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质为浑水时水泵与水轮机的空化与空蚀
近

常

时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本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对工质为浑水时水泵与水轮机的空化与空蚀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泥沙表面缝隙中寄
存有许多气核，当压力降低时气核膨胀形成气泡，进而脱离沙粒表面发生空化；当沙质、水温一定
时，浑水的空化压力特性完全由站址所在地的海拔高度、泥沙质量浓度、泥沙粒径等３个要素决
定；在前两个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泥沙颗粒越小，即泥沙越细时，初生空化压力与·临界空化压力越
高．浑水时气核数量远多于清水；浑水发生空化时，气泡渍灭引发的夹沙射流强度大于清水射流，
由于这两个因素致使在含沙水流工作的水泵与水轮机，在相同的装置条件下，空蚀破坏较清水时
强烈．目前，空化流场计算和空化数计算都存在着把空化压力取做海拔高度为零时清水的汽化压
力的错误，使计算结果严重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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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上常将水泵与水轮机同时用于输送清水
和浑水，在设计时，不考虑水质对泵与水轮机空化
与空蚀的影响，工质一律取为清水…．然而，大量
的试验研究表明，当站址一定时，浑水（即含沙水）
的初生空化压力与临界空化压力都显著高于清水
相应的数值旧。Ｊ．因此，在相同的装置条件下，当
泥沙质量浓度

工质为含沙水时，水泵与水轮机将可能发生严重
的空化与空蚀．

图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教

Ｆｉｇ．１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天然水空化压力特性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ｍｒ

授奥拉赫拉斯维利在国内多泥沙河流水电站水轮机

天然水的初生空化压力与临界空化压力之间，

遭到严重破坏的调查分析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水

依据水质不同，约有４～５ ｍ水柱高的差值，此间将

轮机“泥沙磨损”理论Ｈ Ｊ．此后，我国一些水力机械

发生不同程度的空化，因而在过流元件也将发生不

业内人士也对水力机械的“泥沙磨损”进行了研究．

同强度的空蚀．

尽管早已由试验证实，单纯的所谓“泥沙磨损”一说

试验表明，当水中含沙时，随含沙质量浓度的增

不符合实际”Ｊ，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揭示含沙水流工

大，水的初生空化压力值和临界空化压力值都将随

作的水力机械通流元件比清水介质破坏严重的根本

之增大，其根本原因是泥沙表面缝隙中寄存大量的

原因．

气核，从而使含沙水中气核数量远比清水要多．为了

近年来，笔者对清水和浑水的空化压力特性进

彻底揭开含沙水中工作的水泵与水轮机比在清水中

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在站址一定的情况下，浑

发生更为强烈的空化与空蚀的主要原因，笔者专门

水的初生空化压力与临界空化压力大小完全由站址

主持进行了清水中单一沙粒发生空化的过程试验

所在的海拔高度、泥沙质量浓度、泥沙粒径等３个主

研究．

要因素决定，且远比清水较高汪－３，６］．在研究泥沙粒

本试验由空化压力测定仪、显微观测装置与

径这一影响因素时，笔者专门对单一沙粒发生的空

数码录像机等设备组成的记录装置完成．在空化

化过程进行观测和记录，以揭示含沙水较清水易发

压力测定仪透明的活塞缸中加入清水和一颗粒径

生强烈空化与空蚀的根本原因．

为０．６９０ ｍｍ的沙粒．在活塞缸内水压降低的过程
中，连续由显微观测装置对沙粒放大、显示，由数

１单个沙粒的空化过程

码录像机连续拍摄显示屏上单个沙粒上空化的全
过程．

众所周知，纯水（即不含任何异相介质的水）具

图２为这一空化全过程中９幅有代表性的图

有同金属相近的抗张强度，根本不可能发生空化．由

像【７ Ｊ．伴随水压降低过程，沙粒表面缝隙中寄存的

于近地宇宙射线电离量的辐射、水中含有泥沙、灰

气核因膨胀而析出，形成附着在沙粒表面的几个气

尘、有机物等，使所有天然水都含有数量巨大、由几

泡，进而气泡增多、增大．第９幅图则示出首个最大

个乃至数百个气体原子组成的微小气核．当水压降

的气泡脱离沙粒表面瞬间的情况，此时该气泡（直

低到一定界限时，首批气核膨胀、成长为气泡，水发

径约１．２７ ｍｍ）所受的浮力大于浮升阻力，发生初生

生空化，又称为初生空化，对应的压力为初生空化压

空化，对应的压力为初生空化压力．当压力继续降低

力；当水压继续降低时，气核变成气泡的数量随之增

时，不难想象，附着在沙粒表面更多的气泡都将陆续

多，空化加剧；当水压降至水发生有如沸腾状的空化

脱离沙粒表面，从而使空化加剧．试验中，单个泥沙

且维持稳定不变时，称为临界空化压力．天然水质的

表面产生很多气泡．，但沙粒外清水中却不见气泡．可

空化压力特性则由其初生空化压力与ｌ临界空化压力

见清水空化压力远低于浑水．

表示，如图１所示．

通过这一试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含沙水中，

显然，空化是基于气核原始状态发生的气体多

每个沙粒表面缝隙中确实寄存数量很多、尺寸不等

变过程．它的物理本质和特性同液态水向蒸汽转化

的微小气核；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沙粒越多，

的相变过程根本不同．长期以来，那种把发生空化的

即含沙质量浓度越高，则气核数量越多，越容易发生

压力混同为水的汽化压力的概念是不正确的．

空化和发生较严重的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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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单个沙粒表面的空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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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表明，当水中含沙质量浓度为８ ｋｇ／ｍ３时，
假定泥沙粒径Ｄ＝０．０２ ｍｍ，保守地估计每个沙粒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表ｌ
Ｔａｂ．１

不同泥沙粒径的浑水空化压力实测平均值
Ｅｘｐｅｒｈｎ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ａｎｄ

ｗａｒｅｒ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ｗｉｔｈ ｄｊｆ托ｒｅｎｔ ｓａｎｄ ｒａｄｉｕｓ

表面寄存１０个气核，则每立方厘米含沙水中比清水
时约多７００万个气核．
２

泥沙粒径对浑水空化压力的影响
试验表明，当站址一定、水中含沙质量浓度相同

气核数量越多的缘故．研究表明，泥沙粒径减小一

时，不同泥沙粒径大小将显著影响浑水的空化压力

半，气核的数量近乎增加一倍．在相同的装置条件下，

特性；泥沙粒径越小则初生空化压力与临界空化压

水泵与水轮机引用水中泥沙质量浓度相同时，泥沙粒

力越高．

径越小，即泥沙越细，则引起的空化与空蚀越强烈．

试验前，先用筛子将同一沙质（即取自同一河
道、同一位置的泥沙，沙子的矿物质成分与比例相

３浑水空蚀

同）的泥沙粒径分成３个等级：０．０４５～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０．０７５，０．０７５—０．１００

ｍｍ，然后将这３种

浑水比清水的初生空化压力与临界空化压力

ｋｇ／ｍ３

高，易发生空化，这是水泵与水轮机通流元件表面易

的３种水样．利用空化压力测定仪分别测量３种水

发生空蚀破坏和发生较为严重空蚀破坏的首要因

粒径情况的泥沙调配成相同质鼍浓度为８

样的初生空化压力和临界空化压力的６次平均值，

素．众所周知，通流元件表面空蚀发生在空泡破灭的

其结果见表１．

地方，由于伴随空泡破灭时微射流对固体表面产生

试验结果表明，当含沙质量浓度相同时，泥沙粒

持续的高频微观冲击，致使材料局部疲劳破坏与金

径越小，初生空化压力与临界空化压力越高，即越容

属流失，这是空蚀的主要机理．此外还有金属腐蚀、

易发生较强烈的空化，而且泥沙粒径的影响十分显

电化学、热力学效应等次要因素【８］，也加剧了金属

著．这是因为当沙质相同、含沙质量浓度相同时，沙粒

流失．当工质为含沙水时，在气泡溃灭时将发生夹沙

越小其总表面积越大，因而寄存于泥沙表面缝隙中的

水流对固体表面的微观冲击，如图３所示．由于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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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大，有些沙粒硬度较高且具有尖锐的棱角，因而
对材料表面的冲击破坏力较大．这是浑水空蚀比清

性、规模，选定合理的丛值，由式（１）和（２）计算确定
ｐｇ

日。，与凰，值，最后确定机组的安装高度．显然，含沙

水空蚀破坏强度要大的第二个原因．

水流工作的水轮机、水泵安装高度要比清水时低，只
有这样才能保障运行安全．
５
图３气泡崩解时的夹沙射流

传统的空化流场计算，不管是针对单物体的平面

Ｗａｔｅ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ａｎｄｓ ｂｙ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

Ｆｉｇ．３

绕流还是叶片栅的空间绕流，所有工况均取窄穴内压

ｂｕｂｂｌ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考虑上述两种因素，在相同的装置条件下，浑水
时发生的空化与窄蚀比清水时要严重得多．但是，如
果浑水时在绕流物体表面不发生空化，就不会发生
夹沙水流对固体壁面的冲击，因而不可能引起局部
疲劳破坏，只可能发生沙粒对同体肇面的均匀、微小
的磨削，不会构成泵与水轮机通流元件的破坏．这个
道理很明硅，泵与水轮机转轮即使在含沙质餐浓度
较大的黄河上运行，只在过流表面上压力较低，发生
空化的局部地区引起空蚀破坏，而在广泛的与含沙
水流相作用的过流表面均未发生破坏，甚至有的地
方出厂时涂的红丹防锈漆也未被“磨”掉．可见，所
谓单纯的“泥沙磨损”说与事实不符．浑水条件下泵与
水轮机通流元件上发生的诸如蜂窝状、鱼鳞状局部破
坏与金属流失，仍然是空蚀，也订丁称为浑水空蚀．

”‘。

空化流动的实际．
此外，在国内外所有论及空化流动的专业书籍
中，都将空化流动相似准则用空化数来表征，即

Ａ＝瞥，
矿＊

（３）

式中Ｐ。，秽。为无穷远来流的压力、速度；ｐ为水的密
度．以往由于取Ｐ，为常数，当系统中无穷远来流压
力降低时，则Ａ减小，空化发展，空穴尺寸（长度与
厚度）增大；在Ａ与空穴尺寸之间形成一种错误的、
人为的相似流动关系．前已述及，试验证实Ｐ，远不

与临界空化之间，不同空化工况的空化压力值也很

吸出高度日计与水泵吸人高度风，的计算表达式：

一

高度为０时清水的汽化压力０．２４ ｍ水柱高［１¨…．显
然，如前所述，这一边界条件的取法是错误的，不符合

况下水的空化压力特性相差很大；同时，在初生空化

文献［８—９］分别给出了工质为浑水时水轮机

ｖ—Ｋ肌日，
如＝１０．３３一篇一莉ｒｌ
触９ＵＵ

力为常数作为求解的边界条件，并且取用２０℃、海拔

是常数，它与水质状况、站址海拔高度有关，不同情

４浑水时泵与水轮机的安装高度

一

浑水三维空化流场的数值计算

不相同．因此，必须完善空化流动的相似理论，用以
获得正确的理论计算与模拟试验结果．
近年来，由于数值计算的进步，古典的空化流计

（１）

算方法几乎大都已被废弃¨１｜．目前，国内泵叶轮三
维空化流场实用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以势流

Ｌ

日ｓＰ＝ｌｏ·３３一鬲Ｐｃ一羔一ｈＩ．一Ｋ盯ＰＨ，（２）

为基础的三维空化流场的面元奇点解法¨２。和三维

式中Ｐ。为站址一定时引用水的空化压力；矗，为站址

气液两相湍流计算方法¨３｜．这两种方法在实际计算

所在的海拔高度；盯，，盯，分别为水轮机与水泵模型

应用时，都存在Ｅ述取用边界条件的错误．

试验测得的空化系数；Ｋ。为考虑原模型比尺效应的

不管清水或含沙水，水质状况对叶片式水力机械

空化系数的安全系数，Ｋ＝１．１—１．５；ｈ。。为泵吸水

叶轮中空化流场计算的影响，均可通过空化压力值来

管的水力损失；Ⅳ为水头或扬程。

反应．文献［１４］专门介绍了三维空化气液两相湍流计

以往工程上取２０℃水的饱和蒸汽压力０．２４

ｍ

算方法，用于混流式水轮机转轮空化流场计算时，取
用不同的临界空化压力值作为边界条件的计算结果．

水柱高为式（１）和（２）中的丛值，来计算确定ＨＳＴ与

图４为某水轮机大流量工况时取用不同海拔高度清

以，值，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做法是，针对具体工

水时３种临界空化压力值（ｐ。＝２

程，由试验所得如图ｌ所示的引用水空化压力特性，

算所得叶片背面出水边气体组分的结果．当临界空化

根据多年平均的泥沙过机质量浓度和工程的重要

压力较高时，叶片背面气体组分显著增大．

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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