｏｒ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ｉｎ

ｊｅｔ ｐｕｍｐ

进一步降低（或工作压力升高），喷嘴到喉管处的空

采用结构化网格对计算区域进行离散．由于喷

化逐步加剧，从零星空化泡发展到少许窄化泡出现，

嘴出口附近的流场较为复杂，且空化在此初生，故此

此时可以听到较小的噪声．随着出口压力的进一步

部分网格剖分密度大一些．同时还根据速度梯度的

降低（或工作压力进一步升高），空化现象加剧，空

变化对网格进行自适应调整，以便及时、准确地捕捉

化泡数量增多；当出口压力降低至射流泉的极限工

到空化信息．

况时，流体中产生大量的气泡，在喉管中段至末端聚
集成泡状流动（空化云），在喉管末端及扩散管内凶

２算法及边界条件

为压力升高而溃火，同时产生强烈的振动和噪声，此
时吸入流琏并不随出口压力的降低而增加．

空化发牛时，射流泵内部流动可处理为非定常

射流泵内的空化可以归类为漩涡空化，但比普

不可压缩气液两相流动，故采用非定常流模型进行

通淹没射流的空化问题复杂得多．研究表明，射流泵

计算．在计算时，气液两相流采用均相流模型，不考

内的窄化依工况的不同会出现初生窄化、发展空化

虑滑移速度和体积压力项，而传质模型使用Ｃａｖｉｔａ．

以及剧烈窄化等空化发展阶段，其空化的机理与过

ｔｉｏｎ模型，紊流模拟采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ｋ一占湍流模型．

程十分复杂【４ Ｊ．目前射流采空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基

各项计算以残差低于１０～，且进、出口流量相对误

于试验与相关理论分析，而单纯的试验研究不仅成

差低于０．５％作为收敛标准．由于应用隐式离散格

本高、周期长，且由于影响因素众多而导致试验的可

式，时间步长对格式的稳定性没有影响，但时间步长

重复性差．数值模拟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之

过大，会丢失一些高频信息，同时为ｒ保证每个时间

一【７。９ Ｊ，彳日关于射流泵卒化模拟方面的研究少见于

步内收敛，取时问步长为２×１０一ｓ．压力速度耦合

公开文献．另外，射流泵内不同窄化阶段的流动现象

方式为ＰＩＳＯ，其他方程采用二阶迎风格式求解．

差异很大，冈而对其全过程的模拟也有较大难度．为

边界条件：工作流体和吸入流体入口均设在射

此，本研究采用Ｆｌｕｅｎｔ对射流泵内空化流动进行研

流泵左端的流体进１：１处，采用压力入口边界条件．泵

究，模拟射流泵从瞥相流动到空化初生、空化发展直

出口处设定为压力出口边界．泵体和喷嘴内外表面

至发生严重空化的不同空化阶段非定常气液两相

采用无滑移肇面边界条件，对称轴选用对称边界．

流动．

１计算模型与网格
为了对比研究，对文献［６］所使用的射流泵试
验模型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构如图ｌ所示．

万方数据

本研究计算和分析时，压力均采用绝对压力．

３初生空化数的模拟与分析
为了对比，采用文献［６］中的试验数据进行计
算．该射流泵面积比为８．１６，喷嘴直径为１４ ｍｉｌｌ，而

９

喉管直径为４０ ｌｌｌｌｎ．初生空化数是分析空化初生并

４．１初生空化过程模拟

衡量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本研究模拟的工况

当出口压力调整到Ｐ，＝１１８ ｋＰａ时，喷嘴出口

ｋＰａ

刚出现零星小气泡，此时计算所得气相体积分数图

为：工作压力Ｐ。＝３６１ ｋＰａ，被吸压力Ｐ。＝８９．７５

（文献［６］中压力值为相对压力，在此均换算为绝对

见图３ａ，而试验１６‘拍摄到的结果见图３ｂ．比较两图

压力）．通过固定射流泵工作压力而改变出口压力，

可知，气泡均在喷嘴出口处的射流边界层内初生，模

来实现空化程度的改变．调节出１７Ｉ压力Ｐ，时，射流

拟计算所得的空泡初生的位置与试验观测是一致的．

泵喷嘴出口处出现零星小气泡，而将出口压力升高
时，空泡消失，以此来判断初生空化发生与否．计算
所得的初生空化数盯。与试验值∞１比较见表１，表１
中的口。为射流速度．
表ｌ
Ｔａｂ．１

模拟结果与实测初生空化数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ｋＰａ

ｖ．／（ｍ／ｓ）Ｐ。／ｋＰａ

Ｐ。／ｋＰａ

Ｏ＂０

试验值

３６１．０

２３．８７７

１２３

８９．７５０

０．４５１

计算值

３６１．８

２３．２５９

１１８

８９．１９５

０．４６７

从表１可见，模拟所得的初生空化数与试验结
果很接近，说明模拟计算是成功和可靠的．模拟值稍
图３空化初牛时气相体积分数分布

大于试验值，这可能是由于试验的水质问题，以及计
Ｆｉｇ．３

算模型的不完善、相关参数选取与实际不符等原因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ｐｏｒ ｉｎ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引起的．
射流泵空化初生时入口至喷嘴段没有空泡出
现，而且卒泡在喉管后半部和扩散管段已完全溃灭，

４空化过程模拟与分析

流动没有明显变化．为了说明初生空化时气泡运动
为了与试验对比，采用上述面积比为８．１６的射

与变化的过程，故截取喷嘴出口至喉嘴中部的气相

流泵进行空化过程模拟．计算过程中，工作压力保持

体积分数分布图．由于计算数据很多，同时空泡初

为Ｐ。＝３６１ ｋＰａ，被吸压力保持为Ｐ。＝８９．７５ ｋＰａ，通

生、发展到消失大致呈周期性变化，故取一个计算周

过不断改变出口压力，模拟从无空泡到初生、发展直

期内气泡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图片来展示初生空化的

至剧烈空化的过程．

发展变化情况，如图４所示．

图４初牛卒化时气相体积分数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ｐｏｒ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从图４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射流泵喷嘴

水流向下游流动（见图４ｃ—ｅ），流动过程中，气泡发

出口处有零星的微小空泡出现（见图４ａ，ｂ），并随着

育膨胀（见图４ｆ—ｈ），随着时间变化又逐渐缩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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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见图４ｉ）．从气泡发育到消失的过程中，新的气
泡不断从喷嘴后的射流剪切层处生成．该过程与试

时空泡发展过程．
图５ａ为模拟所得的气相体积分数图，图５ｂ为

验观测现象旧。是一致的．

空化发展时实测照片．计算所得气泡发生的位置、形

４．２发展空化过程模拟

态与试验基本一致．

保持工作压力和吸入压力不变，在出口压力继

同上，给出一个计算周期内空泡发展时，喷嘴出

续下降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气泡逐渐变大同时数量

口及喉管前段气相体积分数随时间变化的典型图片

增多．以Ｐ，＝１１３．５ ｋＰａ工况为例，来说明空化发展

（见图６）．

图５
Ｆｉｇ．５

发展空化时气相体积分数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ｐｏｒ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图６卒化发展时气相体积分数随时间变化图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ｐｏｒ

由图６可以观察到气泡随主流向下游的运动．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处可见气泡的分裂，一个气泡分裂成两个小气泡

该过程也与试验观测相符¨１．相对图４，图６中的气

（图６ｈ，ｉ），较大的气泡继续向下游走，较小的气泡

泡较大，颜色更深，即气相体积分数更大，空化相对

消失（图６ｈ，ｉ）．

更加剧烈．随着主流向下游流动，可以观察到两个小

４．３副烈空化的过程模拟

气泡出现（图６ｃ，ｄ），较大的气泡追赶小气泡（图６ｄ

当出口压力进一步降低到Ｐ，＝１１２ ｋＰａ时，喷

—ｆ），最终聚合为一个大气泡（图６９，ｈ），随着时间

嘴出Ｅｌ处射流卜．ｊ被吸流的剪切层内出现很大的气

的变化向下游走、消失（图６ｈ，ｉ），同时在喷嘴出口

泡，计算结果见图７ａ，而试验观察结果见图７ｂ．

图７剧烈空化时气相体积分数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ｐｏ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７可见。喷嘴出１＝１处出现很大的气泡，同时
在喉管中段也有大气泡溃灭，这与试验观察是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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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ｔ，给出一个计算周期内，剧烈空化时典型的
气相体积分数随时间变化，如图８所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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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Ｆｉ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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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卒化时气相体积分数随时间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ｐｏｒ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从图８可见，有很大的圆形空泡在喷嘴处生成
（图８ａ，ｂ），并在向下游流动的过程中不断长大，形

５

结论

状变得扁长（图８ｃ—ｇ），在进入喉管中段时溃灭（图
８ｈ—ｉ），直至完全消失（图８ａ），同时不断有新的气

本研究基于Ｕｒａｎｓ方法，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面

泡在喷嘴出口处生成．与图６相比，这一过程中气泡

积比为８．１６的射流泵内不同空化阶段的空化流动

尺寸明显增大，气化严重加剧．

进行了模拟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固定工作压力与吸入口压力等工作参数，通

上述空化过程的模拟与试验结果符合是较好
的，说明模拟计算是成功的．

过改变出口压力的方法，模拟了射流泵内空化由初

４．４不同出口压力下汽蚀流量比

生、发展到最后剧烈空化的过程，捕捉到了气泡从射

汽蚀流量比（某一工作与吸人压力下，射流泵

流边界层初生，随着主流一起向下游动、气泡分裂、

发生汽蚀，达到极限工况，吸人流量达到最大值，出

聚合、膨胀以及消失的整个过程．这些现象与试验观

口流量与工作流量之比）是判断极限空化的依据，

测结果一致．

也是判断空化强度的重要参数，射流泵工作时的实

２）不同出口压力下的气相体积分数以及汽蚀

际流量比越接近汽蚀流量比，空化越严重．当实际流

流量比的变化，表明射流泵内空化随着出口压力降

量比等于汽蚀流量比时，则射流泵达到极限工况，此

低而加剧．
３）模拟所得的初生空化数与试验值符合较好．

时吸人流量并不随出口压力的降低而增加∞１。根据
上述过程计算所得的流量比与对应工况的汽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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