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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流量计量温度、压力补偿的 

数学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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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不同类型的流量仪表测量蒸汽流量，除通过温度、压力进行密度补偿外，还应通过计算机实现对流出 

系数 c、流速可膨胀系数 e等参数进行全参数补偿，进一步减小误差，并建议对补偿所用的数学模型法制化，使贸易 

计量仪表有统一、准确的标准或规程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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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o measure steam flow rate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flow instrument(meter)，not only the density compensation wit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but also the full parameters compensation offlow coefficient C，flow rate expansion coefficient e with 

computer．are needed to decrease the error further．Moreover it is proposed to adjus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for compensation 

to legal institution that there would be unity，correct standard or regulation for the trade measuring meter to rela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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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成本意识的不断增强，对能源计量的准确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流量测量的温度、压力补偿逐渐 

被提到了重要位置。由于流量测量装置的设计过程 

中，提供的设计温度、压力与实际运行的工作温度、 

压力有一定的差异或者由于工艺造成流体温度、压力 

波动较大，致使测出的流量不能真实反映其工作状态 

下的实际流量。绝大多数流量计，只有在流体工况与 

设计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较高的测量精度，有 

些流体如气体、蒸汽，流体工况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 

响特别大，必须进行补偿。因此，补偿所用的数学模 

型是决定仪表准确度的决定因素。当今流量仪表新产 

品层出不穷，各种新型智能流量演算器不断涌现仪表 

市场，这些仪表各 自有其技术经济特点，所采用的补 

偿数学模型也不尽相同。 

1 过热蒸汽计量的补偿 

在蒸汽的计量上，密度虽然也是温度、压力的函 

数 ，但不再遵循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且在不同压力、 

温度区间，函数关系不同，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函数关 

系式表示，因此着重论述一下常用水蒸气密度的确定 

方法。 

1．1 密度的确定 

工程上应用的水蒸气大多处于刚刚脱离液态或离 

液态较近，它的性质与理想气体大不相同，应视为实 

际气体。水蒸气的物理性质较理想气体要复杂的多， 

故不能用简单的数学式加以描述，所以，在以往的工 

程计算中，凡涉及水蒸气的状态参数数值，大都从水 

蒸气表中查出。把水蒸汽状态参数表装入仪表内存 

中，数据量很大。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 (或单片机)已广 

泛应用于流量测量仪表中，其存储能力、快速计算能 

力为准确、快速地确定水蒸气的密度提供了有力的手 

段。 

现在介绍在二次仪表中常用的水蒸气密度的确定 

方法[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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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表法 

把水蒸气密度表装入计算机中，根据工况的温 

度、压力，从表中查出相应的密度值。 

(2)计算法 

①通过实验得到的拟合公式 (或者出版物给出的 

公式)；②乌卡诺维奇公式；③IFC1967公式。 

目前，我们在用的拟合公式为： 

lD=而0 01 t 1 66 0 000 1 t 0 02 (1) lu一 
． + ． 一( ． + ． )D 、 

式中：t为温度，oC；P为表压，MPa；p为密度， 

kg／m 。 

蒸汽实际工况条件为： 

工作压力变化范围 0．1～1．1 MPa 

工作温度变化范围 160~C～410~C 

取特殊点对公式 (1)验证 ： 

例 1：P=0．2MPa t=160oC 

拟合法求得 

．  !墨： 鱼 Q： —— 
lu 一 0

．01×160+1．66一(O．0001×160+0．02)0．2 

k#m3=1．14117kg／m3 

查表法得 p=1．01626kg／m 

=  p = 1 0 1626 ×l0o％ = u一 一 
． 

^ 1 u u ／u 一  

12．29％ 

例 2：P=0．5MPa、t=200~C，用拟合法求得 

D=2．54945kg／m 

查表法得 p=2．35294kg／m 

D — D 
= L =8．35％ 

lD 

例 3：P=0．8MPa、t=250~C，用拟合法求得 

D=3．60039kg／m 

查表法得 p =3．41064kg／m 

D — D 
= L =5．56％ 

lD 

例 4：P=1．1 MPa、t=400~C，用拟合法求得 

D=3．64962kg／m 

查表法得 p =3．59454kg／m 

D — D 
=  = 1．53％ 

lD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我们目前采用的密度补偿公 

式的计算误差太大，不能满足计量仪表的要求。我部 

的能源计量绝大部分已进入微机网络，因此，理想的 

是采用“IFC1967公式”。 

(3)比较 

查表法 

根据 “IFC1967公式”制定的数表，考虑了各个 
· 28 · 

不同区域的特性，它是最完整的、最全面的。但它数 

据量大，占了大量的空间，应用数据表要首先判断是 

饱和蒸汽还是热蒸汽，再查不同的数据表，另外数据 

表的变量是有一定步长的非连续量，对于两点之间的 

数据，需经过数学内插处理获得。应用公式计算不需 

占用大量的内存空间，便于智能仪表应用，至于使用 

哪一个公式，根据不同场所，不同需要，选用不同公 

式。采用 “IFC1967公式”虽然公式繁杂一些，但在 

压力为 0～16．65MPa范围内，计算的过热蒸汽及饱 

和蒸汽密度值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应用公式只需安装 

有温度、压力变送器不需要判断是饱和状态或过热状 

态就可以准确测量。对于确定是饱和蒸汽的场合，只 

需要将公式稍做变动，只用测温或测压，也可准确计 

算饱和蒸汽密度。 

1．2 流量公式的确定 

用节流式流量计测量蒸汽的实用计算公式为⋯1： 

q =— 兰 ‘ A‘d6、／2p~Xp (2) 
1一 

式中：qm为质量流量，kg／s；c为流出因数；d为 

节流件开孔直径，in；e为可膨胀性因数；p为被测 

流体密度，kg／m ； 为节流件孔径与直管段内径之 

比， =d／D；△p为差压，Pa。 

而用涡街流量计计量时，它的输出脉冲信号不受 

流体组分变化的影响，即仪表系统在一定雷诺数范围 

内仅与漩涡发生体及管道的尺寸有关，但是作为流量 

计在物料平衡及能源计量中需检测质量流量，这时流 

量的输出信号应同时检测体积流量和流体密度，流体 

组份对流量计还是存在直接影响的，其流量公式为： 

(3) 

式中： 为体积流量，in ／h；后为仪表常数，inI3 

由实液标定得到；厂为漩涡的发生频率，Hz。 

q =Pq (4) 

式中：q 为体积流量，in ／h；qm为质量流量，kg／ 

s；p为被测流体密度，kg／m 。 

考虑上述原因，有必要对补偿软件和智能流量计 

算仪进行测试和校准 j。方法为：由 《LG节流装置 

设计及管理软件》计算出对应点补偿流量的理论值， 

再对流量计输入相同工况参数得到相应的显示值，这 

时将流量计的显示值与理论值进行比较即可达到校准 

的目的。历来流量校准与设备和流量仪表两大主题是 

研究的中心，流量仪表标准和检定规程是流量准确计 

量的保证 ，针对目前国内二次仪表和相关计算机软件 

的现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出台一部相应的检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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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程，以便于技术监督和管理，即依法治理。 

2 计算机的全参数补偿 J 

对于节流式流量计 

g，m=k‘g (5) 

式中：q 为设计状态质量流量值，kg／m ；g，m为实 

际工作状态质量流量值，kg／m ；k为补偿因数。 

准中给出计算流出因数 c的迭代方法，同理，公式 

(1)中可膨胀性因数e等参数，也须实时计算。计算 

机具有高速、高精度的运算功能和比较大的存贮空 

间，可以完成这些复杂的中间参数的实时补偿计算。 

对涡街流量计 

|l}= (6) ．gm、 

式中：带上角标的参数为实际工况下参数，不带角标 

为设计状态参数。式 (2)中流出因数 c的计算式为 

(以角接取压为例)： 

c=0．5959+0．0312fl2一一0．1840fl 一 
， 1N6 、0．75 

0．0029fl2- (蒜J (7) 
式中：卢为直径比 ( =d／D)；ReD为管径雷诺数； 

d、D值的单位为 mm。 

流出因数是指通过节流装置的实际流量值与理论 

流量值之比，将它应用到理论流量方程中以获得实际 

的流量。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给定的节流装置，该值 

仅与雷诺数有关，对于不同的节流装置，只要这些装 

置是几何相似，并且在相同的雷诺数条件下，则c值 

是相同的，流出因数 c的计算式是以大量实验所确定 

的数值为依据，并以标准的形式给出。 

传统的节流式流量计是将该流出因数 c视为定 

值，置人现场的流量积算仪，图 1是 D=50mm，口 

= 0．52的孔板流出因数曲线。 

0．6150 

O．6ll3 

O．6l00 

O．6o67 

O．605O 

1 2 3 5 7 10 30 102 103 l 

ReD×104 

图 1 孔板流出因数 曲线 

流出因数曲线表明，当 D=3×104时，流出 

因数 为 0．6ll3，ReD=1×10 时，流 出 因数 为 

0．6067，仅 在 3：1测量 范 围内，其 附加误 差为 

0．75％，当测量范围超出3：1，其附加误差更大。所 

以要实现宽量程，就必须对流出因数 c进行实时计 

算，由 (2)式可以看流出因数 c的计算很复杂。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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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k‘q (8) 

g，m与上面相同；kl为补偿因数。 

kl=砉·譬 (9) 
式中：k为常温时，涡街流量计仪表常数；k 为常温 

下，涡街流量计仪表常数；lD为设计状态下介质参 

数；p 为实际工况下介质参数。 

显然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补偿，必须求出实际 

工况下的 c 、e 及p ，这对于以单电机为核心的智能 

仪表，无论是速度、容量及软件支持上都是难以实现 

的，所以往往是把 c 、e 、p 取为常数值或在一个不 

同区间用线性补偿。这些都会带来方法误差。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已进人流量测量领 

域，其大容量、高速及完善的软件支持，完全可以实 

时计算 c、e、p，致使传统的补偿方法发生了根本变 

化。它不仅可以按照标准规定的数学模型，实时计算 

e、c、 q等参数，还具有通信、联网、数据贮 

存、故障判断、形成报表等管理功能，这是流量仪表 

的发展方向。 

3 结束语 

在流量测量中补偿所用的数学模型的确定是十分 

重要的，在测量介质、测量装置、流体工况均发生变 

化的场合，除采用正确的温度、压力补偿方式，还应 

进行包括流出因数 c在内的全参数补偿，才能获得准 

确的流量。计算机的应用也堪称检测技术中的一场革 

命，它使各类过程参数的检测由常规仪表时代进人了 

高科技的计算机时代，同时也使企业综合自动化和生 

产过程的最优控制得以实现，是今后检测与控制系统 

发展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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