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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点喷射单管燃烧室燃烧性能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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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五点贫油直接喷射单管燃烧室燃烧性能开展数值模拟研究，研究副模旋流强度对慢车和

起飞工况下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 计算结果表明：慢车工况下燃烧室热态中心回流区径向尺寸较

冷态工况增大，起飞工况下冷热态中心回流区结构形态接近；随着副模旋流强度增大，燃烧室中心回

流区径向尺寸也增大，并且由于主副模流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副模旋流强度下燃烧室内温度分布

存在差异；燃烧室中心截面 ＮＯｘ 分布与温度场分布相同，燃烧室内 ＮＯｘ 热力学生成机理占主要地位；
随着副模旋流强度增强，燃烧室出口 ＮＯｘ 排放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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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民用航空发动机污染排放问题受到了

人们的高度关注。 为了限制航空发动机的污染排

放，国际民航组织（ＩＣＡＯ）制定了发动机起飞着陆循

环内的污染排放限制要求，先后制定并颁发了

ＣＡＥＰ １、 ＣＡＥＰ ２、 ＣＡＥＰ ４、 ＣＡＥＰ ６、 ＣＡＥＰ ８ 和

ＣＡＥＰ １０ 等一系列污染排放规定，尤其对于 ＮＯｘ 的

限制越来越严格［１⁃２］。 贫油燃烧技术是降低 ＮＯｘ 排

放的有效方法，在降低 ＮＯｘ 排放上具有极大潜力。
其中贫油直接喷射低污染燃烧技术 （ ｌｅ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ＬＤＩ）在降低污染排放的同时可以避免自

燃回火问题，并且燃烧不稳定问题并不突出，成为了

未来低污染燃烧室研究的重要方向。 ＬＤＩ 燃烧技术

是将燃油直接喷射到火焰区燃烧，由于其并没有预

混合和预蒸发过程，燃油必须要进行充分雾化，并且

燃油和空气需快速均匀地混合才能保证有效地降低

ＮＯｘ 生成［３］。 多点贫油直接喷射燃烧技术通过将单

个喷嘴模变成多个低流量数的喷嘴模，很好地保证

了燃油良好雾化以及油气快速混合，更利于降低燃

烧室 ＮＯｘ 生成［４］。
目前国外针对多点贫油直接喷射低污染燃烧室

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 其针对多点阵列贫油直接喷

射燃烧室内污染排放、动态压力、热声不稳定性等开

展了大量数值模拟及试验研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 ＮＡＳＡ 研 究 的 三 代 ＳＶ⁃ＬＤＩ （ ｓｗｉｒｌ⁃ｖｅｎｔｕｒｉ ｌｅ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燃烧室，研究表明多点贫油直接喷

射燃烧室能够有效地降低 ＮＯｘ 排放，其中 ＳＶ⁃ＬＤＩ⁃
Ⅰ燃烧室的 ＮＯｘ 排放较 ＣＡＥＰ ６ 低 ７５％，ＳＶ⁃ＬＤＩ⁃Ⅱ
燃烧室 ＮＯｘ 排放较 ＣＡＥＰ ６ 降低 ８１％ ～ ８８％，ＳＶ⁃
ＬＤＩ⁃Ⅲ 燃 烧 室 ＮＯｘ 排 放 比 ＣＡＥＰ ６ 标 准

低 ８５％［５⁃１３］。
国内多点贫油直接喷射燃烧技术的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且多是针对阵列式 ＬＤＩ 燃烧室燃烧性能

开展研究。 曾青华［１４］ 针对三头部 ＬＤＩ 燃烧室燃烧

性能开展了试验研究，获得该燃烧室初步燃烧性能。
张群等［１５］开展了不同旋向对九点阵列 ＬＤＩ 燃烧室

冷态流场的影响数值模拟研究。 于涵等［１６⁃１７］ 针对

单元贫油直喷旋流器流量系数开展了试验研究，同
时进一步针对单元贫油直喷燃烧室内冷热态流场开

展了数值模拟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针对单元 ＬＤＩ 喷嘴模已

开展大量研究，针对多点 ＬＤＩ 燃烧室的研究结果表

明其在降低燃烧室污染排放上具有很大潜力，但是

多点 ＬＤＩ 燃烧技术仍处于试验研究阶段，由于其复

杂的供油系统和较大的体积及质量，目前多点 Ｌ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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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仍难以在实际发动机中应用，因此仍需进一

步针对多点 ＬＤＩ 燃烧技术开展研究，为其在实际发

动机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设计了五点贫

油直接喷射单管燃烧室头部方案，并通过数值模拟

方法研究了副模旋流强度变化对单管燃烧室流场、
温度场及污染排放性能的影响。

１　 物理模型及计算方法

１．１　 物理模型

本文研究对象为五点贫油直接喷射低污染单管

燃烧室，其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五点 ＬＤＩ 单管燃烧室

本文研究的五点 ＬＤＩ 燃烧室由燃烧室头部、头
部法兰、火焰筒、机匣和出口收敛段组成。 火焰筒上

只有冷却孔和掺混孔，取消了主燃孔，全部燃烧空气

从头部进入，头部燃烧空气占总空气的 ６５％。 燃烧

室头部分为主模和副模，其结构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五点 ＬＤＩ 燃烧室头部

本文研究的单管燃烧室头部由 ５ 个喷嘴模组

成，每个喷嘴模由带有文氏管结构的单级旋流器和

单油路离心雾化喷嘴构成，副模由位于中心的单个

喷嘴模构成，其余 ４ 个为主模，均布在副模周围。 主

副模可以独立控制，能够满足燃烧室不同工况下的

工作要求。 小工况下，副模单独工作，随着工况增

大，主副模同时工作。
本文研究采用的五点 ＬＤＩ 燃烧室与阵列多点

ＬＤＩ 燃烧室相比存在如下特点：燃油只分为主油和

副油 ２ 级，消除了阵列式多点 ＬＤＩ 燃烧室供油系统

复杂的问题，更方便在实际发动机中应用。
本文通过数值计算研究副模旋流角度变化对燃

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选取主模旋流器叶片角度为

３２°，主模几何旋流数相同均为 ０．５，主副模旋流器叶

片旋向相同。 研究副模旋流器叶片角度及几何旋流

数变化如表 １ 所示，其中几何旋流数的定义如（１）
式所示。 本文研究为低污染燃烧组织技术，国内外

研究表明，中等旋流和弱旋流对于降低污染物排放

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为了保证燃烧室的小工况燃烧

性能，旋流强度不能太弱，因此本文选取旋流数为

０．４８～０．６５ 之间的 ３ 个方案开展研究。

Ｓｎ ＝ ２（１ － Ｚ３）ｔａｎθ
３（１ － Ｚ３）

（１）

式中： Ｚ 表示旋流器轮毂直径与流路外径之比；θ 表

示旋流器出口叶片几何角度。
表 １　 本文研究旋流器参数

方案 叶片角度 ／ （°） 旋流数

１ ３２ ０．４８

２ ３５ ０．５３

３ ４０ ０．６３

１．２　 数值计算方法

对本文构建的三维单管燃烧室模型进行网格划

分，由于单管燃烧室内发散小孔数量多、尺寸小，采
用结构网格划分，在提高网格质量的同时大大降低

了网格数；针对燃烧室头部，由于该部分结构复杂，
采用非结构网格划分，最终燃烧室整体网格由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网格结合而成，总网格数约为 ９５０ 万。
本文针对五点 ＬＤＩ 单管燃烧室燃烧性能进行数

值模拟计算，湍流模型选择标准 ｋ⁃ε 模型，壁面处理

采用标准壁面函数，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Ｃ 求解方法，压力

求解采用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格式，标准 ｋ⁃ε 模型下的湍动能

和湍流扩散微分方程均由试验所总结得出，该模型

具有计算精度较好、计算开销少以及应用领域较宽

·３９５·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０ 卷

等优势，在计算工程传热以及应用流场问题方面有

着不错的表现，因此本文选用标准 ｋ⁃ε 模型开展燃

烧室内流场的数值模拟。
本文选取航空煤油（Ｃ１２Ｈ２３）组分，通过离散项

模型（ＤＰＭ）对燃油的雾化和蒸发过程进行模拟。
本文研究全部喷嘴为离心压力雾化喷嘴，因此选取

Ｃｏｎｅ 为喷嘴类型设置，燃油粒径分布选取 Ｒｏｓｉｎ⁃
Ｒａｍｍｌｅｒ 分布，雾化锥角设置为 ９０°，与实际喷嘴雾

化锥角一致。
贫油直接喷射燃烧室为喷雾扩散燃烧，因此本

文燃烧模型选用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模型。 ＰＤＦ
方法是基于欧拉 ＰＤＦ 输运方程，同时对化学反应速

率处理方面不做任何的前提假设，求解概率密度函

数以得出某个位置在某个时间点上的流体动力和热

化学状态的变量值；在组分求解方面，ＰＤＦ 模型通

过求解混合组分分布输运方程用以取代单个组分输

运方程，该方法十分适用于模拟湍流扩散火焰。
本文边界条件选用质量流量进口及压力出口，

ＮＯｘ 生成机理选取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ＮＯｘ，Ｐｒｏｍｐｔ ＮＯｘ 和 Ｎ２Ｏ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３ 种机理同时开启，本文计算工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计算边界条件

参数 慢车 起飞

进口总温 ／ Ｋ ４４９．８ ７４７．４

进口总压 ／ ｋＰａ ３２０．４ １ ９５３

空气流量 ／ （ｋｇ·ｓ－１） ０．２０５ ０．９０８

油气比 ０．０１３ ６ ０．０２９ １

副模燃油流量 ／ （ｋｇ·ｓ－１） ０．００２ ７８ ０．００６ ６

副模燃烧区局部当量比 １．２７ ０．６８

主模燃油流量 ／ （ｋｇ·ｓ－１） ０．０１９ ８

主模燃烧区局部当量比 ０．６８

１．３　 数值计算方法验证

１．３．１　 燃烧室内流场速度分布

选取辛辛那提大学所研究的单管 ＬＤＩ 燃烧室模

型进行数值计算方法验证［１８］，该模型与本文研究的

单元喷嘴模结构相同。 选取数值计算方法与五点

ＬＤＩ 燃烧室数值计算方法相同，图 ３ 所示为热态工

况下数值计算模拟结果与试验所得燃烧室内轴向速

度径向分布曲线，其中 Ｚ ／ Ｄ 为距离旋流器出口下游

的轴向距离与旋流器出口直径 Ｄ 的比值，横坐标表

示燃烧室内无量纲径向位置（燃烧室径向位置 Ｘ 与

旋流器出口直径 Ｄ 的比值），纵坐标表示轴向速度

ＵＺ 与参考速度 Ｕ０ 的比值，参考速度 Ｕ０ 的计算公

式为

Ｕ０ ＝ ２Δｐ ／ ρ （２）
式中： Δｐ 为燃烧室压力降；ρ 为燃烧室进口空气

密度。

图 ３　 不同轴向位置的轴向速度径向分布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通过数值计算和试验所得

的轴向速度沿径向分布曲线趋势一致，数值基本吻

合，说明本文选取的网格划分方法和计算方法能够

准确获得燃烧室内热态流场速度分布。
１．３．２　 燃烧室热态基本性能

采用与本文方案 ３ 研究对象完全一致的单头部

单管燃烧室试验结果对本文选取的燃烧模型及喷雾

模型进行验证。 本文选取表 ２ 慢车工况试验结果与

数值模拟结果进行验证。
表 ３ 所示结果为慢车工况下单管燃烧室总压损

失、出口 ＮＯｘ 排放指数（ＥＩＮＯｘ）试验与数值计算对

比结果。 出口 ＥＩＮＯｘ 结果由燃气分析系统获得［１９］，
相对误差由（３）式计算所得

δ ＝
ＶＣＦＤ － ＶＥＸＰ

ＶＥＸＰ
（３）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慢车工况热态总压损失数

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相符，而计算所得出口

ＮＯｘ 排放指数与试验结果相对误差为 １２．８％，这主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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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为计算过程中并未考虑详细化学反应，导致结

果存在一定误差，但该结果仍在工程预测可接受范

围内，满足工程预测需求。 经验证，本文所选取的燃

烧模型和喷雾模型合理，满足工程研究需求。
表 ３　 计算工况

结果 总压损失 ／ ％ ＥＩＮＯｘ ／ （ｇ·ｋｇ－１）

ＥＸＰ ４．１７ ０．７８

ＣＦＤ ４．３３ ０．６８

相对误差 ／ ％ ３．８ １２．８

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２．１　 慢车工况下燃烧性能

图 ４ 所示为 ３ 个方案在慢车工况下计算所得中

心截面燃烧室冷热态流场及温度场。
从图 ４ 可以看出，在慢车工况下，３ 个方案燃烧

室内冷态流场结构相似，存在位于副模喷嘴下游的

中心回流区，而主模旋流空气从喷嘴模出口流出后

并未形成明显回流，这是由于气流流出副模喷嘴模

后产生了具有径向和切向速度的高速旋转气流，为
了平衡掉旋转气流的离心力， 燃烧室内形成了外径

图 ４　 慢车工况下不同副模旋流角度燃烧室冷热态流动特性

压力大于内径压力的压力梯度，形成了位于副模下

游的中心回流区；而空气流经主模喷嘴模后，尽管也

有高速旋流产生，但是由于受到火焰筒壁面以及副

模高速旋流的限制，主模旋流空气部分离心力被平

衡掉，难以形成稳定回流区。 热态工况下燃烧室内

部流场和冷态工况下存在较大差异，热态条件下，此
时仅有副油工作，受到燃烧释热的影响，副模喷嘴模

下游的回流区起始位置更靠近副模喷嘴模出口，并
且回流区径向尺寸更大。 ３ 个方案下冷热态流场的

区别相同，但是 ３ 个方案下燃烧室内流场结构存在

较大差异。 为了详细分析不同副模旋流角度变化对

燃烧室冷热态流场的影响，本文选取中心截面距离

旋流器出口 Ｚ ／ Ｄ 为 ０．０５，０．１，０．２ 和 ０．４ 的 ４ 个不同

轴向位置轴向速度沿径向的分布进行了对比，结果

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所示横坐标为燃烧室径向位置，纵坐标所

示为燃烧室内空气速度轴向分量。 从图中可以看

出，冷态条件下，在轴向位置 Ｚ ／ Ｄ 为 ０．０５ 时，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燃烧室内轴向速度沿径向呈“六峰”分布，
这 ６ 个峰值对称分布于燃烧室中心轴线两侧，中心

２ 个峰值位于副模喷嘴模出口下游，是由副模高速

旋流产生；外围 ４ 个峰值位于主模喷嘴模出口下游，
位于主模下游的 ４ 个峰值则是由主模出口的高速旋

流产生，由于受到火焰筒壁面限制，最外围峰值要低

于其余峰值。 方案 ３ 燃烧室内轴向速度沿径向为

“双峰”分布，与其余 ２ 个方案存在很大区别，这是

由于方案 ３ 副模旋流强度较强，副模下游回流区扩

张角增大，进而导致主模旋流空气受到回流区和火

焰筒壁面的双重限制，主模下游高速旋流汇成一股

向下游流动，因此在该截面轴向速度沿径向呈“双
峰”结构。 随着流动过程向下游发展，由于主副模

流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位于最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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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峰值逐渐消失，在轴向位置 Ｚ ／ Ｄ 为 ０．２ 时，方案

３ 回流区截止，此时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仍有轴向负速

度存在。 结合图 ４ 和图 ５ 可以看出，随着副模旋流

数的增大，位于副模下游的 ２ 个峰值距离不断增大，
即冷态工况下中心回流区径向尺寸随之增大。

图 ５　 起飞工况下不同燃烧室不同轴向位置轴向速度沿径向分布曲线

　 　 在热态工况下，相较于冷态工况下，方案 １ 和方

案 ２ 中心回流区径向尺寸均有明显增大，这是由于

慢车工况下仅副模工作，受到燃烧反应释热影响，燃
烧室内气体膨胀，导致副模下游轴向速度峰值会向

壁面方向移动，中心回流区径向尺寸增大；对于方案

３ 而言，其副模旋流强度较强，尽管受到燃烧释热的

影响，但由于其在冷态条件下回流区主要受火焰筒

限制，因而热态条件下方案 ３ 回流区径向尺寸较冷

态条件下并未发生太大改变。 对比 ３ 个方案的热态

流场，可以发现方案 ２ 和方案 ３ 中心回流区形态相

似，但与方案 １ 存在极大差异。 由于方案 ２ 与方案

３ 旋流强度强于方案 １，在受到释热影响后，副模出

口空气向径向方向扩张，严重限制了主模下游气流

的发展，使得主模旋流空气流速增大，主模出口的高

速旋流进而会对中心回流产生干扰，从而影响到下

游的中心回流区发展，这就导致了方案 ２ 和方案 ３
形成了图 ４ 所示迅速扩张又急速收缩的“伞状”中

心回流区形态。
燃烧室内流场形态的差异也导致了 ３ 个方案燃

烧室内温度场存在一定差异，从图 ４ 可以看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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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燃烧室内高温区完全位于中心回流区内，方案 ２
与方案 ３ 除了位于中心回流区内的高温区，在主模

旋流器与火焰筒之间也有局部热点形成。 为了进一

步对比 ３ 个方案燃烧室内温度分布，选取 Ｚ ／ Ｄ 分别

为 ０．１ 和 ０．２ 的轴向截面温度分布进行研究。 图 ６
所示为 ３ 个方案下不同轴向位置温度分布。

图 ６　 慢车工况下不同燃烧室不同轴向位置温度分布云图

　 　 从图 ６ 可以看出，方案 ２ 与方案 ３ 在这 ２ 个截

面上高温区覆盖整个火焰筒内，只存在位于主模旋

流器下游的 ４ 个低温区，而方案 １ 高温区集中在中

心回流区内。 这是由于方案 ２ 和方案 ３ 副模旋流强

度相对较强，副模旋流快速向壁面方向扩张，副模旋

流空气对主模旋流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主模旋流

受到中心回流区和火焰筒壁面的限制，主模旋流出

口流速增大，导致原本充满整个火焰筒的高温区受

到四股主模高速低温旋流的影响，形成了图中所示

“风扇”状高温区结构；对于方案 １ 而言，由于其副

模旋流强度较弱，主副模气流之间的相互干扰相较

于方案 ２ 与方案 ３ 更弱，其高温区完全分布在中心

回流区内，主模旋流空气对其干扰较小。
由于 ３ 个方案流场和温度场存在差异，这就会

造成燃烧室内 ＮＯｘ 分布存在差异。 图 ７ 所示为 ３ 个

方案下燃烧室中心截面 ＮＯｘ 分布云图。 结合图 ６
和图 ７，ＮＯ 浓度分布同燃烧室内温度分布相同，这
说明燃烧室内 ＮＯ 的热力学生成机理占主要地位。

图 ７　 慢车工况下不同燃烧室慢车工况中心截面 ＮＯ 分布云图

　 　 ３ 个方案中，方案 １ 出口 ＥＩＮＯｘ 最低，其值为

０．０５４ ｇ ／ ｋｇ，方案 ３ 出口 ＮＯｘ 最高，其 ＥＩＮＯｘ 值为

０．６８１ ｇ ／ ｋｇ。 计算结果表明，慢车工况下，随着副模

旋流强度增大，燃烧室出口 ＮＯｘ 排放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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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副模旋流强度的增大导致燃烧室内回流区

尺寸增大，进一步燃烧室内高温区范围变大，同时旋

流强度增强，燃烧室回流量也会增大，从而导致燃烧

反应在火焰筒内停留时间增强，进一步导致燃烧室

出口 ＮＯｘ 排放增多。
２．２　 起飞工况下燃烧性能

图 ８ 所示为 ３ 个方案在起飞工况下计算所得中

心截面燃烧室冷热态流场及温度场。 从图 ８ 可以看

出，起飞工况冷态流场与慢车工况冷态流场相似，副
模旋流强度增大，中心回流区径向尺寸也随之增大。
起飞工况下，主副模同时工作，燃烧室热态流场相较

慢车工况存在较大差异，除了存在位于副模喷嘴模

下游的中心回流区，在主模喷嘴模下游也形成了稳

定的回流区结构。 图 ９ 所示为中心截面不同轴向位

置轴向速度沿径向分布结果。

图 ８　 起飞工况下不同副模旋流角度燃烧室冷热态流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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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起飞工况下不同燃烧室不同轴向位置轴向速度沿径向分布曲线

　 　 对比 ３ 个方案冷热态流场形态，可以看出方案

１ 与方案 ２ 热态流场结构相似，方案 ３ 热态流场结

构与两者存在较大差异。 从图 ９ 可以看出，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均存在位于副模下游的中心回流区和位于

主模下游的主模回流区，只是中心回流区径向尺寸

和轴向截止位置存在一定差异，这是 ２ 个方案副模

旋流强度存在差异导致的。 而对于方案 ３ 而言，可
以看出在各个轴向位置，其中心回流区的径向尺寸

以及轴向截止尺寸均大于另外 ２ 个方案，从 Ｚ ／ Ｄ 为

０．４的轴向位置可以清楚地发现，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燃

烧室中心回流区已经截止，而方案 ３ 仍存在轴向负

速度。 同时也可看出，方案 ３ 主模回流区在径向方

向的位置较另外 ２ 个角度更加靠近火焰筒壁面位

置。 这是由于方案 ３ 燃烧室副模旋流强度更强，尽
管主模在释热的影响下于下游位置形成稳定回流

区，但是由于主模旋流强度小，其对副模旋流的干扰

能力较弱，因此无法对中心回流区产生很强的约束，
主模回流区也因为受到中心回流区的影响其在径向

上的位置更加靠近火焰筒壁面；而对于方案 １ 和方

案 ２ 而言，其副模与主模旋流强度接近，都为中等旋

流，在相同的局部当量比下燃烧，受到燃烧释热影

响，燃烧室主模下游也形成了稳定的回流区，主模回

流区会对中心回流区产生较强的约束能力，这就导

致了 ２ 个方案热态条件下中心回流区尺寸较冷态条

件下没有明显变化，燃烧反应释热的影响更多表现

为轴向速度的明显增强。 因此，副模旋流强度不同

导致的主副模之间的相互干扰强弱差别是造成 ３ 个

方案燃烧室内冷热态流动不同的主要原因。
对比 ３ 个方案燃烧室内温度场分布，可以看出，

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高温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回流区和主

模回流区内，但方案 ３ 燃烧室高温区则集中在主模

喷嘴模下游。 这是由于方案 ３ 旋流强度更强，燃油

随着强旋流不断向燃烧室内扩散，由于受到主模回

流区和火焰筒壁面的阻碍，大量的燃油在主模后积

聚，因此高温区出现在主模下游位置。 而由于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副模与主模旋流数接近，都是中等旋流，
在相同局部当量比下，中心回流区和主模回流区相

互干扰程度较弱，燃油在中心回流区和主模回流区

内稳定燃烧，因此高温区集中在回流区内。
３ 个方案燃烧室内 ＮＯｘ 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图

１０ 所示为 ３ 个方案起飞工况下中心截面 ＮＯｘ 分布

云图。

图 １０　 起飞工况下不同燃烧室慢车工况中心截面 ＮＯｘ 分布云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ＮＯｘ 浓度分布与温度分布相

同。 这是由于 ＮＯｘ 主要受热力学生成机理的影响。
３ 个方案起飞工况下燃烧室出口 ＥＩＮＯｘ 分别为

２．６３，３．９３ 以及 ７．８９ ｇ ／ ｋｇ。 从结果可以看出，起飞工

况下，随着副模旋流强度增大，燃烧室出口 ＮＯｘ 排

放也随之提高。 这是由于随着副模旋流强度的增

大，在主副模同时工作的情况下，主副模之间的相互

作用发生较大变化，导致燃烧室室内油气匹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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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这也就导致了燃烧室内温度分布存在差异，进
而致使 ＮＯｘ 排放存在上述规律。

３　 结　 论

通过数值模拟对不同五点贫油直接喷射燃烧室

燃烧性能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１） 慢车工况下，燃烧室内冷热态流场存在较大

差异，受热态条件释热的影响，中心回流区径向尺寸

较冷态条件有一定增大；起飞工况下，主模下游形成

稳定回流区，中心回流区尺寸与冷态条件下接近。

２） 在相同的主模旋流强度下，增大副模旋流强

度，无论冷态或是热态情况下，燃烧室中心回流区径

向尺寸也随之增大。
３） 在相同的主模旋流强度下，由于主副模流动

的相互影响，副模旋流强度的变化导致燃烧室内温

度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４） 燃烧室中心截面 ＮＯｘ 分布与温度场分布相

同，燃烧室内 ＮＯｘ 热力学生成机理占主要地位，２ 个

工况下，在主模不变时，随着副模旋流角度的增强，
燃烧室出口 ＮＯｘ 排放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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