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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旋流耦合流场值班级雾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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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级旋流耦合燃烧技术引进了分区燃烧、贫油燃烧和预混燃烧的概念，具有极大降低 NOx 排放的潜力，
但与常规燃烧室的单纯扩散燃烧模式有较大的差异．耦合流场中，主燃级气流在上游对值班级燃油有进一步的雾
化作用，但对燃油的扩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下游能够使更大粒径的颗粒回流，并使燃油分布更加均匀；台阶
高度越小，上游区域的雾化颗粒平均直径越大，下游区域雾化颗粒平均直径越小；主燃级旋流强度越大，上游区
域的燃油颗粒越大；主燃级进出口压降分配对燃油颗粒大小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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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 Stage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of Multi-Swirl Coupled Flow Field
Zhang Tao1, 2，Huang Yong1，He Wu1, 2，Jiang Wenbin 2
(1．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2．Beijing Power Machinery Institute，Beijing 100074，China)

Abstract：The multi-swirl coupl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of staged combustion，leanburn and premixed combustion has the great potential to reduce NOx emission，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simple diffusion combustion concept．In the coupled flow field，the main stage airstream would further atomize the pilot stage fuel in the upstream and restrain the fuel diffusion，while the larger fuel particles would
undergo backflow and the fuel distribution would be more uniform in the downstream．The upstream fuel particles
would become larger and the downstream ones smaller when the step height is reduced．The upstream fuel particles
would become larger when the main stage flow swirl strength is increased．The pressure drop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stage flow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size of fuel particles.
Keywords：low emission；multi-swirl；coupled flow field；pilot stage atomization

燃油的雾化特性对于燃烧室的点火特性、贫油熄
火特性、燃烧效率及污染排放等具有重大的影响作
用，雾化特性主要包括雾化颗粒度和燃油分布[1]．国
内外对旋流杯燃油雾化方式的雾化机理和特性进行
了大量研究，包括湍流与液滴的相互作用[2-3]，结构参
数、气动参数对燃油分布的影响作用 [4-11] ，但所做的
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基于传统燃烧组织方案下的旋流

杯雾化装置．
对于采用扩散燃烧模式的值班级组合贫油预混
燃烧模式的主燃级，值班级采用典型的旋流杯结构，
但由于环形主燃级结构在其外围，燃油的雾化特性与
单独旋流杯下的雾化特性相比可能会发生改变，进而
会影响燃烧性能，因此，本文对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
进行了试验研究，主要研究了冷态条件下燃油雾化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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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对比分析了非耦合和耦合流场、不同设计参数
下的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

方案 1，对 10～100,mm 轴向位置的雾化特性进行对
比，并与值班级单独进气的非耦合流场下的雾化特性
进行对比.

1 试验系统
1.1 试验件
值班级试验件采用径向槽道式旋流器结构，值班
级气量分配综合考虑了起动点火、高空再点火、值班
级试验件单独供油工作条件(如慢车工况)下的燃烧
性能(燃烧效率、污染排放、慢车贫油熄火油气比)
等，值班级气量分配 fsp＝11%,，此时慢车工况下值班
级局部当量比为 2.0，且值班级出口局部气流速度在
合理的范围内，能够保证可靠的点火、稳定的燃烧、
慢车工况下具有较高的燃烧效率，同时保证污染排放
较低．
多级旋流耦合进气条件下，在值班级燃油雾化特
性试验中，空气只从头部的值班级和主燃级入口处进
入；流道设计成简单的平直矩形通道，矩形通道的
宽、高分别为 90,mm、90,mm，长度为 220,mm．燃油
雾化特性试验件的示意图和实物如图 1 所示．试验
中，只有预燃级喷嘴供油，在一定的火焰筒总压降和
预燃级局部气液比下，采用激光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
仪(PDA)测试系统对燃油雾化颗粒度进行测试．
试验时，首先调节激光器的入射光束的位置在所
要测试的样线上，调节空气流量及燃油流量至状态
点，待二者稳定后，进行雾化特性测试，测试样线上
间隔 2,mm 进行一次测试，每个测点采集的燃油颗粒
样本为 5,000 个或采集时间为 15,s，因此 PDA 得到
的信息是通过测量点的液滴的时均特性，完成一个轴
向位置样线的测试后，按照相同的步骤进行下一个轴
向位置的测试．
试验中，值班级旋流杯匹配离心喷嘴，在相同的
火焰筒总压降、值班级局部气液比下进行试验，试验
中采用了 RP-3 航空煤油．试验在常温、常压条件下
进行，雾化特性试验选择的火焰筒总压降为 3.2%,，
值班级局部气液比为 7.5，离心喷嘴的燃油压差为
0.25,MPa．
试验考察了火焰筒中心截面不同轴向位置处的
雾化颗粒度，轴向位置分别距离值班级试验件出口
10,mm 、15,mm 、20,mm 、25,mm 、30,mm 、40,mm 、
50,mm、60,mm、70,mm、80,mm、90,mm；对比了值班
级单独进气的非耦合流场和主预两级共同进气的耦
合流场下的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研究了台阶高度、
主燃级进出口压降分配、旋流强度、旋向对值班级燃
油雾化特性的影响作用，试验方案汇总见表 1．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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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验件示意

（b）试验件实物

图 1 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试验件示意及实物
表 1 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试验研究参数
研究
方案

台阶高度 h/r

主燃级进出口压
降分配(dp/p)/%

旋流
强度 Sn

1

0.9

60

0.49

2

0.8

60

0.49

3

0.7

60

0.49

4

0.9

35

0.49

5

0.9

78

0.49

6

0.9

60

0.72

7

0.9

60

0.49

注：h 为台阶高度；r 为值班级套筒出口半径；dp 为主燃级出口压
力损失；p 为主燃级进出口总的压力损失；Sn 为主燃级出口截
面旋流数．

1.2 试验装置及测试系统
雾化特性试验系统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供气系
统、供油系统、PDA 测试系统．气源采用暂冲式气
源，为试验系统提供高压空气；供油系统采用挤压式
供油方式，包括一个耐压油罐和一个高压储气瓶，高
压空气从气瓶中进入耐压油罐，为燃油提供连续、稳
定的压力；PDA 测试系统由激光发生器发出的脉冲
激光束通过发射镜头进入喷雾场，通过同侧的接收镜
头将信号传到计算机进行实时处理，利用后处理软件
获得燃油的雾化颗粒平均直径 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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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非耦合流场和耦合流场下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
在值班级单独进气下的非耦合流场中的值班级
燃油雾化特性试验中，主燃级被装配结构相同的挡板
实体代替，主燃级不进气．非耦合流场和耦合流场下
的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试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2 燃油雾化特性试验系统示意

（a）x＝10,mm

（c）x＝20 mm

（b）x＝15 mm

（d）x＝25 mm

（e）x＝30 mm

（f）x＝40 mm

（g）x＝50 mm

（h）x＝60 mm

图 3 不同轴向位置处非耦合和耦合流场下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分布对比

从图 3 可以看到，10,mm 轴向位置处，在径向高
度不大于 18,mm 的范围内，非耦合和耦合流场下，值
班级燃油颗粒 SMD 大小、分布差异不大，说明在靠
近值班级出口处，主燃级气流对燃油雾化基本无影
响，该区域的燃油颗粒 SMD 主要是旋流杯本身雾化
的结果；径向高度大于 18,mm 的范围内，随着径向高
度的增大，非耦合流场下的 SMD 逐渐变大，耦合流
场下的 SMD 先逐渐变小，在 25～35,mm 的径向高度
范围内近似保持不变，大于 35,mm 后逐渐变大，且普
遍小于径向高度不大于 18,mm 的内径区域，这说明

主燃级的旋流会二次雾化外径区域的燃油颗粒；在上
游 10～40,mm 的轴向范围内，在靠近中轴线的区域，
耦合流场下的 SMD 大于非耦合流场，这个区域随着
轴向位置的下移不断向外扩张，这是由于耦合流场下
中心回流作用更强，见图 4，耦合流场的中心区域轴
向速度变大，使靠近中心轴线区域的燃油颗粒相互碰
撞作用更强，更多较小的燃油颗粒融合形成了更大的
颗粒．
在 10～25,mm 范围内，两种流场下内径区域的
SMD 大小差异逐渐变大，在 25～40,mm 范围内，差
— 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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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逐渐变小；从 50,mm 处开始，耦合流场下的 SMD
小于非耦合流场，两者的 SMD 分布相似度提高，且
在 60,mm 处两者的大小、分布差异变得不明显，尽管
主燃级气流对燃油颗粒的细化作用一直存在，但随着

（a）x＝1 mm

（c）x＝10 mm

轴向位置的下移，主燃级气流的雾化作用不断弱化，
最终使得两种流场的燃油颗粒 SMD 大小、分布差异
变小．

（b）x＝5 mm

（d）x＝20 mm

（e）x＝30 mm

（f）x＝40 mm

（g）x＝50 mm

（h）x＝60 mm

图 4 不同轴向位置处非耦合和耦合流场下流场轴向速度分布对比(CFD 数值模拟)

2.2 不同轴向位置处的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
对耦合流场中值班级燃油颗粒的 SMD 分布随
轴向位置的变化进行了考察，研究方案为方案 1，考
察了距离值班级试验件出口 10～90,mm 的轴向位置.
从图 5 可以看到，耦合流场中，轴向位置从
10,mm 增大到 20,mm，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分布相
似，但 SMD 值逐渐变大，这是由于更大粒径的颗粒
才具有向下游运动的动量；随着径向高度的增大，
SMD 在中心回流区的逆流区域先稍微增大，在顺流
区域急剧减小，这是由于上游逆流区域的燃油颗粒主
要来源于离心喷嘴直接雾化的少量小粒径的颗粒，而
在顺流区域，由于主燃级旋流的加入进一步细化了值
班级燃油颗粒，SMD 在主燃级出口的外径区域开始
增大，主燃级外围贴壁处存在一个角回流区，角回流
区将部分颗粒卷吸至回流区，导致 SMD 变大．从
— 446 —

25,mm 的轴向位置开始，SMD 分布发生了变化，随
着径向高度的增大，SMD 先增大后减小，且随着轴向
距离的增大，SMD 变大的区域不断向外径扩张变大，
到 70,mm 轴向位置处，在整个径向高度范围内，随着
径向高度的增大，SMD 一直变大，这是由于随着向下
游的流动，主燃级气流对值班级燃油的雾化作用不断
减弱，而只有更大粒径的颗粒才能到达更远的外径区
域；在 60～90,mm 的范围内，燃油颗粒的 SMD 分
布、大小差异不大，这是由于在下游区域气流扩散完
全，对燃油的雾化特性基本无影响．在超过 20,mm 的
下游，靠近中心区域的燃油颗粒 SMD 较上游小，且
随着轴向距离的增大，燃油颗粒 SMD 逐渐变小，这
是由于下游较远的中心区域的燃油颗粒主要是由于
回流作用卷吸回来的较小颗粒，随着向上游的回流，
较小的燃油颗粒不断碰撞、消失，结合成较大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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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 为 10～30,mm

（b）x 为 40～90,mm

图 5 耦合流场下不同轴向位置的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分布对比

2.3 台阶高度对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的影响
不同台阶高度方案的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如图
6 所示，研究的台阶高度 h/r 分别为 0.9、0.8、0.7．
从图 6 可以看到，在 10～25,mm 的轴向距离内，
台阶高度越小，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越大，这是由
于台阶高度越小，主燃级的高速射流越靠近值班级的
燃油射流，在上游区域主燃级高速射流扩散很少，对
燃油颗粒向外径方向的运动起抑制作用，在内径区域
较小粒径的燃油颗粒更容易碰撞，结合成较大的燃油
颗粒，而运动到外径区域需要更大的燃油颗粒；在
30～60,mm 的轴向距离内，台阶高度越小，值班级燃
油颗粒 SMD 越小，这是由于主燃级气流在向下游流
动时不断向外径方向扩散，切向动量不断衰减，对跟
随值班级主流的燃油射流的雾化作用不断弱化，台阶
高度越小，主燃级气流向外径的扩散距离越短，越靠
近值班级燃油射流，保留下来的雾化作用相对越强；
随着轴向距离的增大，燃油颗粒的 SMD 分布、大小
变得无明显差异，主燃级的高速射流在下游扩散完
全，对值班级燃油的雾化作用被严重弱化，使得不同
台阶高度方案在下游的燃油颗粒 SMD 分布、大小差
异变小．

（a）x＝10 mm

（b）x＝15 mm

（c）x＝20 mm

（d）x＝25 mm

（e）x＝30 mm

（g）x＝50 mm

（f）x＝40 mm

（h）x＝60 mm

图 6 不同台阶高度下的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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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燃级进出口压降分配对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
的影响
不同主燃级进出口压降分配方案的值班级燃油
雾化特性如图 7 所示，研究方案的出口压降分配比例
dp/p 分别为 35%,、60%,、78%,．从图 7 可以看到，3 种
不同主燃级气流出口压降分配比例方案的值班级燃

（a）x＝10 mm

（c）x＝20 mm

油颗粒 SMD 分布几乎相同，在试验条件下，3 种方
案之间的主燃级出口气流平均轴向速度最大相差不
超 过 18,m/s ，平 均 轴 向 速 度 分 别 为 38.8,m/s 、
47.7,m/s、56.7,m/s，说明在此速度区间内，主燃级出
口气流对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的影响与速度大小关
系很小．

（b）x＝15 mm

（d）x＝25 mm

（e）x＝30 mm

（f）x＝40 mm

（g）x＝50 mm

（h）x＝60 mm

图 7 不同主燃级出口压降分配比例下的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分布对比

2.5

主燃级旋流强度对值班级燃油雾化特性的影响
不同主燃级旋流强度方案的值班级燃油雾化特
性如图 8 所示，在主燃级出口截面处气流平均旋流数
Sn 分别为 0.49、0.72．
从图 8 可以看到，在 10～20,mm 的轴向距离内，
主燃级旋流数从 0.49 增大到 0.72 时，值班级燃油颗
粒 SMD 变大，这是由于旋流强度较大的主燃级气流
对值班级燃油的掺混作用更强，使燃油颗粒更容易发
生碰撞、结合成更大的颗粒，且这种对燃油颗粒的融
合作用超过了较强旋流带来的对燃油颗粒的细化作
用；随着轴向距离的增加，2 种方案的燃油颗粒 SMD
— 448 —

值大小、分布差异变小，这是由于主燃级旋流切向动
量衰减、对燃油的雾化作用被弱化造成的；在下游
50,mm、60,mm 的中心区域处，Sn＝0.72 方案的 SMD
小于 Sn＝0.49 方案时的值，结合冷态数值计算结果
分析可知，Sn＝0.72 方案的中心负速度区分裂成了两
部分，中心回流区变小，且轴向长度较短，对下游的
负压抽吸作用变弱，只有粒径更小的燃油颗粒才能被
卷吸回流；虽然不同主燃级旋流强度下的值班级燃油
颗粒的 SMD 大小有上述的差异，但差异不是特别明
显，这也说明了主燃级旋流对值班级燃油的雾化作用
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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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10 mm

（b）x＝15 mm

（c）x＝20 mm

（d）x＝25 mm

（e）x＝30 mm

（f）x＝40 mm

（g）x＝50 mm

（h）x＝60 mm

图 8 不同主燃级旋流强度下的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分布对比

3 结 论
(1) 耦 合 流 场 中 ，主 燃 级 气 流 在 上 游 10 ～
40,mm 的轴向范围内对值班级燃油颗粒有进一步的
雾化作用，并在下游区域能够使更大粒径的燃油颗粒
回流．
(2) 耦合流场中，随着轴向距离的增大，值班级
燃油颗粒的 SMD 的径向分布发生了变化，在不超过
25,mm 的上游区域，SMD 最小的区域对应主燃级出
口区域，中心内径及近壁面区域 SMD 较大；在超过
25,mm 的下游区域，中心区域的 SMD 较小，SMD 的
变化呈现越往外径越大的趋势，这是在主燃级气流的
雾化、掺混的共同作用下造成的．
(3) 耦合流场中，在 10～25,mm 的轴向距离内，
台阶高度越小，值班级燃油颗粒 SMD 越大；在 30～
60,mm 的轴向距离内，台阶高度越小，值班级燃油颗
粒 SMD 越小．
(4) 耦合流场中，主燃级旋流数从 0.49 增大到
0.72 时，在 10～20,mm 的轴向距离内，值班级燃油颗

粒 SMD 变大，在 50～60,mm 的轴向区域内，主燃级
燃油颗粒 SMD 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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