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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

台，水头水箱底部通过一根橡胶管与PVC管连通，

水头水箱底部还通过另一根橡胶管和水泵与PVC

管连接，PVC管还通过电磁流量计与塑料透明管

相连；塑料透明管通过橡胶管与水头水箱连通，

塑料透明管具有两个出水端，两端分别经过多个

测压管连通至一个实验水箱，塑料透明管与测压

管连通处设置普通阀门，塑料透明管与实验水箱

连通处设置精密阀门，两个实验水箱之间连通；

本发明集五种水力学管流实验于一体，实现了

“一台多用”，节省设备占地面积；并通过精密阀

门、温度监测系统等装置减小误差，提高实验精

度，能够更加精确地以实验数据验证理论公式，

帮助进行水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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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台，其特征是：包括一个水头水箱，水头水箱通过伸缩支

座支撑于试验台上，水头水箱中设置有弧形溢流板，当水头水箱中水位上升后，会从弧形溢

流板流下，保持水头水箱内水深不变；

水头水箱底部通过一根橡胶管与PVC管连通，水头水箱底部还通过另一根橡胶管和水

泵与PVC管连接，PVC管还通过电磁流量计与塑料透明管相连；塑料透明管通过橡胶管与水

头水箱连通，塑料透明管具有两个出水端，两端分别经过多个测压管连通至一个实验水箱，

塑料透明管与测压管连通处设置普通阀门，塑料透明管与实验水箱连通处设置精密阀门，

两个实验水箱之间连通；若干个测压管固定在固定板上，塑料透明管通过电磁流量计与PVC

管连通；塑料透明管通过多个固定支座固定在实验台上；

塑料透明管上连接有多个温度传感器，多个温度传感器均与温度显示仪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台，其特征是：打开塑料透明管一

个出水端的普通阀门与精密阀门，关闭另一出水端的普通阀门与精密阀门，通过观察各支

测压管的液面高度，计算其液面高程差值，根据达西-魏斯巴赫公式：

其中hf为沿程水头损失，λ为沿程水头损失系数，l为管道长度，d为管道直径，v为液体流

速，g为重力加速度；

可求得沿程水头损失系数λ；

根据雷诺数计算公式：

其中Re为液体雷诺数，ρ为液体密度，v为液体流速，d为管道直径，μ为液体粘滞系数；

可求得雷诺数Re的值；

根据不同流量下λ与Re的关系，将其在对数坐标系下绘制成图线并分析，可完成沿程水

头损失实验；根据不同流量下hf与v的关系，将其在对数坐标系下绘制成图线并分析，可完

成雷诺实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台，其特征是:打开塑料透明管一

个出水端的普通阀门与精密阀门，关闭另一出水端的普通阀门与精密阀门，其中透明塑料

管在喉管处收缩，通过测量该部分收缩断面前后测压管的高差Δh，根据公式

其中K为流量计系数，D为收缩前管径，d为收缩后管径，g为重力加速度；

与

其中Q为流量，K为流量计系数，Δh为收缩断面前后测压管的高差；

可求得理论流量，并与实际流量对比分析，完成文丘里流量计实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台，其特征是:根据喉管收缩断面

及其前后的测压管液面高程，计算出其测压管水头；并根据流量与管径求得管道内流速，计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570732 A

2



算出其流速水头，根据公式

其中z1、z2为收缩断面前后高程，p1、p2为收缩断面前后压强，v1、v2为收缩断面前后流

速，ρ为液体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

可验证能量方程，完成能量方程实验。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台，其特征是:观察实验水箱流

入、流出处的测压管液面高程，计算其水头损失数值，并结合流速，可求得局部水头损失系

数；其中第一处实验水箱用于验证淹没出流系数；第二处实验水箱用于验证突然扩大与突

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公式，通过水箱面积与管道面积，并结合测压管液面高程，根

据公式

其中ζ1为突然扩大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ζ2为突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A1为

突然扩大前管道截面积，A2为突然扩大后管道截面积；

可求得突然扩大与突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对比分析实测值，完成局部水头

损失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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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流体力学实验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水力学管流实验台，将多项实

验集于一体，并能以更高的精度验证理论公式，帮助进行水力学研究。

背景技术

[0002] 水力学实验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水力学研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践环节，

能够帮助掌握理论知识。现有水力学实验装置，多为一台仪器对应一项实验，功能单一，故

实验室中设备众多，占地面积较大；且实验设备较为简易，实验误差较大、精度较低，实验所

测值难以与理论值相吻合，通过实验验证理论公式的效果不甚理想。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

多功能高精度实验装置，将多项所需条件相近的实验集中到一台设备中，节省占地面积；同

时提高实验精度，更好地验证理论公式、进行水力学研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集五种水力学管流实验于一

体，并能提高实验精度的水力学实验台。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高精度水力学管流实验台，包括一个水头水箱，水头水箱通过伸缩支座支撑

于试验台上，水头水箱中设置有弧形溢流板，当水头水箱中水位上升后，会从弧形溢流板流

下，保持水头水箱内水深不变；

[0006] 水头水箱底部通过一根橡胶管与PVC管连通，水头水箱底部还通过另一根橡胶管

和水泵与PVC管连接，PVC管还通过电磁流量计与塑料透明管相连；塑料透明管通过橡胶管

与水头水箱连通，塑料透明管具有两个出水端，两端分别经过多个测压管连通至一个实验

水箱，塑料透明管与测压管连通处设置普通阀门，塑料透明管与实验水箱连通处设置精密

阀门，两个实验水箱之间连通；若干个测压管固定在固定板上，塑料透明管通过电磁流量计

与PVC管连通；塑料透明管通过多个固定支座固定在实验台上；

[0007] 塑料透明管上连接有多个温度传感器，多个温度传感器均与温度显示仪电连接。

[0008] 当打开塑料透明管一个出水端的普通阀门与精密阀门，关闭另一出水端的普通阀

门与精密阀门，通过观察各支测压管的液面高度，计算其液面高程差值，根据达西-魏斯巴

赫公式：

[0009]

[0010] 其中hf为沿程水头损失，λ为沿程水头损失系数，l为管道长度，d为管道直径，v为

液体流速，g为重力加速度；

[0011] 可求得沿程水头损失系数λ；

[0012] 根据雷诺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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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0014] 其中Re为液体雷诺数，ρ为液体密度，v为液体流速，d为管道直径，μ为液体粘滞系

数；

[0015] 可求得雷诺数Re的值；

[0016] 根据不同流量下λ与Re的关系，将其在对数坐标系下绘制成图线并分析，可完成沿

程水头损失实验；根据不同流量下hf与v的关系，将其在对数坐标系下绘制成图线并分析，

可完成雷诺实验。

[0017] 当打开塑料透明管一个出水端的普通阀门与精密阀门，关闭另一出水端的普通阀

门与精密阀门，其中透明塑料管在喉管处收缩，通过测量该部分收缩断面前后测压管的高

差Δh，根据公式

[0018]

[0019] 其中K为流量计系数，D为收缩前管径，d为收缩后管径，g为重力加速度；

[0020] 与

[0021]

[0022] 其中Q为流量，K为流量计系数，Δh为收缩断面前后测压管的高差；

[0023] 可求得理论流量，并与实际流量对比分析，完成文丘里流量计实验。

[0024] 根据喉管收缩断面及其前后的测压管液面高程，计算出其测压管水头；并根据流

量与管径求得管道内流速，计算出其流速水头，根据公式

[0025]

[0026] 其中z1、z2为收缩断面前后高程，p1、p2为收缩断面前后压强，v1、v2为收缩断面前后

流速，ρ为液体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

[0027] 可验证能量方程，完成能量方程实验。

[0028] 观察实验水箱流入、流出处的测压管液面高程，计算其水头损失数值，并结合流

速，可求得局部水头损失系数；其中第一处实验水箱用于验证淹没出流系数；第二处实验水

箱用于验证突然扩大与突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公式，通过水箱面积与管道面积，

并结合测压管液面高程，根据公式

[0029]

[0030]

[0031] 其中ζ1为突然扩大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ζ2为突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

A1为突然扩大前管道截面积，A2为突然扩大后管道截面积；

[0032] 可求得突然扩大与突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对比分析实测值，完成局部

水头损失实验。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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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1、本发明集雷诺实验、沿程水头损失实验、局部水头损失实验、能量方程实验、文

丘里流量计实验等管流实验于一体，节约了实验设备占地面积，实现了“一台多用”；

[0035] 2、本发明将外加管道供水与回水统一利用，节约资源，同时避免了现有设备需要

人工加水的缺陷；

[0036] 3、本发明水箱内水头可控，可根据需要调节成不同的设计水头，以满足不同实验

要求；

[0037] 4、本发明通过精密阀门控制，能够减小因操作带来的实验误差，对于层、紊流变化

的流态控制更为精确；

[0038] 5、本发明设有温度监测传感器，可通过对温度的监测来实时反馈流态情况，减小

读数误差；

[0039] 6、本发明通过电磁流量计读取流量数据，更为精确。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41] 图2是本发明的前视图；

[0042] 图3是本发明的后视图；

[0043] 图4是本发明的左视图；

[0044] 图5是本发明的右视图；

[0045] 图6是本发明的水头控制系统示意图；

[0046] 图7是本发明的精密阀门示意图；

[0047] 附图标记说明：

[0048] 11-水箱，12-弧形溢流板，13-支座，14-调节手柄；21-PVC管，22-橡胶管，23-供水

阀门，24-排水阀门，25-水泵；31-透明塑料管，32-测压管，33-固定板，34-固定支座，35-水

箱，36-精密阀门，37-电磁流量计，38-普通阀门；41-温度传感器，42-温度显示仪；51-大齿

轮，52-小齿轮，53-旋转把手，54-启闭连接杆，55-阻水块；

[0049] 箭头所示为水流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51] 1、水头控制系统

[0052] 如图2、图6所示，水头控制系统包括水头水箱11、弧形溢流板12、支座13和调节手

柄14。水头水箱11中水位上升到一定高度后，会从弧形溢流板12流下，保持水头水箱11内水

深不变；此时可通过旋转调节手柄14，以实现水头水箱11的升降，从而改变水头水箱11与实

验管道的水位差，根据需要控制实验水头，满足不同的水头条件。

[0053] 2、供水排水系统

[0054] 如图2所示，供水排水系统包括PVC管21、橡胶管22、供水阀门23、排水阀门24和水

泵25。PVC管21两端连接外部管道，其中一端连接供水管道，连接处设置有供水管道阀门23，

另一端连接排水管道，连接处设有排水管道阀门24；

[0055] 水头水箱底部通过橡胶管22连通至PVC管21上，此时PVC管接收水箱11内回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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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水箱底部还通过橡胶管22和水泵25与PVC管连接，水泵25将PVC管内的供水及回水一同泵

向水头水箱；PVC管还与实验观测系统的塑料透明管31相连，连接处设置有电磁流量计37，

PVC管用于接收实验管道回水。

[0056] 在进行实验时，关闭排水管道阀门24，打开供水管道阀门23，一段时间后PVC管内

均充满水，此时可关小供水阀门23，使得整体流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便于实验进行。且由

于系统内部始终能够保证一定的水量，故不必担心水量损失而采取人工加水等措施，使实

验操作更为便捷。

[0057] 实验结束后可关闭水泵25，同时关闭供水阀门23，打开排水阀门24，排水管道将水

排出。

[0058] 3、实验观测系统

[0059] 实验观测系统包括塑料透明管31、测压管32、固定板33、固定支座34、实验水箱35、

精密阀门36、电磁流量计37和普通阀门38。

[0060] 塑料透明管通过橡胶管与水头水箱连通，塑料透明管具有两个出水端，两端分别

经过多个测压管连通至一个实验水箱，塑料透明管与测压管连通处设置普通阀门，塑料透

明管与实验水箱连通处设置精密阀门，两个实验水箱之间连通；若干个测压管固定在固定

板上，塑料透明管通过电磁流量计与PVC管连通；

[0061] 塑料透明管通过多个固定支座固定在实验台上。

[0062] 该系统可分为两条路径，共进行5种水力学管流实验。

[0063] 如图2所示，该条路径可同时进行雷诺实验与沿程水头损失实验。实验时打开本条

路径的普通阀门38与精密阀门36，关闭另一条路径的普通阀门38与精密阀门36。通过观察

各支测压管32的液面高度，计算其液面高程差值，根据达西-魏斯巴赫公式

[0064]

[0065] 与雷诺数计算公式

[0066]

[0067] 可求得沿程水头损失系数λ、雷诺数Re的值。根据不同流量下λ与Re的关系，将其在

对数坐标系下绘制成图线并分析，可完成沿程水头损失实验；根据不同流量下hf与v的关

系，将其在对数坐标系下绘制成图线并分析，可完成雷诺实验。

[0068] 如图3、4、5所示，该条路径可同时进行局部水头损失实验、能量方程实验与文丘里

流量计实验。实验时打开本条路径的普通阀门38与精密阀门36，关闭另一条路径的普通阀

门38与精密阀门36。其中透明塑料管31在喉管处收缩，通过测量该部分收缩断面前后测压

管32的高差Δh，根据公式

[0069]

[0070] 与

[0071]

[0072] 可求得理论流量，并与实际流量对比分析，完成文丘里流量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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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同时可根据喉管收缩断面及其前后的测压管32液面高程，计算出其测压管水头；

并根据流量与管径求得管道内流速，计算出其流速水头，根据公式

[0074]

[0075] 可验证能量方程，完成能量方程实验。

[0076] 两处实验水箱35均用于局部水头损失实验。通过观察实验水箱流入、流出处的测

压管32液面高程，计算其水头损失数值，并结合流速，可求得局部水头损失系数。其中第一

处水箱用于验证淹没出流系数；第二处水箱用于验证突然扩大与突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

失系数公式，通过水箱面积与管道面积，并结合测压管32液面高程，根据公式

[0077]

[0078]

[0079] 可求得突然扩大与突然缩小处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对比分析实测值，完成局部

水头损失实验。

[0080] 4、温度监测系统

[0081] 如图1所示，温度监测系统包括温度传感器41和温度显示仪42。多个温度传感器搭

接于透明塑料管上，通过监测实时温度来精确反映流态变化。一般情况下，当阀门快速开大

或关小时，水流会在层、紊流之间迅速过渡，引起液体内部细微的温度变化，若此时立即读

数，会产生一定的误差，故可参照各个温度传感器41的温度值，待其均相等且不变时再进行

读数，能够减小误差。

[0082] 上述为本发明的四部分系统详述。以下对精密阀门36进行介绍。

[0083] 如图7所示，精密阀门36由大齿轮51、小齿轮52、旋转把手53、启闭连接杆54、阻水

块55组成。其中大齿轮51与小齿轮52相互啮合，均固定在一定的高度，且其半径之比为2:1，

故可知两者线速度相等，角速度之比为1:2，即小齿轮52旋转2周可带动大齿轮51旋转1周。

启闭连接杆54外刻有螺纹，上端与大齿轮51相连，下端内嵌于阻水块55内部，在自身旋转

时，通过螺纹带动阻水块55的升降，从而完成阀门整体的启闭。使用时转动旋转把手53，大

齿轮51、启闭连接杆54均以旋转把手53一半的角速度转动，而阻水块55升降的速度又小于

启闭连接杆54转动的线速度，故能够精确掌握阀门启闭的状态，从而实现流量和流态的精

密控制。

[0084] 本发明中涉及的未说明部分与现有技术相同或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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