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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灭火系统的设计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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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基于军用飞机灭火系统的特点，对飞机／发动机灭火系统进行了设计。并研究了灭火荆用量 

计算的工程算法。针对发动机舱的特殊性，提 出了具有高速气流流动防护区的通风补偿计算方法与 

管网设计准则。对某型飞机发动机灭火系统进行了设计与计算，其结果可以满足国家标准的有关规 

定。文中提 出的计算方法可为飞机／发动机灭火系统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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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和专业性 

都很强的工作Ë。而飞机灭火系统的设计与计算则 

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课题。它涉及到飞 

机飞行状态的分析、发动机舱内环境温度的分析以 

及考虑因各种原因开口、通风等影响因素。 

飞机灭火系统的特点： 

(1)防护区较多。通常有几个防护区。 

(2)在发动机舱和辅助动力装置舱内，通常存 

在开口(通风口)，因此实际舱中有高速气流的流动。 

(3)灭火管形状复杂，多为任意形状的环形导 

管。 

(4)由于飞机飞行状态不断变化，因而需要考 

虑飞行包线范围内灭火问题。 

由于飞机灭火系统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本文在 

全面考虑以上因素的前提下，选取最严重的火区发 

动机舱为研究对象，对灭火系统的灭火剂用量、管路 

系统、灭火瓶参数等进行了计算和设计。并对其它防 

护区进行了验算，从而确定了整个系统的设计参数。 

计算模型与设计要求 

1。1 计算模型 

飞机灭火系统一般都有多个防护区，凡是装燃 

油或容易出现火灾的地方，都需要进行防护。在这些 

灭火区中同时着火的几率很小，不需要同时向几个 

防护区喷射灭火剂。根据飞机上特殊的灭火环境以 

及飞机性能的要求，应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 

对各个防护区的灭火要求。而且在设计中，考虑到减 

轻飞机的重量，故一般采用管网组合分配系统。考虑 

飞机上各防护区的重要性以及防护区内复杂的几何 

构形，对于军用飞机的灭火系统，通常采用全淹没、 

非均衡、管网组合分配系统。此时。灭火剂设计用量 

应按防护区中设计灭火用量最大者来考虑，本文以 

发动机舱的设计用量作为灭火剂设计用量。 

1．2 设计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JB3275—98对 

飞机灭火系统设计的要求，灭火剂喷射后在其作用 

区的所有部分中形成的灭火剂体积浓度应至少为 

6．5％。在正常巡航状态下，该灭火剂浓度在其作用 

区的所有部分中持续的时间应不少于0．5 s。 

2 灭火剂总用量计算 

单个发动机舱的灭火荆总用量等于设计用量和 

备用量之和。其中设计用量可表示如下 

M。一 ( ff十 M + M + M )x 是 (1) 

式中，眠 为灭火剂设计用量， 为有效灭火剂量， 

M 为通风补偿量， 为管网剩余量， 为容器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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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量，愚 为安全系数。 

备用量是基于对系统的经济性和防护区的安全 

性综合考虑而设置 它在数值上与设计用量相等。 

因此，充装的灭火剂总用量为设计用量值的 2 

倍。灭火剂的充装密度 和充装比r计算如下 

P0一 r一 (2) 
” 

式中， 为设计用量贮存容积，P为 zO℃液态灭火 

剂的密度。 

2．1 有效灭火用量 

单个发动机舱的有效灭火用量表示如下 
m  T， 

“ 南 ‘ (3) 
式 中， 为设计浓度，根据 GJB3275—98规定， ≥ 

6．5％iV 为发动机舱最大净容积。 

蒸汽比容积为 

一 0．128 7+ 0．000 5518 (4) 

式中， 为防护区最低环境温度。 

2．2 通风补偿量 

发动机舱侧壁通常有一些开口。用来冷却发动 

机舱内的附件及其高温部件，当有气流流动时，必然 

存在着灭火剂从排气口中的流失。为了保证一定的 

灭火浓度，必须补偿该流失量，通常可以采用延续喷 

射法和过量喷射法。延续喷射法比过量喷射法所需 

要补偿的灭火剂量少得多，但需要另设一套辅助管 

网系统。采用过量喷射法不需要设置专门的管网系 

统，不会过多地增加飞机的重量，因此这种补偿方法 

更适合于飞机灭火系统。 

通风量的计算涉及到飞机外流场计算以及发动 

机通风冷却与发动机性能匹配等复杂问题，在不能 

准确给出发动机通风量数值的情况下，采用如下方 

法来确定。按飞机巡航状态来计算进气口的空气质 

量流量，因采用过量喷射法，则认为每秒由于通风 

流失的灭火剂量等于流入的空气质量流量 

设巡航高度和巡航马赫数分别为H、Ma。根据 

大气参数可得环境温度和压强分别为T PH，由下 

列公式Ez]计算得到该高度的总温和总压 
， L 1 、 

T，===7’Hi 1+ Ma。} (5) ＼ 厶 ／ 

． ，  ．  

 ̂

P，；P_‘，f 1+ Maz (6) ＼ 厶 ／ 

式中，愚为绝热指数，其值为 1．4。 

数值计算可得发动机舱进气口的来流马赫数以 

及总压 P 再计算出经过发动机舱进气口的气流马 

赫数为Ma 、总压损失系数为 ，则经进气口后的气 

流总压为P ；==ajp 假设气流沿飞机外部和进气口 

的流动为绝能流动，则总温不变，即T。一T，。 

按下列各式计算 出速度系数 及流量 函数 

g( )，从而进一步计算出质量流量q 。 

(7) 

( ( 一 J ㈤ 
由流量公式可得 

q C Aq(2) (9) 

Tt 

式中，C为常数，其值为 0．040 4(s· ／m)，A为 

进气口有效流通面积。则通风补偿量为 

M，；：：q ·td (10) 

式中，t 为喷射时间。 

2．3 管网剩余量和容器剩余量 

管网剩余量 

Mp= ID·V (11) 

式中， 为气液分离点后的管道容积 。 

容器剩余量 

Mrs ID× V × 愚 (12) 

式中，愚 为一比例系数。 

3 管网流体计算 

3．1 管网布局 

管网布局应考虑从灭火瓶到各个防护区的距离 

尽可能的短，以减少流动损失。由于防护区(发动机 

舱)的特殊性，不宜采用喷嘴而应采用喷射孔，即在 

开环的喷射管侧壁开口。根据 GJB3275—98规定，在 

开环的喷射管路末端面不应设有喷射孔，不采用贯 

穿孔的喷射管路。在高温部件附近喷射孔的孔间距 

应密集一些，而且应采用两侧交错开孔。在其它位置 

可设置孔间距略大一些，并且可以采用单侧开孔，依 

据具体防护区特点而定。 

3．2 管网计算 

管网中所遇到各种阀门如容器阀、单向阀、电磁 

阀，应由生产厂家给出，各种管配件如三通、四通，直 

角弯头等的流动损失可由有关的设计手册[4]和流体 

力学书L5]查得 经过测试试验工作表明，其流动时的 

压力损失与单相流的压力损失接近。 

管网中任意节点 f的压力 尸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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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一 尸 1+ App± pgAh (13) 

根据英国 卜内门化学工业集团(ICI)的测试结 

果 引，单位长度的压力损失为 

等一[ 2+o．82。Ⅷ．7 ]× 
2

× 10。 

(g ，) ==(g ) 一】+ (g ) 一】 

(g ) ～ =：=f(P ． ) 

(14) 

(15) 

(16) 

式中，下标i表示节点； —l表示与i相邻的下游节 

点；Ap ／L为单位管长的压力损失(MPa／m)；D为 

喷射管内径(ram)；g卿为管段流量(kg／s)；q， 为喷 

射孔流量(kg／s)，其值由喷射孔的流量特性确定 当 

取最不利点喷射孔处的最低压力时，并按上式计算 

出最后一个节点处的压力，就可得到管网所需的最 

低供给压力，用 尸 表示。 

选取最不利的喷射孔可能遇到 3个工作压力， 

分别为最低工作压力、中间工作压力和最高工作压 

力，得到 3个容器压力值，绘出灭火剂质量流量与容 

器压力关系曲线，如图1所示，拟合上述3组数据得 

到灭火剂质量流量与容器压力的函数关系，即可计 

算出任一瞬时贮存容器压力对应的灭火剂质量流 

量。 

4·5 

4．0 

下 

。 

3．0 

2．5 

p／MPa 

图 1 质量流量与容器压力的关系 

3．3 逐秒验算 

试验研究证明：容器内的气相压力与气相容积 

的关系可用PV=const表示。 

以充满管网的瞬间为0 s开始计时，逐秒验算 

的时间间隔取 0．5 S，分别计算充满管网时容器内的 

气相容积 

一  一  + V (17) 

容器压力 

一  m  

式中，P 为贮存容器压力， 为管网总容积。 

根据灭火剂充满管网时容器压力P印和灭火剂 

质量流量随容器压力的变化函数关系，即可得到灭 

火剂的质量流量q⋯求 0．5 s后气相容积增量、容器 

压力和对应的灭火剂质量流量。当气相容积增加到 

贮存容器与始端喷射孔之前管网容积之和时，开始 

泄压即表明喷射结束，同时得到喷射时间。 

3．4 确定管网参数 

调整贮存容器压力、充装比、喷射孔孔口直径及 

管路内径，使其在要求的时间内喷完，且满足如下的 

有关要求，得到一组合理的管网参数。 

(1)灭火剂喷完时的容器压力大于管网所需的 

最低供给压力。 

(2)逐秒验算得到的实际喷射量大于等于所需 

灭火用量。 

(3)当达到某一喷射时间时，喷射的灭火剂在 

其作用区的所有部分中形成的灭火剂体积浓度应达 

到所需要的要求。 

(4)在达到所要求的灭火剂浓度后，能满足在 

其作用区的所有部分中保持相应的浓度，且该浓度 

持续的时间不小于 0．5 S。 

经算例计算所得灭火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2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喷射时间大约2．5 S时，可 

使发动机舱 内所有部分 的浓度达到 7．O9，6，保持 

7．0 浓度的时间满足上述条件。 

图 2 浓度随时问变化曲线 

4 验算其它防护区的喷射情况 

由于本系统所采用的是管网组合分配系统，所 

以，按发动机舱设计确定的管网参数需对其它防护 

区进行喷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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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管网布局的原则对其它防护区进行管网布 

置，喷射验算方法与发动机舱的计算方法相同，验算 

内容包括灭火剂设计用量、喷射管喷口处的最低压 

力、喷射时间、灭火剂体积浓度及其在防护区内持续 

的时间。 

通过计算设计，按发动机舱灭火设计和计算所 

确定的管网参数和灭火剂用量同样满足其它防火区 

的灭火要求，即确定整个飞机灭火系统的管路布局 

和管网参数。 

5 结 论 

利用上述方法，通过对某型飞机发动机舱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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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gineering Method for Extinguishing Incipient 

Aircraft／Engine Fire 

Li Shuyan，Wang Xinyue，Qing Xiongjie 
(Department of Aero—Engine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72，China) 

Abstract：Even when we limit extinguishing aircraft／engine fire to its incipient stage，it is still very 

complicated and requires judicious use of proven engineering theory in combination with reliable empirical 

knowledge．Our aim is to present an engineering method that we believe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government specifications．We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engine nacelle，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zone to protect．Our engineering method includes the derivation of a number of formulas，based on proven 

engineering theory，such as eqs．(1)，(3)and (1 1)in the full paper．We utilize reliable empirical 

knowledge such as eq． (14)based on experimental data of a UK firm．Calculations done with our 

engineering method do show preliminarily that we can satisfy principal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such as： 

(1)extinguishing—agent concentration should reach 7 ；(2)duration of 7 concentration should be no 

less than 0．5 S． 

Key words：incipient aircraft／engine fire，engine nacelle，extinguishing—agent，concentratio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