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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减阻测试技术领域，并公开 

了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包括储水 

槽、蠕动泵、空气注射泵、压力传感器、PIV测量 

仪、Micro-PIV测量仪和计算机，储水槽具有流体 

入口和流体出口；流体出口通过第一输送管道连 

接蠕动泵的入口，蠕动泵的出口连接第二输送管 

道;储水槽的流体入口连接第三输送管道;压力 

传感器设有两个，每个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安装 

到待测试管道的一端;PIV测量仪和Micro-HV测 

量仪用于测量待测试管道内流体的速度场。本实 

用新型可利用较小的试样对减阻表面的减阻效 

果进行测试，有利于减小减阻技术的研发成本， 

ο而且本实用新型的试验装置结构简单，待测试管

g道的更换也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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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储水槽、蠕动泵、空气注射泵、 

压力传感器、PIV测量仪、Micro-PIV测量仪和计算机，其中，

所述储水槽具有流体入口和流体出口；

所述流体出口通过第一输送管道连接所述蠕动泵的入口，所述蠕动泵的出口连接第二 

输送管道，所述第二输送管道用于连接待测试管道的一端；

所述储水槽的流体入口连接第三输送管道，所述第三输送管道用于所述待测试管道的 

另一端；

所述压力传感器设置有两个，每个所述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安装到所述待测试管道的

一端；

所述PIV测量仪和Micro-PIV测量仪安装在测量台架上；

所述PIV测量仪、Micro-PIV测量仪和每个所述压力传感器分别与所述计算机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输 

送管道通过接头与所述待测试管道连接，所述第二输送管道为圆管，所述待测试管道为方 

管，并且所述第二输送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待测试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试 

管道由一块上壁、两块侧壁和一块下壁围成，并且上壁与两个侧壁为可拆卸连接，下壁与两 

个侧壁也为可拆卸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输 

送管道通过接头与所述待测试管道连接，所述第三输送管道为圆管，所述待测试管道为方 

管，并且所述第三输送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待测试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 

向待测试管道内注入空气的空气注射泵和用于拍摄气泡的高速摄像机。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流体入 

口和所述流体出口分别设置在储水槽上相对的两个侧壁上，并且所述流体入口的高度大于 

所述流体出口的高度；

所述储水槽内设置有气泡隔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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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本实用新型属于减阻测试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 

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流体由于自身粘性在流动过程中会与周围界面存在阻力，例如船舶阻力、水下航 

行体阻力和运输管道阻力等。

[0003]伴随能源危机的不断加剧，研究应用于不同场景的流体流动减阻技术成为国内外 

的热点，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试验等。其中，试验方法因其准确性和 

真实性，被认为是研究表面减阻技术最为重要的手段。

[0004]但是，现有的试验方法具有一定缺陷，主要如下：

[0005] 1）当前的减阻试验研究大多在大型水洞、水槽中进行，且以评估减阻效果为主，因

整体设备体积庞大，将产生巨大的设备维护和测试表面制备成本。

[0006] 2）若在实验室水平进行减阻效果测量，阻力的直接检测因平面过小而具有较大的

数值误差。

[0007] 3）在减阻机理的研究方面，当前的试验研究方式多关注宏观速度场，而对减阻引

起的微观速度场观测较少，相比于数值仿真忽视大量细节。

[0008] 4）当前的管道减阻试验研究多数不具有可替换性结构，难以加工，造成测试不便 

捷。

实用新型内容

[0009]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 

的试验装置，可针对多种不同减阻方式的测试，从而在减阻表面的研制过程中探究表面减 

阻的机理，同时节约研发成本。

[0010]为实现上述目的，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了 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包括储水槽、蠕动泵、空气注射泵、压力传感器、PIV测量仪、Micro-PIV测量仪和 

计算机，其中，

[0011]所述储水槽具有流体入口和流体出口；

[0012] 所述流体出口通过第一输送管道连接所述蠕动泵的入口，所述蠕动泵的出口连接 

第^输送管道，所述第^输送管道用于连接待测试管道的一端；

[0013]所述储水槽的流体入口连接第三输送管道，所述第三输送管道用于所述待测试管 

道的另一端；

[0014]所述压力传感器设置有两个，每个所述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安装到所述待测试管 

道的一端；

[0015] 所述MV测量仪和Micro-MV测量仪安装在测量台架上；

[0016] 所述PIV测量仪、Micro-PIV测量仪和每个所述压力传感器分别与所述计算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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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17]优选地，所述第二输送管道通过接头与所述待测试管道连接，所述第二输送管道 

为圆管，所述待测试管道为方管，并且所述第二输送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待测试 

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

[0018] 优选地，所述待测试管道由一块上壁、两块侧壁和一块下壁围成，并且上壁与两个 

侧壁为可拆卸连接，下壁与两个侧壁也为可拆卸连接。

[0019]优选地，所述第三输送管道通过接头与所述待测试管道连接，所述第三输送管道 

为圆管，所述待测试管道为方管，并且所述第三输送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待测试 

管道内腔的横截面积。

[0020] 优选地，还包括用于向待测试管道内注入空气的空气注射泵和用于拍摄气泡的高 

速摄像机。

[0021] 优选地，所述流体入口和所述流体出口分别设置在储水槽上相对的两个侧壁上 ， 

并且所述流体入口的高度大于所述流体出口的高度；

[0022]所述储水槽内设置有气泡隔离网。

[0023]总体而言，通过本实用新型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取得下 

列有益效果：

[0024] (1)本实用新型可利用较小的试样(待测试管道)对减阻表面的减阻效果进行测

试，有利于减小减阻技术的研发成本，而且本实用新型的试验装置结构简单，待测试管道的 

更换也比较方便；

[0025] (2)本实用新型通过测试管道的上壁、下壁均可更换，则上壁的内壁面、下壁的内

壁面均可以进行减阻处理，有利于对不同减阻处理方式的减阻效果、减阻机理进行对比； 

[0026] (3)MV测量仪的测试和Micro-MV测量仪的测试在本试验装置中可同时进行，有

利于测量不同尺度的速度场，更加精确地探究待测试管道内壁面的减阻机理。

附图说明

[0027]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图；

[0028]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测试管道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各个实施方式中所 

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30] 参照图1、图2，一种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装置，包括储水槽9、蠕动泵6、空气注 

射泵3、压力传感器13、PIV测量仪l、Micro-MV测量仪2和计算机4,其中，

[00311 所述储水槽9具有流体入口和流体出口；

[0032] 所述流体出口通过第一输送管道15连接所述蠕动泵6的入口，所述蠕动泵6的出口 

连接第二输送管道14,所述第二输送管道14用于连接待测试管道10的一端；

[0033]所述储水槽9的流体入口连接第三输送管道7，所述第三输送管道7用于所述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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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道10的另一端；

[0034] 所述压力传感器13设置有两个，每个所述压力传感器13分别用于安装到所述待测 

试管道10的一端，以用于在待测试管道10内通入流体后来测量压力，从而获得所述待测试 

管道10两端的压力差，进而获得所述待测试管道10的阻力；

[0035] 所述MV测量仪1和Micro-MV测量仪2用于测量所述待测试管道10内流体的速度 

场；

[0036] 所述MV测量仪l、Micro-MV测量仪2和每个所述压力传感器13分别与所述计算机 

4连接。

[0037]进一步，所述第二输送管道14通过接头5与所述待测试管道10连接，所述第二输送 

管道14为圆管，所述待测试管道10为方管，并且所述第二输送管道14内腔的横截面积大于 

所述待测试管道W内腔的横截面积。

[0038]进一步，所述第三输送管道7通过接头5与所述待测试管道10连接，所述第三输送 

管道7为圆管，所述待测试管道10为方管，并且所述第三输送管道7内腔的横截面积大于所 

述待测试管道10内腔的横截面积。

[0039] 进一步，还包括空气注射泵3和高速摄像机，以用于从所述待测试管道10上设置的 

空气注射孔11向待测试管道10内部注入空气，从而产生气泡，再通过所述高速摄像机进行 

拍摄，以记录气泡在待测试管道10的内壁面附近的形态和速度。

[0040] 进一步，所述流体入口和所述流体出口分别设置在储水槽9上相对的两个侧壁上， 

并且所述流体入口的高度大于所述流体出口的高度，两者具有高度差h;

[0041]所述储水槽内设置有气泡隔离网8,以用于去除流入储水槽9内的气泡。

[0042] 探究表面减阻机理的试验方法具体步骤为：

[0043] a、选取未经减阻处理的待测试管道10与第二输送管道14和第三输送管道7连接； 

[0044] b、开启蠕动泵6,调节流体流速，使待测试管道10中的流体流动平稳、均匀；

[0045] c、开启PIV测量仪1，测量待测试管道10内的流体的速度场，并将该速度场数据传 

输至计算机4;

[0046] d、开启Micro-MV测量仪2，测量接近待测试管道10内壁面的流体的速度场，并将 

该速度场数据传输至计算机4;

[0047] e、使用两个压力传感器13测量待测试管道10两端的压力，并将数据传输至计算机 

4；

[0048] f、利用计算机4对所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当前流体流速下的减阻效果、流场 

速度分布和涡结构；

[0049] g、对步骤a的待测试管道10进行减阻处理，然后再与第二输送管道14和第三输送 

管道7连接；

[0050] h、重复步骤b〜步骤f;

[0051] i、获得减阻率DR:ΔΡηοηβ - ΔΡ
[0052] DR = —^·------- X 100%

none
[0053] 其中，Δ PnQne为未采用减阻处理的待测试管道10两端的压力差，Δ P为采用减阻处 

理的待测试管道10两端的压力差。减阻率DR越大，证明所采用的减阻措施具有更好的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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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0054] j、关闭蠕动泵6，排空待测试管道10和各输送管内的流体，结束试验。

[0055]本实用新型的流体由蠕动泵6驱动，其从储水槽9中将流体吸出，经过第一输送管 

道15流入待测试管道;第一输送管道15和待测试管道10之间需实用管道连接接头5串联，第 

一输送管道〜第三输送管道均为无缝管，第一输送管道15的较大的圆形结构和待测试管道 

10的较小的方形结构，使待测试管道内的流体流动更加均匀;待测试管道10利用测试管道 

支架12固定于测量台架底面;在待测试管道10两端向内侧一段距离位置布置一对压力传 

感器13,利用管道前后压力差描述管道的阻力；在待测试管道中段布置PIV测量仪1和 

Micro-PIV测量仪2,可通过不同平面布置测量同一轴向位置待测试管道10内部、内壁面附 

近的流场;若对气泡减阻的减阻效果进行测试，可在所测试壁面的上游（靠近第一输送管道 

的位置）布置空气注射孔11，并利用空气注射泵3向壁面附近注射空气，并使用高速摄像机 

记录气泡形态;流体流过待测试管道10后，沿第三输送管道7重新流入储水槽9;储水槽9的 

流体入口和流体出口间具有高度差，利用此高度差和布置的气泡隔离网8去除流体中的气 

泡;压力传感器13、PIV测量仪1和Micro-PIV测量仪2所得到的数据最终传递到计算机4,并 

做数据处理和分析。

[0056] 参照图2,本实用新型测量装置的待测试管道10设计为可拆卸、可组装，其包括上 

壁16、两侧壁17和下壁18,材料为透明亚克力板;上壁16和下壁18为主要测试表面，可通过 

拆卸替换对所需测试的减阻方式进行更换;压力传感器13布置在侧壁17的固定位置;为保 

证可拆卸性，在壁面外部使用防水胶带进行固定。

[0057] 本实用新型可测量不同流速、不同减阻方式的壁面的管道摩擦阻力，并通过减阻 

率评估所测试减阻方式的减阻效果；同时，利用PIV测试和Micro-PIV测试对流体壁面附近 

结构进行测量，经计算机处理，探究所测试减阻方式的减阻机理。该试验装置结构简单，操 

作方便;可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减阻方式的测试，包括表面微织构、表面高分子涂层、柔性表 

面、输入气泡等。本实用新型测试原理直观，结果准确，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0058]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 

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 

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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