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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院管路内的气体流动
蔡茂林

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袁北京 100083冤

0 前言
在气动系统中袁管路将各种元器件连接成一个系统袁

将压缩空气从压缩机输送到终端用气设备以传递动力遥
这样的管路在本质上有别于一般的气动元器件袁 与可用
集中参数描述的电磁阀尧气缸尧储气罐等不同袁必须用分布
参数来描述其特性和进行建模仿真遥 管路的存在使气动
系统的整体特性变得复杂袁特别是对动特性的影响很大[1]遥

本连载讲座第渊1冤讲中曾将一段管路等价为具有
某一有效截面积的小孔袁 给出了它的近似流量表示中
的声速流导和临界压力比的估算方法[2]遥 但这仅适用于
定常流状态袁 无法适用于气缸驱动系统管路中空气的
非定常流动遥 气缸驱动系统的速度响应尧气动伺服系统
的时间滞后等动特性与空气在管路中流动的特性密切

相关袁尤其是细长管路的场合袁系统动特性有时基本由
管路特性所决定遥 所以袁分析气体在管路中的流动特性
时袁必须采用基于分布参数的动态模型遥

分布参数的动态模型最早在液压管路研究中被提

出袁并基于各种条件和用途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液压管
路动态模型[1]遥 由于气体具有压缩性区别于液体袁液压
管路动态模型中仅有部分公式适用于气动管路袁 气体
的压缩性和流量特性需另外考虑遥
本节从气动管路建模的基础出发袁详细阐述管路内

气体动态流动的所有相关方程式袁并介绍其最基本的数
值计算方法--有限差分法遥有限差分法将管路切分成有
限个等分的格子袁对这些格子运用运动方程式尧连续方
程式和能量守恒式袁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上计算各个格子
内的气体状态[3-4]遥 现在袁市场上某些气动元件选型软件
使用的就是该方法遥最后袁为易于理解袁本文举例详细说
明数值计算用的差分方程式和数值计算的步骤遥
1 主要符号
本讲主要符号说明如下院
A要要要管路的截面积袁单位为 m2曰
Cv要要要空气的等容比热袁Cv越718J/(kg窑K)曰

D要要要管路的内径袁单位为 m曰
e要要要单位质量气体的内能袁单位为 J/kg曰
h要要要空气与管壁间的传热率袁单位为W/(m2K)曰
p要要要空气的压力袁单位为 Pa曰
q要要要空气与外界的热交换量袁单位为 J/m曰
Re要要要雷诺数曰
t要要要时间袁单位为 s曰
R要要要气体常数袁R越287J/(kg窑K)曰
驻t要要要时间步长袁单位为 s曰
u要要要空气的流速袁单位为 m/s曰
x要要要流动方向的坐标袁单位为 m曰
驻x要要要等分格子的长度袁单位为 m曰
籽要要要空气的密度袁kg/m3曰
兹要要要空气的绝对温度袁单位为 K曰
兹a要要要大气温度袁单位为 K曰
姿要要要管路内壁的摩擦系数曰
i要要要等分格子的编号曰
j要要要时间步数遥

2 分布参数的动态模型

2.1 基础方程式

假定管路内气体流动为一维流动袁 应用一维非定
常气流理论袁可得以下基础方程式[4-7]院

1冤状态方程式
p=籽R兹 (1)

该式表达管内气体的压力尧 密度及热力学温度之
间的关系遥

2冤运动方程式
坠u坠t +u 坠u坠x =- 1

籽
坠p坠x - 姿2D u2 (2)

如图 1所示袁对管道中的气体微团袁由牛顿第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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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可知袁 气体微团的质量与加速度之积等于微团所受
外力的总和袁 即前后两个截面的压差力和气体与管壁
之间的摩擦力之和遥 以管路中一段长度为 dx的气体为
研究对象袁其截面积为 A袁其质量为 籽Adx遥 作用在截面
玉与域之间流体上的合力为-A 坠p坠x dx遥考虑来自管壁的
摩擦阻力 f=籽 姿2D u2Adx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ma可得院

籽Adx du
dt =-A 坠p坠x dx-籽 姿

2D u2Adx 渊3冤
将速度的全微分展开式

dudt = 坠u坠x
dxdt + 坠u坠t

dtdt =u 坠u坠x
坠u坠t 渊4冤

3)连续方程式
坠籽坠t +籽 坠u坠x +u坠籽坠x=0 渊5冤

该式基于质量守恒定律袁 反映单位时间内进出气
体微团的质量差与密度变化之间的关系遥 参照图 2袁对

于等截面管道中截面玉及其邻近截面域之间的微元
体袁dt时间内流出域面的气体质量为院

渊籽+坠籽坠xdx)(u+ 坠u坠x dx冤A dt=dMout

dt时间内流入玉面的气体质量为院
籽uA dt=dMin 渊7冤

dt时间内从微元体流出的净质量为 dMout-dMin袁略
去含有渊dx)2的项后为院

渊u坠籽坠xdx+籽 坠u坠x dx冤Adt= 坠渊籽u冤坠x Adxdt

由质量守恒定律知袁对于空间固定的封闭曲面袁流
入与流出的气体质量之差等于由于气体密度的变化而

引起的质量变化院
坠渊籽u冤坠x Adxdt=-坠籽坠t Adxdt

将上式展开袁即可得到连续方程式(5)遥
4冤能量方程式

坠坠t [籽A渊e+ u2
2 冤]+ 坠坠x [籽uA渊e+ u2

2 + p
籽 冤]=q 渊10冤

对管道中的气体微团而言袁 单位时间内该微团所
吸收的总热量 q 等于该微团所存储的总能量的变化量
与压力对外做功之和遥 其中院

q =h仔D渊兹a-兹冤 渊11冤
式中 q要要要单位长度管道内气体与管壁之间的热交

换量曰
h要要要传热系数遥

e=Cv兹 渊12冤
式中 e 为单位质量气体的内能大小遥 另外袁式(10)中
坠坠t 籽A e+ u2

2蓸 蔀蓘 蓡表示的是气体微团在 dt时间内所持内能

及动能的变化量曰 坠坠x 籽uA e+ u2

2蓸 蔀蓘 蓡表示的是在流动方向
上进出气体微团的气体的内能及动能曰 坠坠x 籽uA p

籽蓸 蔀蓘 蓡表
示的是作用在气体微团上的压力所作的功遥
将式(11)尧(12)代入式(10)中袁并利用式(1)尧(2)尧(5)整理可得院
坠兹坠t =- 4h渊兹-兹a冤

籽CvD
-u坠兹坠x- R兹

Cv
坠u坠x + 1

Cv
姿 u u2

2D
渊13冤

摩擦系数姿通常遵循流体力学理论袁基于雷诺数Re运
用经验公式来表达遥 以下的Blasius表示式使用最为广泛遥

姿=0.3164Re-0.25

传热系数 h用如下公式计算遥
h=2Nuk/D 渊15冤

这里袁 努塞尔系数 Nu可用下面的雷诺数 Re 和普
朗特数 Pr的函数来求解遥

Nu=0.023伊Re0.8伊Pr
0.4 渊16冤

通常袁普朗特数 Pr采用定值 0.72遥空气的热传导率
k 可由温度按下式计算遥

k=7.95伊10-5伊兹+2.0465伊10-3 渊17冤
由式(2)尧(5)尧(10)可以求出管道内气流沿流动方向

在任意点尧任意时刻的三个状态变量院流速尧密度及温
度袁再用式(1)即可进一步确定其气体压力遥 可以看出该
模型考虑了气体的压缩性及气体与管壁之间的热交

换袁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精确的一维管道气体流动模型遥
2.2 模型的离散化

为了对上述模型进行计算机仿真袁 先对其基本方
程式进行离散化遥 这里采用双曲型方程的迎风差分格
式[8](Up-wind Scheme)进行离散化遥

图 2 连续方程式的推导示意图

图 3 管路的等分及其离散化

渊14冤

渊6冤

渊8冤

渊9冤
驻 驻驻

p i p i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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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冤状态方程式

p i,j+1=籽i,j+1R兹i,j+1 渊18冤
2冤运动方程式
ui,j+1 =ui,j - 驻t驻x uconv- 1

籽蓻
i,j

驻t驻x 渊p i+1,j -p i,j 冤- 姿驻t2D ui,j ui,j

渊19冤
其中袁对流项 u坠u由 uconv表示院
uconv= ui,j + ui,j2 渊ui,j -ui-1,j 冤+ ui,j - ui,j2 渊ui+1,j -ui,j 冤

渊20冤
这里袁籽蓻的计算是取欲求速度的两侧格子的 籽值的

平均值遥 例如袁求取 ui,j+1时袁
籽蓻i,j =渊籽i,j+籽i+1,j冤/ 2 渊21冤

此时雷诺数为院
Re= 籽蓻i,j ui,j D

滋 渊22冤
其中黏性系数 滋为温度 兹的函数曰

滋=4.8伊10-8伊(兹-273.15)+1.71伊10-5 渊23冤
图 4表示的是运用式(19冤计算 u2j渊时刻 j的第 2个

格子至第 3个格子的速度 u2冤 时需要使用的所有状态
变量遥 即当前时刻的速度由前一时刻的相关状态变量
算出遥

图 4 速度 u2,j的计算

3冤连续方程式
籽i,j+1 =籽i,j - 驻t驻x 籽i,j渊ui,j -ui-1,j 冤- 驻t驻x 籽conv 渊24冤

其中袁对流项 u坠籽由 籽conv表示院
籽conv=

u蓻i,j + u蓻i,j2 渊籽i,j -籽i-1,j冤+ u蓻i,j - u蓻i,j2 渊籽i+1,j -籽i,j 冤
渊25冤

这里袁 u蓻的计算是取欲求密度两侧的 u值的平均
值遥 例如袁求取 籽i,j+1时袁

u蓻i,j =渊ui-1,j +ui,j 冤/2 渊26冤

图 5表示的是运用式(24)计算 籽2,j渊时刻 j 的第 2个
格子内的空气密度 籽2冤时需要使用的所有状态变量遥

图 5 密度 籽2,j的计算

4冤能量方程式
兹i,j+1 =兹i,1 -驻t 4h(兹i,1 -兹a冤

籽i,j CVD - 驻t驻x 兹conv-
驻t驻x

R兹i,j
CV

渊ui+1,j -ui,j 冤+ 姿驻t2CVD u蓻i,j u蓻2
i,j 渊27冤

其中袁对流项 u坠籽由 兹conv表示院
兹conv= u蓻i,j + u蓻i,j2 渊兹i,j -兹i-1,j 冤+ u蓻i,j - u蓻i,j2 渊兹i+1,j -兹i,j 冤

渊28冤
与速度和密度相同袁图 6表示的是运用式(27)计算

兹2,j 渊时刻 j 的第 圆个格子内的空气温度 兹2冤时需要使用
的所有状态变量遥

图 6 温度 兹2袁j的计算3 数值计算例及其步骤
3.1 数值计算例

为使上述差分方程式易于理解袁 现对其数值计算
方法和步骤举例说明遥 计算对象如图 7所示袁管路长度
为 20m袁等分为 20份袁管道内径为 4mm袁大气温度为
293K遥 管路左端封闭袁管路内部充填压力为 200kPa袁右
端装有电磁阀袁 电磁阀右端为标准状况下的大气遥 这
里袁时间步长设为 10ms袁取上游压力为 p1袁下游压力为

p1 p3p2

p1 p3p2

p1 p3p2

p1 p3p2

p1 p3p2

p1 p3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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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袁右端电磁阀的声速流导为 C=0.2dm3/(s.bar)遥

由式(19)尧(24)尧(27)可知袁为计算下一时刻某一格子
的状态变量袁 须知道该时刻对应格子及其前后各一个
格子的状态变量遥 因此袁为计算第 1个和第 20个格子
内的状态变量袁还必须设出虚拟的格子 0和格子 21遥而
对这两个特殊的格子袁无法应用差分方程式遥 这两个特
殊的格子的状态变量的确定就是数值计算边界条件的

设定遥
在图 7的计算例中袁 第 0个格子的速度 u0可始终

设为 0袁压力可始终设为与第 1个格子相同袁温度可始
终设为大气温度曰 第 21号格子的速度 u21可由通过电
磁阀的质量流量公式算得[2]遥 质量流量与流速存在如下
关系院

G=籽AU 渊29冤
用式(29)可求出第 21号格子的速度 u21遥 压力和温

度各设为大气压力和大气温度遥
设定了以上的边界条件后袁 就可运用差分方程式

进行数值计算遥
3.2 数值计算流程图

遵循图 8所示的数值计算的流程图袁可计算空间尧

时间上分布的各状态变量袁即气体流速尧密度尧温度和
压力遥 注意袁由于当前时刻的状态变量都是由上一时
刻的状态变量计算得到袁所以在空间上不存在固定的
计算顺序遥 可以沿流动方向计算袁也可以沿逆流方向
计算遥

3.3 数值计算结果

图 9表示的管路两端袁即上游渊第 1个格子冤和下
流渊第 20个格子冤的状态变量院压力尧速度尧密度尧温度
的时间变化的数值计算结果遥 图中上流状态变量用下

图 8 数值计算流程图

图 7 管路内气体流动的数值计算例

54



Hydraulics Pneumatics & Seals/No.4.2007

标 1袁上流用下标 2表示遥通过分析这些结果袁可以了解
管路内气体流动的一些基本特性院

1冤压力变化
电磁阀打开前袁 管道中第 1至 20个格子的绝对

压力为 2伊105Pa遥 打开电磁阀后袁管道右端开口第 21
个格子的压力为大气压袁因此管道中气体会向右端逐
渐流出袁管道内的气体压力也就逐步降低袁直至与管
道右端的大气压力相等为止遥 由于管道有一定长度袁因
此左端的格子气压不会立即下降袁而是滞后于右端的格
子遥 这个滞后时间由管路内声速和管路长度决定遥

2冤流速变化
电磁阀打开后袁第 20号格子与其右端存在较大压

差袁至使气体有一个较大的加速度遥 图中实线所代表
的是由第 19个格子流向第 20个格子的流速遥 经过了
一段时间后袁由于左右压差的逐步降低袁该流速会逐
步减小袁直至管内外压力相等袁流速也随之减为零遥 管
道中左端的第 1个与第 2个格子之间压力差较小袁由
此而产生的加速度和流速也就小遥 如图所示袁虚线表
示的第 1 个格子的流速在减为零之前始终维持在较
小的值遥

3冤密度变化
电磁阀打开后袁气体逐步向外流出袁管内的气体密

度自然随之逐步下降袁 直至与管外大气的密度相等为
止遥 同样由于滞后原因袁第 1个格子的密度下降的时刻
晚于第 20个格子的时刻遥

4冤温度变化

对于第 1个格子袁如实线所示袁由于格子内的气体不
断向外流出袁相当于气体向外膨胀做功的过程袁而这个过
程会导致气体内能下降袁温度随之下降遥 而在气压下降到
与管外压力相近时袁气体不再膨胀袁停止向外做功袁此时由
于管内温度低于管外温度 袁因此管内气体从
管外吸热的作用占到主导地位袁气体温度随之迅速
上升袁并最终趋向于与外界气温相等的状态遥对于第 20个
格子袁由于其气体有进有出袁因而温度仅存在小幅变动遥
本文介绍了管路内气体流动的基础数学模型和基

本数值计算方法袁 可适用于任何场合任何条件的仿真袁
适用范围广遥 但由于模型复杂袁计算量大袁在实际应用中
针对具体使用条件可进行模型简化袁最典型的如压力缓
慢变动时可假设内部气体为等温变化以略去能量方程

式遥 另外袁在数值计算方法中袁特征曲线法是一种快速高
精度的方法[9]袁在气动管路仿真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遥

图 9 各状态变量的数值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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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决定推广 11项农机化重点技术
农业部于日前发出通知袁要求各地因地制宜袁有重点地选择适于本地区推广的技术袁准确理解和把握农业机

械化重点技术的要点和内容袁加快农业机械化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普及袁努力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水平袁积极促进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遥 农业部决定在"十一五"期间袁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袁保护性耕作技术袁玉米机械化
生产技术袁薯类生产机械化技术袁油菜尧花生尧茶叶等经济作物机械化生产技术袁草原建设与牧草生产机械化技
术袁机械化旱作节水技术袁高效植保机械化技术和农机节能技术等 11项农业机械化重点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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