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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射弹的空泡形态特性研究 

周家胜 ，易文俊 ，王中原 ，宋成俊 

(1海军驻沈阳弹药专业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5； 

2南京理工大学弹道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94) 

[摘要]基于 Rayleigh—Plesset方程的单一介质可变密度混合模型，建立 了水下射弹空泡流动的多相流 CFD 

模型．对水下运动射弹的空泡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将数值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数值计算与试验 

结果符合较好。在此基础上．计算了零攻角条件的不同头形空化器及相关参数变化的水下射弹空泡形态特 

性．分析了空化数、头形、半锥角、空化器直径等对水下射弹运动形成空泡形态的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研 

究水下射弹的空泡运动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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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n Cavitation Form of 

Underwater Proj ec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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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a muhiphase cavitation flow CFD model of underwater projectile is presented adopted Rayleigh- 

Plesset equation and density variable approach tO single-fluid．which is called mixture model embodied in commercial 

CFD code Fluent 6．0．Cavitation characteristic of underwater projectile is research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Compare 

the simulative result with the testing data。shows that the simulative result is acceptable．According tO the mode1．the 

cavitation form of underwater projectile．which include cavitation relative length and cavitation relative diameter。was 

calculated in round headforms and cone headforms as well as its parameters variables under zero yaw angle．The influ— 

ence of cavitation number．headforms．half cone angle．cavitator diameter on cavitation form are analyzed．tOO．The pa— 

per furnishes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underwater projec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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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长期以来 空化 问题 的研究重点 主要在 防止 

或减缓水中运动物体的空化现象发生，以避免或 

降低空化现象 引起的振动 、噪声、物面剥蚀等 不 

良后果。近年来，随着空泡流动被证明可 以大幅 

度减小水下航行体的阻力，特别是水下射弹在空 

泡流动模式下，射弹表面的绝大部分只与空泡气 

体接触，水下射弹在水中空泡运动的阻力要下降 

1～2个数量级，可实现大幅度减阻，大大提高射 

弹的运动速度和距离LI]。因此在水下发射的超 

空泡射弹技术研究 中，空化现象研 究的重点为如 

何促使与保证水下射弹形成稳定的空泡运动。 

我国在“十五”后 期对水下 射弹的空泡运动开展 

了初 步的试验研究 ，试验结果表明水下射弹空泡 

的形成及形态与射弹的结构参数(头部形状、长 

细比、空化器参数等)密切相关，空泡流动的减阻 

效果对水下高速航行的射弹弹道影响非常明显。 

水下射弹的空化现象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流 

动现象，空泡形成过程涉及非定常、非线性、可压 

缩的多相流体动力学问题L2]。文中利用 CFD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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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软件 Fluent6．0，基于 Raylei 一Plesset方程的 

单一介质可变密度混合模型和有限体积法，采用 

SIMPI E算法求解压力与速度之间的耦合，对水 

下运动射弹的空泡流动进行 了数值模拟 ，将数值 

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数值计算与试 

验结果符合较好。在此基础上，计算了零攻角条 

件的不同头形空化器和不同空化数的水下射弹 

空泡形态(空泡相对长度与相对直径)，分析了空 

化数、头形、半锥角、空化器直径等与空泡形态特 

性的关系。 

2 水下射弹空泡流数学模型 

2．1 空泡流模型 

基于 Rayleigh—Plesset方程的气泡两相流 

(BTF)模型 来模拟水下射弹的空泡流动，将 

水／汽两相混合流作为密度可变的单一流体来处 

理，求解混合物的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 

安+V·( )一o (1) 
+V·( )一一Vp+／1{t72v+ 1 V(V

·V)} 

(2) 

式中：'，是质量平均速度， 和f0分别为混合物的 

粘度和密度，有： 

一 a,u 十 (1一 a)／~t (3) 

p— qo + (1一 a)pt (4) 

式中，a为蒸汽体积比，反映水／汽两相之间的相 

变率；下标为“u”、“l”分别表示“汽”和“水”。给定 

水中的气核密度(取 ”一0．2×10 ／m )，并假设 

气泡为球形泡，则单个气泡的体积与空间和时间 

相关 ： 

(，， )：姜 。(，，￡) (5) 

式中，R为气泡半径。蒸汽体积比为： 

口 (1+ ) (6) 

气泡的膨胀和收缩 由 Rayleigh—Plesset方程给 

出 ： 

R警+号c警 一 一崇一4叁警 
(7) 

式中： 为气泡内压力， 为蒸汽部分压力， 为 

表面张力系数，气核初始半径取 10。In．。为了简 

一 』√ 一 ㈣ 1
一  

％

／ 2(p~ --p)一 <户 ⋯ 

( )+ V·( 七)一 V ·( V七)+ Gk一 

嘉( )+V·( )一V·( V + 
k(C1 eG 一̂ C2tpc) (1O) 

式 中 为湍流粘度 ， 一pC ，G 表示 由平均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水下射弹空泡流动 CFD模型和数 

值计算方法，对水下射弹的不同头形空化器(圆 

盘空化器和锥角系列空化器)的空泡形态进行 了 

数值模拟。图 l、图 2分别为 45。锥角空化器和直 

径 20mm圆盘空化器在零攻角下所产生的空泡 

外型轮廓，可以看出空泡外型基本上接近长椭球 

体，与水洞试验的结果相符[4 ]。 

图 l 45。锥角的锥形空化器超空泡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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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ram 直径圆盘 空化 器超空泡轮廓 

水下射弹的空泡形态可以由空泡相对长度 

(L／D )(空泡长度和空化器直径之 比)和空泡相 

对直径 (D／D )(空泡最 大直径 和空化器直径之 

比)作为几何特征量进行描述。图 3、图 4分别 

给出了锥形空化器和圆盘空化器水下射弹的空 

泡相对长度和空泡相对直径的试验结果【=s 与仿 

真结果的对比曲线，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符合较 

好。结果表 明本 文数值 计算 模 型和方法 是正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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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头形空化器的 图4 不同头形空化器的 

空泡相对长度的 空泡相对直径的 

试验与仿真结果 试验与仿真结果 

图 5为相同空化数下。直径分别为 12mm、 

15mm、20mm的圆盘空化器头部射弹表面形成 

的空泡轮廓图。由图 5可看出。相同空化数下， 

圆盘空化器头部射弹所形成的空泡几何外形轮 

廓随圆盘直径的增 大而增 大，当空化 数 一0．11 

时。20mm圆盘空化器头部所产生的空泡相对长 

度为 14、相对 直径为 3．1，随着 圆盘空化器直径 

的变化。射弹表面空泡的相对长度与相对直径变 

化非常 明显 。 

图 5 圆盘系列空化器射 弹的 

空泡轮廓图( =0．11) 

图 6为相 同空化 数下不同锥角 的锥形空化 

器头部射弹的空泡轮廓图，由图中数据可看出， 

锥形空化器头部射弹表面的空泡相对长度和相 

对直径 随锥角的增加而增大 。当空化数 =0．11 

时，锥角为 135。、90。、45。空化器头部射弹表面所 

产生的空泡相对长度分别为 14．2、13．5、12．8。 

空泡相对直径分别为 1．94、1．83、1．72。可见随 

锥角大小变化 ，空泡相对长度与相对直径 的变化 

缓慢 。 

图 6 不I司锥角锥形 空化器射弹 的 

空泡轮廓图( 一0．11) 

图7为不同空化数下圆盘空化器射弹的空 

泡轮廓图，随着空化数的变化，圆盘空化器头部 

射弹表面所产生空泡轮廓外型差别也比较明显。 

如空化数 一0．08时 ，空泡 相对长度为 19．2，相 

对直径为 3．48；当空化数 一0．12时 ，空泡相对 

长度为 12，相对直径为 2．8。 

图 7 不 同空化 数圆盘空化器 射弹 

的空泡轮廓图 

图 8为不同空化数 下 45。锥角锥形空化器 

射弹的空泡轮廓图。由图中数据可看出，随着空 

化数的减小。空泡轮廓不断增大。当空化数 一 

0．08时 ，空泡相对长度为 18，相对直径为 2．05； 

当空化数 一0．12时 。空泡 相对长度为 11。相对 

直径为 1．60。可见 。在小 空化数情况下 ，空化数 

变化范围不大时，射弹空泡轮廓变化比较明显。 

图 8 不 同空化数的锥形空 化器射弹 

的空泡轮廓(a--45。) 

4 结论 

文中是在零攻角条件下对水下射弹带圆锥 

系列头形(包括不同直径圆盘系列和不同锥角锥 

形系列)空化器的空泡特性进行了仿真研究。对 

于系列空化器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了 

(下转第 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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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垂线偏差对定位结果的 y 

值影响较大。对 X值和 值的影响较小。 

图 l 垂线偏差对定 图 2 导弹到原 

位结果 的影 响 点距离 

图 1直观地反应 了原点垂线偏差对定位结 

果的影响，横坐标表示导弹飞行时间，单位为 S， 

纵坐标表示坐标残差，单位为 m。图中三条曲线 

分别表示原点有无垂线偏差交会坐标在 X，y，Z 

方向的残差 图。图 2的横坐标 表示导 弹飞行 时 

间。单位为 S。纵坐 标表示导弹到原点距离 ，单位 

为 m。 

结合图1和图2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导 

弹到原点距离逐渐变大，原点垂线偏差对交会坐 

标的结果影响也在逐渐变大。 

5 结论 

原点的垂线偏差是外测事后数据处理中的 

重要原始参数，虽然垂线偏差的子午分量和卯酉 

分量是很小的值，但是对远程潜射导弹而言，随 

着飞行时间逐渐增加 。发射原点的垂线偏差对导 

弹位置参数的影响也在逐渐变大，特别是对 y值 

的影 响最大。综 上所 述，在 远程 潜射导弹试验的 

外测数据处理和精度分析时，原点垂线偏差对定 

位结果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必须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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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较(试验数据来 自文献r-3])，仿真结果与试 

验结果基本相符 。具体结论如下 ： 

(1)在相同空化数下。带锥形空化器头部水下 

射弹的空泡相对长度(L／D )和相对直径(D／ ) 

随空化器锥角的减小而减小 ，但变化缓慢。 

(2)在相同空化数下，带 圆形空化器头部水 

下射弹的空 泡相对长度 (L／D )和相对直径 

(D／D )随圆盘空化器直径 的增大而增 大，变化 

非常明显 。 

(3)带锥形头 部和 圆盘 头部 的水 下射 弹空 

泡的相对长度 (L／D )和相对直径(D／D， )随空 

泡数的增加而减小 。 

(4)水下射弹带 圆形 空化器头部 相对于带 

锥形空化器头部更有利于射弹形成超空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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