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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强度数值仿真 

未军光，杨青真，李岳锋 

(西北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陕西 西安710072) 

摘要：针对发动机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特性的研究，以飞机发动机排气系统流场数值计算数据为基础，考虑燃气主要成分 

H20、CO2的吸收和发射影响，利用离散传递法求解非均匀介质中辐射传输方程，对喷管热空腔辐射、喷气流辐射和热空腔 

一 喷气流组合辐射在2．667～51xm波长范围内的红外辐射强度进行数值仿真，计算所得的红外辐射强度与实测结果一致， 

并证明采用的计算方法和开发的计算程序的正确性，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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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nfrared Radiation 

for Aeroengine Exhaust System 

WEI Jun—guang，YANG Qing—zhen，LI Yue—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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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tudy on the infrared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ero—engine exhaust system， 

based on the calculating data of flow field of the aero—engine exhaust system，taking the principal pads of the 

engine’S gas，H20 and C02，into account，using the discrete transfer method to solve radiative transfer equation with 

inhomogeneous medium．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nfrared radiant intensity in the wavelength range of 2．667— 

5 m from hot nozzle cavity，jet stream and cavity—jet stream has been conducted．The calculated infrared intensity 

agrees with 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And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compute program 

are consistent．The computational method and the code are valuable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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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飞机排气系统是飞机尾向主要的红外辐射源，也是红外 

制导武器探测、追踪的主要目标。目前，国外在飞机排气系 

统红外辐射特性研究方面的理论、技术和方法都比较成熟， 

并开发出红外辐射特性计算软件，如 SCOPIO—N⋯，SMIR J 

等对飞机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特性进行了较详细的数学建 

模和数值计算研究，并有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国内从上世纪 

9O年代开始，在红外辐射特性数值计算研究方面也取得较 

大的发展，主要采用的计算方法有：区域法、热流法、离散坐 

标法蒙特卡罗法、离散传递法等 ，这些计算方法各有优缺 

点。区域法对无散射辐射传输问题计算精度较高，但对于复 

杂几何形状积分困难 ，需要计算机内存大，处理非均匀介质 

的辐射传输困难。热流法不适用于含强各向异性散射的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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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问题。离散坐标法可以方便地处理各向异性散射项，但低 

阶离散坐标法计算误差大，且可能产生假散射和射线效应。 

蒙特卡罗法不离散空间立体角，可以处理各种复杂问题，计 

算精度高，但统计计算量大。离散传递法计算精度高、计算 

量小，可以方便处理含非均匀介质的辐射传输问题，但对特 

征射线中入射散射项尚未得到妥善处理。 

发动机在非加力状态下工作 ，且燃烧较充分时，燃气散 

射效应可以忽略，故本文在考虑燃气中H O、CO 的光谱吸 

收与发射影响的情况下，采用离散传递法离散求解耗散一吸 

收性介质中辐射传输方程，自主开发程序计算了非加力状态 

下发动机排气系统在 2．667—5txm波长范围内红外辐射强 

度，并与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采用本文的方法 

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得到非加力状态涡轮发动机排气系统 

在2．667—5 m波长范围内红外辐射强度(包括光谱辐射强 

度 )，本文的计算方法和程序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2 物理数学模型 

发动机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包括喷管内外燃气流和喷 

管内固体壁面的红外辐射。 

在非加力状态下，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性的研究 

是一个涉及到排气系统三维流场、温度场、喷管内固体壁面 

发射和反射以及喷管 内燃气流吸收和发射的综合性物理问 

题。研究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性，需要以j维流场、 

温度场为基础。喷管内固体壁面的红外辐射除了取决于固 

体表面的黑度和温度分布以外，还取决于其它固体壁面和喷 

管内燃气流对喷管内壁面辐射的吸收 、发射影响，燃气 的吸 

收会降低固体壁面的入射辐射 以及它在部分方向的红外辐 

射，燃气的发射则能够增加固体壁面的入射辐射。燃气的吸 

收、发射具有光谱选择性，其红外辐射主要取 决于燃 气巾 

H 0、CO 等组分的温度、压力、浓度等参数。 

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强度计算的基本方程主要包 

括吸收 一发散性介质中光谱辐射亮度传输方程 、辐射照度计 

算方程、喷管内固体壁面辐射边界条件方程和红外辐射强度 

计算方程。 

发动机非加力工作状态下，在计算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 

强度的过程中，需要利用离散传递法对收 一发散性介质中光 

谱辐射亮度传输方程 、辐射照度计算方程和喷管内固体壁面 

辐射边界条件方程进行离散和求解。离散传递法的基本思 

想是将微元面的人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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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沿着特征 

射线离散求解辐射传输方程。 

2．1 吸收 一发散性介质中光谱辐射亮度传输方程 

光谱辐射亮度传输方程描述了辐射能量在介质中沿着 

射线传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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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达 

式 ][ 如下 ： 

：，ĉ(5) 6̂(5)一K̂(s)￡̂ (s，；)一。． ̂( )￡A( ， 

；)+ foi=4~LA )m (1) 
在充分燃烧情况下，燃气的散射系数与吸收系数相比很 

小，故散射项可以忽略，方程简化并得到其积分形式表达式 ： 

L̂(s)=L̂(0)exp(一K̂)+【、 ̈ (s )d{exp[一(，ĉ一 

，( )]} (2) 

且，( (s)=【 (s )ds 。根据布格尔(Bouger)定律 和 

K ( )表达式，方程变形为： 

^(5)=L̂(0)f̂(s)+【L6̂(s )dr (s—s ) (3) 

用离散传递法对式(3)进行离散后得 ： 

L (s)=L (o)n7 ( )+工 ( )[1一 (n)]+ 

n一1 

∑ 。( )[1一r ( )]H r ( ) 
I J：i+1 

辐射线段离散如图 1所示。 

喜 + + 誓 
图 1 离散射 线段 示意图 

(4) 

2．2 辐射照度计算方程 

辐射照度计算方程描述_r辐射亮度与辐射照度之问的 

转换关系，对于空间大范同区域的投射辐射，其空间光谱形 

式 为 

HA=f L ( )COS 0dO (5) 

如图2所示，计算中把喷管壁面分为 M个微元面，燃气 

流边界分为 Ⅳ个微元面，计算小微元面P接收到排气系统总 

的入射辐射照度 

— —

喷管 ⋯ ～ 燃气流 

图2 计算区域边界网格划分示意图 

． 
时，对式(5)进行离散如下 

Ha
， 

= In￡ (q，dn)COS dQ 
+ 

= ∑ (q，△Q )cos △Q (6) 
q I 

根据空间微元立体角的定义 和微元面间角系数的定 

义 』，式(6)可以化简为 
+N 

， 

= ∑三 (g，△n )竹· (7) 

将式(4)代入式(7)进一步离散得到 ．  有如下离散形式 
M +～ 

H =∑1T 一 { (n)[1— (n)j+，J (0)n ( ) 
q I l l 

n—l n 

+∑ ( )[1一 ( )]兀 ( )) (8) 

2．3 喷管内固体壁面辐射边界条件方程 

飞机尾喷管壁面辐射不仅与壁面本身的辐射性质有关， 

而且壁面之间还相互影响，此外 ，还要考虑燃气介质的吸收 

和发射影响。发动机喷管内壁面辐射边界条件方程 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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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 假设把喷管壁面划分为 M个面元，由于面元之间光谱 

㈩ 1--~'k 篓 
=  ( )+ 

"／T 

L (∞)c。s卢 d (9) 式 ，即 

L̂1(0)+( 1—1)F̂，1—．2L̂2(0)+⋯ +( l一1)F̂
． 1一 f̂L̂ (0)=b̂1 

(62—1) ．2 iL̂1(0)+L̂2(0)+⋯ +( 1一I)F̂
．
2— 村L̂ ，̂(O)=b̂2 

(10) 
(8k一1) 

， 
一十lL̂l(0)十⋯ + 从(0)十⋯ +( 一1)FA

，b  L̂ (0)+⋯ +( 一1) ,k~Mẑ (0)=b从 

( Ⅳ一1) 
， 

l 1̂(0)+( 村一1) 
， 
LA2(O)十⋯ 十L̂ (O)=b̂脯 

式中，6从为面元k自身发射的光谱辐射亮度与反射面元 受 

到燃气光谱辐射照度之和，其完整表达式为： 

6肚= JL ( )+ ％ 

式(10)是以 n(O)为未知数的方程组，方程组的系数矩阵 

主对角严格占优 ，可以用 Jacobi迭代法进行求解。 

2．4 红外辐射强度计算方程 

飞机排气系统光谱辐射强度是尾喷管和尾喷流组合辐 

射之和，方程表达式为 

：  ⋯ ) 

式中， 为辐射源在观测点处所形成的光谱辐照度；R为辐 

射源与观测点之间的距离； 辐射源到观测点的距离 R长 

度上形成的透过率。 

式(11)是建立在单波长 A基础上给出的，若要求解 A 

～ A：波长范围内发动机排气系统的红外辐射强度则需在光 

谱范围内积分计算。 

=  等 ) 
3 算倒与分析 

3．1 波段辐射强度空间分布 

用上述方法对非加力状态下某型发动机轴对称喷管红 

外辐射强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计算。 

发动机排气系统计算区域离散示意图如图3所示，尾喷 

管用简化后形状 和尺寸，尾喷流计算区域选取为足够大的 

圆柱区域，直径为 6D，长度为 15D，其中D为尾喷管入 口直 

径。非加力状态下尾喷管入口的燃气温度为 800K，压力为 

2．54726×10 Pa，流场参数、温度场参数利用 CFD商业软件 

计算求得；红外辐射强度计算用 自主开发程序完成。红外辐 

射观测点距喷管出口距离为 1000m，观测点方位角为 0。一 

90。，计算波长范围为 2．667～5／zm。 

图3 排气系统计算区域离散示意图 

表1 空间不同方位角方向喷管热空腔与喷流组合辐射强度计算值 

表 1给出了计算得到的发动机尾喷管和尾喷流组合辐 

射在空间不同方位角方向上对应的红外辐射强度值 ；表 2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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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发动机尾喷管热空腔辐射经喷管内燃气衰减后在空间 

不同方位角方向上对应的红外辐射强度值；图4给出了发动 



机尾喷管和尾喷流组合辐射强度与单独尾喷管热空腔辐射 

强度空间分布对比图。其 中，发动机喷管尾向正后方定义为 

0。，可以看出辐射强度最大值出现在 l5。左右。由表 1、表 2 

和图4可以看出，方位角小于 l5。时，红外辐射强度值逐渐增 

大；随后随着方位角增大而减小，这是由于喷管热空腔辐射 

被遮挡的区域越来越多所导致的，当 0=90。的时候，喷管热 

空腔辐射基本完全被遮挡住 ，只存在尾喷流辐射 ，计算的红 

外辐射强度最小 ，是最大值的 1／13左右；这与理论分析结果 

一 致。另外 ，喷管热空腔辐射强度计算值与喷管热空腔和喷 

流组合辐射强度计算值相差不是太大，因为喷管相比于喷流 

的温度高、辐射强，是发动机排气系统主要辐射源。 

— — 热空腔埙 流组合辐射强度 

红外辐射强度／(w·st- ) 

图4 红外辐射强度计算值空间分布 

0 0．2 0．4 0．6 0．8 

相对红外辐射强度 

图5 辐射强度相对值的空间分布 

图5和图6是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强度相对值空 

间分布图。图 5中实线 1表示发动机喷管和喷流组合辐射 

强度计算相对值空间分布，虚线 2表示发动机喷管和喷流组 

合辐射强度实测相对值空间分布 ；图6中实线 3表示发动 

机喷管辐射强度计算相对值 空间分布虚线 4表示发动机喷 

管辐射强度实测相对值空间分布[4 J。由于计算方法 、计算条 

件 、模型尺寸形状和考虑的影响因素等存在的差异，图5和 

图6都是对红外辐射强度相对值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红 

外辐射强度相对值的空间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在方位角 l5。 

～ 35。之间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比较好。另外 ，最大值所在 

方位角也基本一致 ，位于发动机尾向 10。～20。之间。 

l 
‘ 

相对红外辐射强度 ‰ 

图6 喷管热空腔辐射强度相对值的空间分布 

实验结果 

图7 在0。方向上光谱辐射强度相对值分布 

3．2 光谱辐射强度 空间分 布 

图7是发动机排气系统尾向方位角 0=0。时相对光谱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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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强度计算值和实测值对 比图，图中横坐标表示波长，纵坐 

标表示相对光谱辐射强 度，实线表示计算得到的相对光谱 

辐射强度分布，虚线表示实测 得到的相对光谱辐射强度。 

由图7可以看出，在3～5p,m波长范围内相对光谱辐 

射强度计算值与实测值趋势基本一致，最大值出现在4．0 m 

左右，最小值出现在 CO2吸收最强的4．31．~m左右。另外 ，图 

中计算值普遍大于实测值 ，其主要原因是：①计算时只考虑 

了H：0、CO 的吸收和发射影响，散射影响、其他组分的影响 

以及燃烧产生的固体、液体颗粒 的影响未加以考虑；②计算 

模型的简化、计算区域的选取和流场参数的计算都会影响到 

计算的精度；(~)Ludwig等 发表报告中的燃气组分光谱吸收 

系数数据库存在一定的误差。 

4 结论 

本文利用离散传递法求解辐射传输方程，在考虑喷管固 

体壁面、燃气辐射特性相互之间影响的基础上，用Fo~ran语 

言开发程序并计算非加力状态时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 

强度，得出以下结论： 

1)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强度空问分布呈明显的梨 

形包络曲线特征。其中，最大值出现在与尾喷管轴线成 10。 

～ 20。之间夹角方 向上 ；最小值则出现在与尾喷管轴线成 

90。夹角方向上。 

2)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13 

倍左右，因为在尾喷管方位角90。方向上，喷管热空腔辐射被 

壁面遮挡所致，也表明喷管热空腔辐射在排气系统红外辐射 

中起主要作用。 

3)在 3～5 m波长范围内沿发动机尾喷管轴向方向光 

谱辐射强度最小值出现在 4．3y,m附近，因为此波长是 CO 

的一个强吸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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