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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噪声相关测速方法的

系统误差与自标定

田虹 佟兔宪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北京〉

摘要

研究了流体噪声的瑞流传递行为及信号嚣的性质柑顿是测这系

统的影响，分析了相关测速系统误差，并提出了理论修嗨拌例

法.使得相关测速成为-种绝对的测量方法.在理论分析监础上班回

了实验研究，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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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ATIC ERROR OF TEMPERATURE NOISE

CORRELATION MEASUREMENT METHOD

AND SELF-CALmRATION

(III Chinne)

Tian Hong Toog Yunxian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TECHNOLOGY.

τ'SINGHUA UNIVERSITY. BEllING)

ABSTRACT

The turbulent transport behavior of fluid noise- and the nature of noise aElect

on the vel«ity measurement system have been studied. The systematic error of ve
I«ity measurement system is analyzed. A th四Iretical calibration method is prl。

严洒ed that results the velocity m回surement of time-∞rrelation as an absolute m回

surement method.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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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关法测童是一种在线测量流动参敷的方法.官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特别是在测量环

墟受到限制、普通方法不能使用的场合，优奇尤为突出，如在反应堆冷却荆流速测量方面得

到广泛应用.

相关法测速最早的成功应用是固体运动速度的测量(轧钢饥钢极移动速度的测量).它

在理论上和实挂上证明是一种绝对速度的测量方法，它直接对速度敏感而不需悻定.缸定流

体流动为踵固萃的.人们将相关测速应用于流体流邃的测量，很自然地也期望它是一种绝对

流速测量方法.但分析表明，流体的温度噪声相关测速存在系统误差，部么相关测速系统是

否要际走?而在许多场合，如反应堆上是无法进行标定的.本文撞出了一种不依穰外加设备，

仅仅由系统本身的特性得到系统误差修正量的方法一一自标定方法.

1 流体温度噪声在瑞流扩散作用下的系统误差主要来源与分析

I. I 漳体温度噪声在藩漳扩富'作用下的传递行为

j'jf(体温度噪声是非然平衡蔬体内部的具有不同温度的班体团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匀而寻l

起的。这些不同温度的流体团在流体流动过程中.由于热传导和流扩散作用在揣流体团之间

不断进行能量交换，这一过在支配了温度噪声在流体流动中的传递行为.对相关测速的研

究.我们只关心流体晓声在运动方向上的轴向传递.基于这些假设.可以得到流动噪声传递

过程的时间脉冲响应函数z

晶。〉 =-Let-E#马
2 、4而

真中 ρ为端流扩散系数， T = I，IV 为真实班越时间.

对通径为 26mm 的试验营道，对不同的传感元件间距和流速.计算脉冲响应函数如固 1

和图 2 所示.分析这两张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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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不同 L下的脉冲响应函敏 因 2 不同 V 下的脉冲响应函a

T 为真实的ft越时间.ff"散条毒len 为事，考来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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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揣流扩散支配下的温度崛声脉冲响应函数的峰值在时间辅上的位置小于真实撞

撞时间 T.

b. 脉冲响应函蚊相对于峰值时间辅佐置是左右不Z押帕弘莫右侧面'立于左侧面极.

脉冲响应函敷的峰值相对于真实的霞越时间的偏移何不对称幢幢传~.元件间距 L的增

大而减少.

下面的分析将揭示脉冲响应函数的不对称性对相关测速系统的重大影响.

1.2 寝带温度噪声信号与不对称脉冲响应函撞的卷租作用

温度噪声的频带很窄.自相关函数的峰较宽〈见固3). 温度曝声传递过程的脉冲响应函

数的峰值左右侧是不对称的，右侧具有一定的范尾.自信号处理理论可知有这悖的关系式z

R.,(') = 6(.) It R..(.)

窄带温度曝声信号的宽峰自相关函数与不对称脉冲响应函数的卷但将造成直相关函鼓

峰值的向右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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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流速下的自相关函数

为此详细研究了卷职造成的偏移情况.研究过程是这样的 g用在已知~1i.速下实验所测得

的i!A度噪声信号的自相关函数.与所对应的理论脉冲响应函披卷织得到互相关函歇，观察其

峰值与真实渡越时间的偏移情况.不同流速，不同传感元件间距下的偏移情况列于表 1. 分

析中所用的扩散系蚊是用参数辨识的方法得到的.

寝 I .积造成互抱关函戴镰值的偏移(%>

ι(mm)

V (",,-I)

0.2 0.3 O. • 。'.5 。.6 也 7

150 13 16 17 18 19 m
350 9 II 13 It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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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U费出.撞速 V 越高.誓'H~成的偏移越多E传堕元件间距 I. 越大，偏修越小.

这种偏格是由信号白相关函疆生的性!l鞠脉冲响应函慰的不对称性决定的.对于确定的系统

而言.仅与宦诺敬有关.

结论是.对于温度噪声'难带信号.相关测邃的系统误差主要是牢带信号与不对称脉冲响

应函敬的苦权造成的渡越时间的偏大.在邃越旺.传E雪元件间距越大，这种偏移越小.

2 相关测速系统的自标定

It.oo'.00 14:ω

Re (I. OE +03)

图 4 流速偏移与雷诺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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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蒲连系统的系统误差是一件确定性的.由前面的分析.成为凯理己细的误差1贾.该

i吴差项与信号事性质和传堕嚣的脉冲响应函数有关.前者.信号特征与抗动源性质、传患元

件位置和 lie 敷有关z后者.传堕嚣脉冲响应函敬与传肆嚣的配置t敏感元件的间liD和 h 有

关.因此.它是与具体对象.相关测速系统配置何工况有关.但是，由于系统误差的确定性和

机理已知的性质.如能恨据相关测速本身的信息得到系统误差.并加以修正.则相关测速仍

不失为绝对流速测量方法.

本文提出了根据相关测速本身的信

息t而不依锁标定设备}进行系统误差修

正的理论方法一一自标定方法.这→方

法的思路如下z对于挎定的对象和传感

器配置的相关精速系统.系统误差只是

他的函蚊，且与h数有确定的关系.如

回』所示.在预期剖量范围内.取苦于不

同 He 数下的测壁数据.惧据上一节的饥 ‘
t'V.分析.按 F述方法进行系统误盖的馅

it: 迭ft~始将相关测速得到的j在速作

为真实i在速的初始估计值s 以泰勒揣流

扩散系数作为扩散系数 D 的初始估计

{自 z 以上述初始估计构成脉冲响应函数E

将实i~信号的自相关函数与估计的脉冲

响应函数进行巷积.得到该条件下系统

i~IJ速偏移量的第一个估计值和相关函数

的俏it; 比较所得相关函敬与直接由实

验数据估计的互相关函数的峰宽.根据经验方法，修正 ρ的估计值.并以相关测速得到的流

迫切仁速度的偏侈量的估it值.作为真实施速的新的估计值E重复上述估计过程，直到不能

再改善相关闲散估计的精度为止.这时得到的偏移量的估计值就是对特定对象和传感器配

'li:.在该实验点 fie 数下的偏移量.估计过程如下框团所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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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He敬重复上述估计过理.就碍到了对特定系统的能移量与 h 数的关系.并作为

宴捕修正的基础段据.

在实际精量中.由于对待定系统的系统误差t偏移量}仅是h的函数.则可以简单地由

相关精量的捷连和系统参缸计算对应He戴.求出对应偏移量.再量行修iE..得到真实捷连的

良*"估计.

I....凰"

...遭Vc.+v， -V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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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实验是在集工水力学实，生台果上完成的.回 5绘出了实验装置示意图.一小股冷水注

入到试验段的中心.与被捕热水震合后.进入相关高左传惠嚣.在试验传感器下前设置对比

用的涡轮流量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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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囊霞示童固

三支~咆偶安装在冷热水灌合处的下

游 300-650 nwn 处.热电偶的端点在管道的

中心轴线上.热咆偶之间的距离详见图 6.装

有热电偶的管道内在伊 26 rrm.热电偶测量

到的温度信号经幢大器放大.经费2据采集迭

入HJr机处理.

将所获得的温度噪声信号经数据处理.

分别在不同流速下.利用不同对的热电偶所

测温度噪声信号.求出所对应的互相关函

费7.并由互相关函敬的峰值位置来确定夜越

时间 T .it势出流体的流速即相关流速几.固 7 是L为 350mm.流速V分别为 0.2.0.4.0.6

m/s 的直相关函数估计曲线.横输取 t与相应渍越时间 T的相对值(tiT ).回 8 为 r 为 0.5

1TI .'s. T. 分别为 350 mm.150 mm 的互相关函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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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相关所测捷连与满轮斑量计所副班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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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用自际定方法处理结果与揭轮流量

计翻锺结果的对照

由这两张回可以看出，结果同前面的分析是一样的.由于巷积作用的影响，互相关函擎

的峰值偏右，说明擅越时间T的估计偏大，所估计的流速偏低，这可由回9 清楚地看出.团中

V" 和 Vcz分别ft袭L为 150 nun 和 350mm所估计的相关班遣， V.代表涡轮斑量计测量结果

所对庄的中心线上的局部施速.

用本文提出的自标定方法求出本实验系统误是的偏移量.得到的修正量与用标定法{涡

轮流量it参照}得到!的修E量的对比，二者符合良好{见回10).寓中自标定的修正量P， =

(V, + I', )/V, •涡轮际屯的修E量 fh = V.,JV.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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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标定方法得到的修正量，.对本实撞撞蟹'修正，固 II 为修正结果与揭轮流量计的

测量结果的对照.田中几代套用自标定方法得到的平均班章.计算冀辑对均方最量为 3".

证明系统误差得到了良好的修正.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豆相关剥邃系统的系统最差.并.出了理论修正il误差的方法.即由系统本

身持住得到系统偏差的自标定方法.该方法使得互相关测速成为一仲绝对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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