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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声速风洞试验段马赫数静压探针移测方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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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所， 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摘　 要：跨声速风洞模型区核心流马赫数分布特性是评价风洞流场性能品质的重要指标，通常采用长

轴向探测管进行测量。 为了模拟无干扰的来流特性，一般长轴向探测管都会从支架段延伸至风洞收

缩段，因此通常都具有较长的尺寸、较多的静压测点以及较小的堵塞度要求。 为了更精确地测量跨声

速风洞模型区核心流马赫数分布，设计了相对于长轴向探测管堵塞度更小、尺寸更短的静压探针。 在

风洞流场判稳的基础上，由移测机构带动静压探针移测试验段模型区核心流的马赫数分布，通过风洞

试验对其测值特性开展了相关研究。 试验结果表明，当 Ｍａ≤０．９５时，静压探针采用移测方式获得的

核心流马赫数分布总体规律及量值与长轴向探测管测量结果基本相当，但是静压探针在部分流场细

节上与长轴向探测管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静压探针马赫数测量波动更小，精度更高，均匀性指标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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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现代化先进飞行器研制更加精细化的

要求，实现风洞试验向模拟真实化、测量精细化方向

发展的目标，对于高性能跨声速风洞的流场品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１⁃３］。 为了检验风洞流场品质，确
定风洞是否满足飞行器研制需求，需定期开展流场

校测工作。 流场校测的项目主要包括速度场、方向

场、跨声速通气壁消波特性、洞壁边界层、气流噪声、
湍流度、气流的低频脉动等［４⁃５］，其中速度场为必校

项目。 常规跨声速风洞速度场校测通常采用长轴向

探测管测得的静压与风洞总压计算得到试验段中心

线（核心流）上的马赫数，最终获得核心流马赫数轴

向分布特性和风洞试验马赫数与驻室马赫数的修正

关系。
参与风洞试验的长轴向探测管尾部固定在中部

支架上，管体位于试验段中心线上，由于头部需穿过

试验段和喷管段一直延伸到收缩段，为了减小自重

引起的挠度问题造成长轴向探测管偏离风洞轴线以

及为保证试验的安全，通常需要对其进行多处张线

固定［６⁃９］。 国 内 外 风 洞 如 ＮＦ⁃６ 风 洞、 ＦＬ⁃２６ 风

洞［１０⁃１３］、艾姆斯研究中心的统一规划风洞（ＵＰＷＴ）
以及兰利中心的 ＮＴＦ 风洞［１４⁃１５］等均采用上述形式

开展常规流场校测试验，该方式可减小头部对流场

的干扰，但过长的尺寸及张线工装对流场及洞体均

存在不利影响。 静压探针相对于长轴向探测管的尺

寸更小，堵塞影响相对于长轴向探测管可以得到有

效降低，另外由于无需张线支撑，避免了洞体工装干

扰带来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日本的

ＪＡＸＡ ２ ｍ×２ ｍ跨声速风洞研究人员利用固定安装

于试验段内部的静压探针校准了试验段来流马赫数

和驻室参考马赫数的对应关系［１６］。
本文以 ＣＡＲＤＣ ０．６ ｍ 连续式跨声速风洞（ＦＬ⁃

２０风洞）为试验平台，设计了 ２ 款可移动的新型探

针，通过风洞试验对其测值特性开展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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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平台

ＦＬ⁃２０风洞是一座由 ＡＶ９０⁃３ 型轴流式压缩机

驱动的连续式跨声速风洞，为水平布置的全钢结构。
风洞试验段尺寸：０．６ ｍ×０．６ ｍ×１．８５ ｍ，马赫数范围

０．２～１．６，雷诺数范围（０．０２９ ～ ２．２５） ×１０６（参考长度

ｃ＝ ０．０６ ｍ），稳定段总压：（０．１５ ～ ２．５） ×１０５ Ｐａ。 风

洞采用定总压变马赫数的方式运行，总压与马赫数

采用独立的闭环控制策略。 总压控制通过闭环控制

进 ／排气调压阀开度，实现其精确控制，控制精度≤
０．１％；马赫数控制策略根据不同的马赫数区间，选
取不同的主 ／辅压缩机转速控制和中心体控制的组

合方式实现，控制精度≤０．００２［１７⁃１８］。

图 １　 ＦＬ⁃２０风洞现场图

２　 试验条件及测试设备

试验全部采用常压方式运行，稳定段总压控制

在 １００ ｋＰａ。 试验选用 ＦＬ⁃２０ 风洞上下槽壁左右实

壁试验段，开闭比为 ６％，如图 ２ 所示。 试验段壁板

扩开角为 ０．５°，主流引射缝开度为 ２°，试验马赫数

范围 ０．８～１．２。
试验中各测点的压力信号通过扫描阀进行测

量，为了保证压力测量的同步性，将稳定段总压引至

扫描阀模块进行采集。 常压工况时，扫描阀模块量

程为±１０３．４２５ ｋＰａ，扫描阀测量精度为 ０．０５％。
长轴向探测管（代号：Ｃ⁃Ｔ）由探管柱体、延伸段

和头锥组成，头部延伸至收缩段，是目前跨声速风洞

常规流场校测中采用的主要工具，可作为静压探针

的参照标准。 Ｃ⁃Ｔ 堵塞度为 ０．３５％，头锥 １０°，通过

尾部支撑安装在流场校测专用中部支架上，在收缩

段入口采用张线支撑方式提高长轴向探测管刚度并

实现沿风洞轴线方向的调节功能。 如图 ３ 至 ４ 所

示，Ｃ⁃Ｔ在风洞中安装完成后全长５ ３５０ ｍｍ。

　 图 ２　 槽壁试验段 图 ３　 ＦＬ⁃２０风洞长轴

向探测管（Ｃ⁃Ｔ）

图 ４　 长轴向探测管尺寸示意图

本期试验采用的单孔静压探针（代号：ＴＺ⁃１，下
同）和多孔静压探针（代号：ＴＺ⁃８，下同）均固定安装

在移测机构上进行验证试验，参与试验的静压探针

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参与试验的静压探针

试验项目 试验装置 代号

移测试验 单孔探针 ＴＺ⁃１

移测试验 多孔探针 ＴＺ⁃８

根据计算流体力学方法（ＣＦＤ）对亚音速条件下

圆弧锥头部静压探测管进行了相关研究，计算条件

为远场边界，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求解器对计算模型进行求

解［１９⁃２０］。 如图 ５ 至 ６ 所示，马赫数 ０．６ 时柱段马赫

数在离肩部 １．２ 倍管径后与来流马赫数差量小于

０．００１ ５（肩部为探针圆弧锥头部与柱段连接位置），
马赫数受头部干扰影响程度从前往后迅速衰减。 马

赫数 ０．９５时从数值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头部在流

场中的影响规律与马赫数 ０．６ 一致，但扰动强度和

影响区域相对增大，柱段马赫数在距离肩部 ３．４ 倍

管径后与来流马赫数差量小于 ０．００１ ５。 从仿真结

果来看，亚音速条件下头部引起的流场扰动和影响

区域均较小。 由于试验段内的跨声速流场精确模拟

相对困难，尤其在超音速来流中探测管头部将产生

头波并在试验段壁板上发生波系反射，在研究中主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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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风洞试验进行探索。

图 ５　 圆弧锥头部静压探测管马赫数分布（Ｍａ＝ ０．６）

图 ６　 圆弧锥头部静压探测管马赫数分布（Ｍａ＝ ０．９５）

根据文献［２１］中关于静压探针尾锥展角 θ 的

研究结果，认为探针尾锥长度为 １５倍尾锥底部直径

且展角小于等于 １．９０９时对测点马赫数的影响可予

以忽略（图 ７）。

图 ７　 尾锥展角 θ 示意图

如图 ８所示，试验采用的单孔探针（ＴＺ⁃１）的直

径 ｄ 为 ６ ｍｍ，探针采用 ８°圆弧锥头部，探针柱段仅

有一个静压测点，测点孔径为 ０．５ ｍｍ。 静压测点距

离肩部 ３０ｄ，距离后端锥段 ３０ｄ，测量点孔距试验段

入口 ９６０ ｍｍ（移侧机构前伸至极限位置，可覆盖距

离试验段入口 ９６０～１ ３６０ ｍｍ），ＴＺ⁃１在风洞中安装

完成后如图 ９ 所示。 多孔探针（ＴＺ⁃８）的直径 Ｄ 为

１５ ｍｍ，探针尖端采用 ８°圆弧锥头部，探针柱段共有

８个静压测点（上下两侧开孔），测点孔径为０．５ ｍｍ，
各静压测点开孔分别距离肩部 ３Ｄ， ５Ｄ， ７Ｄ， ９Ｄ，

１１Ｄ，１３Ｄ，１５Ｄ，１７Ｄ，尾孔距离后端锥段 １０５ ｍｍ，首
个静压开孔距试验段入口 ９６０ ｍｍ（移侧机构前伸至

极限位置，测区覆盖距离试验段入口 ９６０～１ ５７０ ｍｍ
区域）。

图 ８　 静压探针（ＴＺ⁃１）及（ＴＺ⁃８）

图 ９　 安装在风洞移测机构上的静压探针（ＴＺ⁃１）

３　 数据处理方法

在亚跨声速，长轴向探测管测点和驻室测点的

静压通过传压管接到扫描阀进行测量，根据稳定段

总压及各测点静压，依据马赫数计算公式得出相应

的马赫数。

Ｍａ ＝ ５
Ｐ０
Ｐ

æ

è
ç

ö

ø
÷

２
７

－ １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式中： Ｍａ 为试验段马赫数；Ｐ０ 为稳定段气流总压，
Ｐａ；Ｐ 为试验段静压，Ｐａ。

平均马赫数

Ｍａｃｐ ＝
∑

ｎ

ｊ ＝ １
Ｍａ ｊ

ｎ
（２）

式中： Ｍａｃｐ 为模型区核心流平均马赫数；ｎ 为测点

数。
试验段核心流马赫数偏差 ΔＭａ ｊ

·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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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Ｍａ ｊ ＝｜ Ｍａ ｊ － Ｍａｃｐ ｜ （３）
式中： Ｍａ ｊ 为试验段核心流测点 ｊ 处马赫数。

试验段核心流马赫数均方根偏差

σＭａ ＝
∑

ｎ

ｊ ＝ １
（ΔＭａ ｊ） ２

ｎ － １
（４）

式中： Ｍａ ｊ 为试验段核心流测点 ｊ 处马赫数。
马赫数修正量

ΔＭａｘ ＝ Ｍａｃｐ － Ｍａｃ （５）
式中： ΔＭａｘ 为试验段核心流马赫数修正量；Ｍａｃ 为
驻室马赫数。

测点马赫数与驻室马赫数差量

ΔＣ ＝ Ｍａ ｊ － Ｍａｃ （６）
式中： ΔＣ 为测点马赫数与驻室马赫数差量。

４　 风洞试验

试验前按照操作规程对长轴向探测管和静压探

针各测点逐一进行检查，结果显示各测点通气性及

气密性良好。 根据项目计划分别进行了单孔探针试

验、多孔探针试验，试验时喷管均为声速型面。 为保

证试验条件不变，试验过程中洞体条件及风洞运行

方式均保持一致。
４．１　 单孔探针试验

ＴＺ⁃１在试验过程中跟随移测机构在试验段中

心线上移动，静压测点从距离试验段入口 ９６０ ｍｍ
处开始每 ２５ ｍｍ移测一点数据并记录，试验过程中

控制马赫数保持不变，得到移测区间的数据。 图 １０
给出了马赫数 ０．８，０．９ 以及 １．０ 下 Ｃ⁃Ｔ、ＴＺ⁃１在移测

区的马赫数变化情况，图 １１至 １２ 给出了 ＴＺ⁃１在马

赫数 １．１ 和 １．２ 移测区的试验结果（均为相对于驻

室马赫数差量）。 对 ＴＺ⁃１在试验段移测区（距离试

验段入口 ９６０～１ ３６０ ｍｍ）内测得的静压值按照数

图 １０　 不同马赫数下 Ｃ⁃Ｔ ／ ＴＺ⁃１测区马赫数变化情况

据处理方法得到相应的马赫数均方根偏差 σＭａ 指

标，图 １３至 １４给出了 Ｃ⁃Ｔ与 ＴＺ⁃１的移测区内马赫

数均方根偏差量 σＭａ和马赫数修正量的测试结果

（为方便对比，Ｃ⁃Ｔ同样取 ９６０ ～ １ ３６０ ｍｍ 计算均方

根偏差量）。

图 １１　 Ｃ⁃Ｔ ／ ＴＺ⁃１试验结果对比（Ｍａ＝ １．１）

图 １２　 Ｃ⁃Ｔ ／ ＴＺ⁃１试验结果对比（Ｍａ＝ １．２）

图 １３　 模型区均方根偏差

图 １４　 马赫数修正量

当 Ｍａ＝ ０．８及 ０．９５时（图 １０），Ｃ⁃Ｔ在该测区的

马赫数均方根偏差大于 ＴＺ⁃１结果，且存在较为明显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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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赫数修正量差异。 Ｃ⁃Ｔ是不同的测压孔在同一

时间内测得的结果，测值结果会受到各静压孔一致

性差异影响，ＴＺ⁃１ 是单孔探针移测结果，考虑到该

马赫数下流场相对稳定，头部在该马赫数下引起的

干扰相对较小，且静压孔离头部足够远，ＴＺ⁃１ 的移

测结果曲线相对平滑，更能真实地反应流场马赫数

变化情况。 该马赫数下修正量差异达 ０． ００２ ２ ～
０．００３ ０，主要来自 Ｃ⁃Ｔ与 ＴＺ⁃１在风洞中的堵塞度差

异、支撑结构尺寸不同、安装方式以及各自的加工差

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当 Ｍａ＝ １．０时（图 １０），ＴＺ⁃１移测区的马赫数波

动曲线与 Ｃ⁃Ｔ存在明显差异，ＴＺ⁃１移测区的均方根

偏差量相对于 Ｃ⁃Ｔ 更小。 通过对比 Ｃ⁃Ｔ 和 ＴＺ⁃１ 马

赫数 ０．８，０．９５和 １．０的测区波动情况可以发现，Ｃ⁃Ｔ
在马赫数 ０．８及 ０．９５移测区的马赫数波动曲线几乎

一致，说明核心流马赫数测值波动主要受各静压孔

固定差异的影响。 马赫数 １．０ 时 Ｃ⁃Ｔ受到流场自身

波动增大的影响与各测压孔差异的影响，ＴＺ⁃１受到

头波以及移测装置的影响，长轴向探测管与单孔探

针的测值曲线存在明显差异。
当 Ｍａ＝ １．１ 和 １．２ 时（见图 １１ 至 １２），ＴＺ⁃１ 在

移测区的均方根偏差量相对于 Ｃ⁃Ｔ 明显偏大，ＴＺ⁃１
和 Ｃ⁃Ｔ在移测区的马赫数修正量差异比马赫数 １．０
及以下状态小。 从移测区的马赫数分布曲线可以看

出部分移测点的马赫数测值发生明显偏离，说明在

探针移测到不同位置时测点静压受到干扰影响不

同，该试验条件与长轴向探测管固定测量各点静压

值存在较大差异。
综合来看，当 Ｍａ≤１．０ 时，ＴＺ⁃１ 的马赫数均方

根偏差 σＭａ和与 Ｃ⁃Ｔ结果非常接近（σＭａ≤０．０００ ３），
均方根偏差指标全部低于 Ｃ⁃Ｔ，各状态马赫数修正

量与 Ｃ⁃Ｔ 差异相对偏大 （马赫数修正量差异量

０．００２ ２～０．００３ ５）；当 １．０５≤Ｍａ≤１．２ 时，ＴＺ⁃１的马

赫数均方根偏差 σＭ 与 Ｃ⁃Ｔ 结果相比差异明显

（０．００２ ７≤σＭａ≤０．００３ ２），马赫数修正量差异相对

于马赫数 １．０及以下状态有所减小。
４．２　 多孔探针试验

多孔探针（ＴＺ⁃８）在试验过程中同样跟随移测

机构在试验段中心线上移动，首个静压测点从距离

试验段入口 ９６０ ｍｍ处开始每 ２５ ｍｍ移测一点数据

并记录，每次记录的数据为 ８ 个测压点在同一时刻

的数据，试验过程中控制马赫数保持不变，得到移测

区间的数据。

图 １５和图 １６分别给出了马赫数 ０．８ 时移测装

置在不同位置的测试结果和不同测压点的测试结

果。 马赫数 １．０以上结果由于与长轴向探测管结果

测值差异明显，且与 ＴＺ⁃１ 影响规律一致，此处不再

作详细分析。

图 １５　 不同位置测试结果（Ｍａ＝ ０．８）

图 １６　 不同测压点测试结果（Ｍａ＝ ０．８）

　 　 在 Ｍａ ＝ ０．８ 时，图 １５ 是 ＴＺ⁃８ 首个静压测点在

距离试验段入口 ９６０ ｍｍ（ａ），９８５ ｍｍ（ｂ），１ ０１０ ｍｍ
（ｃ），１ ０３５ ｍｍ（ｄ）４个位置时各测点在同一时刻的

测值结果，可以发现该马赫数下流场本身波动较小，
ＴＺ⁃８的各静压测孔一致性差异是引起马赫数分布

曲线波动的主要因素。
考虑到多孔探针头部以及尾支撑干扰的影响，

选取多孔探针中部 ３，４，５，６ 号测点结果进行研究。
图 １６为 ＴＺ⁃８第 ３，４，５，６ 号点的移测试验结果、ＴＺ⁃
１以及 Ｃ⁃Ｔ 在该区域内的测值结果对比曲线，可以

发现 ３，４，５，６ 号点以及 ＴＺ⁃１ 测值曲线与 Ｃ⁃Ｔ 结果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各测点在移测区测值曲线波动

明显小于 Ｃ⁃Ｔ结果。 针对 ３，４，５，６号点的测值曲线

求取平均趋势线（见图 １６），可以看出在公共移测区

各测点以及 ＴＺ⁃１ 测值基本在平均趋势线±０．０００ ５
以内，说明 ＴＺ⁃８ 中部测点以及 ＴＺ⁃１ 测点在该马赫

数下测值结果较为准确，具备较高的可信度。
表 ２给出了 ＴＺ⁃８的 ８个测压点在移测区（距离

试验段入口 ９６０ ～ １ ５７０ ｍｍ）内的马赫数均方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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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量 σＭａ结果（为方便对比，Ｃ⁃Ｔ 取 ９６０ ～ １ ５６０ ｍｍ
计算均方根偏差量）。 从统计结果来看，当 Ｍａ≤１．０
时多孔探针各静压测点移测区的马赫数均方根偏差

量 σＭａ普遍小于长轴向探测管结果，该结论与 ＴＺ⁃１

一致；当 １．０５≤Ｍａ≤１．２时，ＴＺ⁃８各静压测点移测区

的马赫数均方根偏差量 σＭａ全部高于 Ｃ⁃Ｔ 结果，说
明超声速时采用静压探针移测方式测量模型区核心

流马赫数不可行。
表 ２　 Ｃ⁃Ｔ 与 ＴＺ⁃８移测区马赫数均方根偏差测试结果

移测区
σＭａ

Ｍａ０．８ Ｍａ０．９５ Ｍａ１．０ Ｍａ１．１ Ｍａ１．２

１号点（９６０～１ ３６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６ ６ ０．００８ １

２号点（９９０～１ ３９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７ ８ ０．００８ ２

３号点（１ ０２０～１ ４２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８ １ ０．００９ ０

４号点（１ ０５０～１ ４５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１１ ８ ０．００７ ６

５号点（１ ０８０～１ ４８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６ ６ ０．０１０ ２

６号点（１ １１０～１ ５１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０８ ４

７号点（１ １４０～１ ５４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５ ７ ０．００８ ３

８号点（１ １７０～１ ５７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１０ ５

ＴＺ⁃８（平均值）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０８ ８

Ｃ⁃Ｔ（９６０～１ ５６０ ｍｍ）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０６ ５

５　 结　 论

１） 当 Ｍａ≤０．９５时，ＴＺ⁃１以及 ＴＺ⁃８采用移测方

式获取核心流马赫数分布有效避免了 Ｃ⁃Ｔ静压测孔

一致性差异带来的影响，测值精度更高，马赫数测值

曲线波动小，移测区的均方根偏差量比 Ｃ⁃Ｔ 结果更

低，说明亚声速时采用静压探针移测方式测量风洞

试验段模型区核心流马赫数可行。

２） ＴＺ⁃８的 ８个静压测孔自身一致性差异在亚

声速时较为明显，从测值结果看是引起测值曲线波

动的主要因素。
３） 当 １．０≤Ｍａ≤１．２时采用移测装置获取核心

流马赫数时，静压探针移测到不同位置时测点静压

受到干扰影响不同，导致测值结果与长轴向探测管

差异明显，说明超声速时采用静压探针移测方式测

量风洞试验段模型区核心流马赫数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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