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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本书是对应陈敏恒、丛德滋、方图南、齐鸣斋编写的《化工原理》(化学工业出版社)而编写

的,也是“化工原理国家精品课程”的配套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自2005年出版以来已使用十年之久,其间,不仅课程教学的理念发生了

很大变化,而且化工设备和测试仪表技术水平也有了巨大进步,新设备和新仪表不断涌现且在

实际工业生产和教学科研中得到广泛应用。所以,原实验教材已不适合于现有的实验教学装

置和教学内容,这也是改版的主要理由。
此次修订由史贤林、张秋香、周文勇和潘正官主笔,主要针对实验装置的改进和先进测试

技术的应用对相关章节内容进行了修改,重点对流体流动阻力实验、离心泵特性实验、过滤实

验、传热实验、吸收实验、精馏实验、萃取实验和干燥实验的实验装置流程图进行了更换或修

改,对实验装置流程和操作要点的叙述做了修改和完善。此外,在实验中还采用了许多先进的

测试和控制技术手段,例如,在阻力实验中采用了压差传感器技术,在离心泵实验中采用了变

频调速技术,在过滤实验中采用了计算机在线检测技术,在吸收实验中采用了在线色谱技术,
在精馏实验中采用了仪表控制操作技术等。为此,在第4章增加了一节,专门介绍有关智能检

测仪表的基础知识。
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实验研究方法是化学工程学科基础理论的精华。因此,在第二版中

坚持特色,强调以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方法论作为主线贯穿全书始终。在教学过程中,以单元

实验内容作为载体,可穿插介绍这些过程研究方法的应用。例如,结合流体力学实验着重介绍

以量纲分析理论为指导的相似放大(也称经验放大)方法,结合过滤实验介绍数学模型研究方

法,结合传热实验、吸收实验等介绍过程分解与合成的研究方法,结合精馏实验和萃取实验介

绍变量分离的研究方法等。这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研究思路和综合的工程分析能力是十

分重要的。
作者对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原理教学中心的同事们在本书修订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

感谢。

编者

2015年6月





第一版前言

本书是对应陈敏恒、丛德滋、方图南、齐鸣斋编写的《化工原理》(化学工业出版社)而编写

的化工原理实验教材。
化工原理实验属于工程实验范畴,不同于基础理论课程如物理、化学等课程的实验。所涉

及的研究对象均是复杂的化工过程实际问题,因而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具有鲜明的工程特点

和特殊性。大学生在结束基础课程转入相关专业的学习阶段时,首先应在思维方法上要有一

个根本的转变。
化学工程学科基础理论在长期的发展中,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有效

方法,而这些方法正是化学工程学科基础理论的精华。为此,本书以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方法

论贯穿始终,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工程观点,这也是本书与国内同类教材的

最大不同之所在。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加强学生的实验组织(规划)和流程设计能力,这对于培

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工程实践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虽然这些内容在有关的教材或

著作中有所涉及,本书还是以简洁的篇幅进行了论述。书中的主体内容基本上是遵循化工原

理理论教材的内容顺序,概括了大部分的化工单元操作实验。鉴于目前专业教学时数的限制,
有些经典的演示实验已不再作为教学重点,因此,将这些演示实验内容集中安排在本书末

章中。
本书由史贤林、田恒水、张平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原理实验室的全体教师参与了讨论

与部分内容的编写。其中第4章由谢佑国执笔,第8章由张平执笔,第9章由李玉安执笔,第

10章由张秋香执笔,第12章由周文勇执笔,第15章由齐鸣斋执笔,插图由张秋香绘制,路明

辉打印了全篇文稿,史贤林进行了统稿和修改。全书承谭天恩和齐鸣斋教授审阅。
本教材之成书,皆赖于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前辈几十年之研究基础,又借鉴了国内各兄

弟院校同类教材之经验。因此,为免烦冗,除必要的参考书目在每章末列出外,国内出版的同

类教材一般不再列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成书过程中,还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的专

题立项资助,特此致谢。
本书得以出版,可以说是集体努力的结晶。由于编者自身的学识有限,书中欠妥之处一定

甚多,期望读者本着扶持之精神,尽量指出不足,以助修正。

编者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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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的特点和重要性

化工原理(又称单元操作)实验属于工程实验范畴,它是用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工程实

验方法来解决化工及相关领域的工程实际问题。化工原理实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物

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有明显不同。在基础学科中,较多地是以理想化的简单的过程或模型作为

研究对象,如物体在真空中的自由降落运动、理想气体的行为等,研究的方法也是基于理想过

程或模型的严密的数学推理方法;而工程实验则以实际工程问题为研究对象,对于化学工程问

题,由于被加工的物料千变万化,设备大小和形状相差悬殊,涉及的变量繁多,实验研究的工作

量之大之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面对实际的工程问题,要求人们采用不同于基础学科的实验

研究方法,即处理实际问题的工程实验方法。化工原理实验就是一门以处理工程问题的方法

论指导人们研究和处理实际化工过程问题的实验课程。
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在于指导学生掌握各种化工单元操作的工程知识和计算方法,但仅

学会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化工过程问题的复杂性,有许多工程因素的影响仅从理论上是

难以解释清楚的,或者虽然能从理论上做出定性的分析,但难以给出定量的描述,特别是有些

重要的设计或操作参数,根本无法从理论上计算,必须通过必要的实验加以确定或获取。对于

初步接触化工单元操作的学生或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更有必要通过实验来加深对有关过程及

设备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化工原理实验在化工原理教学过程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

2.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的研究内容

一个化工过程往往由很多单元过程和设备组成,为了进行完善的设计和有效的操作,

化学工程师必须掌握并正确判断有关设计或操作参数的可靠性,必须准确了解并把握设备

的特性。对于物性数据,文献中已有大量发表的数据可供直接使用,设备的结构性能参数

大多可从厂商提供的样本中获取,但还有许多重要的工艺参数,不能由文献查取,或文献中

虽有记载,但由于操作条件的变化,这些参数的可靠性难以确定。此外,化工过程的影响因

素众多,有些重要工程因素的影响尚难以从理论上解释,还有些关键的设备特性和过程参

数往往不能由理论计算而得。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实验加以解决。因此,采取有效的实

验研究方法,组织必要的实验以测取这些参数,或通过实验来加深理解基础理论知识的应

用,掌握某些工程观点,把握某些工程因素对操作过程的影响,了解单元设备的操作特性,
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表1中归纳了化工原理实验课程中对于化工上应用较普遍的化工单元操作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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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中研究的化工单元过程问题及过程参数

单元操作 研究的问题及过程参数 实验参数的关联

流体输送

研究的问题:流体阻力,管壁粗糙度

过程参数:摩擦系数

工程方法:量纲分析法

工程知识点:流体阻力,机械能衡算

λ=f(Re,ε/d)

hf=λ·L
d
·u2
2
,hf=ζ·

u2
2

流体输送机械
(离心泵)

研究的问题:离心泵特性,离心泵操作

过程参数:扬程,功率,效率

工程方法:直接实验方法,过程分解方法

工程知识点:离心泵特性,机械能衡算,离心泵工作点,泵的

流量调节

He=f1(qV
)

η=f2(qV
)

Pa=f3(qV
)

过滤

研究的问题:过滤速率,过滤介质

过程参数:过滤常数

工程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参数综合方法

工程知识点:过滤速率,过滤推动力与阻力

K,qe

加热或冷却

研究的问题:对流传热系数

过程参数:传热系数

工程方法:量纲分析法,过程分解与合成方法

工程知识点:传热速率,传热推动力与阻力,能量衡算

Nu=f(Re,Pr)
Q=K·A·Δtm
1
KA=

1
α0A0+

1
αiAi

+ δ
λAm

吸收

研究的问题:吸收传质速率,吸收塔操作

过程参数:吸收传质系数或传质阻力

工程方法:过程分解与合成方法,变量分离方法,参数综合

方法

工程知识点:物料衡算,传质速率,传质推动力与阻力,吸收

剂三要素

NA=Kya·Δym·V
1

Kya=
1

kya+
m

kxa

精馏

研究的问题:精馏塔效率,精馏塔的操作

过程参数:全塔效率ET,回流比R,灵敏板温度,塔釜压力

工程方法:变量分离方法

工程知识点:物料衡算与采出率,塔板流体力学,精馏塔效

率,精馏塔操作

ET=NT-1
N

萃取

研究的问题:萃取传质速率,萃取塔的操作

过程参数:传质单元高度,外加能量

工程方法:变量分离方法

工程知识点:萃取过程特点,外加能量,传质速率

H=HOE·NOE

HOE=f(ν)

干燥

研究的问题:干燥速率

过程参数:临界含水率,平衡含水率

工程方法:直接实验方法

工程知识点:干燥过程特点,干燥速率

t=f1(τ),c=f2(τ)
dN
dτ=f3

(τ)

吸附

研究的问题:吸附速率,吸附穿透曲线

过程参数:吸附平衡容量,传质系数,穿透点

工程方法:数学模型方法

工程知识点:吸附平衡,吸附穿透曲线

x=xm
kLc
1+k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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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本教材共编写了12个典型的化工单元操作实

验,即流体流动阻力的测定实验、离心泵特性曲线的测定实验、过滤常数的测定实验、对流传热

系数的测定实验、吸收塔的操作及吸收传质系数的测定实验、精馏塔的操作和全塔效率的测定

实验、萃取塔的操作和萃取传质单元高度的测定实验、干燥速率曲线的测定实验、流量计流量

校正实验、填料塔流体力学特性实验、吸附穿透曲线测定实验、精馏过程的计算机模拟实验,以
及雷诺实验、流体机械能守恒与转化实验、离心泵汽蚀现象实验和板式塔流体力学现象实验等

4个经典的演示实验。从教学目的和教学侧重点来看,上述实验内容大致可分为4类:前4个

实验强调工程实验方法论的教学,中间4个实验侧重于过程的操作分析,后4个实验可归属于

研究型实验,由于受教学学时数的限制,一些经典的演示实验已不再作为教学重点,故编入最

后一章。
按照原全国化工原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化工原理实验课时约为40~60学时,大致

可安排6~8个不同类型的实验内容。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教学对象,可对实验教学内

容灵活地进行组合调整。

3.化工原理实验教学方法及基本要求

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时

代对于高等学校的要求。化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在掌握了必要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必须

具备一定的原创开发实验研究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对于过程有影响的重要工程因素的分析和

判断能力,实验方案和实验流程的设计能力,进行实验操作、观察和分析实验现象的能力,正确

选择和使用有关设备和测量仪表的能力,根据实验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数据处理以获得实验

结果的能力,正确撰写实验研究报告的能力等。
只有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并具备实验研究的综合能力,才能为将来独立地开展科

学研究或进行过程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1)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方法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由若干教学环节组成,即实验理论课(又称实验预习课)、撰写预习报

告、实验前提问、实验操作、撰写实验研究报告、实验考核。实验理论课主要阐明实验方法论、
实验基本原理、实验方案和流程设计、测试技术及仪表的选择和使用方法、典型化工设备的操

作、实验操作的要点和数据处理注意事项等内容。实验前提问是为了检查学生对实验内容的

准备程度。实验操作是整个实验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要求学生在该过程中能正确操作,认真

观察实验现象,严肃记录实验数据,并在实验结束后用计算机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检查核对

实验结果。实验研究报告应独立完成,并按标准的科研报告形式撰写。实验成绩考核以平时

实验课表现为主,包括预习报告成绩,实验操作成绩和最终实验报告成绩。为了检查学生的独

立学习情况和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视具体情况增加卷面考试(水平测试)。
(2)化工原理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① 掌握处理工程问题的实验研究方法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中贯穿着处理工程问题的实验研究方法论的主线,这些方法对于处理

工程实际问题是行之有效的,正确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

过程开发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具体实验内容重点介绍有关工程研究方法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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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熟悉化工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和仪表的选型及应用

化工数据包括物性参数(如密度、黏度、比热容等)、操作参数(如流量、温度、压力、浓度

等)、设备结构参数(如管径、管长等)和设备特性参数(如阻力系数、传热系数、传质系数、功率、
效率)等数据。物性数据可从文献或有关手册中直接查取,设备特性参数一般要通过数据的计

算整理而得,而操作参数则需在实验过程中采用相应的测试仪表测取。学生应熟悉化工常用

测试技术及仪表的使用方法,如流量计、温度计、压力表、传感器技术、热电偶技术等。

③ 熟悉并掌握化工典型单元设备的操作

化工原理实验装置在基本结构和操作原理方面与化工生产装置基本是相同的,所处理的

问题也是化工过程的实际问题,学生应重视实验中设备的操作,通过操作了解有关影响过程的

参数和装置的特性,并能根据实验现象调整操作参数,根据实验结果预测某些参数的变化对设

备性能的影响。

④ 掌握实验规划和流程设计的方法

正确地规划实验方案对于实验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是十分重要的,学生要根据实验理论

课的学习和有关实验规划设计理论知识正确地制订详细可行的实验方案,并能正确设计实验

流程,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测试点(如流量、压力、温度、浓度等)和控制点的配置。

⑤ 严肃记录原始数据,熟悉并掌握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应认真观察和分析实验现象,严肃记录原始实验数据,培养严肃认真

的科学研究态度。要熟悉并掌握实验数据的常用处理方法,根据有关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

释实验现象,并根据实验结果总结归纳过程的特点或规律。

4.实验研究报告的撰写格式及要求

化工原理实验报告中应包括下述基本内容:
(1)实验内容;
(2)实验目的;
(3)实验基本原理;
(4)实验(设计)方案;
(5)实验装置及流程图;
(6)原始数据记录;
(7)实验数据处理;
(8)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可将实验报告

分为两部分来撰写。第一部分为预习报告,包括上述第(1)~第(6)项内容,其中,第(6)项内容

中只要求列出原始数据表格。实验预习报告应在实验操作前交给指导教师审阅,获得通过后

方能参加实验。学生在实验中将获得的数据填入原始数据表格,并在实验结束后完成实验报

告的其余内容。
要强调的是,对于所开设的实验都配有计算机数据处理程序,学生在撰写“实验数据处理”

部分内容时,除了要将计算机的处理结果全部附上外,还应有一组手算的计算过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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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处理工程问题的实验研究方法论

前面提及,对化工工程问题实验研究的困难在于所涉及的物料千变万化,如物质、组成、相
态、温度、压力均可能有所不同,设备形状尺寸相差悬殊,变量数量众多,如采用通常的实验研

究方法,必须遍及所有的流体和一切可能的设备几何尺寸,其浩繁的实验工作量和实验难度是

人们难以承受的。一般来说,若过程所涉及的变量为n,每个变量改变的次数(即水平数)为

m,所需的实验次数为

i=mn

以流体流动阻力实验为例:影响流体阻力hf的变量有流体的密度ρ、黏度μ、管路直径d、
管长l、管道壁面的粗糙度ε、流速u等6个变量,即

hf=f(u,d,l,ε,ρ,μ)

如果按一般的网格法组织实验,若每个变量改变10个水平,则实验的次数将多达106 次。这

样的实验必是旷日持久,费时费钱的。例如,为改变ρ、μ必须选用多种流体物料,为改变d、l、ε
必须建设不同的实验装置。此外,为考察ρ的影响而保持μ 不变则又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因此,针对工程实验的特殊性,必须采用有效的工程实验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化学工程基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验方法理论,在这些理论指

导下的实验研究方法具有两个功效:一是能够“由此及彼”,二是可以“由小见大”,即借助于模

拟物料(如空气、水、黄沙等),在实验室规模的小设备中,经有限的实验并加以理性的推断而得

出工业过程的规律。这种在实验物料上能做到“由此及彼”,在设备上能“由小见大”的实验方

法理论,正是化学工程基础理论精华的根本所在。
本章将介绍在处理化工过程实际问题中采用的一些实验研究方法,包括:量纲理论指导下

的实验研究方法、数学模型法、过程分解与合成法、过程变量分离法及参数综合法等。

1.1 量纲理论指导下的实验研究方法

1.1.1 问题的提出

  在化工过程中,当对某一单元操作过程的机理没有足够的了解,且过程所涉及的变量较多

时,人们可以暂时撇开对过程内部真实情况的剖析而将其作为一个“黑箱”,通过实验研究外部

条件(输入)与过程结果(输出)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特征,以掌握该过程的规律,并据此探索过

程的内部结构和机理。在实验研究方法理论中,这种方法也称为“黑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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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流体湍流流动过程可用图1 1所示的“黑箱模型”表示。

@�	FdUlUε S0 K�hf
��	Fu

'�	FρUμ

图1 1 研究湍流流动阻力的“黑箱模型”

实验研究的任务是要找出:hf=f(u,d,l,ε,ρ,μ)的函数形式及式中的有关参数。
在“黑箱”法中,过程的输入变量必须是可控的,过程的输出结果必须是可测的。然而,正

如前面所讲,用直接实验方法研究流体流动阻力将面临实验工作量很大和实验难以组织(例如

无法分别改变ρ,μ)的困难,而量纲分析理论指导下的实验研究方法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

种困难,并能达到“由此及彼”“由小见大”的功效。

1.1.2 量纲分析理论

1.几个基本概念

(1)基本物理量、导出物理量

流体流动问题在物理上属于力学领域问题,在力学领域中,通常规定长度l、时间t和质量

m 这三个物理量为基本物理量,其他力学物理量,如速度u、压力p 等可以通过相应的物理定

义或定律导出,称为导出物理量。
(2)量纲、基本量纲、导出量纲、量纲一准数(量纲一数群)
量纲(Dimension) 它是物理量的表示符号,如以[L]、[T]、[M]分别表示长度、时间和质

量,则[L]、[T]、[M]分别称为长度、时间和质量的量纲。
基本量纲 基本物理量的量纲称为基本量纲,力学中习惯上规定[L]、[T]、[M]为三个基

本量纲。
导出量纲 顾名思义,导出物理量的量纲称为导出量纲,导出量纲可根据物理定义或定律

由基本量纲组合表示,例如:

速度u,u=l
t
,其导出量纲为[u]=

[L]
[T]=

[LT-1]

加速度a,a=l
t2
,其导出量纲为[a]=

[L]
[T2]=

[LT-2]

力F,F=ma,其导出量纲为[F]=
[M][L]
[T2] =

[MLT-2]

压力p或应力σ,p或σ=F
A
,其导出量纲为[p]=

[MLT-2]
[L2] =[ML-1T-2]

黏度μ,μ=σ/
du
dγ
,其导出量纲为[μ]=

[ML-1T-2]
[LT-1]
[L]

=[ML-1T-1]

密度ρ,ρ=
m
l3
,其导出量纲为[ρ]=

[M]
[L3]=

[ML-3]

量纲一准数 又称量纲一数群,由若干个物理量可以组合得到一个复合物理量,组合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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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该复合物理量关于基本量纲的指数均为零,则称该复合物理量为一量纲一准数,或称量纲

一数群。如流体力学中的雷诺数:

Re=duρ
μ

[Re]=
[d][u][ρ]
[μ]

=
[L][LT-1][ML-3]
[ML-1T-1] =[M0L0T0]

2.几个重要的定理

1)物理方程的量纲一致性定理

对于任何一个完整的物理方程,不但方程两边的数值要相等,等式两边的量纲也必须一

致。此即为物理方程的量纲一致性定理或称量纲一致性原则。物理方程的量纲一致性原则是

量纲分析方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如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运动公式:

s=u0t+12gt
2

等式左边s表示自由落体的距离,其量纲为[L],等式右边第一项的量纲为[LT-1][T]=[L],
第二项的量纲为[LT-2][T2]=[L],由此可见,方程两边的量纲是一致的。

此外,在化学工程中还广泛应用着一些经验公式,这些公式两边的量纲未必一致,在具体

应用时应特别注意其中各物理量的单位和公式的应用范围。

2)π定理(Buckingham定理)
如果在某一物理过程中共有n个变量x1,x2,…,xn,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可用以下

函数式表示:

f1(x1,x2,…,xn)=0

如果规定了m 个基本变量,则根据量纲一致性原则可将这些物理量组合成(n-m)个量纲一准

数π1,π2,…,πn-m,则这些物理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可用如下的(n-m)个量纲一准数之间的函

数关系来表示:

f2(π1,π2,…,πn-m)=0

此即为Buckingham的π定理。π定理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
在应用π定理时,基本变量的选择要遵循以下原则:
(1)基本变量的数目要与基本量纲的数目相等;
(2)每一个基本量纲必须至少在此m 个基本变量之一中出现;
(3)此m 个基本变量的任何组合均不能构成量纲一准数。

3)相似定理

(1)相似的物理现象具有数值相等的相似准数(即量纲一准数)。
(2)任何物理现象的诸变量之间的关系,均可表示成相似准数之间的函数。
(3)当诸物理现象的等值条件(即约束条件)相似,而且由单值条件所构成的决定性准数

的数值相等时,这些现象就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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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也称为相似三定理。需要说明的是,相似准数有决定性和非决定性之分,决定性准数

由单值条件所组成,若准数中含有待求的变量,则该准数即为非决定性准数。
准数函数最终是何种形式,量纲分析法无法给出。基于大量的工程经验,最为简便的方法

是采用幂函数的形式,例如,流体流动阻力的量纲一准数关联式的形式为

Eu=CRea l
d

æ

è
ç

ö

ø
÷

b

式中,Eu=Δp
ρu2,称为欧拉准数;Re=duρ

μ
,称为雷诺准数或流体运动准数;l

d
,称为几何相似

准数。
其中常数C和指数a,b均为待定系数,须由实验数据拟合确定。
设有两种不同的流体在大小、长短不同的两根圆管中做稳定流动,且知此两种流动现象彼

此相似。若令A和B分别表示这两种现象,则按相似第一定理,有

duρ
μ

æ

è
ç

ö

ø
÷

A
= duρ

μ
æ

è
ç

ö

ø
÷

B

l
d

æ

è
ç

ö

ø
÷

A
= l

d
æ

è
ç

ö

ø
÷

B

Δp
ρu2
æ

è
ç

ö

ø
÷

A
= Δp

ρu2
æ

è
ç

ö

ø
÷

B

反之,对于流动现象A和B,分别以准数函数式表示:

EuA=fA ReA,l
d

æ

è
ç

ö

ø
÷

A
[ ]

EuB=fB ReB,l
d

æ

è
ç

ö

ø
÷

B
[ ]

若ReA=ReB 和 l
d

æ

è
ç

ö

ø
÷

A
= l

d
æ

è
ç

ö

ø
÷

B
,依相似第(3)定律,则A和B必为相似现象,且有

EuA=EuB

相似定理在没有化学变化的化工工艺过程和装置的放大设计中有重要的作用,是工业装

置经验放大设计的重要依据,一般,也称这种经验放大方法为相似放大。

1.1.3 量纲分析法

利用量纲分析理论建立变量的量纲一准数函数关系的一般步骤如下所述。
(1)变量分析:通过对过程的分析,从三个方面找出对物理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变量,即物

性变量、设备特征变量、操作变量,加上一个因变量,设共有n个变量x1,x2,…,xn,写出一般

函数关系式:

F1(x1,x2,…,xn)=0

(2)指定m 个基本量纲,对于流体力学问题,习惯上指定[M]、[L]、[T]为基本量纲,即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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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基本量纲写出所有各基本物理量和导出物理量的量纲。
(4)在n个变量中选定m 个基本变量。
(5)根据π定理,列写出(n-m)个量纲一准数

πi=xixa
Axb

Bxc
C  (i=1,2,…,n-m,i≠A≠B≠C)

其中xA、xB、xC 为选定的m(=3)个基本变量,xi 为除去xA、xB、xC 之后所余下的(n-m)个变

量中之任何一个,a、b、c为待定指数。
(6)将各变量的量纲代入量纲一准数表达式,依照量纲一致性原则,可以列出各量纲一准

数的关于各基本量纲的指数的线性方程组,求解这(n-m)个线性方程组,可求得各量纲一准

数中的待定系数a,b,c,从而得到各量纲一准数的具体表达式。
(7)将原来几个变量间的关系式F1(x1,x2,…,xn)=0改以(n-m)个量纲一准数之间的

函数关系表达式:

F2(π1,π2,…,πn-m)=0

以函数F2 中的量纲一准数作为新的变量组织实验,通过对实验数据的拟合求得函数F2
的具体形式。

由此可以看到,利用量纲分析法可将n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转变为(n-m)个新的复合变量

(即量纲一准数)之间的关系。这在通过实验处理工程实际问题时,不但可使实验变量的数目

减少,使实验工作量大幅度降低,而且还可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改变使原来难以进行或根本无

法进行的实验得以容易实现。因此,把通过量纲分析理论指导组织实施实验的研究方法称为

量纲理论指导下的实验研究方法。

1.1.4 量纲分析法应用举例

有一空气管路直径为300mm,管路内安装一孔径为150mm的孔板,管内空气的温度为

200℃,压力为常压,最大气速为10m/s,试估计空气通过孔板的阻力损失为多少?
为了测定工业高温空气管路中孔板在最大气速下的阻力损失,可在实验室中采用直径为

30mm的水管进行模拟实验。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在实验装置管路中模拟孔板的孔径

应为多大? (2)若实验水温为20℃,则水的流速应为多少才能使实验结果与工业情况相吻合?
(3)如实验测得模拟孔板的阻力损失为20mmHg①,那么工业管路中孔板的阻力损失为多少?

下面采用量纲分析法解决这一工程问题。
解:(1)变量分析

根据有关流体力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按物性变量、设备特征尺寸变量和操作变量三大类找

出影响孔板阻力hf的所有变量。
物性变量:流体密度ρ,黏度μ;
设备特征尺寸:管径d,孔板孔径d0;
操作变量:流体流速u。
应说明的是,流体的温度亦是一操作变量,但温度的影响已隐含在流体的物性中(ρ和μ

① 1mmHg=133.322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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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温度的函数),因而不再将温度视为独立变量,故在变量分析时不再计入。

因此hf=f(ρ,μ,d,d0,u)

或f'=(hf,ρ,μ,d,d0,u)=0
(2)指定m 个基本量纲

基本量纲为[M]、[L]、[T],故m=3。
(3)根据基本量纲写出各变量的量纲

hf ρ μ d d0 u

[L2T-2] [ML-3] [ML-1T-1] [L] [L] [LT-1]

(4)在n个变量中选定m 个基本变量

总变量数n=6,m=3,可选择ρ、d、u为基本变量,该变量组合符合π定理中的规定。
(5)根据π定理,列出n-m=6-3=3个量纲一准数,即

π1=hfρa1db1uc1

π2=d0ρa2db2uc2

π3=uρa3db3uc3

(6)将各变量量纲代入量纲一准数表达式,并按量纲一致性原则,列出各量纲一准数关于

基本量纲指数的线性方程,并解之。

对π1,有

[π1]=[M0L0T0]=[L2T-2][ML-3]a1[L]b1[LT-1]c1

可得

[M]:0=a1
[L]:0=2-3a1+b1+c1
[T]:0=-2-c1

解上述线性方程组得:

a1=0
b1=0
c1=-2

ì

î

í

ïï

ïï

将a1、b1、c1 代入π1 表达式得

π1=hfu-2=hf/u2

对π2,有

[π2]=[M0L0T0]=[L][ML-3]a2[L]b2[LT-1]c2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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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a2
[L]:0=1-3a2+b2+c2
[T]:0=-c2

解上述线性方程组得

a2=0
b2=-1
c2=0

ì

î

í

ïï

ïï

将a2、b2、c2 代入π2 表达式得

[π2]=d0d-1=d0/d

对π3,有

[π3]=[M0L0T0]=[ML-1T-1][ML-3]a3[L]b3[LT-1]c3

可得

[M]:0=1+a3
[L]:0=-1-3a3+b3+c3
[T]:0=-1-c3

解上述线性方程组得

a3=-1
b3=-1
c3=-1

ì

î

í

ïï

ïï

所以

[π3]=μρ-1d-1u-1= μ
duρ

或 [π3]=duρ
μ
=Re

(7)根据上述结果,可将原来变量间的函数关系f'(hf,ρ,μ,d,d0,u)=0简化为

F π1,π2,π3( )=F hf
u2
,d0
d
,duρ
μ

æ

è
ç

ö

ø
÷

又可表示为

hf
u2=F

d0
d
,duρ
μ

æ

è
ç

ö

ø
÷

按此式组织模拟实验。注意到在上述量纲分析过程中并没有注明流体是气体还是水。因

此,不论是气体管路还是水管,只要d0/d和Re相等,根据相似定理,方程左边hf/u2 必相等。
按相似定理,模拟实验管路的孔板直径d'0应与实际气体管路孔板保持几何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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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d'=

d0
d

d'0=d0dd'=150300×30=15
(mm)

水的流速大小应保证实验管路中的Re与实际管路相等,即流体流动形态相似:

d'u'ρ'
μ'

=duρ
μ

u'=duρ
μ
·μ'
d'ρ'

空气的物性:

ρ=
29
22.4×

273
273+200=0.747

(kg/m3)

μ=2.6×10-5Pa·s

20℃水的物性:

ρ'=1000(kg/m3)

μ'=1×10-3Pa·s

代入上述相似式后,得水的流速为

u'=0.3×10×0.7472.6×10-5 × 1×10-3
0.03×1000=2.87

(m/s)

模拟孔板的阻力损失:

h'f=Δp'
ρ'
=13600×9.81×0.021000 =2.67(J/kg)

实际孔板的阻力损失应与模拟孔板有如下关系:

hf
u2=

h'f
u'2

所以

hf=h'f
u'2u

2=2.672.872×10
2=32.4(J/kg)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用量纲分析法处理工程问题,不需要对过程机理有深刻全面的了

解。在该例中,原来hf与5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量纲分析法被简化为hf/u2 与两个量

纲一组合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使得实验工作量大为减少,简化了实验。由于在模拟实验中保

持了d0/d和duρ/μ与实际管路相等,因此可用常温下的水代替200℃的高温空气,用30mm
的水管代替300mm的空气管道来进行实验。在实验物料上做到了“由此及彼”,在设备尺寸

上达到了“由小见大”,实验结果解决了工业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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