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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包
括探针头、
探针筒、
总压筒和静压筒，
所述总压筒
和静压筒依次套装在探针筒的外侧；
所述探针筒
的顶部设有探针头，
底部连接有引流管接头；
所
述总压筒和静压筒的顶部与探针头固定，
底部与
探针筒固定 ；
所述探针筒的一侧连接有总压接
头；
所述静压筒的一侧连接有静压接头；
探针筒
为阶梯形筒状结构，
包括第一阶梯面和第二阶梯
面，
所述第一阶梯面上固定有总压筒，
第二阶梯
面上固定有静压筒。
本发明可以准确地测量背压
环境下的气体流强和液体流强，
且操作简单；
整
个装置收集到的液体可以从背压容器底部排出，
试验可重复、连续进行，
避免了测量过程中多次
打开容器背压，
既提高了测量精度，
也保证了试
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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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其特征在于，
包括探针头(1)、
探针筒(2)、总压筒(3)和静
压筒(4) ，
所述的总压筒(3)和静压筒(4)依次套装在探针筒(2)的外侧；
所述探针筒(2)的顶
部设有探针头(1) ，
底部连接有引流管接头(6) ；
所述总压筒(3)和静压筒(4)的顶部与探针
头(1)固定，
底部与探针筒(2)固定；
所述探针筒(2)的一侧连接有总压接头(5)；
所述静压筒
(4)的一侧连接有静压接头(7)。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探针筒(2)为
阶梯形筒状结构，
包括第一阶梯面(2-1)和第二阶梯面(2-2)，
所述的第一阶梯面(2-1)上固
定有总压筒(3) ，
第二阶梯面(2-2)上固定有静压筒(4)，
所述阶梯面的下方沿径向方向设有
用于插装总压接头(5)的总压口(2-3)。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静压筒(4)沿
径向方向加工有一圈进气通孔，
静压筒(4)靠近底部的位置设有沿径向方向的静压口(41)，
用于插装静压接头(7)。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探针头(1)的上
部为半球状结构，
下部为筒状结构，
并沿轴向方向加工有通孔，
通孔底部加工有楔形口。
5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探针头(1)的
半球状部分的半径与静压筒(4)外壁的半径相同。
6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探针头(1)的
筒状部分的内径与总压筒(3)的内径相同，
其外径与总压筒(3)的外壁半径相同。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总压筒(3)和
静压筒(4)均与探针筒(2)同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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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探针，
尤其涉及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油机、
柴油机、
内燃机和液体火箭发动机等设备的使用中，
除了通常的粒径、
速度、
喷雾角和破碎长度等雾化参数，
流强分布也是一个重要的控制参数，
流强决定着该处
的气液比 ，
进而影响着点火、燃烧效率、热防护等多个方面，
在开放环境中人们可以采用收
集法进行多次测量获取流强分布，
但上述设备通常运行在背压环境中，
此时常见的开放环
境收集法就难以应用，
如果将现有的常压收集装置放入背压环境中，
需要反复打开背压容
器，
即完成单次测量就要打开背压容器，
取出测量设备进行称重处理等，
进行下一次测量需
要将测量设备再次放入背压容器，
并进行背压调节，
但背压调节过程比较复杂，
这样会大大
增加试验复杂性，
影响试验效率，
另一方面多次调节的背压难以保证重复性，
增加了数据的
随机性，
影响了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背压容器的探针，
能够测量背压容器内的
流强及该点的总压与静压。
[0004] 技术方案：
本发明包括探针头、探针筒、总压筒和静压筒，
所述的总压筒和静压筒
依次套装在探针筒的外侧；
所述探针筒的顶部设有探针头，
底部连接有引流管接头；
所述总
压筒和静压筒的顶部与探针头固定，
底部与探针筒固定；
所述探针筒的一侧连接有总压接
头；
所述静压筒的一侧连接有静压接头。
[0005] 所述的探针筒为阶梯形筒状结构，
包括第一阶梯面和第二阶梯面，
所述的第一阶
梯面上固定有总压筒，
第二阶梯面上固定有静压筒，
所述阶梯面的下方沿径向方向设有用
于插装总压接头的总压口。
[0006] 所述的静压筒沿径向方向加工有一圈进气通孔，
静压筒靠近底部的位置设有沿径
向方向的静压口，
用于插装静压接头。
[0007] 所述探针头的上部为半球状结构，
下部为筒状结构，
并沿轴向方向加工有通孔，
通
孔底部加工有楔形口。
[0008] 所述探针头的半球状部分的半径与静压筒外壁的半径相同。
[0009] 所述探针头的筒状部分的内径与总压筒的内径相同，
其外径与总压筒的外壁半径
相同。
[0010] 所述的总压筒和静压筒均与探针筒同轴安装。
[0011] 工作原理：
将探针置于背压容器内，
气液两项流中的液雾从探针头顶部的通孔进
入探针内，
并沿着探针筒内壁，
经引流管从内部通道流入背压容器外密闭的集液箱中，
完成
一次采集后，
称量集液箱内液体的体积或重量，
即可计算出液相流强。当探针头上部的可开
启盖板开启时，
探针头部所感受到的总压通过探针筒与总压筒之间的夹层从总压口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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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压筒上的一圈进气通孔所感受到的静压通过静压筒与总压筒之间的夹层从静压口输出，
由此即可在测量液相流强的同时测出该点的总压与静压，
并通过总压降差算出流速，
即可
进一步得到气相流强。
[0012] 有益效果：
本发明可以准确地测量背压环境下的气体流强和液体流强，
且操作简
单；
整个装置收集到的液体可以从背压容器底部排出，
试验可重复、连续进行，
避免了测量
过程中多次打开容器背压，
既提高了测量精度，
也保证了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探针筒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图2中A的局部放大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静压筒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图4的B-B剖视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的探针头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如图1至图6所示，
本发明包括探针头1、
探针筒2、第一阶梯面2-1、第二阶梯面2-2、
总压口2-3、总压筒3、
静压筒4、
静压口4-1、总压接头5、引流管接头6和静压接头7。探针筒2
的外侧同轴套装有总压筒3，
总压筒3外侧同轴套装有静压筒4，
探针筒2的顶部安装有探针
头1，
底部连接有引流管接头6，
引流管接头6与探针筒2的轴向呈钝角连接，
探针筒2靠近底
部的一侧连接有总压接头5，
静压筒4靠近底部的一侧则连接有静压接头7，
总压接头5与静
压接头7位于探针机构的两侧，
所有零件之间均为密闭连接。
[0021] 如图2和图3所示，
探针筒2为阶梯形筒状结构，
探针筒2在靠近底部的位置设有对
称分布的阶梯形筒状结构，
该阶梯部分包括第一阶梯面2-1和第二阶梯面2-2，
第一阶梯面
2-1上固定连接有总压筒3，
第二阶梯面2-2上固定连接有静压筒4，
左侧阶梯部分的下方沿
径向方向加工有通孔，
即总压口2-3，
用于插装总压接头5。
[0022]
总压筒3为筒状结构，
同轴套装在探针筒2的外侧，
其底部与探针筒2的第一阶梯面
2-1固定，
顶部与探针头1的筒状部分固定。
[0023] 如图4和图5所示，
静压筒4为筒状结构，
并同轴套装在总压筒3的外侧，
其底部与探
针筒2的第二阶梯面2-2固定，
顶部与探针头1的半球状部分固定。静压筒4靠近顶部的位置
沿径向方向加工有一圈进气通孔，
靠近底部的一侧则加工有径向通孔，
即静压口4-1，用于
插装静压接头7。
[0024] 如图6所示，
探针头1的上部为半球状结构，
下部为短筒状的回转体结构，
探针头1
沿轴向方向加工有通孔，
该通孔与探针筒2内部的空腔对应，
通孔的两侧设有楔形口，
楔形
口位于探针筒2的筒壁上方。探针头1的半球状部分的半径与静压筒4外壁的半径相同；
筒状
部分的内径与总压筒3的内径相同，
其外径与总压筒3的外壁半径相同。
[0025] 具体使用方法为：
[0026] 将本发明的探针置于背压容器内，
气液两项流中的液雾从探针头1顶部的通孔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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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针内，
由于探针筒2与总压筒3之间有一夹层，
夹层内的空气通过探针头1上的楔形口与
内部空间相连，
楔形口可避免液雾流入夹层内。液雾从探针头1进入探针后，
沿着探针筒2内
壁，
经引流管从内部通道流入背压容器外密闭的集液箱中，
采集时间通过探针头1上方的可
开启盖板控制，
完成一次采集后，
称量集液箱内液体的体积或重量，
即可计算出液相流强，
随后直接重复试验，
不用将测量设备取出背压容器。
[0027] 当探针头1上方的可开启盖板开启时，
由于探针内部不与外界相通，
探针头部所感
受到的总压通过探针筒2与总压筒3之间的夹层从总压口2-3输出；
静压筒4上的一圈进气通
孔所感受到的静压通过静压筒4与总压筒3之间的夹层从静压口4-1输出，
由此即可在测量
液相流强的同时测出该点的总压与静压，
通过总压降差算出流速，
即可进一步得到气相流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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