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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检测管中的流体流率的流量计，所述流量计包括：

管道，所述管道具有设置在所述管中的通道，所述管中的流体流过所述通道，所述管道

由吸声材料制成，使得本质上所有声音的非流体路径被吸收；

上游超声传感器，所述上游超声传感器接触所述管并且被设置成对准所述通道，使得

由所述上游传感器产生的平面波传播通过所述通道；

下游超声传感器，所述下游超声传感器接触所述管并且被设置成对准所述通道，使得

由所述下游传感器产生的平面波传播通过所述通道并且被产生上游传感器信号的所述上

游传感器接收，所述下游传感器从所述上游传感器接收所述平面波并且提供下游传感器信

号，所述上游传感器和下游传感器在所述管的相对两端；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所述上游传感器和所述下游传感器进行通信，用于从所述上游

传感器信号和所述下游传感器信号计算流体流率，所述管道在通过所述管低至.2升/小时

的流体流率下，将与由所述上游超声传感器和所述下游超声传感器产生的平面波相关联的

信噪比提高 10 倍。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流量计，其中，所述上游传感器和所述下游传感器延伸通过

所述管的壁并且与所述管的内部声学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流量计，其中，所述管道与所述管形成密封，从而本质上防止

所述管中的流体在所述管道周围泄露。

4.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的流量计，其中，所述管道由填充有衰减颗粒的聚合物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 4所述的流量计，其中，所述聚合物是环氧化物、尼龙、PTFE 或 PEEK。

6.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的流量计，其中，所述颗粒是目径小于或等于声波波长的金属、

金属氧化物、玻璃微球或橡胶。

7.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流量计，其中，所述管道具有长度 L 和直径开口 D，使得在质

量流 Q>.2 升 / 小时的容积流动条件下，当声音在流体中的速度 C>1400m/s 时，管道尺寸 L/

D2大于 1385/ 米。

8.一种用于检测管中的流体流率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使流体流过设置在所述管中的管道的通道，所述管道由吸声材料制成，使得本质上所

有声音的非流体路径被吸收；

由上游超声传感器产生平面波，所述上游超声传感器接触所述管并且被设置成对准所

述通道，使得所述平面波传播通过所述通道并且被产生下游传感器信号的所述下游传感器

接收，所述上游传感器和下游传感器在所述管的相对两端；

由下游超声传感器产生平面波，所述下游超声传感器接触所述管并且被设置成对准所

述通道，使得所述平面波传播通过所述通道并且被产生上游传感器信号的所述上游传感器

接收；

利用与所述上游传感器和所述下游传感器进行通信的控制器从所述上游传感器信号

和所述下游传感器信号计算流体流率，所述管道在通过所述管低至.2升/小时的流体流率

下，将与由所述上游超声传感器和所述下游超声传感器产生的平面波相关联的信噪比提高

10 倍。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管道由吸声材料制成，并且其中，所述上游

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的步骤包括由所述上游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使得本质上所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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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非流体路径被所述管道吸收的步骤，并且其中，所述下游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的步

骤包括由所述下游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使得本质上所有声音的非流体路径被所述管道

吸收的步骤。

10.根据权利要求 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上游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的步骤包括由

延伸通过所述管的壁并且与所述管的内部声学连通的所述上游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的

步骤，并且其中，所述下游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的步骤包括由延伸通过所述管的壁并且

与所述管的内部声学连通的所述下游传感器产生所述平面波的步骤。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管道与所述管形成密封，从而本质上防止

所述管中的流体在所述管道周围泄露。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管道具有长度 L 和直径开口 D，使得在质

量流 Q>.2 升 / 小时的容积流动条件下，当声音在流体中的速度 C>1400m/s 时，管道尺寸 L/

D2大于 138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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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本申请要求 2009 年 12 月 8 日提交的、题目为“Flowmeter 

and Method（流量计和方法）”的美国专利申请 No.12/653,087 的优先权，该专利申请的全

文以引用方式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用于检测具有管道的管中的流体流率（flow rate）的流量计，该管道

具有设置在管中的通道，管中的流体流过该通道并且由上游超声传感器和下游超声传感器

产生的平面波传播通过该通道。（如本文所使用的，对“本发明”或“发明”的引用表述涉及

示例性实施方案而不一定涉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涵盖的每个实施方案。）更具体地讲，本发

明涉及用于检测具有管道的管中的流体流率的流量计，该管道具有设置在管中的通道，管

中的流体流过该通道并且由上游超声传感器和下游超声传感器产生的平面波传播通过该

通道，其中，管道由吸声材料制成，使得本质上所有声音的非流体路径被吸收。

背景技术

[0003] 本部分旨在向读者介绍可能与本发明的各方面相关的领域的各方面。以下的讨论

内容旨在提供有助于更好理解本发明的信息。因此，应该理解，以下讨论内容中的陈述是在

就此而论的基础上阅读的而并不承认其是现有技术。

[0004] 当前的超声流量计布置在管的相对两端使用了两个传感器，其中，一个处于流体

流的上游，另一个处于流体流的下游，这两个传感器都发送和接收信号。每个传感器产生进

入流体并环绕管壁的平面波。上游信号和下游信号之间的渡越时间（transit time）差被

用于计算流率。因为声音在管壁中的传播速度比在流体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快，所以接收传

感器具有噪声，这是由于声音进入管中并且在行进于液体中的声音之前的时候到达。噪声

水平是显著的，因为其降低了流量测量的精确度并且导致低流率时差的测量或不测量。

[0005] 此外，传统上，具有散射填料（如，金属或玻璃或微球体）的聚合物被用作超声传感

器的背衬块（backing mass）。由于使用衰减背衬块，通过从传感器背面吸收声音并且不允

许反射出现，提高了传感器发送的超声信号的带宽。据信，在使用超声渡越时间流量测量的

情况下，具有散射填料的聚合物从来没有作为管壁声衰减器被使用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可应用于利用超声渡越时间技术测量流率，尤其是低流率。本申请尤其应

用于监控海底油井中的化学流体注入。本发明涉及使用吸声管道来引导流。这种管道衰减

所有声学路径的声音，除了通过流体的路径之外。这种改进使得有可能通过非常小孔的管

在流率非常低时进行流动测量。

附图说明

[0007] 在附图中，图示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以及实践本发明的优选方法，在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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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0008] 图 1示出本发明的流量计。

[0009] 图 2示出声信号路径。

[0010] 图 3示出低流量计布置。

[0011] 图4示出具有100cSt油的4.5mm直径管的渡越时间流量计性能的实例证明（3Mhz

信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现在参照附图，其中在多个视图中类似的附图标记始终表示类似的或相同的部

件，更具体地讲，参照其中的图 1和图 3，在图 1和图 3中示出用于检测管 12 中的流体流率

的流量计 10。流量计 10 包括管道 14，该管道 14 具有设置在管 12 中的通道，管 12 中的流

体流过该通道。流量计 10 包括上游超声传感器，该上游超声传感器接触管 12 并且被设置

成对准该通道使得上游传感器16产生的平面波传播通过该通道。流量计10包括下游超声

传感器，该下游超声传感器接触管 12 并且被设置成使得下游传感器 18 产生的平面波传播

通过该通道并且被产生上游传感器 16 信号的上游传感器 16 接收。下游传感器 18 从上游

传感器 16 接收平面波并且提供下游传感器 18 信号。流量计 10 包括控制器 20，该控制器

20与上游传感器和下游传感器18进行通信，用于从上游传感器16信号和下游传感器18信

号计算流体流率。

[0013] 管道14可由吸声材料制成，使得本质上所有声音的非流体路径都被吸收。上游传

感器 16 和下游传感器 18 可以延伸通过管 12 的壁并且与管 12 的内部声学连通。管道 14

可以与管 12 形成密封，从而本质上防止管 12 中的流体在管道 14 周围泄露。

[0014] 管道 14 可以由填充有衰减颗粒的聚合物制成。所述聚合物可以是环氧化物、尼

龙、PTFE 或 PEEK（聚芳基醚酮）。所述颗粒是金属、玻璃微球、金属氧化物或橡胶，其大小等

于或小于声波波长。管道可以具有长度 L和直径开口 D，使得在其中 Q>.2 升 / 小时的容积

流量条件下，当 C>1400m/s 时，管道尺寸 L/D2大于 1385/ 米。

[0015] 本发明涉及用于检测管12中的流体流率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使流体流过管12中

设置的管道 14 的通道的步骤。存在由上游传感器 16 产生平面波的步骤，该上游传感器 16

接触管 12 并且被设置成对准该通道，使得平面波传播通过通道并且由产生下游传感器 18

信号的下游传感器18接收。存在由下游传感器18产生平面波的步骤，该下游传感器18接

触管12并且被设置成使得平面波传播通过通道并且由产生上游传感器16信号的上游传感

器 16 接收。存在利用与上游传感器和下游传感器 18 进行通信的控制器 20 从上游传感器

16 信号和下游传感器 18 信号计算流体流率的步骤。

[0016] 管道14可以由吸声材料制成，并且其中，由上游传感器16产生平面波的步骤可以

包括由上游传感器 16 产生平面波使得本质上所有声音的非流体路径被管道 14 吸收的步

骤，并且其中，下游传感器18产生平面波的步骤可以包括由下游传感器18产生平面波使得

本质上所有声音的非流体路径被管道14吸收的步骤。由上游传感器16产生平面波的步骤

可以包括由延伸通过管 12 的壁并且与管 12 的内部声学连通的上游传感器 16 产生平面波

的步骤，并且其中，由下游传感器18产生平面波的步骤可以包括由延伸通过管12的壁并且

与管 12的内部声学连通的下游传感器 18产生平面波的步骤。管道 14可以与管 12形成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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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而本质上防止管 12 中的流体在管道 14 周围泄露。

[0017] 在本发明的操作过程中，当前的超声流量计布置是在管 12 中的管道 14 的相对两

端使用两个润湿的传感器，其中，一个处于流体流的上游而另一个处于流体流的下游，这两

个传感器都发送和接收信号（图 1）。上游信号和下游信号之间的渡越时间的差被用于计算

流率。每个传感器产生进入流体并环绕管12的壁的平面波（图2）。声波的传播具有被称为

传感器束分布的分布。

[0018] 对于

[0019] L ：路径长度

[0020] C ：声音在流体中的速度

[0021] V ：流体速度

[0022] C>>V

[0023] Δt：t2-t1渡越时间差

[0024] Q ：质量流

[0025] D ：开口的直径

[0026] 随着质量流减少，上游流动和下游流动之间的渡越时间差也跟着减小。通过增大

管道 14 的长度“L”并且减小直径开口“D”，有效的Δt会增大，使得Δt>.1ns，在低质量流

的条件下，因为 C 是常数，所以流量计 10 不得不被设计成使得管道 14 的尺寸 可以测量

低至 .2 升 / 小时的 Q。

[0027] 对于图 1：

[0028] 

[0029] t1：上游渡越时间

[0030] t2：下游渡越时间

[0031] L ：路径长度

[0032] C ：声音在流体中的速度

[0033] V ：流体速度

[0034] C>>V

[0035] 

[0036] Q=V·Area Q ：质量流 D ：开口的直径

[0037] 

[0038] 为了求出声音在流体中的速度和流体速度，需要借助控制器 20 测量上游和下游

渡越时间。控制器20计算上游流动和下游流动之间的渡越时间差。然后，对于计算得到的

声速“C”、针对给定流量计 10 的长度“L”，使用 Δt 计算流体速度。一旦已经计算出速度

“V”，则可以确定质量流 Q，因为流体开口或管 12 的面积“A”是已知的。

[0039] 对于图 2：

说  明  书CN 10266741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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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λ ：波长

[0041] Nd ：焦距

[0042] r ：传感器的半径

[0043] 

[0044] 当声音以角度 Ф 发散时，则其传播到管 12 的壁中，作为噪声被相对的传感

器接收。

[0045] f ：频率

[0046] 因为声音在固体管 12 或管道 14 的壁中行进的速度比在流体介质中快，所以接收

传感器承受来自管 12/ 管道 14 声学路径的声学噪声。这种声学噪声在行进于液体中的声

音之前的时候到达，因为声音在固体中的速度高于在流体中的速度。这种噪声是显著的，因

为其降低了流动测量的精确度并且导致低流率时差的测量或不测量。这种噪声影响的量度

是信噪比。

[0047]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具有声学衰减特性的管道 14 插入管 12 内（图 3）。声学管

道 14 具有小的内径和大的外径。管道 14 中的开口充当流体的导管和声音的流体路径，同

时周围的区域充当吸声器。在声音行进通过导管之后，其再次开始发散，但这对信噪比并无

影响，因此周围的吸声器成功地使管 12 的噪声丧失作用。

[0048] 管道14优选地由填充有衰减颗粒的聚合物制成，例如是具有一高达50%的特定体

积比（volume fraction）的钨颗粒（200 目）。所述聚合物可以是例如环氧化物、尼龙、PTFE

或 PEEK，但不限于这些材料。对聚合物的选择取决于应用的压力等级及其与衰减颗粒一起

作用来衰减声音的效果。填料可以是具有小目径（mesh size）的任何金属、金属氧化物或

橡胶，颗粒填料的体积比越低，声学衰减越多。一旦构成圆柱体，则将其机械加工，使得具有

适于流体流的内径。吸声管 14 可以通过螺纹连接到 OD 上；因此，其旋入流量计 10 中。吸

声管14可以胶合到OD上；因此，其粘结到流量计10中。吸声管14可以是压配合或者通过

夹具或保持器固定（capture）。

[0049] 简单的超声流动测量测试已经展现出在低流率下对信噪比的改进。实验设置包括

以4英寸的距离分开的5MHz频率的超声传感器。所使用的管道14具有1/4″的内径和1″

的外径。管道 14 由具有钨颗粒填料的环氧化物制成。出于测试目的，使用橄榄油，因为其

粘度近似于要施用的特定注入化学物。注意的是，流体粘度越高，吸声特性变得越重要。具

体来讲，当粘度升高时，流体路径声学信号衰减并且信噪比降低。

[0050] 测量 1 升 / 小时的流率并且使用衰减管道 14 将信噪比提高 10 倍。能不费力地

实现低至 0.2 升 / 小时的流率。还可以分析高达 90 升 / 小时的流率。低流量计使得化学

物注入计量阀能够将防腐蚀化学物以低流率分配到海底油井。低流量计用于化学注入物，

但其也可以用于需要低流率下进行测量的任何应用。参照图 4，图 4示出具有 100cSt 油的

4.5mm 直径管的渡越时间流量计性能的实例证明（3MHz 信号）。

[0051] 在超声传输的过程中，在传感器焦距之后以一定角度传播的任何声音在吸声管

道 14 壁内衰减或被吸收。这样使得待接收的视线超声信号没有隔绝任何其他的声学噪声

源。结果，信噪比大大提高，从而使得能够以非常低的流率进行超声渡越时间流动测量，因

说  明  书CN 102667419 B

7



        5/5 页

8

为 SNR 增加 10 倍，所以这样的测量在之前是不可能的。将在低流量计中使用本发明，用于

监控海底油井中的流体注入。

[0052] 虽然为了图示说明的目的在以上实施方案中已详细描述了本发明，但要理解，这

种细节只是出于图示说明的目的，并且除了可以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描述的细节之外，在

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述细节进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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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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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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