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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

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壁之间

的剪应力τw；2)选取柱状控制体对气芯进行受

力分析，得气芯动量方程，选取环状控制体对液

膜进行受力分析，得液膜动量方程；3)根据气芯

动量方程及液膜动量方程得液膜内剪应力τ；4)

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垂

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壁之间的剪应

力τw及液膜内剪应力τ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

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然后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

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

环状流液膜的厚度及流量，该方法能够实现垂直

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及流量检测，具

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安全性及可靠性，并且检测

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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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通过差压变送器(2)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再通过剪应力传

感器(1)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壁之间的剪应力τw；

2)选取柱状控制体对气芯进行受力分析，得气芯动量方程，选取环状控制体对液膜进

行受力分析，得液膜动量方程；

3)根据步骤2)构建的气芯动量方程及液膜动量方程得液膜内剪应力τ；

4)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

壁之间的剪应力τw及液膜内剪应力τ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然后根据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及流量；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步骤2)中的气芯动量方程为：

其中，δz为柱状控制体的高度，r为管道径向，ri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

径，P为管道轴向z处的横截面压力， 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τi为垂直

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液界面的剪应力，G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相的质量流速，

Gle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夹带液滴的质量流速，u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

芯气相的流速，ule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夹带液滴的流速，ρm为垂直管内气液两

相环状流气芯的平均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

忽略液滴夹带及气芯的加速效应，则由式(1)得：

其中，ρ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气相的密度；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液膜动量方程为：

其中，τ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Glf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

环状流液膜的质量流速，ulf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速，ρl为垂直管内气液两

相环状流液相的密度；

忽略液膜的加速效应，则由式(3)得：

将式(2)代入式(4)中，则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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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τ为：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由r＝r0时τ＝τw及式(5)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

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为：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上流动时，由r＝r0时τ＝τw及式(5)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

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征在于，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δ为：

δ＝r0-ri

其中，r0为管道内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征在于，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

流量的具体操作为：设液膜处于层流状态，则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计算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

应力τ，然后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及步骤3)得到的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τ计算液膜的速

度分布u，再对液膜的速度分布u沿管道半径方向进行积分，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

膜的流量mlf。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征在于，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计算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τ为：

其中，μl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相的动力粘度，u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

膜的速度分布；

由式(8)及式(5)得：

对式(9)沿管道半径方向进行积分，同时考虑液膜壁面无滑移条件，得液膜的速度分布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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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征在于，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量mlf

为：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上流动时，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量mlf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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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气液两相环状流参数测量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垂直管内气液两相

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气液两相环状流是石油、化工等工业领域中常见的两相流动形态，管内环状流通

常由夹带着小液滴的气核与附着在壁面上的液膜组成。液膜厚度及流量的准确非侵入测

量，对深入认识环状流的流动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测量原理不同，现有的液膜检测技术

可分为超声法、光学法、射线法和电导法等。超声法根据超声波穿过不连续介质时会发生衰

减和反射的原理进行测量，但超声法的不确定度与超声波波长直接相关，限制了超声法在

液膜极薄情况下的应用。光学法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但光学测量设备普遍价格昂贵，且

对被测介质和应用环境的清洁度有严格要求。射线法是一种成熟且应用较好的测量方法，

但实际应用中涉及射线防护、放射源存储及设备维护等安全问题。电导法简单可靠、成本较

低，但对于薄液膜，电导探针侵入流体会造成扰流导致测量偏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了一种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

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该方法能够实现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及流

量检测，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安全性及可靠性，并且检测成本低。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述的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通过差压变送器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再通过剪应力

传感器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壁之间的剪应力τw；

[0006] 2)选取柱状控制体对气芯进行受力分析，得气芯动量方程，选取环状控制体对液

膜进行受力分析，得液膜动量方程；

[0007] 3)根据步骤2)构建的气芯动量方程及液膜动量方程得液膜内剪应力τ；

[0008] 4)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

与管壁之间的剪应力τw及液膜内剪应力τ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然后

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及

流量。

[0009]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步骤2)中的气芯动量方程为：

[0010]

[0011] 其中，δz为柱状控制体的高度，r为管道径向，ri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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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径，P为管道轴向z处的横截面压力， 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τi为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液界面的剪应力，G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相的质量流

速，Gle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夹带液滴的质量流速，u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

流气相的流速，ule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夹带液滴的流速，ρm为垂直管内气液两

相环状流气芯的平均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

[0012] 忽略液滴夹带及气芯的加速效应，则由式(1)得：

[0013]

[0014] 其中，ρ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气相的密度；

[0015]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液膜动量方程为：

[0016]

[0017] 其中，τ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Glf为垂直管内气液

两相环状流液膜的质量流速，ulf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速，ρl为垂直管内气

液两相环状流液相的密度；

[0018] 忽略液膜的加速效应，则由式(3)得：

[0019]

[0020] 将式(2)代入式(4)中，则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半径r处的液膜

内剪应力τ为：

[0021]

[0022]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由r＝r0时τ＝τw及式(5)得垂直管内气液

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为：

[0023]

[0024]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上流动时，由r＝r0时τ＝τw及式(5)得垂直管内气液

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为：

[0025]

[0026]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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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δ＝r0-ri

[0028] 其中，r0为管道内径。

[0029] 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

的流量的具体操作为：设液膜处于层流状态，则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计算半径r处的液膜内

剪应力τ，然后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及步骤3)得到的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τ计算液膜的

速度分布u，再对液膜的速度分布u沿管道半径方向进行积分，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

液膜的流量mlf。

[0030] 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计算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τ为：

[0031]

[0032] 其中，μl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相的动力粘度，u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

流液膜的速度分布；

[0033] 由式(8)及式(5)得：

[0034]

[0035] 对式(9)沿管道半径方向进行积分，同时考虑液膜壁面无滑移条件(r＝r0时u＝

0)，得液膜的速度分布为：

[0036]

[0037]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量mlf

为：

[0038]

[0039]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上流动时，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量mlf

为：

[0040]

[0041]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2] 本发明所述的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法在具体操作

时，以差压变送器及剪应力传感器作为检测仪器，通过差压变送器及剪应力传感器分别检

测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降压梯度及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壁之间的剪

应力，再构建气芯动量方程及液膜动量方程，然后根据构建的动量方程计算垂直管内气液

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及流量，操作简单，易于实现，并且整个检测过程只需通过非侵入的

方式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压降梯度及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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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应力即可，整个检测过程中对垂直管内液体的流动无干扰，检测精度较高，并且安全、

可靠、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本发明中差压变送器2及剪应力传感器1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0044] 图2为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本发明的气芯受力分析图；

[0045] 图3为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本发明的液膜受力分析图。

[0046] 其中，1为剪应力传感器、2为差压变送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48] 参考图2及图3，本发明所述的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厚度及流量的测量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通过差压变送器2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再通过剪应力

传感器1测量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与管壁之间的剪应力τw；

[0050] 2)选取柱状控制体对气芯进行受力分析，得气芯动量方程，选取环状控制体对液

膜进行受力分析，得液膜动量方程；

[0051] 3)根据步骤2)构建的气芯动量方程及液膜动量方程得液膜内剪应力τ；

[0052] 4)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

与管壁之间的剪应力τw及液膜内剪应力τ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然后

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及

流量。

[0053]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步骤2)中的气芯动量方程为：

[0054]

[0055] 其中，δz为柱状控制体的高度，r为管道径向，ri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

的半径，P为管道轴向z处的横截面压力， 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的压降梯度，τi为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液界面的剪应力，G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相的质量流

速，Gle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夹带液滴的质量流速，u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

流气芯气相的流速，ule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夹带液滴的流速，ρm为垂直管内气

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平均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

[0056] 忽略液滴夹带及气芯的加速效应，则由式(1)得：

[0057]

[0058] 其中，ρg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气相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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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液膜动量方程为：

[0060]

[0061] 其中，τ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Glf为垂直管内气液

两相环状流液膜的质量流速，ulf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速，ρl为垂直管内气

液两相环状流液相的密度；

[0062] 忽略液膜的加速效应，则由式(3)得：

[0063]

[0064] 将式(2)代入式(4)中，则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半径r处的液膜

内剪应力τ为：

[0065]

[0066]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由r＝r0时τ＝τw及式(5)得垂直管内气液

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为：

[0067]

[0068]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上流动时，由r＝r0时τ＝τw及式(5)得垂直管内气液

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为：

[0069]

[0070] 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厚度δ为：

[0071] δ＝r0-ri

[0072] 其中，r0为管道内径。

[0073] 根据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气芯的半径ri计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

的流量的具体操作为：设液膜处于层流状态，则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计算半径r处的液膜内

剪应力τ，然后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及步骤3)得到的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τ计算液膜的

速度分布u，再对液膜的速度分布u沿管道半径方向进行积分，得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

液膜的流量mlf。

[0074] 根据牛顿内摩擦定律计算半径r处的液膜内剪应力τ为：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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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其中，μl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相的动力粘度，u为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

流液膜的速度分布；

[0077] 由式(8)及式(5)得：

[0078]

[0079] 对式(9)沿管道半径方向进行积分，同时考虑液膜壁面无滑移条件(r＝r0时u＝

0)，得液膜的速度分布u为：

[0080]

[0081]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下流动时，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量mlf

为：

[0082]

[0083] 当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向上流动时，垂直管内气液两相环状流液膜的流量mlf

为：

[0084]

[0085] 本发明采用流体动力学理论对环状流进行受力分析，构建基于压降梯度和剪应力

的液膜厚度及流量计算方程，具体实施时只需采用差压变送器2测量环状流压降梯度，采用

剪应力传感器1测量液膜与管壁的剪应力，即可实现对液膜厚度及流量的非侵入测量，对工

业实践中的环状流检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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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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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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