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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化空蚀和掺气减蚀机理的研究是高速射流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微淹没条件下， 保证闸室面积与射流出口

面积比不变， 对设置门槽的有压矩形闸室后接圆管射流的突扩突跌消力池空化特性进行减压试验， 其中跌坎高度 Ｓ
（５ ５ ｍ 和 ４ ０ ｍ）和圆管长度 Ｌ２（Ｌ２ ／ ｄ＝ ２、 １ 和 ０， ｄ 为圆管直径）。 跌坎高度 Ｓ 从 ５ ５ ｍ 降低至 ４ ０ ｍ， 门槽及圆管射

流出口处消力池边墙发生空化的可能性变化仅 １０％。 圆管长度 Ｌ２ ／ ｄ＝ ２ 和 ０ 时门槽发生空化的可能性比 Ｌ２ ／ ｄ＝ １ 时

高出 ４０％～６０％； 而 Ｌ２ ／ ｄ＝ ０ 时圆管射流出口处边墙的空化可能性比 Ｌ２ ／ ｄ＝ １ 时可高出 ２６０％， Ｌ２继续增加对空化特

性的不利影响有限。 增加跌坎高度 Ｓ 有利于水流掺气， 为达到良好的掺气减蚀效果， 不宜过低。 因此， 跌坎高度 Ｓ
对门槽及圆管射流出口处消力池边墙空化特性影响较小， 而圆管长度 Ｌ２对其空化特性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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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射流空化的理论和试验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 化工、 机械、 航空航天和水下运动等领域； 而在水工

水力学领域中则为有压泄洪洞内的淹没射流、 闸孔出流和泄水建筑物下游的水跃消能等。 有压泄洪洞的体型

设计中， 常见的有渐缩、 突缩段和有跌坎、 突扩的消力池相结合的布置形式， 其安全问题中的空化、 空蚀机

理极为复杂， 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射流体型、 流态、 掺气与空化空蚀密切相关， 国内外学者均有研究。 Ｚａｒｅ 和 Ｂａｄｄｏｕｒ［１］ 将三维淹没射流

近似于中心射流， 通过分析纵轴和横轴漩涡分析水流特性； Ｋｕｍａｒ［２］、 Ｇｕｏ［３］、 Ａｇｅｌｉｎ⁃Ｃｈａａｂ 和 Ｔａｃｈｉｅ［４］、
Ｎｙａｎｔｅｋｙｉ⁃Ｋｗａｋｙｅ 等［５］对有跌坎或有突扩消力池内底流水跃的水流结构进行试验研究； Ｋａｔａｋａｍ 和 Ｒａｍａ［６］对

既有跌坎又有突扩的底流消能水力特性进行了理论和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突扩突跌的底流消力池下游水流流

态最稳定。 水流空化是工程安全的重要威胁， 空泡溃灭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压强会严重损害过流部件［７］； Ｇｏ⁃
ｐａｌａｎ 等［８］对轴对称淹没射流的研究表明， 剪切层中的漩涡和拉应力会使局部压力降低从而引起初生空化。
Ｚｈａｎｇ 等［９］对突扩管道在高速水流下的空化特性进行研究， 得出突扩比与初生空化数的关系。 Ｋｅｌｌｅｒ 和

Ｒｏｔｔ［１０⁃１１］通过试验得出了初生空化的经验公式， 证明速度比尺对初生空化数有影响。 尹则高等［１２］ 通过对渐

缩渐扩洞塞的研究， 指出渐缩或渐扩段的相对长度一定时， 随着渐缩或渐扩段长度的增加， 水头损失系数减

小， 最小空化数增加， 即发生空化的可能性降低。 Ｒｕｓｓｅｌｌ 和 Ｓｈｅｅｎａｎ［１３］ 的试验表明， 近壁水流掺气浓度达

１ ５％～２ ５％时， 混凝土试件的空蚀破坏减少。 Ｗｕ 和 Ｌｕｏ［１４］ 指出掺气减蚀效应受体型参数、 水力特性和掺

气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突扩突缩、 渐缩渐扩体型的空化特性研究， 大部分的研究成果［１２，１５⁃１６］仅限于有压段情况， 而对于微

淹没圆形射流接突跌突扩消力池的空化特性研究在国内外还不多见。 本文对此开展了减压试验和掺气减蚀研

究， 对其空化特性进行对比研究， 成果可供类似的工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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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减压试验研究

１ １　 试验方案设计

模型依托于某导流洞改建的泄洪洞， 基于重力相似准则设计制作模型， 模型比尺 １ ∶ ３５。 该模型的平

面及立面图见图 １。 模拟范围包括有压圆形泄洪洞段、 圆变方渐变段、 矩形闸室段、 方变圆渐缩段、 圆管

段、 突扩跌坎式单边渐扩消力池段和溢流堰。 该模型以消力池底板为基准线， 上游库水位为 １１８ ｍ， 下泄

流量可达 ７３６ ｍ３ ／ ｓ， 从闸室段的 ４ ｍ×６ ｍ（ ｂ０宽×ｈ０高）过渡到圆管直径 ｄ ＝ ５ ｍ 的圆形出口， 尾水深 ｈ ｔ ＝
１７ ｍ， 渐缩段长度 Ｌ１和圆管段长度 Ｌ２， 其中 Ｌ＝ Ｌ１＋Ｌ２ ＝ ２０ ｍ， 后接突扩无压段为有跌坎的消力池； 消力

池的前端宽度Ｂ ＝ ｂ＝ ８ ｍ， 消力池长 Ｌ３ ＝ １３４ ０５ ｍ， 消力池按窄深式设计， 采用一边渐扩的不对称体型，
单边扩散角 β＝ ６°。

图 １　 试验布置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ｌａｎ ｖｉｅｗ

表 １　 试验设计方案体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ｚ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ｅｓｔ ｄｅｓｉｇｎ

设计方案 方变圆段 Ｌ１ ／ ｍ 圆管段 Ｌ２ ／ ｍ 跌坎高度 Ｓ ／ ｍ

１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２ １０ １０ ４ ０

３ １５ ５ ４ ０

４ ２０ ０ ４ ０

试验中闸室面积和射流出口面积比不变， 几种设计方

案的区别在于消力池跌坎高度 Ｓ 的变化（５ ５ ｍ 和 ４ ０ ｍ）、
闸门后方变圆渐缩段长度 Ｌ１和圆管段长度 Ｌ２的不同， 其中

闸室段与消力池衔接段总长度为 Ｌ， 即 Ｌ ＝ Ｌ１＋Ｌ２。 具体设计

方案见表 １。 在闸门槽下游矩形闸室段布置通气孔， 通气孔

为 ２ 个直径 Ｄ＝ ０ ８ ｍ 的圆管。
减压试验是进行高速水流空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由箱

体、 循环供水系统、 抽气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组成， 监测空

化噪声， 分析判断是否发生空化。 空化噪声测量采用丹麦 Ｂ＆Ｋ 公司生产的 ８１０３ 型水听器， 将信号经测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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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Ｂ＆Ｋ ＮＥＸＵＳ ２６９２Ａ０Ｓ４ 电荷放大器）， 适调后进入数据采集系统（Ｔｓｔ６２００ 数据采集设备）。 水听器灵敏

度为±１ｄＢ， 噪声频率范围为 ４～２００ ｋＨｚ， 数据采样频率为 １ ＭＨｚ， 采样长度为 ２ ｋ ／帧， 数据采集系统采集范

围为 １０～１３０ ｋＨｚ。
根据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来确定易发生空化的重点部位， 即对矩形闸室段的闸门槽、 射流出口的消

力池边墙和跌坎处进行水流噪声测试。 ５ 个水听器布置的位置分别为： １＃测点位于方变圆起始点顶部（通气

孔处）、 ２＃测点位于门槽左侧（门槽处）、 ３＃、 ４＃测点分别位于射流出口处消力池左、 右边墙， ５＃测点位于射

流出口正下方的消力池跌坎处。 具体测点位置见图 １ 中标示。 试验中分别对相似真空度分别为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和 １００％进行噪声测试。 将相似真空度为 ８０％的噪声频谱图作为背景噪声计算声压级差和相对能

量积分值。
１ ２　 水流空化的判别

水流空化问题通常采用空化噪声声压级和噪声频谱能量积分来判断是否发生空化。
１ ２ １　 空化噪声声压级

空化发生时的声压级较之相应频率的背景声压级（即不发生空化时的声压级）高 ５ ～ １０ ｄＢ 以上。 声压级

的计算公式为

ＬＳＰ ＝ ２０ｌｇ Ｐ
Ｐｒｅｆ

（１）

式中： ＬＳＰ为声压级， ｄＢ； Ｐ 为所测得的声压， μＰａ； Ｐｒｅｆ为参考声压， μＰａ， 试验中取 Ｐｒｅｆ ＝ １ μＰａ。
１ ２ ２　 频谱能量积分法

对频谱曲线进行能量积分， 声压能迅速增加也是空化初生的显著特征， 以此特征也可判断水流空化是否

发生。 水流噪声能量积分计算公式为

Ｅ ＝ １
ρＣ０

∑
ｎ

ｉ ＝ １
Ｐ２（ ｆｉ）Δｆｉ （２）

式中： Ｅ 为噪声能量， Ｊ ／ （ｓ·ｍ） ２； Ｐ（ ｆｉ）为频谱声压， Ｐａ； Δｆｉ 为积分频带宽度。 本试验中 Δｆｉ ＝ ５ ｋＨｚ， 计算

范围为 ３０～１３０ ｋＨｚ； ρＣ０ 为水中的声阻抗， ｋｇ ／ （ｓ·ｍ２）。
设背景噪声能量为 Ｅ０（试验中取 η ／ ηｍ ＝ ８０％）， 不同相对真空度 η ／ ηｍ 的相对噪声能量为

Ｅ
Ｅ０

＝
∑

ｎ

ｉ ＝ １
Ｐ２（ ｆｉ）Δｆｉ

∑
ｎ

ｉ ＝ １
Ｐ２

０（ ｆｉ）Δｆｉ
（３）

同一组试验中， 取 Δｆｉ 为常数， Ｐｒｅｆ为常数， 将式（１）代入式（３）， 得到不同相对真空度 η ／ ηｍ 下相对能量

Ｅ ／ Ｅ０：

Ｅ
Ｅ０

＝
∑

ｎ

ｉ ＝ １
１０ＳＰＬ（ ｆｉ） ／ １０

∑
ｎ

ｉ ＝ １
１０ＳＰＬ（ ｆｉ） ／ １０

（４）

采用式（１）计算噪声声压差、 式（４）计算相对能

量值和目测 ３ 种方法来判断是否发生空化时， 所采用

的空化临界值标准见表 ２。 在 ３ 项判据出现矛盾时，
以不利的一方为准， 即只要一个条件超过了临界值就

认为发生了该类型空化。

表 ２　 判别空化临界值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空化类型 声压级差 ／ ｄＢ 相对能量 目测空化云

无空化 ＜５ ＜４ 无空化云

微弱空化 ５～７ ４～５ 无空化云

明显空化 ７～１０ ５～１０ 间歇性空化云

强空化 ＞１０ ＞１０ 强烈持续空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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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空化特性分析

不同设计方案在相似真空度分别为 ８０％（背景噪声）、 ９０％、 ９５％和 １００％时进行噪声测试， 按式（１）和
式（４）计算的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值列于表 ３。

表 ３　 不同设计方案空化噪声声压级和相对能量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ｃｈｅｍｅ

测点
声压级差 ／ ｄＢ 相对能量值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５ ＜５ ４～５ ３～５ ＜５ ＜５ ０～２ ２～４

２＃ ４～７ ５～８ ３～５ ６～８ ３～５ ３～４ ２～４ ２～４

３＃ － ３～５ － ７～１０ － ＜４ － ＜４

４＃ ３～５ ４～７ １～４ ８～１２ ＜５ ２～４ １～３ ５～１０

５＃ － － ４～５ ５～７ － － ＜１ ４～６

　 　 将表 ３ 中数据与表 ２ 空化临界值判别表对比可以看出， 在矩形闸室的闸门槽处（２＃测点）和射流出口处消

力池右边墙（４＃测点）发生空化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其他位置， 故对闸门槽处（２＃测点）和射流出口处消力池右

边墙处（４＃测点）的空化特性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不同方案的背景噪声有所差别， 故对在不同方案时的同一

个位置测点， 选用其中一个方案进行同一化处理。
２ １　 门槽空化特性分析

２ １ １　 跌坎高度对门槽空化特性的影响

图 ２ 为两种跌坎高度门槽（２＃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图， 即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中闸室后渐缩段

长度 Ｌ１和圆管段长度 Ｌ２均为 １０ ｍ， 不同之处为跌坎高度分别为 ５ ５ ｍ 和 ４ ０ ｍ。 由图 ２ 可知， 跌坎高度从

５ ５ ｍ变化到 ４ ０ ｍ 时， 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的空化噪声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差均为 ５ ～ ７ ｄＢ； 在空化噪声

的主频段 ８０～１３０ ｋＨｚ 范围内， 跌坎高度为 ５ ５ ｍ 时， 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差为 ４ ～ ７ ｄＢ； 而跌坎高度为

４ ０ ｍ时， 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差为 ５～８ ｄＢ， 相似真空度分别为 ９０％、 ９５％和 １００％时的相对能量值为 １～５。
在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相对能量值两者分别为 ５ １ 和 ５ ０， 均可能发生微弱空化， 但试验现场并没有目测

观察到空化云。

图 ２　 不同跌坎高度 Ｓ 时门槽（２＃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曲线

Ｆｉｇ ２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ｇａｔｅ ｓｌｏｔ（２＃）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ｆｆｓｅ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Ｓ

对比声压级和相对能量值， 跌坎高度从 ５ ５ ｍ 变化到 ４ ０ ｍ， 门槽空化的可能性仅变化 １０％， 故对空化

特性的影响较小。 第一， 跌坎位于闸门的下游部位， 且跌坎上游为有压段， 下游为无压段微淹没射流， 跌坎

高度的变化对上游有压段门槽处水流流态几乎没有太大影响， 但对压力有一定影响； 第二， 跌坎与闸门距离

较远， 跌坎高度的变化不足以使门槽处水流流态和流速发生太大改变， 为保证有压出口水流具有一定的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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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增加闸室的顶部压力来改善闸门槽和通气孔的空化特性， 故跌坎高度要相对低一些。
２ １ ２　 圆管长度对门槽空化特性的影响

图 ３ 为 ３ 种不同圆管长度 Ｌ２时门槽处（２＃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图， 即方案 ２、 方案 ３ 和方

案 ４ 的跌坎高度 Ｓ 均为 ４ ０ ｍ， 圆管直径 ｄ＝ ５ ｍ， 渐缩段长度 Ｌ１分别为 １０ ｍ、 １５ ｍ 和 ２０ ｍ， 圆管段长度 Ｌ２

分别为 １０ ｍ、 ５ ｍ 和 ０ ｍ， 即 Ｌ２ ／ ｄ＝ ２、 １ 和 ０。 由图 ３ 可以看出， 在 ３ 种试验方案的背景噪声进行同一化处

理后， 门槽处（２＃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为 ３～７ ｄＢ； 在空化噪声的主频段 ８０～１３０ ｋＨｚ 范围内， 与背景噪声

的声压级差分别为 ５～８ ｄＢ、 １～４ ｄＢ 和 ６～８ ｄＢ； 而相似真空度分别为 ９０％、 ９５％和 １００％时的相对能量值为

１～５， 在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相对能量值分别为 ５ ０、 １ ９ 和 ２ ９， 发生空化的可能性较小， 且试验现场也

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空化云。

图 ３　 不同圆管长度 Ｌ２时门槽（２＃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曲线

Ｆｉｇ ３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ｇａｔｅ ｓｌｏｔ （２＃）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ｐｉｐｅ Ｌ２

门槽后渐缩段和圆管段长度变化时， 该体型未发生空化， 但圆管段长度的增加对空化发生的可能性有影

响。 当圆管长度 Ｌ２ ／ ｄ ＝ １ 时， 按声压级的标准判断， 发生空化的可能性比 Ｌ２ ／ ｄ ＝ ２ 和 ０ 时， 均降低 ５０％左

右； 按相对能量值的标准判断， 空化可能性分别降低 ６０％和 ４０％。 因圆管段长度 Ｌ２减小， 渐缩段长度 Ｌ１增

加， 门槽后到圆管段调整水流流态的距离增加， 水流相对平顺， 空化可能性减小， 但是当 Ｌ２ ／ ｄ 从 ２ 变化到 ０
时， Ｌ２ ／ ｄ＝ １ 时空化可能性最小并非是 Ｌ２ ／ ｄ ＝ ０。 也就是说在门槽段闸室面积与圆管射流出口面积比一定，
圆管段长度 Ｌ２增加到一定长度后， 其继续增加不足以使门槽附近发生空化。
２ ２　 射流出口处消力池边墙空化特性分析

２ ２ １　 不同跌坎高度对消力池边墙空化特性的影响

图 ４ 为跌坎高度变化时射流出口处消力池右边墙（４＃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图。 即方案 １ 和

方案 ２ 中闸室后渐缩段长度 Ｌ１和圆管段长度 Ｌ２均为 １０ ｍ， 不同之处为跌坎高度分别为 ５ ５ ｍ 和 ４ ０ ｍ。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跌坎高度从 ５ ５ ｍ 变化到 ４ ０ ｍ 时， 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的空化噪声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差均

为３～５ ｄＢ； 在空化噪声的主频段 ８０～１３０ ｋＨｚ 范围内， 跌坎高度为 ５ ５ ｍ 和 ４ ０ ｍ 时， 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

差均为 ４～７ ｄＢ， 在此频段的声压级值， Ｓ ＝ ５ ５ ｍ 和 ４ ０ ｍ 两曲线几乎完全重合， 相似真空度分别为 ９０％、
９５％和 １００％时的相对能量值为 １～４， 在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两者的相对能量值分别为 ４ ５ 和 ４ １， 两种情

况下发生空化的可能性均较小， 同时说明跌坎高度 Ｓ 从 ５ ５ ｍ 变化到 ４ ０ ｍ， 消力池边墙空化可能性的变化

不足 １０％， 这与圆形射流本身流态的保持性、 衰减和扩散特性有直接关系， 但是为保证水流有足够的掺气浓

度， 跌坎高度也不宜过低。
２ ２ ２　 不同圆管长度对消力池边墙空化特性的影响

图 ５ 为不同圆管长度时消力池出口处右边墙（４＃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图。 即方案 ２、 方案

３ 和方案 ４ 的跌坎高度均为 ４ ０ ｍ， 圆管直径 ｄ＝ ５ ｍ， 渐缩段长度 Ｌ１分别为 １０ ｍ、 １５ ｍ 和 ２０ ｍ， 圆管段长度

Ｌ２分别为 １０ ｍ、 ５ ｍ 和 ０ ｍ。 从图 ５ 可知， 当圆管段长度 Ｌ２ ／ ｄ＝ ２、 １ 和 ０ 时， 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的空化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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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差为 ２～１２ ｄＢ； 在空化噪声的主频段 ８０ ～ １３０ ｋＨｚ 范围内， 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差分

别为 ４～７ ｄＢ、 １～４ ｄＢ 和 ８～１２ ｄＢ； 相似真空度分别为 ９０％、 ９５％和 １００％时， 在 Ｌ２ ＝ ０ 时的相对能量值可达

到 １０， 在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相对能量值两者分别为 ４ １、 ２ ６ 和 ９ ６， 该处附近肉眼可观察到明显的持续

空化云， 即发生严重空化； 当圆管段长度 Ｌ２ ／ ｄ＝ １ 时， 该处空化噪声声压级差为 １～４ ｄＢ， 小于无空化的判断

标准 ５ ｄＢ， 相对能量值在相似真空度为 １００％时为 ２ ６， 亦小于无空化的判别标准， 发生空化的可能性最小。

图 ４　 不同跌坎高度 Ｓ 时消力池右边墙（４＃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曲线

Ｆｉｇ ４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ｉｄｅｗａｌｌ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ｊｅｔ ｅｘｉｔ （４＃）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ｆｆｓｅ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Ｓ

图 ５　 不同圆管长度 Ｌ２时消力池右边墙（４＃测点）空化噪声声压级差和相对能量曲线

Ｆｉｇ ５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ｉｄｅｗａｌｌ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ｊｅｔ ｅｘｉｔ（４＃）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ｐｉｐｅ Ｌ２

因此， 门槽后渐缩段和圆管段长度的变化对消力池边墙的空化特性有明显影响， 当圆管长度 Ｌ２ ／ ｄ ＝ １
时， 按声压级这一判断标准， 发生空化的可能性比 Ｌ２ ／ ｄ ＝ ２ 和 ０ 时， 分别降低 ７０％和 ２６０％； 按相对能量值

的判断标准， 空化可能性分别降低 ６０％和 ２００％， 即 Ｌ２ ／ ｄ＝ ０ 是最为不利的情况。 Ｌ２ ／ ｄ ＞２ 以后， 对空化特性

的改善逐渐不明显。 当 Ｌ２ ／ ｄ＝ ０ 时， 有压段出口处为闸室段方变圆结束点， 水流经由此段收缩体型， 来不及

调整流态直接射入消力池水体， 此时的水体携带巨大能量与消力池内流速较低水体易形成剪切空化， 而 Ｌ２

的长度达到水流调整至平顺所需的长度后， 其长度的变化对圆管内水流流态已无显著影响。 因此， 在跌坎高

度给定的情况下， 圆管段长度 Ｌ２应为 １～２ 倍圆管直径。
研究资料表明［１３，１６⁃１７］， 当水流掺气浓度达到 ２％ ～３％时， 对壁面空蚀空化程度可明显减弱。 渐缩段长度

Ｌ１和圆管段长度 Ｌ２均为 １０ ｍ， 跌坎高度为 ４ ０ ｍ 时试验中测得消力池底板高流速区域的掺气浓度在 ５％左右。
边墙流速较大的区域， 掺气浓度均在 １０％以上， 故可起到明显的掺气减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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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对渐缩有压圆管后接突扩突跌消力池空化特性进行减压试验研究， 对比分析了跌坎高度 Ｓ、 圆管段长度

Ｌ２对门槽、 射流出口处消力池边墙空化特性的影响。 在微淹没出流条件下， 闸室面积与射流出口面积比一

定时：
（１） 跌坎高度 Ｓ 从 ５ ５ ｍ 降低至 ４ ０ ｍ， 门槽及圆管射流出口处消力池边墙空化可能性均降低 １０％。
（２） 圆管段长度 Ｌ２（Ｌ２ ／ ｄ＝ ２、 １ 和 ０）的变化与空化特性的关系密切。 圆管长度 Ｌ２ ／ ｄ＝ ２ 和 ０ 时门槽空化

的可能性比 Ｌ２ ／ ｄ＝ １ 时高出 ４０％～６０％； 圆管段长度 Ｌ２ ／ ｄ＝ ０ 时圆管射流出口处边墙的空化可能性比 Ｌ２ ／ ｄ ＝ １
时可高出 ２６０％， Ｌ２继续增加对空化特性不利影响有限。

（３） 合理的跌坎高度 Ｓ， 应综合考虑要保证一定掺气浓度， 达到掺气减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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