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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luent软件的某型飞机燃油箱 

氧气浓度仿真分析 

高广拓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 

摘 要：主要基于流体仿真软件Fluent对某型飞机油箱内氧气分布进行了三维非定常计算。采用标准k一8湍流模型、 

有限体积法离散方程，并采用分离式求解器、SIMPLE算法耦合求解速度、压力；压力项离散采用PRESTO!格式；其他方 

程对流项采用一阶迎风格式。利用这种建模和分析方法可以对燃油箱内的氧气分布和充氮过程进行较好的分析，同时 

也可为系统改进和优化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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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燃油箱内因雷电、静电火花、摩擦火花等特 

殊风险或失效状态，极易引燃飞机油箱起火而发生 

灾难性爆炸，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 FAA发布的修正 

案25—125，控制燃油箱内的每个隔间中的平均氧气 

浓度值小于或等于 12％时，就可认为燃油箱处于不 

易燃的状态。普遍的方法是通过在飞机燃油箱内注 

入惰性气体(通常选用氮气)，使飞机油箱上部空间 

氧浓度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始终保持低于支持燃油 

燃烧所需要的氧浓度水平(即低于 l2％)，以此来保 

障飞机油箱的安全性。 

目前，对于燃油箱内的氧气浓度的分析以及对 

充氮管路布置的合理性的研究，较多的采用了试验 

的手段。然而试验作为研究的重要方法，存在费用 

高、周期长、测量精度和手段有限，以及试验模型和 

实际问题的等效性难以确定等局限性。因此可以运 

用成熟的CFD手段，针对各种传热与流动问题的专 

业CFD模型越来越丰富完善，模拟结果越来越接近 

真实，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因此本文主要结合Flowmaster~ 】一维系统仿真计 

算的结果作为三维计算的边界条件，使用商用软件 

Fluent建立三维几何模型与网格，对某型飞机中央翼 

油箱建立了仿真模型进行三维非定常计算，对燃油 

箱内的氧气浓度进行仿真分析，并对油箱内充氮管 

路布置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1 数学模型与数值模拟 

1．1数学模型 

本文研究对象为可压湍流，在三维直角坐标系 

下，其运动规律可用N—s方程来描述。计算模型所使 

用的方程如下： 

等+△(p )=∑ (1) 

妲 + 虹 =蚤+去( 等)+脂+FOt at Ox Ox (2) 如 、 

警+ 等 去c 毒 c等+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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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鲁( 警 Q (5) 
由于等温流动不必求解温度场，其方程从略。 

txe#=GⅡpk ／8 (6) 

其中， 

P为流体密度； 

Qi为流量； 

地． ，为脉动速度分量； 

为动力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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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图可以看出，在 l5 

分钟以内，燃油箱的大部分空间充氮已经完成；初始 

时，充氮过程主要受气体流动控制。经过约 15分钟 

以后，充氮过程主要受分子扩散控制，然而局部流动 

死区的空间需要几倍的时间才能彻底完成。 

由于本文的仿真为假定在飞机油箱内燃油仅为 

5％情况，而通常飞机在实际飞行过程中燃油量要远 

大于5％，相对的气相空间会更小，因此通过充入氮 

气降低氧气浓度的效果会更好，氧气浓度降到 12％ 

所用的时间会更短，可以基本满足使飞机油箱上部 

空间氧浓度，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始终保持低于支持 

燃油燃烧所需要的氧浓度水平(即低于 12％)，从而 

保障了飞机油箱的安全性。 

基于Fluent软件通过对某机型油箱氧气浓度、 

充氮过程及氮气的流动信息的数值仿真，得到了相 

关数据和细节信息，其结果表明在 l5分钟以内燃油 

箱的大部分空间充氮已经完成。通过对结果的合理 

分析，验证了油箱内充氮管路设计的正确性。 

但通过对流动过程的观察也发现了存在设计不 

足，如油箱设计存在氮气分配的死区，因此可以根据 

仿真结果近一步优化如优化油箱内腹板上的开孔位 

置、尺寸以满足氮气分配的要求。从气路上考虑，可 

改善相应的管道进出口布局，加速充氮过程。 

通过对氧气浓度分布场的分析，其可能产生的 

原因如下，并可对设计进行如下的优化： 

(1)重力对流动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可将所有内 

部送风口应朝下或斜向朝下，以此强制置换接近地面 

的沉降氧气组分，减弱重组分重力沉降效应的影响[41。 

(2)存在局部空间的流动死区，应在此局部空间 

增加此部分送风口或重新设置导流挡板 (与开口)， 

尽量避免流动死区。 

3 结束语 

本文使用商用软件 Fluent对某型飞机油箱建立 

了仿真模型并进行三维仿真计算，得到了燃油箱内 

的最大氧气浓度和平均氧气浓度分布。通过分析，仿 

真结果较为合理，证明了设计的正确性，并根据仿真 

结果分析了设计中存在的不足，需进一步优化。仿真 

模型最终还需要通过试验数据进行确认，以进一步 

优化仿真模型。 

利用这种建模和仿真分析方法，可以在飞机设 

计之初为系统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在飞机设计中可 

以大大降低设计时间和试验成本，不失为一种有效 

而又简便快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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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Oxygen Concentration of Airplane in Fuel Tank Basing 0n Fluent 

GAO Guang-t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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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s mainly to simulate the oxygen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ng for airplane in fuel tank via 3D unsteady 

numeration basing on Fluent．Using the standard k一￡turbulence model，finity volume method to disperse the 

equafion，using separate solve，SIMPLE arithmetic to solve the velocity，pressure．Using PRESTO!format to disperse 

the pressure item，an d for other equation using the first order upwind format．Comply with this kind of modeling an d 

analysis method Can simulate oxygen distribution and inerting process better，and provide the new paths sand means for 

improve on the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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