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科学与技术

2017，23(5)：391-397

Journal of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I 10.11715/rskxjs.R201703025

基于显式函数和神经网络的喷气燃料混合
模型的研究及应用
许全宏 1, 2，刘振涛 1，张 弛 1, 2，林宇震 1, 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试验室，北京 100191；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

摘

要：针对喷气燃料复杂的理化性质，采取显式函数和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的策略，以氢碳比、黏度和蒸馏曲

线等作为目标性质，发展了喷气燃料代用组分的构建方法，对混合燃料的理化性质具有很好的预测精度．并将此
混合模型应用于煤基喷气燃料的代用组分构建，所获得的代用组分模型与真实燃料之间的理化性质差异符合模拟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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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al Networks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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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rrogate model of jet fue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emises to high-fidelity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spray combustion in aero-engine．For complex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jet fuel，a strategy was proposed
based on a mixing model combining explicit equations and implicit neural networks．Hydrogen-carbon ratio，
viscosity，and distillation curve were chosen as the target properties，and the method of jet fuel surrogate formulation was developed，which could well simulate the target properties of mixture．The mixing model was used to
build the surrogate of coal-derived synthetic jet fuel，and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between
surrogate components and real fuel could meet the simulating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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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喷气燃料包含多种碳氢化合物，成分复杂，
而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以液雾燃烧为主，涵盖了复杂
的物理与化学过程，这给数值仿真辅助设计带来极大

困难．因此，需要发展喷气燃料的有限化学组成的代
用组分，进而解决燃烧数值模拟中的雾化、混合及化
学反应等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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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气燃料的代用组分模型可分为物理代用和化
学代用两大类[1]，其中物理代用模型是对真实燃料的
密度、表面张力和挥发性等物理性能进行模拟；而化
学代用模型则是针对化学组成、平均分子量和点火延
迟等化学性能进行模拟．多数研究者利用显式函数
计算多组分混合燃料的理化性能，其中包括碳(氢)原
子数、摩尔质量和密度等，再以目标燃料的理化性能
为优化目标，得到满足要求的代用组分[2-3]．Kim 等[2]
发展了 POSF-4658 标准喷气燃料的代用组分，该代
用组分对标准喷气燃料的点火延迟、层流火焰传播速
度及冒烟趋势有较好的模拟效果．
计算多组分混合燃料理化性能的显式函数形式
简单，对于碳(氢)原子数和摩尔质量等完全可得到精
确的解析解，但是对密度、黏度、表面张力和蒸馏曲
线等由于组分间复杂分子作用而具有明显非线性特
征的性质而言，发展精度较高的显式函数难度很大，
无 法 体 现 组 分 与 理 化 性 能 的 准 确 关 联 [4] ．比 如
Grunberg-Nissan 方程[5]可以计算烃类混合物的黏度，
但其误差达到 15%,．
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模拟非线性关系时有较
好的效果，近年来在燃料的混合模型方面取得了较好
的发展．Rocabruno-Valdés 等[6]利用神经网络模拟温
度和脂肪酸甲基酯的含量与生物柴油密度、黏度及十

六烷值的关系，并对不同影响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
Filho 等 [7] 将脂肪酸甲基酯的含量作为输入，生
物柴油的密度、碘值及生产诱导时间作为输出，得到
了包含 2 个隐含层的神经网络结构，神经网络计算值
与实验值误差小，对生物柴油的生产有指导意义．
显式函数保证线性性质的计算没有误差，而神经
网络可减小非线性性质的计算误差，因此可结合显式
函数和神经网络的各自优点，发展更合理的代用组分
构建方法．

1 候选燃料及其理化性质
1.1 候选组分
喷气燃料中的组分复杂，为了模拟其理化性能，
可以根据以下要求选择候选组分[2]：
(1) 目标燃料的理化性能和碳(氢)原子数等与
单组分的关联性；
(2) 从反应机理角度尽量考虑其他代用组分模
型曾用到的候选组分．
根据以上两条原则，考虑当今常用航空喷气燃料
和替代燃料的理化性能范围[8]，选择了 6 种碳氢化合
物作为候选组分，如表 1 所示，其目标性能数据源自
ASPEN 软件．

表 1 候选单组分的理化性能(数据源自 ASPEN 软件)
摩尔质量/

低位热值/

密度(20,℃)/

黏度(20,℃)/

表面张力(20,℃)/

沸点

(g·mol-1)

(MJ·kg-1)

(kg·m-3)

(mPa·s)

(N·m-1)

(101,325,Pa)/K

142.3

44.24

731.40

0.915,2

0.023,87

444.78

170.3

44.11

749.32

1.489,0

0.025,39

485.24

198.4

44.02

762.30

2.320,0

0.026,59

520.83

114.2

44.34

696.70

0.506,4

0.018,80

372.29

2.000,0

98.19

43.36

770.10

0.731,9

0.023,88

374.94

1.143,0

92.14

40.53

869.20

0.587,8

0.028,51

383.38

组 分

氢碳摩尔比

正癸烷

2.200,0

正十二烷

2.166,7

正十四烷

2.143,0

异辛烷

2.250,0

甲基环己烷
甲苯

1.2 目标性能
在航空燃气轮机燃烧室中，液态燃料经过雾化过
程形成液雾，液滴蒸发，在湍流作用下燃料蒸气与空
气混合形成可燃气，最后被点燃并在回流区稳定作用
下持续燃烧，属于典型的扩散燃烧过程 [ 9 ] ．针对喷
气燃料的燃烧环境和特点，可以选择重要的性质作为
构建代用组分的目标性能，使代用组分的性能更具代
表性．
氢碳摩尔比影响碳氢燃料的化学恰当比，若燃料
热值也相同，可保证相同油气比下具有相同的涡轮前
温度；燃料的低位热值对火焰绝热火焰温度有直接影
响，而 NOx 等污染排放受温度直接影响，所以热值是
一个重要的目标参数；燃料的表面张力、黏性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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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燃烧的雾化效果 [10] ；蒸发过程的物理性能
主要是燃料的蒸气压，但喷气燃料是复杂的混合物，
蒸馏曲线更具代表性，所以使用蒸馏曲线作为衡量蒸
发过程的目标参数，而且蒸发特性对燃烧室的地面点
火和高空再点火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以氢碳摩尔比、摩尔质量、
低位热值、密度、黏度、表面张力和蒸馏曲线作为燃
料的目标性能．

2 混合模型
由于氢碳摩尔比、摩尔质量和低位热值仅与燃料
组分呈线性关系，因此可由显式函数模型描述．与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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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组分呈显著非线性关系的密度、黏度、表面张力以
及蒸馏曲线等可以利用神经网络模型来描述．
2.1 显式函数模型
显式函数模型相对简单，包含了可准确计算氢碳
摩尔比、摩尔质量和低位热值的 3 个计算方程，如表
2 所示．
表 2 显式模型的计算公式
目标性质

计算公式
k

氢碳摩尔比

k

RH/C,mix = ∑ ( xi N H,i ) / ∑ ( xi N C,i )
i =1

i =1

k

摩尔质量

M mix = ∑ ( xi M i )

低位热值

QLHV, mix = ∑ ( yi QLHV, i )

输出项仅为 1 项，最终获得计算关系式，无法体现出
性质间相互的影响关系．
因此，本文构造了图 1 所示的神经网络模型来同
时描述燃料组分与 10 个目标性质的关系，多个输出
均会影响各层的权重关系，可以较好地反映性质之间
的相互影响．为了训练该神经网络混合模型，本文采
用了 BP(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其包含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 3 部分，能将误差反向传递，利用其
计算非线性关系较强的混合燃料理化性质，该模型具
有较好的通用性和扩展性[12-13]．

i =1
k

i =1

表 2 中，xi 表示组分的摩尔分数，N H, i 表示组分
的氢原子数；N C, i 表示组分的碳原子数；RH/C, mix 表示
混合燃料的氢碳摩尔比；M mix 表示混合燃料的摩尔
质量；yi 表示组分的质量分数；QLHV, i 表示组分的低
位热值；QLHV, mix 表示混合燃料的低位热值；k 表示混
合燃料所含组分种类．
2.2 混合燃料理化性质数据库
为了训练密度、黏度、表面张力以及蒸馏曲线等
性质的神经网络模型，首先需要一个混合燃料的理化
性质数据库，主要包含两部分：6 种候选组分混合摩
尔分数(输入)以及对应混合物 10 个目标性质(输
出)．需要注意的是，蒸馏曲线的 0(初馏点)、10%,、
30%,、50%,、70%,、90%,和 100%,(终馏点)分别作为 7
个目标性质来处理．为了适应人工神经网络的训练
和验证，建立了 200 组 6 种候选组分不同混合摩尔分
数对应的 10 种理化性质的混合模型数据库．
首先利用 MINTab 软件中的 DOE 混料模型建立
了 69 组正交配比，再通过 MATLAB 软件产生 131
组随机配比，将这 200 组配比方案代入化工模拟软件
ASPEN 中，利用 Nrtl(non-random two liquid)模型计
算出混合物的目标性质[11]．Nrtl 模型是基于同性粒子
相斥和局部电中性两点假设的过量 Gibbs 能表达式
描述完全电离的混合溶液电解质体系，目前该模型能
很好地预测混合物的性质参数 [12] ，可作为本文的基
础数据使用．
2.3 神经网络模型构建方法
神经网络混合模型具有较好的联想记忆和预测
能力，经过训练，可根据 6 种候选组分混合摩尔分数
的输入条件，同时计算出 10 种目标理化性质的输出
结果．
文献[5]建立了预测生物燃料密度的神经网络，

图 1 神经网络模拟混合模型的输入输出

训练神经网络模型的两个步骤：
(1) 确定神经网络结构．利用问题的实际情况
确定神经网络的层级和各层节点数，本研究是对 6 组
分混合燃料的 10 种目标理化性质进行预测，因此包
含 6 个输入项和 10 个输出项，输入层和输出层的节
点数分别为 6 和 10，此外，为了使神经网络的预测误
差较小，同时避免过拟合，将隐含层节点数定为 11
较合适．
(2) 利用混合燃料的理化性质数据库训练神经
网络．从 200 组混合模型数据库中选择 160 组用于
神经网络的训练，其中各组分的摩尔分数为输入，对
应的目标性质为输出，生成具有预测能力的神经网络
模型．隐含层每一个神经元计算带权重的输入层信
号之和，并将计算结果和阈值(某一已知目标输出，
设为 θ )比较，决定其传递给输出层的信号．
在本文的 BP 神经网络中，使用 S 形激活函数将
输入层摩尔分数值正向传递给隐含层，即
6

X 1 = ∑ xi wi − θ
i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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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igmoid =

1
1 + e− X

(2)

式中：X1 是神经元的净权重输入之和；xi 为第 i 个输
入的值；wi 为第 i 个输入所占的权重；Ysigmoid 是神经
元传递给输出层的值[14-15]．
在输出层利用线性关系计算输出值．
11

Ok = ∑ ( H j w j ) − b

(3)

j =1

式中：Ok 是输出层神经元的输出；H j 为第 j 个输入
的值；w j 为第 j 个输入所占的权重；b 是输出层神经
元的阈值．
根据前一轮的神经网络的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
反向对隐含层神经元到输出层神经元的权重以及输
入层到隐含层神经元的权重进行修改，得到新一轮的

权重值．如此循环迭代，不断调整权重大小，直到神
经网络预测值误差满足精度要求，训练结束．
之后，利用 40 组测试数据对训练完成的神经网
络进行测试验证，确定该神经网络模型的精度．
2.4 神经网络混合模型
当神经网络的结构确定后，经过训练确定各节点
的阈值 θ 和 b 以及相互之间的权重，就生成了最终的
神经网络模型．主要通过神经网络层数、每层节点数
以及相关的传递关系决定．
图 2 展示了神经网络模型对测试数据的部分预
测值与原始值的比较结果，横坐标为数据原始值，纵
坐标为预测值．由图可知，训练后的神经网络模型对
从密度到蒸馏曲线等 10 个目标性质都能很好地预
测．40 组测试数据中，所有性质的神经网络预测值与
原始值均方相对误差仅为 0.000,285．

（a）密度

（b）黏度

（c）表面张力

（d）蒸馏点(0)

（e）蒸馏点(50%)

（f）蒸馏点(90%)

图 2 不同理化特性的神经网络预测值与原始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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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神经网络敏感性分析
神经元之间连接的权重表示一个输入对神经元
的影响，为了研究某一种组分对于神经网络的输出结
果即理化性质的影响程度，利用 Garson[16] 提出的神
经网络权重计算方法，每个输入的重要程度将由权重
决定，如公式(4)所示．
ih
jm

⎛ w
⎞
ho
wmn
⎜ Ni
⎟
∑
ih
⎜
⎟
|
w
|
m =1 ⎜ ∑
km
⎟
k =1
⎝
⎠
I jn =
ih
⎧
⎛
w
ho
k = Ni m = N h
km
wmn
⎪
⎜ N
⎨ ∑ ⎜ h ih
∑
k =1 ⎪ m =1 ⎜ ∑ | wkm |
⎝ k =1
⎩
m= Nh

⎞
⎟
⎟
⎟
⎠

(4)

式中：I jn 是输入 j 对输出 n 的影响因子；N i 和 N h 表
示隐含层的输入个数和神经元数；w 表示连接权重；
上标 i、h 和 o 分别表示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下
标 k、m 和 n 分别表示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神
经元个数[16]．
利用公式(4)计算神经网络模型中各组分输入对
理 化 性 质 输 出 的 影 响 作 用 ，并 试 图 探 寻 其 影 响 途
径．将连接各层神经元的权重及输入对输出的影响
程度归一化，绘制出图 3，展示了候选组分对于目标
性质的影响程度．X 方向各坐标表示对应的单组分摩
尔分数输入，Y 轴表示隐含层节点分布，Z 轴表示神
经网络的输出理化性质．X-Y 平面内表示了输入层到
隐含层的各权重值，Y-Z 平面表示隐含层到输出层的
权重值，X-Z 平面表示输入对输出的影响因子．可以
发现，异辛烷对于密度、黏度、表面张力以及蒸馏点
(10%)、蒸馏点(70%)、蒸馏点(90%)、蒸馏点(100%)
的影响最大，其中异辛烷对黏度、蒸馏点(70%)、蒸馏
点(90%)及蒸馏点(100%)呈现正影响，而对密度、表
面张力及蒸馏点(10%)呈现负影响．同时正十四烷对

蒸馏点(0)和蒸馏点(50%)影响最大，为负影响；正十
二烷对蒸馏点(30%,)影响最大，为负影响．

3 煤基喷气燃料代用组分构建
煤基喷气燃料是以煤炭为原料通过物理和化学
的方法提取出来的液体碳氢燃料，作为航空煤油的替
代燃料，主要解决石油资源短缺的问题．目前在国内
外以费托合成间接制油的工艺最为成熟，属于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技术燃料．费托合成的煤基喷气燃料具
有无硫、无氮和少芳香烃等特点，其燃烧污染排放物
较少[17]．煤基喷气燃料具有较高的经济性和环保性，
成为了当前国际航空能源的研究热点 [18] ．煤基喷气
燃料还可通过煤焦油合成或联合炼焦的直接制油方
法制备，这种燃料中环烷烃含量高，热安定性更加优
异，但产量小、成本高，目前只能作为特种燃料使
用 [19] ．煤基喷气燃料在航空发动机中的燃烧数值模
拟仍存在困难，需发展煤基喷气燃料的代用组分．
本次研究选择由天津大学研制的煤基喷气燃料
作为目标燃料[20]．煤基喷气燃料目标理化性能如表 3
所示，该煤基喷气燃料中包含质量分数为 32.9%,直链
烷烃、64.8%,的支链烷烃和 2.3%,的环烷烃．
表 3 煤基喷气燃料的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

数 值

氢碳摩尔比
摩尔质量/(g·mol-1)
低位热值/(MJ·kg-1)
密度(20,℃)/(kg·m-3)
黏度(20,℃)/(mPa·s)
表面张力(20,℃)/(N·m-1)
蒸馏点(0)/K
蒸馏点(10%,)/K
蒸馏点(30%,)/K
蒸馏点(50%,)/K
蒸馏点(70%,)/K
蒸馏点(90%,)/K
蒸馏点(100%,)/K

2.170,9
173.20
43.68
755.10
1.302
0.024,67
396.95
447.45
475.95
507.55
530.45
544.45
558.15

3.1 代用组分寻优
将煤基喷气燃料的 6 个目标性质作为优化目标，
应用前面发展的喷气燃料混合模型寻找到最优的 6
种碳氢化合物摩尔分数组分，即煤基喷气燃料代用组
分模型．当然摩尔分数存在 0～1 范围取值以及总和
为 1 的约束条件．代用组分的性质数值与真实燃料
的目标性质数值之间的相对平方差作为优化目标函
数，即
⎛ x − yi ⎞
S = ∑⎜ i
yi ⎟⎠
i =1 ⎝
2

图 3 候选组分对混合燃料性质的影响程度

L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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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为目标性质序号；xi 是神经网络混合模型预
估值；yi 是煤基喷气燃料目标性质实验值；L 是目标
特性的数量．
以 S 2＞0.002 作为目标函数可接受的误差．本文
选用了随机投点法作为优化算法，求出满足条件的最
优代用组分．
通过上述的构建目标及方法，最终获得了煤基喷
气燃料的代用组分模型，包含摩尔分数为 49.7%,的正
癸烷、2.9%,正十二烷、37.7%,正十四烷以及 9.7%,的异
辛烷，不含甲基环己烷和甲苯．
3.2 目标性质比较
煤基喷气燃料及其代用组分的性质参数如表 4
所示，代用组分的目标性质模拟误差均在 7%以内，
较好地模拟了煤基喷气燃料的真实性质．图 4 则展
示了 3 种燃料的蒸馏曲线，分别是煤基喷气燃料、本
文代用组分和国外 Naik 等[21]构建的 S-8 燃料(同样
采用费托合成工艺)代用组分(摩尔分数 25%正癸烷、
43%正十二烷以及 32%异辛烷)．可见，本文构建的代
用组分与国产煤基喷气燃料的蒸馏曲线能较好地匹
配，而文献[21]中的代用组分与之有较大的差别，蒸
馏点温度明显偏低，这对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点火性
能模拟会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国产煤基喷气燃料需
要构建专门的代用组分，国外已有的代用组分模型无
表 4 代用组分和煤基喷气燃料的目标理化性能对比
理化性能

代用燃料

煤基喷
气燃料

模拟
误差/%

氢碳摩尔比
摩尔质量/(g·mol-1)
低位热值/(MJ·kg-1)
密度(20,℃)/(kg·m-3)
黏度(20,℃)/(mPa·s)
表面张力(20,℃)/(N·m-1)
蒸馏点(0)/K
蒸馏点(10%)/K
蒸馏点(30%)/K
蒸馏点(50%)/K
蒸馏点(70%)/K
蒸馏点(90%)/K
蒸馏点(100%)/K

2.175,8
161.3
44.13
725.9
1.375
0.024,50
405.47
424.85
462.93
475.69
495.00
531.26
576.52

2.170,9
173.2
43.68
755.1
1.302
0.024,67
396.95
447.45
475.95
507.55
530.45
544.45
558.15

2.25
6.87
1.03
3.87
5.61
0.69
2.15
5.05
2.74
6.27
6.68
2.42
3.29

法满足要求，这既跟替代燃料性质差异有关也跟代用
组分构建方法有关．

4 结 语
本文重点针对喷气燃料的氢碳摩尔比、摩尔质
量、低位热值、蒸馏曲线以及 20,℃下的密度、黏度和
表面张力等理化性质，提出了基于显式函数和神经网
络相结合的喷气燃料混合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煤
基喷气燃料的四组分代用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真实
燃料的理化性质，但该代用组分的化学反应特性还需
进一步验证．
未来，可将喷气燃料的理化性质和燃烧性质等实
验数据纳入代用组分构建框架，比如十六烷值、烟点
等，发挥神经网络混合模型的优势，获得更接近于真
实燃料的代用组分模型，据此发展相应的喷雾模型和
反应机理，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燃料组成对航空发
动机燃烧性能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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