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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空泡流对其表面流体动力特性的影响，基于均质多相流理论、标
准 ＲＮＧ ｋ⁃ε 模型、Ｓｉｎｇｈａｌ 空化模型以及重叠网格技术，建立三维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模型，开展通气

非定常空泡流演变过程数值模拟研究，对比了不同通气量下空泡流形态演化、表面压力分布以及阻力

特性。 结果表明：当通气量增加到一定值后，通气空泡流在融合前期其厚度与长度不断增大，后期其

厚度和长度基本保持不变；当排气位置不变、通气量在一定范围的条件下，通气空泡内压增大，压差阻

力系数和黏性阻力系数呈减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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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射航行体水下垂直发射过程一般包含 ３ 个阶

段，即出筒阶段、自由航行阶段以及出水阶段［１］。
在出水阶段，航行体头部穿越自由液面，空泡发生溃

灭，对航行体结构产生较大的冲击载荷［２］。 研究表

明，通过人工通气的方法提高航行体空泡内压力可

有效减小冲击载荷［３］。 因此研究航行体肩部通气

出水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相关学者对通气空泡流开展了大量的工

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 等［４］ 首次提出

利用人工通气的方法生成类似“超空泡”来改善航

行体表面流体动力特性；基于此通气方法，后续许多

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 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 等［５］ 研究了水翼

在通气空泡流的振荡规律，获得了通气量与空泡流

形态以及泡内压力之间的关系。 王海斌等［６］ 在水

洞开展了水下航行体通气超空泡的试验研究，研究

了通气率和弗劳德数对空泡形态和模型阻力系数的

影响；王复峰等［７］采用试验和仿真相结合方法对绕

带空化器回转体通气过程进行了研究；张孝石等［８］

在水洞研究了不同空化数下航行体表面压力脉动特

性。 孙铁志等［９］ 基于均质平衡流理论和动网格技

术、ＳＳＴ 湍流模型和各相间的质量输运方程，开展了

通气位置对潜射航行体流体动力特性影响研究；李
国良等［１０］研究了通气时序、通气方式等对空泡形态

以及出水载荷的影响；张素宾等［１１］ 采用数值模拟方

法，对航行体水下垂直发射过程的通气空泡流开展

了研究，分析了通气空泡的演化规律及流动特征。
于娴娴等［１２］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通气质量流

量和动量流量对航行体表面流体动力特性的影响。
虽然目前关于通气空泡流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水洞条件下的通气超空泡领

域，针对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改善其流体动力特性

相关研究文献较少。
因此获取航行体肩部通气空泡流形态演变、表

面压力系数分布以及阻力特性等变化规律，对后续

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出水试验设计及流体动力特性

预测提供技术支撑。

１　 数值计算方法

１．１　 控制方程

描述航行体水下垂直发射气液多相流动的基本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３９ 卷

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其
基本形式如下。

连续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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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湍流方程

本文采用标准的 ＲＮＧ ｋ⁃ε 模型，通过修正湍流

黏度，考虑了平均流动中的旋转和旋流流动情况，能
更好地处理高应变率以及流线弯曲程度较大的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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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空化模型

本文采用 Ｓｉｎｇｈａｌ 空化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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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重叠网格技术

重叠网格的节点有 ３ 种，分别为洞内点、计算点

以及插值点。 洞内点不参与流场计算、计算点参与

流体计算，插值点进行流场信息的传递，其中 ３ 种网

格节点在重叠网格分布如图 １ 所示，具体的实现流

程如图 ２ 所示。
１．５　 数值算法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数值模拟方法的有效性，利用相

关文献［１３］试验数据进行验证。 根据上述试验建

立三维圆柱壳体匀速出水过程数值计算方法，利用

图 １　 重叠网格示意图

图 ２　 重叠网格实现流程图

ＳＴＡＲ ＣＣＭ 流体计算软件展开精细化数值计算，其
中边界条件如图 ３ 所示，此外，为了保证计算精度，
同时尽可能降低计算量，因此本文采用半圆柱壳体

模型展开数值方法验证，其中网格划分示意图如图

４ 所示。

图 ３　 边界条件设置　 　 　 　 图 ４　 网格划分

图 ５ 为气泡生长过程实验和仿真对比图，从图

中可以发现气泡随时间逐渐生长过程中可以发现，
气泡形态演变过程基本相似，其上部呈现梯状下端

呈球状。 但是由于数值计算过程中半圆柱体壳体表

面设置为无滑移光滑壁面，并且无接触角，所以与实

验形态具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针对数值模拟计算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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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相图而言，生成的气泡大体上较为接近，在本

文数值验证可接受范围内。

图 ５　 气泡生长过程实验与仿真对比

从图 ６ 和图 ７ 可知，试验中空泡长度和厚度与

数值计算之间的最大误差分别为 ５．２５％，９．８５％，误
差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可以认为本研究方法在计

算空泡长度和厚度发展过程是有效的。

图 ６　 空泡长度演变图　 　 　 图 ７　 空泡厚度演变图

２　 数值计算模型

２．１　 几何模型与网格划分

首先建立三维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模型，如图

８ 所示，其中模型直径为 Ｄ，长径比 Ｌ ／ Ｄ ＝ ６，头型采

用椭球型。 通气孔口位置距离航行体头部 Ｌ１，孔口

直径 ｄ≈０．０２Ｄ，孔间距比 ｓ ／ ｄ≈２．２。 本文所涉及参

考量为水的密度、航行体直径 Ｄ、长度 Ｌ、初始速度 Ｖ
以及重力 ｇ，从而将时间 ｔ∗、压力 ｐ∗、空泡长度 Ｌ∗、

厚度Ｄ∗ 参量进行无量纲处理，ｔ ＝ ｔ∗

Ｄ ／ Ｖ
，ｐ ＝

ｐ∗

１ ／ ２ｐｗｖ２
，

Ｌ ＝ Ｌ∗

Ｌ
，Ｄ ＝ Ｄ∗

Ｄ
即考虑到本文研究是航行体肩部通

气一自由度水下垂直发射过程，为控制计算成本和

提高计算效率，截取 １ ／ ２ 潜射航行体流场计算域开

展数值模拟。

图 ８　 潜射航行体几何模型

图 ９ 选用航行体头部顶点初始位置作为笛卡尔

坐标系的原点，重力方向沿着 Ｚ轴负方向，参考压力

为 １０１ ３２５ Ｐａ，自由液面 Ｚ轴坐标为 ＋ ３Ｌ，则整个水

域沿着 Ｚ 轴的压力呈 ρｇ（３Ｌ － ｚ）。 此外航行体头部

距离水面 ３Ｌ，距离底部 １．５Ｌ，自由液面之上的空气

域高度为 １．５Ｌ，计算域为半圆柱体，直径为 １６Ｄ。

图 ９　 计算域边界条件设置

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９ 所示，计算域分为背景域

和子域，其中背景域上端和侧面为压力出口，底端为

无滑移壁面，截面为对称平面；子域中航行体设置为

不可滑移壁面，孔口为质量流量入口。 最后，本文为

了研究不同通气量对潜射航行体空泡流形态及流体

动力特性影响，保持孔径大小不变，只须将通气量作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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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唯一变量即可。
图 １０ 为模型网格划分以及表面 Ｙ＋分布，采用

ＳＴＡＲ ＣＣＭ 软件进行网格划分，对背景域中航行体

运动区域和水面附近进行网格加密。

图 １０　 模型网格细节划分以及表面 Ｙ＋分布

其中背景网格全部为切割体网格，子域网格采

用多面体网格，边界层采用棱柱层网格，层数为 ２５。
此外，分别对重叠区域航行体肩部和孔口附近进行

二次加密，来捕捉孔口附近空泡流演化细节。 航行

体壁面 Ｙ＋分布在 ０～ ４０ 之间，完全满足对空泡流形

态演变进行精细化捕捉。
２．２　 网格无关性验证

针对上述潜射航行体模型，开展了粗糙尺度网

格（２７０ 万）、中等尺度网格（６１０ 万）与精细尺度网

格（８５０ 万）计算结果对比，不同尺度网格计算下航

行体表面压力分布如图 １１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粗糙尺度网格计算结果与中等、精细尺度网格差异

较大，而中等尺度网格域精细尺度网格计算结果基

本一致。 考虑到计算成本和效率，故选取中等尺度

网格（６１０ 万）开展数值计算，满足重叠网格计算

要求。

图 １１　 不同网格尺度下航行体表面压力对比

３　 数值结果与分析

３．１　 通气空泡形态分析

图 １２ 为典型工况下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空泡

流演化过程，其中航行体发射速度为 ８ ｍ ／ ｓ，孔口排

气流量为 ０．１ ｋｇ ／ ｓ，空化数为 ０．３。 由图可知，潜射

航行体肩部通气过程空泡流演化过程可分为 ３ 个阶

段：空泡融合、空泡发展、空泡脱落等典型过程。 空

泡流融合阶段是指航行体肩部不同孔口空泡流由初

始束状融合成面状，直至包裹航行体肩部通气孔下

部区域，如图 １２ 所示，即 ０ ～ ０．１ ｓ。 在此阶段中，当
航行体肩部开始通气时，孔口空泡流由单个束状空

泡组成，呈上方细长下方球状形态。 随着航行体不

断向水面运动过程中，肩部通气空泡在空间位置不

断扩张，其形态逐渐由周向束状演变成条带状，并发

生周向融合，直至基本包裹航行体肩部通气孔下部

区域，如图 １３ 所示。 通气空泡在轴向和周向方向不

断扩张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孔口附近高压气体不断的

注入。 此外，还有横向水流的剪切以及周围环境压

降等共同作用，直至空泡流完全包裹航行体孔口以

图 １２　 航行体肩部通气空泡流形态演化过程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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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面，如图 １４ 所示；空泡流发展过程是指通气空

泡流完全包裹孔口以下表面后，随着航行体向自由

液面运动过程中，周围水的静压梯度不断减小，通气

空泡流不断发展，此过程中伴随着少量空泡流脱落，

即 ０．２～０．３６ ｓ；空泡流脱落过程是指当航行体头部

触及自由液面时，包裹航行体表面的空泡流开始脱

落，直至航行体完全出水，即 ０．４０～０．４４ ｓ。

图 １３　 空泡流融合前期形态由束状向面状演化过程

图 １４　 空泡流融合后期形态由面状发展至包在航行体表面过程

　 　 本文为研究通气量对潜射航行体空泡流形态演

变影响，在保证孔径大小、位置等参数不变的条件

下，开展了不同通气量数值模拟计算工况，即０．０５，
０．１，０．１５ ｋｇ ／ ｓ。 图 １５ 为不同通气量下空泡流融合

前期厚度演变散点图，由图可知，随着通气量增大，
气泡流厚度也呈递增趋势。 主要是因为通气空泡开

始时，径向速度较大，泡内压力较大，此时驱动气泡

流不断膨胀发展的不是其航行体所受阻力，而是泡

内外压差，从而导致空泡迅速径向膨胀，厚度不断增

加，但随着径向速度衰减，空泡口都增长趋势有所减

小。 图 １６ 为空泡流融合后期厚度演变散点图，由图

可知，空泡流融合后期厚度基本保持不变。 图 １７ 为

不同通气量下空泡流融合前期长度演变散点图，由
图可知随着通气量增大，空泡流融合前期长度呈线

　 图 １５　 空泡流融合前期厚度演变图　 　 图 １６　 空泡流融合后期厚度演变图 图 １７　 空泡流融合前期长度演变散点图

·７６４·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３９ 卷

性增长，但增长趋势有所衰减。 孔口附近空泡流轴

向速度较大，故而其呈线性增长。 图 １８ 为不同通气

量下空泡流融合后期长度演变散点图，在水的静压

梯度、阻力等共同作用下，其轴向速度呈减小趋势，
直至包裹整个航行体表面。

图 １８　 空泡流融合后期长度演变散点图

３．２　 潜射航行体表面压力特性分析

图 １９ 给出了不同通气率下的航行体表面压力

系数与无通气条件下表面压力系数的对比。 从图中

可以发现，通气量为 ０．０５ ｋｇ ／ ｓ 工况下，表面压力系

数与无通气孔表面压力系数差别较小。 主要原因通

气量太小，导致空泡流还未发生融合就已经发生了

脱落；此外，从图中还发现，通气孔口压力骤然上升，
主要原因如下：图 ２０ 为典型工况下通气空泡融合前

孔口压力云图，空泡融合前期径向速度较大，孔口处

压力较小；随着通气空泡流由束状开始发生融合，空
泡径向速度大于空泡流融合速度，导致孔口处通气

空泡流径向速度减小，压力骤然上升。 此外，在航行

体孔口下方存在近似等压区，主要原因在于通气空

泡由孔口排出时，其形态逐渐由束状掺混融合形成

面状，完全包裹航行体质心偏上区域；而航行体质心

以下区域其表面压力存在波动现象，主要是由于此

范围的通气空泡发生了部分脱落，并未完全包裹航

行体。 当航行体出水过程中通气空泡发生了脱落及

溃灭现象，但航行体表面压力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图 １９　 不同通气量下航行体表面压力系数

图 ２０　 通气空泡融合过程中孔口压力云图

可见，不同通气量会导致航行体表面压力产生较大

差异，所以合理设计通气量大小有助于改变航行体

表面压力分布，从而改善其表面流体动力特性。
３．３　 潜射航行体阻力特性分析

表 １ 为不同通气量下潜射航行体阻力系数演变

过程，其中， Ｃｐ 为压差阻力系数、ＣＷ 为黏性阻力系

数、ＣＲ 为总阻力系数。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在通气

位置一定的条件下，不同通气量对航行体阻力系数

影响较大。 当通气量为 ０．０５ ｋｇ ／ ｓ 时，阻力系数未发

生明显变化，主要原因如上所述，空泡未发生融合，
而且此工况下航行体基本处于全沾湿状态，导致阻

力系数基本未发生变化。
表 １　 不同通气量下阻力系数演变过程

通气量 ／ （ｋｇ·ｓ－１） Ｃｐ ＣＷ ＣＲ

０ １．０２３ ０．１３１ １．１５４

０．０５ １．０２５ ０．１２５ １．１５０

０．１０ ０．９６５ ０．０６０ １．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９６０ ０．０５８ １．０１８

当通气量为 ０．１０ ｋｇ ／ ｓ 时，空泡发生融合并包裹

航行体表面，总阻力减小 １１．１８％，其中压差阻力减

小 ６． １２％， 黏 性 阻 力 减 小 ５５． ７％； 当 通 气 量 为

０．１５ ｋｇ ／ ｓ时，总阻力减小 １１．７８％，主要原因在于通

气量不断增大，通气空泡在航行体运动过程脱落量

增加，从而航行体阻力基本趋于定值。 由此可见，在
通气位置相同条件下，通气量直接影响航行体阻力

特性，因此合理的通气量能够有效减小航行体所受

阻力。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均质多相流理论、标准 ＲＮＧ ｋ⁃ε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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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Ｓｉｎｇｈａｌ 空化模型以及重叠网格技术，建立了三

维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数值计算模型，模拟了不同

通气量下潜射航行体肩部通气空泡流形态以及表面

流体动力特性演变过程，获得了以下结论：
１） 潜射航行体空泡流前期在泡内压力作用下

沿着径向不断膨胀，导致空泡厚度不断增加，但后期

增长趋势减小；空泡流在水的压力梯度、黏性阻力以

及惯性等共同作用下沿着轴向不断发展，直至包裹

航行体孔口以下表面。 随着通气量增加，空泡流融

合前期厚度和长度都呈增大趋势，后期基本保持

不变。
２） 表面压力分布：在保持通气位置不变的条件

下，随着通气率增大，泡内压力增大，导致潜射航行

体孔口下方表面压力系数有所增加，从而改善航行

体表面压力分布。
３） 阻力特性演变：在一定通气量范围内，增大

通气量，航行体所受黏性阻力和压差阻力逐渐减小，
可有效减小航行体所受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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