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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

水洞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

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属于波动壁面阻力

测试技术领域，包括离心泵和第一稳定管段，第

一稳定管段上设有注水孔，离心泵通过异径弯管

与第一稳定管段相连，第一稳定管段从右端依次

与收缩管段、试验管段、发散管段、第二稳定管段

通过法兰和螺栓连接，第二稳定管段通过第二等

径弯管和第一等径弯管与异径回水管段通过法

兰和螺栓相连，异径回水管段与离心泵通过法兰

和螺栓相连，第二等径弯管与第一等径弯管通过

可调整直管段相连，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水

路，为波动壁面阻力测试装置提供所需的流场环

境，具有操作简单、拆卸方便、效率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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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离心泵（108）

和第一稳定管段（105），所述第一稳定管段（105）上设有注水孔（106），所述离心泵（108）通

过异径弯管（107）与第一稳定管段（105）相连，异径弯管（107）两端分别通过法兰和螺栓与

离心泵（108）、第一稳定管段（105）连接，所述第一稳定管段（105）从右端依次与收缩管段

（104）、试验管段、发散管段（119）、第二稳定管段（118）通过法兰和螺栓连接，所述第二稳定

管段（118）通过第二等径弯管（116）和第一等径弯管（114）与异径回水管段（109）通过法兰

和螺栓相连，所述异径回水管段（109）与离心泵（108）通过法兰和螺栓相连，所述第二等径

弯管（116）与第一等径弯管（114）通过可调整直管段（115）相连，所述试验管段上设有一对

传感器孔（101），所述第二稳定管段（118）上设有放气堵头（117），所述试验管段设计为可拆

卸管段，所述异径回水管段（109）下面设有出水堵头（1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试验管段采用圆形截面，所述试验管段包括上试验管段（102）和下试样管段

（103），上试验管段（102）通过螺栓与下试样管段（103）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一稳定管段（105）、第二稳定管段（118）分别与试验管段截面面积之比均为

2.72-2.80，所述第一稳定管段（105）和第二稳定管段（118）均可以加装蜂窝格栅，减少压力

损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一稳定管段（105）进口内径等于收缩管段（104）出口内径，试验管段出口内径

等于收缩管段（104）进口内径，所述收缩管段（104）长度可以设计为349-352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离心泵（108）为电机水泵一体化结构的低转速卧式离心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可调整直管段（115）两端分别与第二等径弯管（116）、第一等径弯管（114）通过法

兰和螺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包括底座（112），所述第一稳定管段（105）下设有第一稳定管段支撑座（111），第二稳

定管段（118）下设有第二稳定管段支撑座（113），所述第一稳定管段支撑座（111）和第二稳

定管段支撑座（113）均通过螺栓固定在底座（112）上，所述底座（112）为空心。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异径回水管段（109）设置于底座（112）空心处，所述异径回水管段（109）下设有异

径回水管段支撑座（110）。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电机水泵一体化结构的低转速卧式离心泵下设有离心泵支撑底座。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774607 U

2



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壁面阻力测试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

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船舶和水下航行器的性能日益完善，数量也是日益增

加，有效地降低船舶、水下航行器等的表面摩擦阻力已成为人们创造节能新技术的突破口。

因为耦合效应，通过减阻方法的匹配、参数控制等达到减阻效果的增强，复合减阻比如仿生

和壁面减阻的结合，减阻率将大于其相应单个减阻方法所得到的减阻率的总和。

[0003] 水洞、风洞、水动力水槽是重要的空气动力学和水动力学研究装置。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在全世界各地，建成的生产型风洞大约有300多座，水洞约200多座，但还是无法满

足日趋增长的对于减阻技术的研究需求。但是现有的实验室数值模拟和仿真模拟受限于空

间和经费的原因，很难实现对实际海洋环境的流场的近似模拟，许多研究还仅仅停留在理

论层面，导致现有的水动力减阻技术尚未走向工程领域。以上现状使得小型波动壁面装置

应运而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

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具有拆卸方便、操作简单和效率高的特点。

[0005]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离

心泵和第一稳定管段，所述第一稳定管段上设有注水孔，所述离心泵通过异径弯管与第一

稳定管段相连，异径弯管两端分别通过法兰和螺栓与离心泵、第一稳定管段连接，所述第一

稳定管段从右端依次与收缩管段、试验管段、发散管段、第二稳定管段通过法兰和螺栓连

接，所述第二稳定管段通过第二等径弯管和第一等径弯管与异径回水管段通过法兰和螺栓

相连，所述异径回水管段与离心泵通过法兰和螺栓相连，所述第二等径弯管与第一等径弯

管通过可调整直管段相连，所述试验管段上设有一对传感器孔，所述第二稳定管段上设有

放气堵头，所述试验管段设计为可拆卸管段，所述异径回水管段下面设有出水堵头。

[0006]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试

验管段采用圆形截面，所述试验管段包括上试验管段和下试样管段，上试验管段通过螺栓

与下试样管段固定。

[0007]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稳定管段、第二稳定管段分别与试验管段截面面积之比均为2.72-2.80，优选为2.78，在

实验过程中湍流速度较大时，所述第一稳定管段和第二稳定管段均可以加装蜂窝格栅，减

少压力损失。

[0008]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稳定管段进口内径等于收缩管段出口内径，试验管段出口内径等于收缩管段进口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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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收缩管段长度可以设计为349-352mm，优选为350mm。

[0009]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离

心泵为电机水泵一体化结构的低转速卧式离心泵。

[0010]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可

调整直管段两端分别与第二等径弯管、第一等径弯管通过法兰和螺栓连接。

[0011]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底

座，所述第一稳定管段下设有第一稳定管段支撑座，第二稳定管段下设有第二稳定管段支

撑座，所述第一稳定管段支撑座和第二稳定管段支撑座均通过螺栓固定在底座上，所述底

座为空心。

[0012]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异

径回水管段设置于底座空心处，所述异径回水管段下设有异径回水管路支撑座。

[0013] 所述的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机水泵一体化结构的低转速卧式离心泵下设有离心泵支撑底座。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能够对已有的波动壁面阻力测试装置提供所需的流场环境，极大的

节约了实验室占地面积，同时降低了减阻实验的成本限制；

[0016] 2）本实用新型结构，具有拆卸方便、操作简单、效率高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试验管段剖面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回水异径管段和支撑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稳定管段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01-传感器孔；102-上试验管段；103-下试验管段；104-收缩管段；105-第一

稳定管段；106-注水堵头；107-异径弯管；108-低转速卧式离心泵；109-异径回水管段；110-

异径回水管段支撑座；111-第一稳定管段支撑座；112-底座；113-第二稳定管段支撑座；

114-第一等径弯管；115-可调整直管段；116-第二等径弯管；117-放气堵头；118-第二稳定

管段；119-发散管段；120-出水堵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实用型所保护的范围不局限于

所述范围。

[0023] 如图1-4所示，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包括离心泵

108和第一稳定管段105，第一稳定管段105上设有注水孔106，离心泵108通过异径弯管107

与第一稳定管段105连接，异径弯管107的两端通过法兰和螺栓分别与离心泵108、第一稳定

管段105相连，第一稳定管段105从右端依次与收缩管段104、试验管段、发散管段119、第二

稳定管段118通过法兰和螺栓连接，试验管段设置为可拆卸管段，试验管段包括上试验管段

102和下试验管段103，上试验管段102设有一对传感器孔101，上试验管段102通过螺栓与下

试验管段103相连，将可变形的实验壁面装入后再进行封装，将试验管段设置为开拆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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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便于安装流速仪和测压结构，以配合试验的多样化需求，增加机构的灵活性和多

功能性。第二稳定管段118通过第二等径弯管116和第一等径弯管114与异径回水管段109通

过法兰和螺栓相连，第二等径弯管116与第一等径弯管114通过可调整直管段115相连，可调

整直管段115两端分别与第二等径弯管116、第一等径弯管114通过法兰和螺栓连接，第二稳

定管段118上设有放气堵头，异径回水管段109与离心泵108通过法兰和螺栓相连，异径回水

管段109下面设有出水堵头120。第一稳定管段105和第二稳定管段118主要用于消除大尺寸

的旋涡以提高水流的定常性，一般当水流经过动力管段后，流动速度和方向普遍存在不均

匀的现象，水流中还存在较大的水流旋涡，所以要在试验段管段前后分别设置第一稳定管

段105和第二稳定管段118，收缩比即第一稳定管段105、第二稳定管段118分别与试验管段

截面面积之比均为2.72-2.80，本实用新型优选为2.78。在实验过程遇到湍流度较大的情

况，还可在该两个管段加装蜂窝格栅，蜂窝格栅可以使得水流流线平直、流速分布均匀、减

少压力损失，有利于提高管路系统中稳定管段及试验管段流场品质。收缩管段104与发散管

段119分别与第一稳定管段105、第二稳定管段118相连，所以第一稳定管段105进口内径等

于收缩管段104出口内径，试验管段出口内径等于收缩管段104进口内径，收缩管段104位于

试验管段之前，是一个沿水流方向截面积不断减小的管道，不仅可以提高速度均匀性，而且

还可以起到降低湍流速度、降噪节能的作用。为了防止流动分离的危险和基于成本考虑，收

缩管段104长度可以设计为349-352mm，本实用新型优选为350mm。发散管段119则位于试验

段后，主要用于将高速水流的部分动压转化为静压、降低水速以减小压力损失。

[0024] 本实用新型的离心泵108采用电机水泵一体化结构的低转速卧式离心泵，为管内

液体的循环流动提供动力，相比于同样流量下的其他水泵，本实用新型的离心泵108具有低

功耗、低噪音的特点；所选电动机运行产生的噪声为65分贝，不超过人耳舒服度的分贝上限

75分贝。

[0025] 实验之前，首先拆开上试验管段102，将可变形的实验壁面装入其中后再进行封

装，然后检查整个水循环机构的密封性，确定水的流速，计算水的流量。关闭出水堵头120，

将流量计通过管路接入第一稳定管段105的注水孔106中，将水注入其中，同时打开放气堵

头117排出管路内的气体，直至第二稳定管段118的放气堵头117出现少量液体为止，流量达

到设定的流量，且放气堵头117处充满水，关闭注水阀门且关闭放气堵头117和注水孔106，

然后启动离心泵108，提供水循环的流场条件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如果需要改变流速条

件，只需要改变水量和离心泵108的运行功率；如果需要改变壁面结构，需要先通过出水堵

头120和离心泵108的排水孔排出水后，拆除上试验管段102后进行操作。

[0026] 本实用新型一种基于波动壁面阻力测试的小型封闭式水洞结构，包括底座112，第

一稳定管段105下设有第一稳定管段支撑座111，第二稳定管段118下设有第二稳定管段支

撑座113，第一管段支撑座111和第二稳定管段支撑座113均通过螺栓固定在底座112上，底

座112设置为空心，异径回水管段109设置于底座112空心处，异径回水管段109下设有异径

回水管路支撑座110，电机水泵一体化结构的低转速卧式离心泵下设有离心泵支撑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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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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