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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改善飞机座舱的空气分配系统，在桌型飞机的一段客舱物理模型里，设计 了天花板 

送风与行李架侧壁送风(可考虑或不考虑个人通风 口送风)两种主要供气方案。使用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方程下的 一 湍流模型和增强壁面函数法来模拟舱 内湍流流场，并分别计算空气 

的速度场和温度场分布，以及 CO 浓度分布情况。通过对参数的分析比较，提 出天花板送风方 

案配合个人通风口送风的使用可以提供较好的舱 内空气品质，计算结果为座舱环控 系统的优 

化设 计提供 一定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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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ing—yue，ZHANG Da—lin，GI Bing—bing 

(College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To improve the air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aircraft cabins，this paper uses numerical simulation under investigation．A de· 

tailed CFD modeI of a small section is built in the passenger cabin of an aircraft and a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 

simulation with the k-E equations is performed to adjust turbulence．The CFD program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ir 

velocity，air temperature，and CO2 concentration in the cabin with the ceiling air supply system and luggage air displacement system 

(the personalized air distribution systems can be considered or not)，respectively．By comparing the air and contaminant distributions 

in the cabin，this study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ir quality is better by the ceiling air supply with the personalized air distribu— 

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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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绪论 

飞机在大气中飞行时，不仅外界环境条件恶劣，它的 

内部环境也备受考验。广义上室内环境除了一般意义指 

的住家、工厂、电影院等大空间外 ，也包括像飞机座舱这类 

半密闭的空间。室内空气品质——即本文的座舱内空气 

品质(cabin air quality，CAQ)，可通过对一些指标如空气的 

温度场、速度场及 CO：浓度分布的定量分析来反映空气 

品质、评价舱内环境。 

舱内气流组织主要由送入舱内空气 的温度、湿度、流 

量(供气参数)，供、排气口的几何形状和位置，舱内空间 

形状以及各种热源 (如人体 )决定 的。因此，气流组织设 

计的任务是根据舱内空间的情况，合理确定供 、排气口的 

类型及位置 ，使空气提供合理舒适的环境。本文研究的供 

气口有三类：天花板供气口、行李架侧壁供气 口、个人通风 

喷口，而排气 口一般位于地板上方两侧壁的上面⋯。研 

究座舱内气流分布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基于相似性原理的 

模型实验；传统的射流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方法。前两种 

方法是传统方法 ，但射流分析方法 ，在预测复杂空间的气 

流分布方面有局限性 ；而模型实验周期长、费用大，很难在 

工程实际中广泛采用。而自20世纪 70年代来，飞速发展 

的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无疑 

为传统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国内在2O世纪 80年代初 ，袁修干_2 就对驾驶员和座 

舱的系统换热进行了数学建模，并采用集总参数法进行数 

值计算 ，还考虑了驾驶舱、舱内环境温度和驾驶员着装的 

影响。在此基础上 ，熊宇鸣 和杨春信 建立了座舱换 

热特性计算的二维模型，得出舱内空气的速度场和温度 

场 ，之后，袁修干 。 等进一步对三维座舱内空气流动组 

织和传热进行研究。 

国外公开发表的文献集中在民用航空领域 ，20世纪 

90年代初 ，Boeing公司工程部人员使用商用软件 FLUENT 

模拟了客舱内部的气流组织，还通过实验验证其模拟结 

果l14]。Zhang等 对 Boeing 767．300客舱的三种空气分 

配系统进行数值计算，分别模拟了舱内空气的速度场 、温 

度场和 CO，浓度分布，通过 比较三种空气分配系统的气 

流组织，发现个人空气分配系统最适合用于商用飞机客 

舱。Zhang等 为提高宽体客舱 内空气的湿度并控制易 

引发传染病的混合空气，用 CFD方法设计出过道式空气 

分配系统，通过与目前使用的混合空气分配系统在相对湿 

度，CO：浓度等方面的比较 ，验证了此改良系统。 

本文将通过 CFD方法预测和评价不同气流组织方案 

下舱内的空气品质 ，设计并选择高效经济的座舱空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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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为环控系统的优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1 计算模型和方法 

1．1 控制方程 

本文研究的是舱内空气流动与换热 ，属于定常、低速 

湍流问题。所用的雷诺平均 N—S方程(RANS)如下： 

连续性方程鲁 未(p )=0 (1) 
动量方程 

詈(p／Li) 毒(触 )：一老 

毒[ (善+差一 詈)]+毒c—p c2 
本文采用标准 一 模型，此模型是在湍流动能 k方程 

的基础上，引入了湍动耗散率 s的方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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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理模型和网格划分 

本文研究飞机整个 CAQ，但 FLUENT计算时没必要 

在整个客舱的全部尺寸范围内进行，可在中段截取一部 

分 ，并在两端面设置周期性边界条件，这部分舱段模型见 

图 1，该部分模型共截取了四排座椅和六排玻璃窗口。座 

舱的最大宽度是3．25 m，最大高度是 1．96 m。在这个实 

物模型里，橘黄色部分是外蒙皮 ，两侧的绿色部分是内壁 

板 ，每侧的内壁板上有六个窗口位置，蓝色部分包括行李 

架和天花板，显然行李架区域指的是蓝色矩形块部分 ，位 

于蓝色部分两侧的天蓝色区域是两排个人通风口，每排个 

人通风 口上有四块个人通风喷口，对应着 四排座椅的位 

置。红色部分指的是四排座椅，每排座椅有四个位置，实 

际计算时，每个座椅上还需考虑人体的影响，人体呼吸产 

生的 CO 是计算舱 内空气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相对 

密封的舱内环境来说，尤其需要关注在乘员附近的 CO： 

浓度分布(因图为黑白色，无法表述清楚。若需深入研究 

请与作者联系)。 

一e 

在不影响计算结果的情况下简化物理模型，并设计内 

部的供、排气口类型与位置，具体见图2。图中供、排气 口 

均设计成狭长的贯穿整个客舱的长方形出口，供气口主要 

有两种，位置图中有天花板供气 口和行李架下侧供气 口， 

及位于地板上侧壁面的排气 口。 

图2 舱内供排气 口位置 

由于整个物理模型左右对称 ，FLUENT计算时候只需 
一 半的网格。图3是座舱内壁面和人体一座椅结构的整体 

网格效果，浅灰色部分定义为整个网格的对称面 ，共计九 

百多万网格。 

图3 整体网格 

客舱内空气性质为不可压缩流体，客舱内壁面与人体 
一 座椅结构表面定义为固体壁面，且忽略壁面厚度。人体 

的口鼻部位定义为速度人 口，模拟附近的 CO，浓度，设定 

人体平均呼吸产生 0．005 IMs，乘员共计 16名。舱段的两 

端面设为周期性边界，中间面设为对称性边界。各边界条 

件的参数设定如表 1。 

计算湍流模型是标准 k-e模型，采用增强壁面函数法 

来处理近壁区的流动情况，各参数的离散均采用二阶精度 

的迎风格式，解收敛的判断标准是各项残差小于1 X 10“ 

以及出口流量是否平衡。当进出口流量平衡，并且各项残 

差的数值足够小并趋于恒定时，认为迭代已经收敛。 
(a)前视图 (b)后视图 

图1某段客舱的物理模型 2 计算结果和分析 

Machine Building Automation，Oct2011，40(5)：6～9，52 

为定量比较天花板送风方案与行李架侧壁送风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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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边界条件的参数设定 

(考虑或不考虑个人通风 口送风)下客舱内气流组织情 

况，选取5个代表性截面：Y1=0 m(即客舱对称面的位 

置)，Y2=一0．441 46 m，F3=一0．986 46 m，X1=11．195 2 

m，X2=11．454 m。这五个截面分别两两相交得到六个典 

型位置，如图4所示：此图是客舱俯视图，位置①( 1，Y1) 

与位置④( ，y1)是实际客舱过道的中央，图中是受对称 

面只能在舱内一侧观察的缘故；位置②( 1，Y2)与位置③ 

( 1，Y3)位于前排乘客座位的后面，位置⑤ (X2，F2)与位 

置⑥( ，Y3)在后排乘客的正前方。 

对称面 

图4 客舱内的六个典型位置 

为了解整个客舱内空气流动的具体情况 ，图 5给出了 

5个代表性截面的空气速度分布，此速度场是在采用天花 

板送风方案，并不考虑个人通风口送风情况下取得。图 5 

(a)，(b)可看出：虽然天花板送风口处的送风速度较大， 

但当空气到达客舱内部以后 ，速度均降至 0．6 m／s以下； 

(C)，(d)与(e)也表明人一椅周围的速度基本都在 0．3 m／s 

以下 ，所以整个客舱内部的速度场是比较均匀与适宜的。 

天花板送风与行李架侧壁送风两大主要方案(考虑 

或不考虑个人通风 口送风)下 6个典型位置上的气流组 

织情况，如图6一图 8所示。图6是速度场分布 ，天花板 

送风方案的位置 1和4在靠近天花板处的上方 ，由于有供 

气口的存在有较大的速度突变，其余4个位置上——乘员 

与座椅附近的速度场比较均匀与适宜 ，维持在 0．2 m／s左 

右。与天花板送风方案相比，行李架侧壁的送风方案得到 

的速度分布不够均匀，速度波动也比较大 ，最高达到 0．8 

m／s以上，在狭窄的座舱空间内，乘员会有穿堂风的感觉。 

总的来说，实线——考虑个人通风口送风得到的速度分布 

曲线图优于不考虑个人送风的速度曲线。 

图 7是温度场分布情况，天花板送风方案下的舱内温 

度分布较均匀 ，集中在 21℃ ～25℃，行李架侧壁的送风 

· 8 · 

l 

0．5 

O 

- 0．5 

1 

0．5 

0 

- 0．5 

— 1 —0．5y 0 0．5 

fa1截面 

一 1 —0．5y O 0．5 

1．5 

1 

0．5 

0 

- 0．5 

10．5 1l 11．5 12 l2．5 l3 l3．5 

( 截面y3 (e)截面y3 

图5 客舱内五个截面的速度场 

方案舱内温度分布也比较均匀 ，集 中在 19℃ ～23℃，两 

种方案均比较适宜。图8是 CO 浓度分布情况 ，天花板送 

风方案下位置 1至 4上的 CO，浓度大致在 0．07％以下， 

基本保证了这附近的空气属于清洁空气，位置 5和 6在 

0．4 m高度附近产生的浓度突变主要是 由于所处位置距 

离人的口鼻部位较近，受人体呼吸产生的 CO 影响(呼吸 

产生 CO 浓度的质量分数为 6％)，图8中浓度突变的最 

大值在 2％以内。行李架侧壁送风方案在位置 1至 4上 

的 CO 浓度均在 0．06％以下 ，基本保证附近的空气属于 

清洁空气 ，位置 5和 6在 0．4m高度附近产生的浓度突变 

也是受人体呼吸产生的 CO 影响所致，图 8中浓度突变 

的最大值超过了0．2％。 

结论 

通过以上参数的分析表明，天花板送风方案提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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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钢的抗氧化能力。促进这种薄膜生成的元素有 cr，Al， 

si，Ni，破坏生成这种膜生成的元素是 w。 

2 减少氧化烧损的措施 

减少钢坯在加热过程中的氧化烧损 ，对于提高钢材的 

成品率，一直的钢铁企业追求的 目标 ，目前国内钢铁企业 

采取的措施有 ： 

a)严格控制加热炉各段的空气过剩系数 

根据加热工艺 ，均热段存在冷风吸入现象，因此，均热 

段的空气过剩系数可以适当取小点 ，这样可以使多余的燃 

料和吸人进来的冷风发生反应，让均热段保持还原性的气 

氛。加热段 的空气过剩 系数 可以适 当取大点 ，可 以取 

1．05～1．1，这样既可以保证燃料的充分燃烧，还可以让均 

热段未燃尽的燃料在加热段与空气发生反应。使加热段 

处于弱氧化性气氛。总之，控制空气过剩系数就是寻求最 

优空燃比，分段控制，减少氧化烧损。 

b)炉压控制 

加热炉在生产过程中，应该是微正压操作 ，在数值上 

约为 5～30 Pa。 

c)设计合理的加热炉炉型 

在加热炉设计时，应该遵循适当延长预热段，高温快 

速加热 ，均热段少加热的的原则 ，预热段长度应该达到炉 

长的50％以上，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余热，降低排烟温度 ， 

提高热效率，同时可以将钢坯预热到 800℃以上，为加热 

段的高温快速加热创造了条件。在均热段炉底水管采用 

全热滑轨，减少钢坯黑印，缩短均热时间，提高加热品质， 

氧化层厚度也得到控制。 

d)制定合理的加热工艺和轧制工艺 

通过对轧钢车间调研发现，由于轧机和加热炉未能协 

调配合 ，经常出现加热炉空烧待轧的情况，这样氧化率也就 

提高了，而且也增加了加热炉的能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加热炉和轧机应该协调管理，减少加热炉的保温待轧时间。 

e)提高助燃空气的预热温度 

提高空气的预热温度可以减少钢坯在炉内的加热时 

间，可以减少氧化铁皮的生成量。 

f)连铸坯热装热送 

从连铸机出来的热坯不经冷却，直接送往加热炉加热 

轧制，这样可以显著减少加热时间，降低能耗 ，减少氧化烧 

损量。 

氧化铁皮的生成不仅影响钢材的成材率 ，还给加热炉 

炉底的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氧化烧损是不可避 

免的，但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方法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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