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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的红外辐射特性数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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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外隐身技术对提高未来战机战场生存力具有重要意义，发动机排气系统是飞机后半球的主要红外 

辐射源。为了研究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的红外辐射特性，结合引射喷管的 CFD计算，采用离散传递法计算红 

外辐射强度，研究了普通引射喷管以及带 5。下倾角的引射喷管后半球 3～5“m 以及 8～14 tim波段的红外辐 

射强度空间分布规律，并与相似尺寸的涡扇／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探测角度较大时，涡 

扇发动机引射喷管的红外辐射强度较收缩喷管小 2O 左右；引射喷管结构上的非对称性导致红外辐射强度角 

向分布也呈现非对称性特征；8～14 tim波段与 3～5 tim波段的红外辐射空间分布规律基本相同，但辐射能量 

小 4O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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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Infrared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urbofan Engine’S Ej ector Nozzle 

Sun Zhiqiang，Yang Qingzhen，Chen Lihai，Liu Yi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Infrared stealt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ncrease the survival ability of the future aircraft．The ex— 

haust system of the engine is the main source of infrared radiation at the tail hemisphere of the aircraf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rared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rbofan engine’S ejector nozzle，combining the flow 

field calculation，using the discrete transfer method of infrared radiation numerical computation，the infrared ra— 

diation field characteristic of normal turbofan engine’S ejector nozzle and the ejector nozzle with 5。install angle 

in the waveband of 3～ 5 m and 8～14 m at the tail hemisphere is researched，and compared with the turbo— 

fan／turbojet engine’S convergent nozzl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rared radiate intensity of turbofan engine’ 

S ejector nozzle is 20 less than the convergent nozzle at high azimuth angles and the symmetry radiation field 

distribution of the nozzles are changed by the install angle obviously．The radiation field distribution in the wave— 

band of 8～ 14 gm is the same as that of 3～ 5 gm ，but the radiant energy is 4o less than that of 3～5 gm． 

Key words： turbofan engine； ~ector nozzle； infrared radiation field characteristic； waveband； discrete 

transfer method 

0 引 言 

航空发动机的尾喷管是飞机的主要红外辐射 

源，也是红外探测器的主要 目标Ⅲ。统计数字表 

明，在最近的各次战役中，遭敌方红外制导导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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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武器装备，几乎占所有遭敌方各种导弹打击的 

武器装备的 9O％[2]。红外探测器工作波段以 3～ 

5／am为主，随着红外探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红外 

成像技术的日益成熟[3]，采用 8～14 m波段的红 

外成像制导导弹也已经开始投入使用。 

目前涡轮风扇发动机在航空中的应用较为广 

泛，涡轮风扇发动机喷流温度较涡喷发动机低，而 

采用引射喷管不但能引人次流进一步降低喷流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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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引射套筒还能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所以采用 

引射喷管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具有一定的低红外辐 

射特征，可以提高飞机的生存率。 

国内对于涡轮发动机喷管红外辐射特性的研 

究多采用实验的方法[4]。罗明东、吉洪湖等_5别人 

针对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的红外辐射特性进行了 

一 些数值模拟研究，单勇、张靖周[7 将三维流场数 

值计算、壁温计算与红外辐射计算结合起来，综合 

分析了直升机排气系统引射式红外抑制器的红外 

辐射特性。针对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的红外辐射 

特性数值模拟研究还较少。 

本文建立了普通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和带有 

5。下倾角的引射喷管模型。应用 CFD软件计算了 

非加力状态的流场。利用流场数据和 自主开发的 

红外辐射计算软件，计算了上述喷管在 3～5／zm 

以及 8～14 btm波段上的红外辐射强度分布特征。 

并与尺寸类似的涡扇／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进行了 

分析比较。 

1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1．1 物理模型 

研究的引射喷管，长度 1．75 m，收缩段长度 

0．5 m，喷管进口直径 1 m，其半剖几何外形如图 1 

所示。带 5。下倾角的引射喷管则是在原引射喷管 

的基础上，将收缩段和引射套筒向下倾斜 5。而成。 

图 1 引射喷管半剖几何外形不意 图 

Fig．1 Half-cutaway geometry figure of ejector nozzle 

1．2 流场计算方法 

流场计算采用 RANS方程和 RNG e湍流模 

型，壁面附近选择标准壁面函数进行近似。流场计 

算状态为高空非加力状态；计算区域包括喷管区域 

和喷流区域，喷流区域为直径 D一6 m，长度 L=== 

20 m的圆柱形区域。喷管流场的计算条件为：内 

涵人口燃气总温为 935．1 K；静压为 177 280 Pa； 

质量 流量 4O．58 kg／s；外涵 入 口燃 气 总温为 

400．6 K；静压为 172 190 Pa；质量流量 28．8 kg／s； 

远场大气压力为 22 700 Pa；大气温度为 216．7 K； 

高度 11 km；马赫数 0．8。对喷管壁面和燃气流温 

度进行高精度的数值模拟是红外辐射特性计算的 

基础。为了精确得到喷管内壁面温度分布，考虑传 

热影响，所有的壁面均设定为流固耦合面，由于在 

真实飞机排气系统中，发动机位于机身内部，喷管 

外壁面不会被直接探测到，所以红外辐射强度计算 

中未考虑喷管外壁面的红外辐射。在计算中考虑 

了辐射换热的影响，引入 DO模型计算壁面与燃气 

的辐射换热。燃气的吸收系数采用 Hottel和 Sa— 

rofim提出的灰气体加权模型(WSGGM)[8]，将混 

合气体作为一种单一气体处理，认为混合气体的吸 

收系数等于各组分气体吸收系数之和，即 
， 

e 一 ∑口 (T)(1一e一 ) (1) 
i一 0 

式中：n 为灰气体发射率加权系数；k 为灰气体吸 

收系数；P为所有吸收性气体的分压之和；s为辐射 

的行程长度。 

由于燃气对红外线的吸收、发射和散射具有光 

谱选择性，其红外辐射强度主要取决于燃气中 

CO 、H。O等组分的温度、压力、浓度等参数 ，因此 

在 CFD软件中引入气体输运方程预测各种气体成 

分的浓度分布。假设喷管人口气体为完全燃烧的 

燃气，则氮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体积百分比分 

别为 73．3 、13．3 、13．3 ；周围环境空气的成 

分，即氮气和氧气的体积百分比分别为79 、21 。 

1．3 红外辐射强度计算方法 

红外辐射强度计算采用离散传递法，离散传递 

法最先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Shah和 Lookwood提 

出，其基本思想是将微元面的入射辐射区域对应的 

立体角划分为很多个小立体角，并以每个小立体角 

中心线为特征线，沿着特征线离散求解辐射传递方 

程，从而将计算壁面或探测点入射辐射照度的三维 

问题转化为一维问题[5]。 

红外辐射强度计算的基本方程主要包括四个 

方程：吸收一发射性介质中红外光谱辐射亮度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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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辐射照度方程、固体壁面辐射边界条件方程 

和辐射强度计算方程。 

光谱辐射亮度传输方程描述了辐射能量在介 

质中沿射线传输过程中能量的变化与介质吸收、发 

射和散射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射线传输方向上的能 

量平衡方程。假设充分燃烧，忽略燃气的散射项， 

其表达式为 

： 惫 (s)L拍(s)一是 (s) (s) (2) 

式中：s为传输距离；L 为计算点处的光谱辐射亮 

度；L拍为辐射传输路径上各点的黑体光谱辐射亮 

度；k 为光谱透过率。 

将射线离散成线段如图 2所示。 

曩卜 + 曩 

图 2 射线离散不意 图 

Fig．2 Illustration of radiant line discrete 

则相应可将方程(2)离散为 

(s)一 (o)Ⅱ ( )+ 
i掌 1 

”一 1 

∑L舳( )·E1一 ( )]·Ⅱ ( )+ 
1 J=汁 1 

L拍( )[1一 ( )] (3) 

式中：若辐射线的出发点是固体壁面，则 L (O)为 

对应固体壁面的有效光谱辐射亮度；若辐射线的出 

发点是燃气，则 L (O)一0。 

辐射照度方程描述了辐射亮度与辐射照度之 

间的转换关系，表示单位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接收 

到的辐射能量，其光谱形式表达式 

r 

H 一̂l L (s)cosOcl~ (4) 
J n 

式 中： H 为 光 谱 辐 射 照 度，单 位 为 

W／(cm ·um)。 

喷管壁面微元面辐射不仅受到其他微元面辐 

射的影响，还受燃气流的影响。要获得壁面有效辐 

射亮度，必须计算排气系统(包括喷管壁面和喷管 

内的燃气流)对喷管壁面微元面的入射辐射照度。 

喷管壁面微元面对排气系统所张开的立体角为 

2丌，利用对壁面和射流边界的网格划分结果离散 

排气系统对各微元面所张开的立体角，这种通过对 

面网格的划分来离散空间立体角的方法称为间接 

离散。假设计算中把喷管壁面分为 M 个微元面， 

燃气流边界分为 N个微元面，则计算中将立体角 

离散为M+N份嘲。计算域边界如图 3所示。 

— — 喷管壁面 ⋯ ⋯‘燃气流边界 

⋯ ⋯ {__．_⋯．{．．．．⋯{ 
M+1 

图 3 计算域边界示意图 

Fig．3 Sketch of boundary of computer zone 

计算小微元面 P接收到的排气系统总入射辐 

射照度时，对公式(4)离散 

HA
，
p一 L̂ (q，△ q)nF q (5) 

式中： (q，△n )为微元面q的光谱辐射亮度，可 

以按照方程(3)进行离散；F 为微元面P到微元 

面q的角系数。角系数定义为表面 1直接投射到 

表面 2上的能量占表面 1辐射总能量的百分比[9]。 

对于灰体壁面(发动机尾喷管壁面可近似视为 

这类表面)，固体壁面辐射边界条件方程可写为 

L̂ ， (O)一0pL舳(Tp)+ (1一 ) (6) 

式中：￡ 为壁面 的表观黑度；T 为壁 面温度， 

L拍(Tp)为壁面温度 所对应的黑体的光谱辐射 

亮度；H 为投射到壁面的入射光谱辐射照度，可 

分别按照方程(3)和方程(5)进行离散。离散后的 

固体壁面辐射边界条件方程是一个关于 的线性 

方程组，用高斯迭代法求解。 

辐射强度是辐射源在单位时间内向单位立体 

角内发射的能量。对于发动机排气系统辐射而言， 

近距离不能视为点源辐射，然而当探测距离远远大 

于发动机尺寸时，可近似视为点源辐射。辐射强度 

计算方程的光谱形式可写为 

L=== (7) 

式中： 为在介质中传输 z距离时的介质透射率； 

L为考虑介质衰减影响时的辐射强度。 

红外计算采用网格生成软件 自动划分的三角 

形壁面网格，通过自编接口程序将网格数据转换为 

红外计算程序的输入数据。这样大大提高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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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杂结构的适应能力和通用性。引射喷管的红 

外计算网格如图4所示。 

图 4 引射喷管红外计算网格示意图 

Fig．4 Sketch of infrared calulation grids on 

boundary of ejector nozzle 

红外辐射强度计算时，在铅垂对称面(xOy平 

面)和水平对称面(xOz平面)上分别布置 37个探 

测点(一90。～9O。，间隔 5。)如图 5所示。图中计算 

波长范围 3～5 m(离散为 80段)和 8～14 m(离 

散为 6O段)。喷管壁面发射率取为 0．3，喷管进口 

处将旋转的涡轮简化为灰体壁面，发射率取为 

0．65，中心锥的发射率也取为 0．65。观测点到喷 

管出口的距离为1 000 m。 

图 5 探测角度示 意图 

Fig．5 Sketch of azimuth angles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各个喷管的静温分布云图如图 6所示，由上至 

下分别为引射喷管、带 5。向下倾角的引射喷管、不 

带引射套筒的涡扇发动机收缩喷管和尺寸相似的 

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由于外涵气流的冷却和掺 

混作用，涡扇发动机喷管的内壁面温度较涡喷发动 

机喷管低 300 K左右。外界引射气流进一步加强 

了喷流与外界空气的掺混，降低了喷流温度，涡扇 

发动机引射喷管喷出的气流高温核心区面积明显 

比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的喷流小。 

温度／K 

图 6 引射喷管和收缩喷管的静温分布云图 

Fig．6 Static temperature nephogram of ejector 

nozzles and convergent nozzle 

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与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 

在 3～5 m和 8～14 m波段红外辐射强度角向 

分布曲线如图 7所示。 

～ 5 pm 
～ 14 vm) 
～ 5 um1 

～ 14 um、 

270 

红外辐射强~J(W／Sr) 

图 7 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和涡喷发动机收缩 

喷管在 3～5／zm和 8～14 m波段的红 

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 

Fig．7 Curve of infrared radia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 

waveband of 3～ 5 m and 8～ 14 of turbofan engine’S 

ejector nozzle and turbojet engine’S convergent nozzle 

从图7可以看出，由于喷管的红外辐射主要来 

自高温内壁面，降低内壁面温度可以大大降低喷管 

的红外辐射强度。在 0。～10。的探测范围内，可以 

探测到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内的中心锥高温壁面， 

红外辐射强度较高。在 10。～80。探测范围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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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管内壁面温度远低于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内壁 

面温度，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在这个探测范围内红 

外辐射强度也远低于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而后者 

在这一探测范围内红外辐射强度与O。～1O。探测范 

围内的红外辐射强度相当，角向分布曲线呈饱满的 

“梨”形。在 8O。～9O。探测范围内，由于喷管内壁面 

逐渐被遮挡，燃气流的红外辐射逐渐占据喷管红外 

，  辐射的主要部分。8～14 m波段上的红外辐射强 

度角向分布曲线形状基本与 3～5 m波段上的红 

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形状相同，但辐射能量只 

有 3～5 m波段的 40 左右。 

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和涡扇发动机收缩喷管 

在 3～5 m波段的红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如 

图 8所示 。 

0 80 160 240 320 400 480 560 640 720 800 

红外辐射强度／(W／Sr) 

图 8 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和收缩喷管在 

3～5／zm波段的红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 

Fig．8 Curve of infrared radiate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 

waveband of 3～5 um of~ector nozzle and 

convergent nozzle of turbofan engine 

从图8可以看出，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与收缩 

喷管在低探测角度内的红外辐射强度相当，只有在 

探测角度大于 60。时，引射喷管的红外辐射强度稍 

小于收缩喷管，这主要是由于引射气流掺混降低了 

喷流温度造成的。可见外涵气流对喷管 内壁面的 

冷却作用是涡扇发动机喷管红外辐射强度远小于 

涡喷发动机喷管红外辐射强度的主要原因，引射喷 

管在探测角度较大时有一定优势。 

带有 5。向下倾角的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在铅 

垂对称面和水平对称面上 3～5 m波段内红外辐 

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分别如图 9、图 10所示。 

270 

红外辐射 强度／(W／Sr) 

图 9 带有 5。向下倾角的引射喷管在 xOy平面上 

3～5“m波段内红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 

Fig．9 Curve of infrared radia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 

waveband of 3～5 um of~ector nozzle with 5。 

downtilt angle detecting from xOy plane 

90。 

240。、  

Z ，o。 

红外辐射 强度／(W／Sr) 

图 1O 带有 5。向下倾角的引射喷管在 xOz平面上 

3～5／zm波段内红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 

Fig．10 Curve of infrared radiati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 

waveband of 3～5“m of ejector nozzle with 5。 

downtilt angle detecting from xOz plane 

从图 9可以看出，引射喷管在铅垂对称面上的 

非对称结构明显影响了其红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 

曲线，使曲线也向下偏斜。由于喷口直径较大，向 

下倾角仅有 5。，在 0。探测方 向并不 能对 中心锥高 

温壁面形成有效遮挡，在这个方向上的红外辐射强 

度最大值基本与原引射喷管相同。而在一5。探测 

方向，由于喷管的下倾，可探测到的内壁面面积增 

加，红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曲线出现了一个与 0。 

探测方向相当的最大值。由于喷管在水平对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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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保持对称结构(图 10)，其红外辐射强度角向 

分布曲线仍保持对称性。 

3 结 论 

(1)由于外涵气流和引射气流的冷却和掺混， 

在O。探测方向，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的红外辐射 

强度只有涡喷发动机收缩喷管红外辐射强度的 

4O 左右，在 10。～80。探测范围内则更低，只有涡 

喷发动机收缩喷管红外辐射强度的 3O％左右。 

(2)在探测角度较大时，涡扇发动机引射喷管 

的红外辐射强度较收缩喷管小 20 左右。 

(3)喷管结构上的非对称性也会导致红外辐 

射强度角向分布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喷管向下倾 

斜 5。，导致角向分布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也相应 

的向下倾斜 5。左右，0。探测方向的红外辐射强度则 

基本保持不变。 

(4)8～14 ttm波段与3～5 m波段的红外辐 

射强度空间分布规律基本相同，但辐射能量小 

4O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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