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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化射流形成的判据和冲蚀机理 

李子丰 
(燕山大学石油工程研究所，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阐述了空化射流研究简况和空化形成机理。讨论了用于描述空化是否发生和空化程度的空化数的合理性,

认为用空化数不能判断射流的空化状态；流场中具有绝对压强小于或等于汽化压强的区域是射流空化的必要条件;

在高环境压强下，必须采取特殊的减压措施才有可能实现空化。针对空化射流比普通射流冲蚀能力强的事实，分

析了 Rayleigh 空穴湮灭冲击压强计算公式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空化射流的射流质量脉动引发作用在靶体表面上的

压强脉动是导致靶体容易破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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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 AND EROSION MECHANISM OF CAVITATING JET 

LI Zi-feng 
(Petroleum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Mechanism of cavitation is introduced. Rationality of cavitating number which is used to judge 
cavitation and describe cavitating degree of jet is discussed, and it is found that cavitating condition cannot be 
obtained from cavitating number. The prerequisite for cavitation is that there exists an area in which absolute 
pressure is lower than or equal to vaporization pressure. To cavitate jet in high pressure environment, special 
decompression measure must be undertaken. Problems of Rayleigh equations for calculating impulsion pressure 
under annihilation of cavity to explain the fact that cavitating jet is of greater power to break target object than 
common jet are analyzed.  A new explanation is given that target surface pressure pulse from density changes of 
cavitating jet which contain cavity is the main factor for breaking target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fluid mechanics; cavit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jet; nozzle; annihilation; break; erosion; criterion 

 
从 19 世纪后半叶在螺旋桨叶片上发现空化现

象以来，空化理论及应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且

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虽然空化形成机理和冲

蚀机理尚不是很清楚，但是它的破坏能力已经是有

目共睹[1,2]。在航海领域，固体壁面附近空化泡的湮

灭不仅会造成船舰和潜艇螺旋桨表面的气蚀损坏，

而且所产生的空化噪声还会对军舰和潜艇的安全造

成危险[3]。在水能领域，随着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百米级的高坝陆续建设，高速水流容易产生空化，

而由空化所引起的空蚀破坏严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

行，甚至造成重大的灾难性工程事故[4]。在机械领

域，已经用空化射流进行切割和物体表面清洗[5]。

在石油和矿山领域，已经开展空化射流冲蚀实    
验[1,2,6~11]。本文探讨空化射流的判据和空化射流具

有较强冲蚀能力的原因。 

1  空化形成机理[1,2,4] 

空化是由于液流系统中的局部低压(低于相应

温度下该液体的饱和蒸气压)使液体蒸发而引起的

微气泡(或称为气核)爆发性生长现象。通常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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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都不是纯液体，里面含有许多微粒杂质，如固

体微粒、微生物和微气泡。这种微气泡的半径一般

在 20μm 以下，叫做气核或空化核。当液体压强低

到相应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强时，空化核开始膨胀，

实现空化。当环境压强高于相应温度下的饱和蒸气

压强时，空化泡湮灭。图 1 表示一段收缩扩张管内

发生的空化现象；液流的上游绝对压强为 1p ，下游

绝对压强为 2p ；下游的速度为 2v ；收缩管内的绝对

压强为 cp ，速度为 cv 。则当 vc pp < ( vp 为液体在当

前温度下的绝对饱和蒸气压)时，发生空化。 

 

pc vc v2 

p2 p1 

 
图 1  收缩扩张管内的空化现象 

Fig.1  Cavitation in contracting and expanding tube 

2  空化的判据 

2.1  现有的理论-空化数[1,4,8]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不管是避免空化，或利用

空化，都关心空化在什么时候发生。对于已经有的

液体系统，如果检测到绝对压强等于或低于饱和蒸

气压强的区域，则空化必然出现。但是，如果要预

测一种新设计和研制新的液体系统内是否会发生空

化，光通过检测就行不通了。为此，人们试图通过

相似准则，像流体力学中的雷诺数一样，定义一个

数，在不同的系统里，只要这个数相等，则它们的

空化状态就一致，并且可以用一个临界数来判断空

化是否发生。这个数被命名为空化数。影响空化发

生的因素很多，如流动边界条件、绝对压强、流速、

液体粘性、表面张力等，但主要影响空化发生的是

压强和流速。定义了空化数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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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 为空化数， vp 为某一温度下液体的饱和蒸

气压强, ρ 为液体密度。 

对于有高围压的淹没射流，因为分子项中的 2p

很大， vp 可以忽略不计，另外 2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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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化数可以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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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要 1≤σ 就应该产生空化， 5.0≤σ 就必

然产生稳定的空化。即使在环境压强为几十兆帕时，

只要射流速度足够大，就能够出现空化现象。 
2.2  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发现空化数的离散度较大，

即用空化数判断是否产生空化不准。 
在地面的空气中或接近于水面的水中，绝对压

强为一个大气压，根据式(1)，只要常规喷嘴的压降

大于一个大气压，就应该产生空化。但是，真实情

况是，这些从常规喷嘴喷出的射流并没有产生空化，

例如消防队的水射流没有空化，加油站注入汽车油

箱的各种燃油射流没有产生空化。 
从理论上，流体力学的能量平衡方程和连续性

方程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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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ξ 为截面突然扩大管的局部阻力系数， cA 为

收缩段的截面积， 2A 为液流下游的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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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3)看出，收缩段内的压强是面积比
2A

Ac 的

函数；对
2A

Ac 求导，得 5.0
2
=

A
Ac 时， cp 取得极极小值： 

2
2 4

1
cc vpp ρ−=            (4) 

这是在最优空化结构的条件下的结果。 
在空化数 1=σ 时， 2

2 2
1

cv vpp ρ+= ， += vc pp  

vc pv >2

4
1 ρ ，不产生空化。 

在 空 化 数 5.0<=σ 时 ， 2
2 4

1
cv vpp ρ+<= ，

vc pp <= ，满足物理条件，产生空化。 

为此用空化数来判断空化是否发生，必须具备

两个条件：(1) 5.0
2
=

A
Ac ，(2) 5.0<=σ 。所以，没

有普遍应用价值，即不能用空化数来判断是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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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化，更谈不上空化后的状态相似了。 

对于 1
2
<<

A
Ac 的情况，例如钻井液喷出喷嘴， 

2ppc =                 (5) 

即喷嘴内的压强等于钻头处的环境压强。所以

对于常规射流喷嘴，在有围压(围压强＞汽化压强)
的情况下，如不采取特殊减压技术，是无法实现空

化的。 
在低压强环境下的空化射流，可以进行检测，

并得到充分证实。在类似石油井下高压强环境下的

“空化”射流，还没有见到任何直接的检测资料。 
美国 Tulsa 大学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空化射流

破岩进行了较多的室内实验研究[2]。他们采用的是

旋转叶片射流喷嘴，没有说明如何判断射流是否空

化，也没有对射流是否空化进行检测。 
2.3  解决方案 

不将空化数作为判断射流空化的依据，而将系

统内最低压强小于或等于饱和蒸气压强作为唯一判

据。 

3  空化射流提高冲蚀效率的原因 

空化冲蚀能提高液体的破坏能力(图 2)。它不但

能破坏金属材料，如钢质的泵轮、铜质的螺旋桨，

还能破坏岩石、混凝土、橡胶等非金属材料。 

 

空化喷嘴 

空化射流 
靶体

 

图 2  空化射流冲蚀靶体图 

Fig.2  Cavitating jet acting on a target 

3.1  现有的理论—空穴内爆冲击压强说[1~2,5,10] 
现有的理论认为空穴湮灭时的“内爆”是空化

射流的冲蚀能力比普通射流的冲蚀能力高的原因。

“内爆”的定义为空泡运动到压强升高区时，其内

蒸气将凝结成液体而湮灭，在液体内部出现空洞，

原来与空泡毗邻的液体微团向空洞中心冲击的现

象。Rayleigh 于 1971 年提出了孤立空泡在无界的、

不可压缩的静止液体里突然消失所需要的时间，以

及空泡湮灭过程中空泡附近的瞬态压强。其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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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axp 为瞬态最大压强， ∞p 为环境压强， 0R
为气泡初始半径， R 为瞬时半径。当 RR 200 = 时，

∞= pp 1260max ，即最大压强是环境压强的 1260 倍。

由此推断破坏能力极强。 
针对空化射流，给出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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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p 为空化射流的冲击压强， sp 为常规射流的

冲击压强， α 为射流中的气体含量。假定

1.0~17.0=α ，则有 si pp )124~6.8(= 。从而空化射

流能大大提高冲蚀效率。如果用空化射流喷嘴取代

普通喷嘴，则在冲蚀效率相同的条件下,泵压可以降

低一到二个数量级。 
3.2  空穴爆裂冲击压强说存在的问题 

(1) 包含气泡的液体假设为不可压缩液体不合

理；气泡的湮灭是一个动力学过程，应该假设周围

液体是可压缩的。气泡的生消是一个从气泡核在低

压区内逐步长大(此时气泡内的压强大于液体内的

压强)在高压区内逐步缩小(此时气泡内的压强小于

液体内的压强)的过程， 0R 和 R 很难取值。气泡内

的蒸气凝结虽然时间不长，但也有一个过程，气泡

内的压强不等于零。所以式(6)不可信。 
迄今为止，单靠纯解析的理论方法还无法分析

气泡湮灭的全过程；高速摄像实验已能描述气泡湮

灭时的形状和射流顶端的速度大小，但由于气泡尺

寸较小，而气泡产生后的湮灭速度极快，要详细测

量目前还有困难。用数值模拟方法的研究已经开  
始[3]。 

(2) 在式(7)中，如果令 0→α 即没有空化的情

况，应该为 si pp = ，而式(7)的结果却是 ∞→ip 。

式(7)不符合能量守恒原理。喷嘴的输入能量是

ccs vAp ，而输出能量为 )124~6.8( ccs vAp ，凭空多出

很多倍的能量。所以式(7)不可信。 
3.3 脉冲压强是空化射流提高冲蚀能力的主要原因 

空穴的“内爆”是提高射流冲蚀能力的因素之

一。在液流速度极低的条件下，“内爆”可能成为

冲蚀的主要原因。在液流速度不很低的条件下，“内

爆”只是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

因是在射流冲向靶体表面时，有时是液体冲击靶体，

有时是空泡冲击靶体。由于冲击物的质量波动，即

气泡与液体体密度不同,造成靶体表面的压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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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靶体在瞬时拉应力的作用下破坏和交变应力作

用下疲劳破坏。作用在靶体表面上的最大动压强为

sp ，而最小压强为 vp 。如果考虑环境压强，则作用

在靶体表面上的压强变化范围为 sv p~pp +∞ 。这类

似于磨料射流中的磨粒密度远低于连续液体的密

度。 
3.4 压强波动是自振射流提高冲蚀效率的主要原因 

现场试验证明，在石油钻头上装上自振射流喷

嘴钻井，会显著提高钻进速度[6~9]。 
在解释之一事实的原因时，有些人认为是射流

空化造成的。 
根据前述分析，射流在井下空化是很难的。另

一个合理的解释为脉动的射流本身就比普通射流对

冲蚀有利。 
为此，自振射流提高钻井效率的主要原因是钻

井液的冲击压强波动，而不一定是液流空化。 

4  结论 

(1) 空化数不能有效地反映液体的是否空化及

空化程度。直接由液体压强是否低于它的饱和蒸气

压强来判断更合理。 
(2) 空化射流冲蚀能力强的主要原因不是气泡

爆裂时的冲击压强，而是气泡在冲击物体时，由于

气泡的密度低于射流本体的密度，而造成的冲击压

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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