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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管道水力输送的不足，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节能环保运输方式：筒装料管道水力
输送．管道车是此种输送方式的核心部件之一．采用理论分析与模型试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
管道车的受力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不同型号的管道车在管道中运移的水力特性．结果表
明，管道车的结构形式对其运行速度和输送能耗都有重要影响；型号为１５０
车运行速度和输送能耗都最大，型号为１００

ｍｍ×８０

ｍｍ×８０

ｍｍ的管道

ｍｍ的管道车次之，而型号为１５０

ｍｍ×

ｍｍ的管道车最小．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改进管道车结构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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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人类环保节能

传统的管道水力输送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具有环

意识的增强，铁路与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和水路运输

境污染少、输送效率高、运行成本低、占地少等优点，

这些传统的运输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着对管道磨损较大和能耗大

能源的日益短缺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已成为制

等不足‘１—５｜．

约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寻求环保又节能的

针对上述问题，出现了筒装料管道水力输送，作

运输方式和技术，已成为人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尽管

为对传统水力输送技术的补充．其最大特点是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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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７４

管道车接收装置

能与环保于一体．

管道车投放装置

有机玻璃管道

简装料管道水力输送就是以水为载体，以泵为
动力，通过密封管道来输送物料的一种输送方
式∞Ｊ．管道车作为筒装料管道水力输送的核心部件
地下水库

离心泵

之一，其结构特点直接决定了该技术的能耗大小，并
图２试验装置示意

进而影响着该技术的输送成本．文中主要对不同型
Ｆｉｇ．２

号的管道车在有压管道中运移的水力特性进行

Ｌａｙｏｕｔ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探讨．

３试验方案及测试流程
１管道车设计
３．１试验方案
一般的料筒为密封的圆柱筒，当被放入管道内

管道车型号（￡×Ｄ）：１５０

时，由于管道内过水断面减小，断面流速会急剧增

７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

大，造成料筒前后颠覆，运动很不稳定；同时，在运动

１ ５００

ｘ

一

８０哪，１５０

Ｘ

ｍｍ；管道车质量ｍ：１

８０

ｍｍ×
２００，

０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

ｇ；雷诺数Ｒｅ：１４０

过程中也会损耗较大的能量．基于上述问题，设计时

ＢＩＴＩ

秽ｄ

Ｑａ

４Ｑ

扩

Ａｕ

盯ｄ矿

Ｉｒｅ＝——＝——＝——．

考虑在料筒两端分别安装了’呈１２００的等间隔角的
圆柱形支撑，使得管道车在管道中不论静止还是运

式中Ｑ为流量；ｄ为管道直径；矿为运动粘度．

行时，料筒轴线和管道轴线相吻合，保持同轴心运

３．２测试流程

行，从而克服了其运动不稳定的问题；同时，支撑末

根据试验方案的要求，需对管道车运动过程中

端上装有万向滚珠以减小其与管道的摩擦阻力，从

管道中的流量、压力以及管道车的运行速度进行测

而实现了节能的目的．文中将盛放物料的料筒及其

量．试验测试流程如图３所示．其中涡轮流量计用来

附属构件（支撑体和万向滚珠等）称为管道车．管道

计量管道流量，流量指示积算仪显示流量读数；压力

车结构示意见图１．

变送器（压力计）和压差变送器（压差计）分别测量
管道各测点的压力；对射式光电开关测量管道车的
运行速度；数显仪表盘显示压力读数；无纸记录仪记
录流量、压力数据，每秒１次；ＰＬＣ用于记录管道车
通过各测点断面的时间；最后，所有试验数据都通过
Ｅｘｃｅｌ格式传输并保存到电脑中．
涡轮流量计｝爿流量指示积算仪

图Ｉ管道车结构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ｐｅｄ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压力计、压差计｝爿

２试验装置

数显仪表盘

乳

对射式光电开关｝爿ＰＬＣ（多路计时器）

试验装置主要由供水装置＂矗Ｊ、投放与接收装
置、试验管道以及测试系统等４部分组成．试验管

测流量

测压力

测速度

图３测试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道为有机玻璃圆管，全长约４４ ｍ，管径１００ ｍｍ．管
段之间均由法兰盘密封连接．投放与接收装置主

４试验结果分析

要用于投放与接收管道车．供水时，水先由离心泵
从地下水库抽人输水钢管，通过闸阀调节流量后，

图４为管道车在有压管道中运动时的受力示

再输入有机玻璃管道；在测试管段中对管道中的

意．由图可见，管道车受力包括：①管道车自身的

各水力因素进行测量后，水最后经出水池流至地

重力Ｇ；②管壁对管道车的支持力Ｆ。；③水流浮

下水库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回路。９。１ ０｜．试验装置

力Ｆｔ；④管壁对管道车的摩擦力只，Ｆ，＝ｆＦ。，其中

示意见图２．

厂为摩擦因数；⑤管流作用于料筒端面的与来流方

万方数据

１７５

向平行的压差力ＡＦ，ＡＦ＝ＡｐＡ，其中△Ｊｐ为管流作

越大，由压差力计算公式可知，管道车所受的压差力

用于料筒两端的压强差，Ａ为管道车的端面面积；

△Ｆ就越大；Ｊ［，越长，由剪切力计算公式可知，管道车

⑥环状缝隙流作用于管道车壁面的剪切力，可表

所受剪切力，．也越大．

示为

因此，综合比较３种型号管道车的受力情况可
ｌ

得出，型号为１５０

一

一＝知（秽。一秽。）２Ａ’，
Ｕ

式中Ａ为流动阻力系数，与流体及管道车材料有

ｍｍ的管道车运行速度最

大，型号为１００

ｍｍ×８０

为１５０

ｍｍ的管道车运行速度最小．

关；ｐ为液体的密度；秽。。为环状缝隙流的平均流速；
ｔＪ。为管道车运行的平均速度；Ａ ７为管道车的侧面积．

ｍｍ×８０

ｍｍ×７０

ｍｍ的管道车次之，而型号

（２）质量较轻的管道车运动速度较快，其原因
主要足由于质量较轻的管道车所受的摩擦力／
较小．
（３）雷诺数较大时，管道车运行速度较快，其
原因主要是：由雷诺数表达式町知，雷诺数越大，
流量就越大．而由于流量为管道车运行提供动力，
流量越大，管道车所受的动力就越大，从而运行速
度较快．
４．２试验管段的单位能耗（水头损失）变化

图４管道车受力示意
Ｆｉｇ．４

Ｐｉｐｅｄ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ｆｏｒ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试验管段由３部分管段组

浮力、摩擦力、压差力、剪切力都与管道车的结

成：直线段（长３７．６１ ｍ）、平弯段（长３．３６ ｍ）和斜

构有关．

弯段（长３．０６ ｍ）．在管道车质量ｍ分别为１ ２００和

４．１不同型号管道车的速度变化

１ ５００

ｇ，雷诺数如分别为１４０ ０００和２４０ ０００时，不

ｇ，雷诺

同型号管道车在有压管道中运行刚结束时，各管段

数如分别为１４０ ０００和２４０ ０００时，不同型号管道

的单位能耗变化情况见图６所示．定义单位能耗Ｅ。

车的速度变化情况如图５所示．

为单位长度下输送单位质量的物料所消耗的总

在管道车质量ｍ分别为ｌ ２００和１

５００

能量．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
（１）管道车的结构也是影响试验管段能耗的
一个重要因素．３种型号的管道车由于其结构不
同，一方面水流经过管道车时，由水力学原理知
道，进口端过水断面的锐减和出口端过水断【酊的
扩大都必然会消耗一部分能琏；另一方面，管道车
结构不同，其与管道之间的缝隙流场分布必然不
图５
Ｆｉｇ．５

不同喇号管道车的速度变化柱状图

同，管道车的直径直接影响水流经过管道车时的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过水面积。即缝隙流的宽度，管道车的长度直接影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ｉｐｅｄ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ｓ

响管道车与管道间缝隙流的长度，因而管道车结

由图５可见：

构必然影响能耗分布．

（１）车长￡和车径Ｄ都是影响管道车速度的重

综合上述分析，整体上看，型号为１５０

要冈素，在管道车质黾和雷诺数相同的条件下，管道

８０

车的结构直接影响管道车所受的浮力Ｆ，（与管道车

为１００

的体积有关）、压差力ＡＦ（动力，与管道车的直径Ｄ

７０

有关）以及剪切力Ｆ．（动力，与管道车的直径Ｄ和长
度￡有关），并进而影响到管道车所受的摩擦力Ｆｐ

ｍｍ×

ｍｍ的管道车对试验管段的能耗影响最大，型号
ｍｉｌｌ×８０

ｍｍ的管道车次之，型号为１５０

ｎｌｍ×

ｎｌＩｎ的管道车能耗最小．
（２）从局部来看，各管段的单位能耗都是斜弯

段最大，平弯段次之，直线段最小．

根据管道车受力分析可以看出，无论Ｄ增大还是￡

对于直线段，所消耗能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

增大，管道车所受的浮力ｎ都增大，而由摩擦力计

于克服管道水流的沿程水头损失；另一部分用于推

算公式可知，管道车所受的摩擦力凡都减小．若Ｄ

动管道车运动（水流为管道车运动提供动力）．

万方数据

１７６

主要是由于管道中水流的水头损失与水流速度成正
比．雷诺数较小（流量较小），水流速度也就较小，因
而单位能耗较低．
５

结论
通过对不同型弓的管道车在有压管道中运移的

水力特性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管道车质量和雷诺数相同的条件下，型
号为１５０
为１００
７０

ｍｍ

８０

ｘ

ｍｍ×８０

ｍｍ的管道车运行速度最大，型号

ｍｍ的管道车次之，型号为１５０

ｍｍ×

ｍｉｌｌ的管道车运行速度最小．
（２）整体上看，型号为１５０

ｍｍ的管道车

ｍｍ ｘ８０

对试验管段的单位能耗影响最大，型号为１００
８０

ｍｍ的管道车次之，而型号为１５０

ｍｍ ｘ７０

ｍｍ×

ｍｍ的

管道车最小．
（３）局部上看，３种型号的管道车对各试验管段
单位能耗的影响都是斜弯段最大，平弯段次之，直线
段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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