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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用于气体测量的高灵敏涡流动量计

(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气体测量的高灵敏涡

流动量计。具体结构为蜂窝体、外罩与扭矩传递轴

连接为一整体置于动量计壳体内，壳体上端有凹

槽，槽内为硅油。浮子环置于硅油中。定位盘与

动量计壳体紧固，定位盘的上下端分别装有轴承。

标定连杆套装在定位盘下端的扭矩传递轴上。连

杆一端与扭矩传递轴紧固，另一端穿过动量计壳

体并接有两个砝码。扭矩传感器与扭矩传递轴以

“十字交叉轴”方式连接，扭矩传感器固定盘固定

在动量计壳体下端。扭矩传递轴转动使传感器产

生信号，用来模拟气流进入蜂窝体所产生的扭矩。

更换砝码可得到不同的扭矩。本发明通过重力抵

消、扭矩传递和静态标定等设置，对内燃机缸盖气

道流动特性的检测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和精确性。

(51)Int.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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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气体测量的高灵敏涡流动量计，包括蜂窝体、扭矩传递轴、外罩、紧固螺栓、

动量计、滑轮，其特征在于蜂窝体 (1) 为圆柱形，蜂窝体置于外罩 (2) 内，由紧固螺栓 (3)

将蜂窝体与外罩固定，扭矩传递轴 (4) 顶端设有外螺纹，蜂窝体紧固件 (5) 设有内螺纹，蜂

窝体 (1) 通过中心紧固螺栓 (6) 和蜂窝体紧固件 (5) 与扭矩传递轴 (4) 同心紧固，蜂窝体

紧固件 (5)与扭矩传递轴之间 (4)设有定位螺丝，动量计壳体 (7)上端设有凹槽 (8)，凹槽

装有硅油，塑料浮子环 (9) 置于凹槽内，蜂窝体 (1) 及外罩 (2) 组装在动量计壳体 (7) 内，

扭矩传递轴 (4) 套装有定位盘 (10)，定位盘用定位盘锁紧螺栓 (11) 与动量计壳体 (7) 紧

固，定位盘 (10)上下端分别装有上轴承 (12)和下轴承 (13)，标定连杆 (14)套装于定位盘

(10)下端的扭矩传递轴 (4)上，标定连杆内端头用标定杆定位螺栓 (15)与扭矩传递轴 (4)

紧固，标定连杆外端头穿过动量计壳体 (7)，标定连杆外端两侧各设有一个滑轮 (16)，标定

连杆外端头通过细绳绕过滑轮 (16)栓有砝码 (23)，扭矩传感器 (17)通过扭矩传感器螺栓

(18)固定在扭矩传感器固定盘 (19)的中心，与动量计同轴，扭矩传递轴 (4)下端的扭矩传

递件 (20) 以“十字交叉轴”方式悬浮在扭矩传感器 (17) 上方，扭矩传感器固定盘 (19) 用

固定盘螺栓 (21)紧固在动量计壳体 (7)下端。

2.按照权利要求书 1所述的一种用于气体测量的高灵敏涡流动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

动量计壳体 (7)外端设有玻璃观察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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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体测量的高灵敏涡流动量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内燃机气道性能检测技术，具体涉及到气道稳流试验时，用于衡量内

燃机缸盖气道流动特性的一种高灵敏涡流动量计。

背景技术

[0002] 发动机为了获得良好的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特性，要求发动机的气缸盖必须有

足够高的流量系数和合适的涡流比、滚流比等参数，因此气道试验台历来就是发动机开发、

和发动机质量检测的重要工具。内燃机气道流动性能稳流试验台包括工作台，气流管道，孔

板流量计、涡流动量计等一套较复杂的流动测试系统，内燃机气道稳流试验时，要求模拟发

动机气缸盖气门连续或断续打开气门，在每一个控制点，严密测试此时的气门开启量，气体

流量，气道两端的压差、气体扭矩等与气道流量系数、涡流比等有关的参数。其中测试气体

流量、气体扭矩大小的主要装置为流量计和涡流动量计。在每一个试验控制点下，流量计测

量气体流量的大小，涡流动量计测量扭矩大小，这两个数据直接决定了气道的流动性能参

数如流量系数、涡流比等。

[0003] 如上所述，涡流动量计是气道试验台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测试结果的精确

性较差，会直接对内燃机气道开发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当前用于内燃机缸内稳态流动测量

用的动量计，普遍对气流尤其是低气门升程下的气流产生的微小扭矩反映不灵敏，测量精

确度不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扭矩传递系统的重力以及扭矩

传递系统本身的不平衡造成的摩擦力导致了气体能量传递到扭矩传感器的过程中出现了

能量损失，并且导致了扭矩传递过程中反应不灵敏，尽管气体能量损失的绝对值很小，但是

相对于气体尤其是低气门升程下气流产生的扭矩值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因此，高灵敏性

动量计利用浮力，通过简单的机构既抵消了重力，又便于实现静平衡，从而部分减少了气体

能量损失，从而使得动量计具有了高灵敏性并具有更高精确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衡量内燃机缸盖气道流动特性的涡流动量计，使

其具有高灵敏性和高精确性。

[000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结构及原理予以说明。高灵敏涡流动量计主要分

为：重力抵消装置、扭矩传递装置和静态标定装置三个部分。重力抵消装置主要包括：气泡

水平仪、扭矩传递轴、蜂窝体、外罩、相应的紧固螺栓、塑料浮子环以及、动量计壳体上的凹

槽等；扭矩传递装置主要包括：动量计壳体、扭矩传递轴、定位盘、相应的紧固螺栓、轴承、

扭矩传感器、扭矩传感器固定盘等；静态标定装置主要包括：标定连杆以及滑轮等。

[0006] 在动量计壳体上部是重力抵消装置。蜂窝体、外罩分别通过紧固螺栓和紧固件与

扭矩传递轴连接为一整体置于动量计壳体内，动量计壳体上端有一凹槽，凹槽装有硅油，塑

料浮子环放在硅油上。为了测量气体的涡流强度，蜂窝体的作用是把进入动量计的涡流转

换为绕蜂窝体轴心转动的动力。当蜂窝体等产生转动时，由塑料浮子环在硅油上产生的浮

说  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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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抵消整个扭矩传递系统的重力，因为在动量计壳体上端设有玻璃观察窗，通过观察窗

查看硅油量是否合适，从而调节硅油量以控制浮力的大小，同时为了保证重力与扭矩传递

轴的轴心在一条直线上，通过气泡水平仪来调整动量计的上顶面始终处于水平位置。

[0007] 在动量计壳体中间部位是扭矩传递部分。定位盘用锁紧螺栓与动量计壳体紧固，

定位盘的上、下端分别装有轴承。定位盘的作用是用来保证扭矩传感器的轴心与扭矩传递

轴的轴心具有很好的同轴度。因为定位盘套装在扭矩传递轴上，所以要求定位盘系统与动

量计壳体内中心具有很高的同轴度，以保证整个扭矩传递系统的平衡性。当气流经过蜂窝

体时，由于气流流动的特性以及蜂窝体的柱状结构，会产生一个扭矩信号，该信号经过扭矩

传递轴传递给扭矩传感器。

[0008] 在动量计壳体下端是静态标定装置。作为径向扭矩传递的标定连杆套装在定位盘

下端的扭矩传递轴上。标定连杆采用了对称结构，用定位螺栓与扭矩传递轴紧固，外端穿过

动量计壳体。扭矩传感器固定在扭矩传感器固定盘的中心，与动量计同轴。扭矩传递轴下

端的扭矩传递件以“十字交叉轴”方式悬浮在扭矩传感器上方，扭矩传感器用固定盘固定在

动量计壳体下端。标定连杆端头两侧设有滑轮标定时，将砝码栓在标定连杆外端，通过其中

一侧的滑轮将砝码的重力转换为与标定连杆相垂直的径向方向的力。如将砝码放在另一侧

的滑轮，可以得到反方向的扭矩。

附图说明

[0009] 图 1为本发明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0] 图 2为扭矩传递装置拆解示意图。

[0011] 图 3为静态标定装置外部示意图。

[0012] 图 4为动量计输出 AD量化值与动量计扭矩对应关系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原理结构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4] 用于气体测量的高灵敏涡流动量计包括：蜂窝体、扭矩传递轴、外罩、紧固螺栓、动

量计、滑轮等。蜂窝体 1 为圆柱形，蜂窝体置于外罩 2 内，由紧固螺栓 3 将蜂窝体与外罩固

定。扭矩传递轴 4顶端设有外螺纹，蜂窝体紧固件 5设有内螺纹，蜂窝体 1由中心紧固螺栓

6和蜂窝体紧固件 5与扭矩传递轴 4同心紧固。为防止蜂窝体紧固件在扭矩传递轴上松动，

蜂窝体紧固件 5与扭矩传递轴 4设有定位螺丝。动量计壳体 7上端设有凹槽 8，凹槽装有硅

油，塑料浮子环 9置于凹槽内。蜂窝体 1及外罩 2组装在动量计壳体 7内。扭矩传递轴 4套

装有定位盘 10，定位盘用定位盘锁紧螺栓 11与动量计壳体 7紧固，定位盘 10上下端分别装

有上轴承 12和下轴承 13。标定连杆 14套装于定位盘 10下端的扭矩传递轴 4上，标定连杆

内端用标定杆定位螺栓 15 与扭矩传递轴 4 紧固；标定连杆外端头穿过动量计壳体 7，标定

连杆外端两侧各设有一个滑轮 16，标定连杆外端头通过细绳绕过滑轮 16 栓有砝码 23。扭

矩传感器 17 通过扭矩传感器螺栓 18 固定在扭矩传感器固定盘 19 的中心，与动量计同轴。

扭矩传递轴 4下端的扭矩传递件 20以“十字交叉轴”方式悬浮在扭矩传感器 17上方，在静

止状态下之间不发生接触，扭矩传感器固定盘 19 用固定盘螺栓 21 紧固在动量计壳体 7 下

端。动量计壳体 7外端设有玻璃观察窗 22，动量计壳体上顶面镶嵌有气泡水平仪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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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蜂窝体为柱行圆盘结构，组装时先将蜂窝体、浮子环、轴系等组装完成，将其水平

支撑在轴承架上，能使其自由转动。圆周方向较重的方位在重力作用下必然自动转动到下

面。表明它尚未达到静平衡。可以在框架外周贴附配重的办法。使之达到静平衡。去掉配

重并称该配重的实际重量，例如配重为 2g，量出它距轴心的距离为 10mm，则得知不平衡力

矩为 20g.cm。用油漆作标记，标明部位和静平衡的力矩值 20g.cm。取下浮子环，在框架上

油漆标记的对称部位钻孔，去掉相应的重量，使之达到静平衡。

[0016] 具体标定时，扭矩传递轴转动通过扭矩传递件与扭矩传感器接触，用来模拟气流

进入蜂窝体所产生的扭矩。改变砝码 23的重量可以得到不同的对应值，再将砝码放在另一

侧的滑轮，可以得到反方向的扭矩。然后改变砝码的重量再重新检测，两组数据的数值与砝

码重量产生的扭矩均呈线性关系 ( 如图 4)，该数据为原始数据，通过试验根据扭矩传感器

得到的数值就能从原始数据中通过差值法得到真实的扭矩值。

[0017] 本实施例标定连杆外端部的小孔到扭矩传递轴轴心的距离为 100mm，将 5g砝码栓

在标定连杆外端。蜂窝体带动扭矩传递轴旋转产生的一个 5m N.m的扭矩，这时可以从扭矩

传感器上得到一个对应的数值，将 5g 的砝码更改为 10g，又可以从扭矩传感器上得到一个

对应的数值，改变砝码的重量可以得到不同的数值。然后将不同的砝码放在另一边的滑轮，

以模拟反方向的扭矩，按上述方法再做一遍，可以得到另一组反方向的数值。例如：气流流

入蜂窝体由扭矩传感器得到了一个 AD量化值 11000，AD值表示将扭矩传感器输出电信号转

化为数字信号，那么这时的真实扭矩值为正向 (俯视、顺时针 )28mN.m。

[0018] 本发明的特点和有益的效果在于：高灵敏性动量计利用浮力，通过简单的机构既

抵消了重力，又便于实现静平衡，从而部分减少了气体能量损失，从而使得动量计具有了高

灵敏性并具有更高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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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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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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