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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戊烯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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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戊烯是国产 93 号汽油的重要烯烃组成成分，通过定容弹燃烧实验系统测量了 1-戊烯在初始压力

0.1,MPa 和 0.3,MPa，初始温度 350,K 和 450,K、当量比从 0.5～1.6 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结果表明初始压力的升
高对 1-戊烯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有抑制作用；而初始温度的升高则对其有促进作用；随着当量比的增大，层流火
焰传播速度先增大，在当量比为 1.1 处取得最大值，而后随之下降．对比 1-戊烯反应机理计算结果发现，机理计
算结果无法较好地与实验结果吻合，并且机理过于庞大，无法应用于实际 CFD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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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Laminar Flame Propagation Speed of
1-Pentene/Air Mixture
Peng Huisheng，Zhong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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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pentene is the main composition of alkene in gasoline 93，and its laminar flame propagation speed
was measured by the constant volume combustion bomb at the initial temperatures of 350,K and 450,K，the initial
pressures of 0.1,MPa and 0.3,MPa，and the equivalence ratios from 0.5 to 1.6，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minar flame propagation speed of 1-pentene/air would be inhibi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initial pressure but
promo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initial temperature．With the increase of equivalence ratio，the laminar flame propagation speed increases first，and reaches the maximum at φ＝1.1，and then decreases in the fuel-rich condition．In
addition，two detail mechanisms of 1-pentene were employed to calculate the laminar flame propagation speed，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neither of them could perform good predictions in all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Moreover，the numbers of species and reactions are too large for CFD simulation.
Keywords：1-pentene；laminar flame propagation speed；constant volume combustion bomb

烯烃是链烷烃燃烧的主要中间产物，在汽油中所
占的比重高达 20%,[1]，国产 93 号汽油中的烯烃则主
要 是 含 有 5 个 碳 原 子 的 戊 烯 [2] ．到 目 前 为 止 ，乙
烯[3-8]、丙烯[9-11]和丁烯[12-14]都已有大量的研究数据，
但这些烯烃的碳原子数都小于 5，在实际汽油燃料当

中是没有的[15]．而对于戊烯，Touchard 等[1, 16]利用机
理自动生成程序(EXGAS)构建了 1-戊烯的高温和低
温机理，两个机理都得到了 1-戊烯着火延迟时间的
实验数据验证．Feng 等[2]应用灵敏度分析和反应速率
分析简化了 Touchard 等[1]构建的 1-戊烯高温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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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了 32 个重要的反应，最后得到一个包含有 50 个
组分和 251 个反应的总包机理．Prabhu 等[17]在活塞
流动反应器中进行了 1-戊烯的低温氧化实验. Alatorre 等人[18]通过实验研究了在低压环境富燃条件下
1-戊烯-氧气-氩气火焰面形态．Minetti 等[19]在快速压
缩机中对比研究了 1-戊烯和戊烷的着火延迟时间的
不同．Ribaucour 等[20]在快速压缩机中研究了正戊烷
和 1-戊烯的自燃着火特性，并详细分析了两者自燃
着火特性不同的原因．
层流火焰传播速度是描述实际燃料燃烧特性的
重要参数之一，常应用于构建和验证不同的化学动力
学模型．同时也是湍流燃烧模型的重要输入参数之
一．在先前的研究当中，1-戊烯的自燃着火特性和着
火延迟等化学特性均已获得了一定的实验数据，根据
这些实验结果也都构建了相应的化学动力学模型，但
是 1-戊烯的不同初始压力、不同初始温度和不同当
量比等各个工况下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实验数据却
鲜见报道．本文利用课题组自主设计搭建的定容燃
烧弹实验系统，首次测得了 1-戊烯在不同实验工况
下的较宽范围内的层流火焰传播数据．

1 实验系统
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的测量方法主要有：本生灯法
(Bunsen flame)、对冲火焰法(count-flow method)、燃
烧 弹 法 (spherically expanding flame) 、平 面 火 焰 法
(flat flame)、热通量法(heat-flux burner)和粒子示踪
法(particle tracing method)等．早期燃烧特性研究中
本生灯法因其结构简单而广为接受，但是火焰拉伸率
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一直没办法消除，因此人们发展了
一系列新的测量方法，现在应用较为广泛的火焰传播
速度测量方法主要是对冲火焰法、燃烧弹法和热通量
法，这 3 种方法的详细对比分析可见 Egolfopoulos
等[21]的研究成果，在此就不一一赘述．燃烧弹法结构
比较简单，火焰拉伸率容易定义，所需的燃料较少，
燃烧稳定性较高，特别是对于高压环境，燃烧弹法是
唯一能够测量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的实验测量方
法．燃烧弹法分为定容燃烧弹法和定压燃烧弹法，与
定容燃烧弹相比，定压燃烧弹需要在反应装置内放置
一个压力释放装置，测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次 1戊烯燃料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测量是用课题组自主
搭建的定容燃烧弹实验系统完成的．该实验系统主
要分为燃烧弹本体、电加热控制系统、压力温度控制
系统、进排气系统、点火控制系统、燃料供应系统和
纹影系统，详见图 1 所示．

图 1 定容燃烧弹试验系统

实验过程中，首先对燃烧弹进行加热，直到测量
所需的初始温度，从燃料注射口向弹体注入燃料，进
排气系统可对弹体进行加压，待燃料蒸发并与空气充
分混合稳定后，对弹体进行点火，高速摄影仪采集火
焰传播过程，从而实现火焰传播速度的测量．
燃料在定容燃烧弹内的燃烧过程是球形火焰膨
胀燃烧过程，可由火焰半径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得到拉
伸火焰燃烧速度为
dr
Sb =
(1)
dt
其中 r 为球形火焰半径．
层流火焰发展过程在理论上是假设火焰前锋为
平面形状的，但实际传播过程中火焰前锋会受到火焰
拉伸作用而变成曲面，火焰拉伸率定义为
1 d A 2 dr 2
K=
=
= Sb
(2)
A dt r dt r
其中 A 为球面面积．
根据 Markstein 长度理论 [22] ，为了消除拉伸影
响，可由公式(3)外推得到无拉伸情况下的层流火焰
燃烧速度：
S b0 − S b = Lb K

(3)

其中 S 为无拉伸情况下(K＝0)的层流火焰燃烧速
0
b

度；Lb 为 Markstein 长度，其值的大小表征着火焰稳
定性对火焰拉伸的敏感程度．当 Lb 为负值时，火焰燃
烧速度与拉伸率呈正比，此时会增加火焰的不稳定
性，当 Lb 为正时则相反．本次实验测量数据表明，实
验数据点间的线性关系较好，因此采用了线性回归的
方式．
再结合质量守恒定律就可得到燃料的层流火焰
传播速度为
ρ
S = S b0 b
(4)
ρu
其中 ρ b 和 ρ u 分别表示已燃和未燃燃料平衡状态下的
密度；两者比值可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得到
ρ b M b Tu
=
ρ u M u Tb
— 493 —

第 23 卷 第 6 期

燃烧科学与技术

式中：M b 和 M u 分别表示已燃和未燃气体的相对分
子质量；Tb 和 Tu 分别为已燃和未燃气体平衡状态下
的温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实验结果
本次实验采用的燃料是日本一家公司生产的纯
度大于 98%,的 1-戊烯，该燃料满足实验要求．在初始
温度为 350,K 和 450,K，初始压力为 0.1,MPa 和
0.3,MPa，当量比为 0.5～1.6 的工况下，测量了 1-戊
烯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对每一个工况都进
行了 3 次测量，所得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求取 3 组
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实验数据，结果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可以发现，在不同初始条件下，1-戊烯的
层流火焰传播速度都是随着当量比的增加而先增加，
在当量比 ϕ = 1.1 达到最大值，而后逐渐减小．从图
2(a)可以发现，在相同初始温度 T0 = 350 K 下，不同当
量比下的层流火焰传播随初始压力的升高是减小的，
特别是在当量比 ϕ = 1 附近下降比较明显，而在贫燃
侧和富燃侧下降的比较微弱．另外在 p0 = 0.1 MPa
时，在贫燃侧层流火焰传播速度随当量比的增加上升
比 较 剧 烈 ，富 燃 侧 则 下 降 比 较 剧 烈 ，而 在
p0 = 0.3 MPa 时，上升和下降都比较平缓．产生这种

（a）初始温度为 350,K

（c）初始压力为 0.1,MPa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压力的升高导致预混燃气密度的
增大，从而抑制了火焰面的传播，导致火焰传播速度
减小，而这种抑制作用又会随着压力的升高而逐渐增
强，从而导致 1-戊烯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随着初始
压力的升高而下降，在高压下不同当量比的层流火焰
传播速度变化趋于更加平缓．对比图 2(a)和(b)可
知，在不同初始温度下，初始压力对层流火焰传播速
度的影响是类似的．从图 2(c)可以发现，在相同初始
压力( p0 = 0.1 MPa )下，不同当量比下的层流火焰传
播 速 度 随 初 始 温 度 的 升 高 是 增 大 的 ，在 当 量 比 为
ϕ = 1 附近增加的比较明显，而在贫燃侧和富燃侧只
有小幅度的上升，另外初始温度 T0 = 350 K 时，层流
火焰传播速度随当量比的增加上升和下降总体趋势
都比较平缓，而在初始温度 T0 = 450 K 时变化趋势更
加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增加一
方面导致预混燃气密度的减小，另一方面促进了燃料
与氧气反应分解燃烧，从而促进了火焰面的传播，导
致火焰传播速度增加，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逐渐增强，从而导致 1-戊烯的层流火焰传
播速度随着初始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在高温下不同当
量比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变化更加剧烈．对比 图
2(c)和(d)可知，在不同初始压力下，初始温度对层
流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是类似的．
综上可知，1-戊烯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是随着燃
料空气的当量比先增加后减小，在当量比 ϕ = 1.1 处有
最大值；火焰传播速度会随着初始压力的升高而减

（b）初始温度为 450,K

（d）初始压力为 0.3,MPa

图 2 不同初始条件下层流火焰传播速度随当量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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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随着初始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同时随当量比的不
同影响程度也会不一样．两者都是通过影响预混气
的密度和反应速率来改变火焰传播速度的．
2.2 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
现有的 1-戊烯化学动力学模型比较少．Touchard
[1]
等 利用 EXGAS 机理生成软件发展了一个包含有
194 个组分和 1,266 个反应的详细机理，机理也得到
了着火延迟时间的验证；西安交通大学的Cheng 等[23]

将 Metcalfe 等[24]最新发展的 C1～C4 核心机理应用于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燃烧化学中心发展的包含 293
个组分、1,593 个反应的机理[25]，对其中的 C0～C2 组
分的动力学参数进行了更新，得到了一个包含有 316
个组分、1,805 个反应的详细机理，机理同样也得到
了激波管内的着火延迟时间验证．将以上两个详细
机理应用于 1-戊烯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计算，并与
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3 所示．

（a）T0=350,K，p0=0.1,MPa

（b）T0=350,K，p0=0.3,MPa

（c）T0=450,K，p0=0.1,MPa

（d）T0=450,K，p0=0.3,MPa

图 3 层流火焰传播速度实验结果与模型计算结果的对比

从图 3 中可以看到，Touchard 机理的计算结果在
初始压力为 p0 = 0.3 MPa 时与实验值吻合较好，只是
在 T0 = 450 K 时 较 实 验 值 偏 小 ，但 在 初 始 压 力 为
p0 = 0.1 MPa 时，计算结果在贫燃侧较实验值小，在

富燃侧又较实验值大，只是在当量比为 ϕ = 1.1 处吻合
较好，另外这种偏差也会随着初始温度 T0 的上升而
增大；Cheng 的机理计算结果总体上都比实验值偏
大，但是在贫燃侧和富燃侧的偏差较化学当量比下的
偏差小，最大的偏差都是出现在 ϕ = 1.1 的工况下．
两个机理的计算结果都没有能在不同实验工况
下与实验值较好地吻合，两个机理所含的组分数和反
应数也都很大，这为计算带来了很大的考验，这样的
机理也无法应用于实际燃料的 CFD 偶合计算．

对象，借助于课题组自主搭建的定容燃烧弹实验系
统，首次测量了两个初始温度(350,K 和 450,K)、两
个初始压力(0.1,MPa 和 0.3,MPa)下，当量比从 0.5～
1.6 时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计算已有的两个典型的
1-戊烯详细反应机理得到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没能
在各个实验工况下都与实验结果较好地吻合，并且所
含组分数和反应数都较大，需要占用较多的计算资源
和消耗较多的计算时间，虽然两个机理都得到了着火
延迟时间实验数据的验证，但是层流火焰传播速度计
算结果与实际存在偏差，因此后续需要进一步构建更
加准确的、规模较小的 1-戊烯反应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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