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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高超声速流动皮托压力传感器保护装置

(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超声速流动皮托压力传

感器保护装置，包括：基座，用于连接压力传感器

接口和飞行器模型的压力测量部位，在所述基座

上形成有与所述压力传感器接口相通的空腔 ；凸

起，形成在所述基座上的远离所述压力传感器接

口的端部，用于引导气流沿预定的方向流动；气

体入口，开设在所述基座上，并与所述空腔相通，

所述气流经由所述凸起引导由所述气体入口进入

到所述空腔中。本发明通过在压力传感器所安装

的飞行器结构和传感器之间设计一迷宫式隔离装

置，能够避免含粉尘的高温高速气体直接对传感

器表面产生的流动冲刷作用，起到了保护压力传

感器的安全的作用，降低了激波风洞试验中压力

传感器的损耗和高超声速激波风洞实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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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超声速流动皮托压力传感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座，用于连接压力传感器接口和飞行器模型的压力测量部位，在所述基座上形成有

与所述压力传感器接口相通的空腔；

凸起，形成在所述基座上的远离所述压力传感器接口的端部，用于引导气流沿预定的

方向流动；

气体入口，开设在所述基座上，并与所述空腔相通，所述气流经由所述凸起引导由所述

气体入口进入到所述空腔中。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的表面形成为圆弧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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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流动皮托压力传感器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超声速飞行器地面实验研究中的一项皮托压力传感器的保护装置，

特别涉及用于高超声速流动含有微量粉尘颗粒的飞行器地面模拟实验研究。

背景技术

[0002] 在空天飞行器以高超声速飞行中，相对于飞行器的高速来流具有很高的总温和总

压。激波风洞是一种有效的、能提供高总温，高总压和高流速试验气流的地面实验模拟设

备。激波风洞应用强入射激波，通过非定常压缩获得具有高温、高压的试验气体，然后经特

别设计的拉瓦尔喷管，在试验段加速至给定模拟条件下的高超声速流。空天飞行器模型放

置在试验段内，进入试验段的高超声速气体流经过飞行器。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飞行器在

高超声速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现象和问题。在地面风洞实验中，通常使用压力传感器来测

试飞行器表面的压力分布，以获得飞行器整体气动性能和局部流动规律的数据。一般飞行

器表面设计一定直径的孔隙，在孔隙下方为之布置压力传感器，并通过压力传感器获得的

信号换算为压力数据。

[0003] 在高总温和高总压的激波风洞中，由于所形成的试验气体流动不仅具有很高的滞

止温度和高超声速流速，而且这样产生的试验气体通常包含一定数量的粉尘，这些微量粉

尘来自于激波风洞运行中各种膜片的破碎和高温对装备表面的烧蚀。含微量粉尘的高超声

速流进入压力传感器所在的部位，将对传感器表面产生很大的流动冲刷作用，并直接导致

了传感器的损坏。因此在高总温和高总压激波风洞实验中，需要对测压用传感器的头部进

行保护，在保证传感器测量精度和测量响应时间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避免传感器的损坏是

非常必要的。

[0004] 在压力传感器的高温保护方面，一个常用的方法是在传感器头部设置固态隔离结

构，在其中填充液体硅油，来防止高温流动气体对传感器精密测量部位的损坏和避免传感

器精度的下降。

[0005] 当风洞所模拟的流动速度极高且可能含有粉尘颗粒时，这些高速的粉尘颗粒具有

很强的穿透能力，现有的传感器保护装置不足以保护压力传感器的安全。所以，在高超声速

激波风洞试验中，需要发展更为安全可靠的传感器保护措施，以避免高温高速气体冲击作

用下的传感器表面损坏。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应用于激波风洞中，

在高温高超声速流动条件下的压力传感器保护装置，在保证压力传感器测量精度和响应时

间的情况下，能够避免传感器头部不被高温高速的试验气体冲刷而损坏。

[000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超声速流动皮托压力传感器保护装置包括：

[0008] 基座，用于连接压力传感器接口和飞行器模型的压力测量部位，在所述基座上形

成有与所述压力传感器接口相通的空腔；

说  明  书CN 10309106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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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凸起，形成在所述基座上的远离所述压力传感器接口的端部，用于引导气流沿预

定的方向流动；

[0010] 气体入口，开设在所述基座上，并与所述空腔相通，所述气流经由所述凸起引导由

所述气体入口进入到所述空腔中。

[0011] 优选地，所述凸起的表面形成为圆弧曲面。

[0012] 本发明通过在压力传感器所安装的飞行器结构和传感器之间设计一迷宫式隔离

装置，能够避免含粉尘的高温高速气体直接对传感器表面产生的流动冲刷作用，起到了保

护压力传感器的安全的作用，降低了激波风洞试验中压力传感器的损耗和高超声速激波风

洞实验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13] 以下基于下面附图中的非限制性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阐述。

[0014] 图 1是本发明传感器保护装置及其在模型上的安装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本发明的压力传感器保护装置的原理是：流经飞行器表面的高超声速试验气体，

一小部分气体通过飞行器表面的空隙，通过类似迷宫结构，再进入压力传感器头部表面所

在的腔体。由于气体流动的速度大大地降低，其中所携带的粉尘速度也大大地下降，因而对

传感器表面的流动冲刷作用减弱。

[0016] 如图 1 所示，本发明包括用于连接压力传感器接口 3 和飞行器模型的压力测量部

位 1的基座 2，在基座 2上形成有与压力传感器接口 3相通的空腔 9。在基座 2上的远离压

力传感器接口 3 的端部形成有表面形成为圆弧曲面的凸起 7，用于引导气流沿预定的方向

流动。在基座 2上还开设有气体入口 8，并气体入口 8与空腔 9相通，这样，气流经由凸起 7

引导由气体入口 8进入到空腔 9中。

[0017] 另外，在压力传感器接口 3的一端还设置有传感器螺纹接口 6，基座 2通过螺纹连

接固定在飞行器模型的压力测量部位 1，基座 1与压力测量部位 1之间安装有 O型圈 4。

[0018] 这样，本发明在使用的时候，由于气流经过凸起 7 引导后改变流向，并经过气体入

口 8 进入到基座 2 的空腔 9 中，气体在经过类似于迷宫似的路径后气体流动的速度被大大

降低，其携带的粉尘的速度也大大下降，从而起到了大大减弱对安装在压力传感器接口 3

上的压力传感器（未图示出）的表面的流动冲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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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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