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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煤油单组分替代燃料 ＤＤＴ 过程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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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９）

摘　 要：针对航空煤油的爆震燃烧时 ＤＤＴ 过程数值模拟难度大的问题，确定了一种航空煤油单组分

简化机理进行 ＤＤＴ 爆震过程的数值模拟。 通过简化正癸烷详细机理得到 ＲＰ⁃３ 航空煤油单组分替代

燃料简化机理，并对航空煤油 ＤＤＴ 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障碍物阻塞比和排列方式对 ＤＤＴ 过

程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该单组分替代燃料简化机理模型能在高温高压情况下较好地拟合航空煤

油的燃烧特性。 对 ＤＤＴ 过程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ＤＤＴ 时间会随着阻塞比增大而增大；在
相同阻塞比时，障碍物交错排列的情况 ＤＤＴ 时间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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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飞行马赫数和飞行高度的增加，传统的推

进装置已经无法满足要求。 Ｋａｉｌａｓａｎａｔｈ［１］ 指出，由
于爆震燃烧（热循环效率为 ４９％）比等压燃烧具有

更高的热循环效率。 因此从热循环效率的角度来

看，基于爆震燃烧模式的推进装置———脉冲爆震发

动机（ｐｕｌｓｅ 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ＰＤＥ）具有潜在的研究

价值。 但是要推进该类发动机的工程化进程，一个

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脉冲爆震燃烧的高频、短距、有
效起爆，例如缩短点火延迟时间和爆燃向爆震转变

（ＤＤＴ）距离，而这些问题则与燃料特性息息相关。
实际航空煤油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在对航空

煤油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进行构建时不可能将成

百上千种的燃料成分都进行考虑和研究，因此研究

者们提出了替代燃料模型［２］，即采用实际燃料中一

种或几种最具代表性的成分来对其进行替代。
Ｄａｇａｕｔ 等［３］ 在喷射搅拌反应器中对航空煤油的燃

烧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并通过所发展的正癸烷详

细机理（包含 ９０ 种组分、５７３ 步基元反应）在相同工

况下了进行数值计算，得到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非常接近。 Ｋｕｎｄｕ 等［４］ 对 Ｊｅｔ⁃Ａ 煤油的燃烧过程进

行了实验研究，并采用正十二烷作为替代模型，发展

了 ２ 种分别包含 １２ 组分、１６ 步基元反应和 １６ 组

分、２３ 步基元反应的简化机理。 曾文等［５］ 以正癸烷

作为 ＲＰ⁃３ 航空煤油的替代燃料模型，并得到了一

种包含 ５０ 种组分、１１８ 步基元反应的简化机理，通
过在激波管模型和预混燃烧模型中进行计算，证明

了该简化机理可以对航空煤油的着火和燃烧特性进

行较准确描述。 但是目前现有的单组分替代燃料简

化机理模型还没有能够对爆震燃烧进行详细描述。
本文研究的单组分替代燃料简化机理模型能够在高

温高压状态下对航空煤油的着火燃烧特性有较准确

描述。 同时，该单组分替代燃料简化机理更加简单，
能够使 ＤＤＴ 过程的数值模拟更加简单省时，同时保

证准确性。 目前在实际工程中产生爆震波的主要方

式是由弱点火先形成缓慢燃烧，然后再逐渐发展成

爆震燃烧，即经历一个 ＤＤＴ 过程。 在实际工程中由

间接起爆形成的爆震燃烧更为常见，因此 ＤＤＴ 过程

也成为爆震燃烧研究中的重点。 早期的 ＤＤＴ 研究

大都是在光滑爆震燃烧室中进行，Ｕｒｔｉｅｗ 等［６］ 在光

滑圆管中得到的氢气爆燃转爆震过程的纹影照片，
可以看出在封闭端进行点火后得到的层流火焰会在

边界的作用下进行加速并形成湍流火焰，湍流火焰

促使燃烧进一步加快并产生一系列压缩波，压缩波

耦合后形成激波。 火焰在激波的作用下出现局部爆

炸并发展成为爆震波，同时会形成回传爆震波。
Ｓｈｃｈｅｌｋｉｎ 等［７］ 首次提出在圆形爆震燃烧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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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螺旋形障碍物并进行了实验研究，从研究中得

出的火焰加速机理为：未燃混气的湍流运动使得火

焰表面积增加，燃烧速率增大，火焰加速。 在此之

后，这类螺旋形障碍物被称为 Ｓｈｃｈｅｌｋｉｎ 螺旋。 Ｌｅｅ
等［８］通过小能量点火实验研究了障碍物对 ＤＤＴ 过

程的影响，结果表明，要想经过 ＤＤＴ 过程产生爆震，
爆震燃烧室的管径必须不小于所使用燃料的胞格尺

寸，并且在爆震触发前，火焰速度应该达到已燃条件

下的声速量级。 但目前在爆震燃烧的数值模拟中采

用的燃料多为氢气、甲烷等小分子气体燃料，对于发

动机中实际使用的碳氢燃料如航空煤油的研究相对

较少。 因此采用航空煤油的简化机理对其爆震燃烧

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爆震燃烧模式在推进系统中

的工程化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

ＲＰ⁃３ 航空煤油的成分类型、燃烧特性作为基础，提
出正癸烷单组分替代燃料机理模型并进行简化验

证，确定其可行性，随后在商业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 中采用

该简化机理对航空煤油在障碍物管道内的 ＤＤＴ 过

程进行研究，并分析了障碍物阻塞比和排列方式对

ＤＤＴ 过程的影响规律。

１　 正癸烷详细机理简化及验证

对航空煤油的高温燃烧过程进行研究，为了使

最终得到的简化机理尽可能包含更少的组分和基元

反应，在 Ｂｉｋａｓ 等［９］ 提出正癸烷详细机理（６７ 种组

分，３６６ 步基元反应）的基础上，综合参考各种文献

中所构建的正癸烷详细机理，剔除正癸烷在低温下

的反应机理和苯的反应机理，得到高温燃烧条件下

的正癸烷详细机理（包含 ６２ 种组分、３３３ 步反应）。
１．１　 正癸烷详细机理温度敏感性分析

本节的温度敏感性分析是在闭式均相模型中，
在压力为 １ ＭＰａ，当量比为 １．０ 的初始条件下，对初

始温度分别为 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３００ Ｋ 时的敏感

性系数进行计算和分析，保留敏感性系数大于 １．０
的反应，并对各初始温度下敏感性系数最大的前 １０
个反应进行分析，图 １ 为列举温度为 １ ３００ Ｋ 工况

时的基元反应敏感性系数。
由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初始温度下，同

一反应的温度敏感性系数也是有差异的，但敏感性

系数最大的前 １０ 个反应基本上是一致的。 此外，随
着初始温度的增加，一些反应的温度敏感性也在变

图 １　 Ｔ０ ＝ １ ３００ Ｋ 时部分基元反应的敏感性系数

大，为了保证简化后的机理能较好预测正癸烷的着

火延迟时间，这种反应在简化过程中要进行保留。
１．２　 正癸烷详细机理的反应流分析

通过敏感性分析构建出正癸烷简化机理的骨架

后，还要通过反应流分析筛选出详细机理中对重要

组分影响较大的基元反应，从而得到完整的简化机

理模型。 本节的反应流分析是在层流预混火焰模型

中，设定初始压力为 ０．１ ＭＰａ，当量比为 １．０，预混气

初始温度为 ４００ Ｋ，保留净反应速率大于 ０．０００ １ 的

反应，并选取对重要组分反应速率影响作用最大的

前 ５ 步反应，图 ２ 列举反应物的主要消耗步数及其

反应速率。

图 ２　 正癸烷（ＮＸＣ１０Ｈ２２）的主要消耗步及其反应速率

通过分析，得到对于反应物以及生成物有重要

作用的主要反应并进行保留筛选，确保简化机理能

够正确描述正癸烷高温燃烧情况下的反应流，保证

简化机理的准确性。
１．３　 正癸烷的简化机理以及验证

通过对详细机理进行详细的敏感性分析和反应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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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析，充分考虑了各基元反应对温度和浓度的敏

感性及其对重要组分反应速率的影响作用，去除对

燃烧反应过程影响较小的组分和反应，最终得到一

种包含 ２６ 种组分、６７ 步反应的正癸烷简化机理。
为了验证得到的正癸烷简化机理能否较好预测

正癸烷的着火特性和燃烧特性，分别采用详细机理

和简化机理对不同工况下的正癸烷着火延迟时间进

行计算，并与相同工况下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结果

如图 ３～４ 所示，实线为详细机理数值计算结果，虚
线为简化机理数值计算结果，符号代表相同工况下

的实验数据［１１］。

图 ３　 正癸烷简化机理着火延迟时间计算值与实验值对比

图 ４　 ｐ＝ ０．１ ＭＰａ，Ｔ＝ ３６０ Ｋ，５００ Ｋ 条件下正癸烷简化

机理层流预混火焰速度计算值与实验值对比

由图 ４ 可以发现所建立的 ６７ 步正癸烷简化机

理能在较宽的工况范围内对正癸烷的着火特性和燃

烧情况进行良好预测，描述其化学反应动力学特性。

２　 航空煤油 ＤＤＴ 过程的数值模拟

在物理模型的总体设计上参考张彭岗［１１］ 的试

验装置，考虑到当爆震管的管径大于燃料的胞格尺

寸时爆震更易产生，以及障碍物间距足够大以形成

马赫波时可以缩短 ＤＤＴ 时间这 ２ 个因素，对管径和

障碍物间距进行了选取，并且由于实际工程中需要

在爆震管的头部安装点火装置，因此适当加长了第

一组障碍物与封闭端的距离。 计算物理模型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有障碍物的爆震管物理模型

为了验证网格无关性，选用无障碍物爆震管模

型，采用单组分简化反应机理对航空煤油的单次直

接起爆过程进行数值计算，爆震管中充满当量比的

气态煤油 ／空气混合物，采用 ２ ＭＰａ、２ ０００ Ｋ 的高温

高压点火以形成稳定传播的爆震波。 湍流模型选用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Ｋ⁃ε 模型。 在计算域中划分均匀网格，网
格尺寸分别选取为 ０．１，０．５ 和 ０．８ ｍｍ。 当网格尺寸

为 ０．１ ｍｍ 时，计算所得的爆震波压力峰值略高于网

格尺寸为 ０．５ 和 ０．８ ｍｍ 时的计算结果，说明网格尺

寸越小，在爆震燃烧的计算中越能更好地捕捉到冯

·诺依曼峰值。 在 ３ 种不同网格尺寸下爆震波峰值

出现的时间基本相同，说明网格尺寸的大小对爆震

波的传播过程没有影响。 所以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

提下为了节约计算时间和计算资源，后续将采用

０．５ ｍｍ尺寸的网格进行数值计算。

图 ６　 爆震波发展过程

为了确保计算结果的有效性，将计算结果和实

验数据进行对比。 李牧［１２］ 采用航空煤油在障碍物

管道内通过实验得到爆震波发展的纹影图，图 ６ｂ）
为本文数值计算所得的爆震波在障碍物管道内传播

的数值纹影图。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通过数值模拟

得到的爆震波传播过程和在经过障碍物后的波形变

化与实验结果高度吻合，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数值计

算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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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障碍物管道内火焰加速机制

障碍物管道内的火焰发展过程会受到障碍物和

湍流的作用影响，火焰在不断的加速过程中完成缓

燃向爆震的转变。 本节将在图 ７ 所示的障碍物爆震

管模型中，采用高温常压的点火方式对障碍物阻塞

比为 ０．４３ 的爆震管内的 ＤＤＴ 过程进行研究，对航

空煤油 ＤＤＴ 过程中的火焰加速机制进行分析。

图 ７　 火焰－漩涡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

２．１．１　 火焰－漩涡发展阶段

从图 ７ａ）中可以看出，在 ｔ ＝ ２．３０ ｍｓ 时刻，火焰

表面开始出现褶皱，随后火焰侧面贴着管壁向前发

展，火焰前锋变得平滑。 从 ｔ＝ ０ 到 ｔ＝ １０．３８ ｍｓ 的时

间段内火焰的传播速度只有几十米每秒，在这个时

期内火焰发展缓慢，燃烧形成的压缩波能够略微提

升未燃气的温度和压力，促进火焰的发展。 在这一

阶段，火焰还没有穿过障碍物，火焰的发展几乎不受

到漩涡的影响，可以看到火焰面呈现出中间突出，两
边凹陷的常见缓燃形状。 火焰燃烧使已燃气体不断

膨胀并推动未燃气体流动，并在障碍物后形成相应

的旋涡，可以看到在 ｔ＝ ６．３０ ｍｓ 时刻，在第一组障碍

物后方形成了 １ 对对称的小漩涡，随着火焰的发展，
漩涡的尺寸不断变大且位置向着下游进行移动。 从

图 ７ｂ）中可以看出，随着火焰的发展，未燃气流动产

生的湍动能也在逐渐增大，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湍动

能都集中在障碍物间后方存在漩涡的地方，且湍动

能强度较小，说明火焰在通过障碍物前的传播过程

中几乎没有受到漩涡和湍流的影响，发展较为缓慢。
２．１．２　 火焰－漩涡作用阶段

在这一阶段，经过前期未燃气的流动，在障碍物

后方形成了较大的漩涡和回流区，火焰在通过障碍

物时的流通面积变小，火焰面受到漩涡和湍流的作

用会发生严重的卷曲和变形，促使火焰发展为强湍

流运动。 这一阶段中障碍物和漩涡的作用使得火焰

不断产生大量不同方向的压缩波，压缩波相互叠加

使得管道内的压力增大，但从云图中并不能观察到

明显的前导激波，说明漩涡和湍流在这一阶段的火

焰加速中起主导作用，所以将这一阶段定义为漩涡

－火焰作用阶段。

图 ８　 火焰－漩涡作用阶段部分时刻

温度云图和湍动能云图

２．１．３　 火焰－激波作用阶段

从图 ９ 中可以看出，在 ｔ ＝ １２．８９ ｍｓ 时刻，在火

焰面前方形成了明显的激波，其压力约为 ０．５ ＭＰａ，
激波在扫过未燃混气时会对其进行预热并可以促进

图 ９　 激波－火焰作用阶段部分时刻温度

云图和压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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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的加速。 随着火焰的进一步发展，火焰的传播

速度越来越快，与前导激波间的距离逐渐缩短。 在

ｔ＝ １３．１１ ｍｓ 时刻，火焰锋面与前导激波之间的距离

已经很小，此时火焰的传播速度约为 ９５０ ｍ ／ ｓ，马赫

数为 １．３ 左右，随后将在合适的条件下触发爆震。
２．１．４　 爆震阶段

图 １０ 显示了爆震波触发及传播的详细过程。
可以看到在 ｔ＝ １３．１２ ｍｓ 时刻，圆弧状火焰面与前导

激波耦合并在爆震管上壁面处形成了高温高压的

“热点”，此时火焰处的温度达到 ３ ０００ Ｋ 且压力达

到了 １ ＭＰａ，可以认为触发了过驱爆震。 在 ｔ ＝
１３．１３ ｍｓ时刻，火焰面迅速扩张到整个管道，并在壁

面处形成马赫反射。 在 ｔ ＝ １３．１４ ｍｓ时刻，爆震波在

通过下一组障碍时会在障碍物处发生反射，形成一

道向管道上游传播的反传爆震波。 当反传爆震波回

传到上游区域时，会促使上游区域的未燃气快速燃

烧，随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反传爆震波继续

运动，这道反传爆震波将逐渐衰减为声学激波。 在

ｔ＝ １３．１６ ｍｓ时刻可以明显地看到由反射激波 （横

波）和爆震波、马赫杆组成的“三波点”结构，此时的

压力稳定在 ２．２ ＭＰａ 左右，与 Ｃ⁃Ｊ 爆震压力基本一

致，在随后的传播中爆震波锋面近似于一道平面。

图 １０　 爆震阶段部分时刻温度云图和压力云图

２．２　 障碍物阻塞比对 ＤＤＴ 过程影响

本节将在其他初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不同

阻塞比障碍物管道中的 ＤＤＴ 过程进行研究，选取阻

塞比为分别为 ０（无障碍物），０．２，０．３，０．５ 和 ０．６ 时

的工况进行数值模拟，分析障碍物阻塞比对 ＤＤＴ 过

程的影响作用。
２．２．１　 不同阻塞比下 ＤＤＴ 过程的数值模拟

图 １１　 无障碍时的温度云图

图 １２　 不同障碍物阻塞比下火焰加速

过程的温度云图和流线图

从图 １１～１２ 中可以看出，障碍物阻塞比对管内

流场的分布有很大影响，阻塞比越大，火焰在通过障

碍物时受到的挤压和拉伸作用越明显，火焰面的变

形和曲折越严重，火焰的传播速度也越快。 随着障

碍物阻塞比的增大，气流在障碍物后产生的漩涡越

大，漩涡对火焰造成的湍流和扰动越剧烈，促使燃烧

反应加速进行。
当障碍物的阻塞比不同时，障碍物对火焰的扰

动和对压缩波的反射叠加作用会有差异，导致爆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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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触发时的状态也会不同。
２．２．２　 阻塞比对 ＤＤＴ 参数的影响

火焰在不同阻塞比障碍物中的加速过程都是不

同的，因此也会导致爆震触发时的 ＤＤＴ 参数有差

别。 本节中所定义的 ＤＤＴ 时间为从点火到爆震触

发这段过程的时间，ＤＤＴ 距离为从爆震管封闭端到

爆震触发位置的距离。 阻塞比对 ＤＤＴ 时间和 ＤＤＴ
距离的影响如图 １３ 所示。

图 １３　 阻塞比对 ＤＤＴ 参数的影响

ＤＤＴ 时间和距离会随着阻塞比的增大而减小。
高阻塞比障碍物可以形成更大尺寸的漩涡以提升对

火焰的扰流作用，并对压缩波的反射和叠加作用更

强，有利于前导激波的形成，从而促进火焰的加速过

程和爆震波的形成。 虽然阻塞比越大越容易形成爆

震，但是如果阻塞比太大则容易产生较大的压力损

失，所以阻塞比不能无限增大。
２．３　 障碍物排列方式对 ＤＤＴ 过程的影响

在 ＤＤＴ 过程中，障碍物对火焰的加速过程和爆

震的触发具有重要作用。 在此过程中，不仅障碍物

的阻塞比对其影响很大，障碍物的排列方式也会对

ＤＤＴ 过程产生影响。 本节将分别对阻塞比为 ０．４３
情况下障碍物单侧排列和交错排列方式对 ＤＤＴ 过

程的影响进行分析，与前文中障碍物对称排列时的

ＤＤＴ 过程进行对比。
２．３．１　 障碍物单侧排列对 ＤＤＴ 过程的影响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相同的阻塞比下，当障碍

物单侧排列时爆震形成的 ＤＤＴ 时间和距离均比障

碍物对称排列时大。 这是由于在单侧障碍物后只能

形成一个漩涡，漩涡对火焰的拉伸和卷曲作用不如

对称障碍后的 ２ 个对称漩涡。 此外，单侧障碍物对

压缩波的反射和叠加作用弱于对称障碍物，形成前

导激波所需的时间更长，从而会诱发更长的 ＤＤＴ 时

间和 ＤＤＴ 距离。

图 １４　 障碍物单侧排列时火焰加速过程的

温度云图和流线图

２．３．２　 障碍物交错排列对 ＤＤＴ 过程的影响

图 １５　 障碍物交错排列时火焰加速过程的

温度云图和流线图

图 １６　 排列方式对 ＤＤＴ 参数的影响

在相同阻塞比下，障碍物交错排列时的 ＤＤＴ 时

间和距离最小。 障碍物交错排列时爆震管内的流线

随障碍物的位置呈交错分布，管内流场的扰动更加

剧烈，火焰面的卷曲程度比障碍物单侧和对称排列

时更加剧烈。 火焰和激波在管壁和障碍物之间的频

繁碰撞有利于“热点”的形成，从而加快爆震触发。

３　 结　 论

本文对航空煤油单组分替代燃料的热射流起爆

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得到以下结论：
１） 构建了正癸烷作为 ＲＰ⁃３ 航空煤油的单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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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燃料的详细机理模型，通过对详细机理进行优

化和进一步的简化工作，得到一种包含 ２６ 种组分、
６７ 步反应的正癸烷简化机理模型，并对简化机理在

描述着火和燃烧特性方面的准确性进行了验证。 结

果证明所建立的 ６７ 步正癸烷简化机理能在较宽的

工况范围内对正癸烷的着火特性和燃烧情况进行良

好预测，描述其化学反应动力学特性。
２） 在航空煤油 ＤＤＴ 过程的数值模拟中可以发

现，障碍物管道内火焰的加速过程可分为 ４ 个阶段：
火焰－漩涡发展阶段、漩涡－火焰作用阶段、激波－火
焰作用阶段和爆震阶段。 在火焰加速前期，由障碍

物形成的漩涡和湍流对火焰加速起着主导作用；在
火焰加速后期，激波对未燃气进行预热使其热力学

状态得到大幅提升，在火焰、激波和障碍物的共同作

用下会触发爆震。
３） ＤＤＴ 时间和距离会随着阻塞比的增大而减

小。 高阻塞比障碍物可以形成更大尺寸的漩涡以提

升对火焰的扰流作用，并对压缩波的反射和叠加作

用更强，有利于前导激波的形成，从而促进火焰的加

速过程和爆震波的形成。
４） 在相同阻塞比下，障碍物交错排列时的 ＤＤＴ

时间和距离最小。 障碍物交错排列时爆震管内的流

线随障碍物的位置呈交错分布，管内流场的扰动更

加剧烈，火焰面的卷曲程度比障碍物单侧和对称排

列时更加剧烈。 火焰和激波在管壁和障碍物之间的

频繁碰撞有利于 “热点” 的形成，从而加快爆震

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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