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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排气喷管红外辐射特征数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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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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喷管的红外辐射特性，采用与成熟商用 CFD软件相结合的策略，基于离散 

传递方法，自主开发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征数值计算软件。提出一种射线行程追踪方法，用来提高 

软件计算效率和模拟精度；最后用该软件对某型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收缩喷管及两种采用不同红外抑制措施 

的喷管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的收缩喷管，二元喷管能够在绝大部分探测方向上有效降低 

喷管的红外辐射，引射喷管可在大角度探测方向上起到显著的红外隐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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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V231．3 文献标识码 ：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Exhaust Nozzle 

Li Xiang，Yang Qingzhen，Chen Lihai，Gao Xiang，H uan Xia 

(School of Power and Eng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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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s nozzle，a software for calculating the 

infrared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ero—engine exhaust system based on the discrete transfer method of in— 

frared radiation numerical computation is developed，combining with mature CFD software．A ray-tracing meth— 

od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of the calculation．Finally，the simulation of a baseline 

turbofan convergent nozzle and two improved nozzles with different infrared suppression measures is performed 

with the software．The results show that 2D nozzle can dramatically suppress infrared radiation of the nozzle in 

most orientation of detection while the infrared radiate intensity of~ector nozzle is less than the convergent noz— 

zle at high azimuth angles and ray-tracing method is efficient and precise． 

Key words：aero—engine；exhaust system；infrared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CFD；discrete transfer method；ray- 

tracing method 

0 引 言 

隐身性能是第四代战斗机应具备的主要特征 

之一。随着红外探测 、跟踪及制导技术 的发展，对 

现代作战飞机红外隐身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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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的尾喷管是飞机后半球的主要红外辐 

射源，也是红外探测器的主要 目标。为了提高飞机 

在战场上的生存力，必须采用红外抑制措施来降低 

排气喷管的红外辐射强度。因此，开展发动机排气 

喷管红外辐射特征数值计算与分析，并有针对性地 

研究各种红外抑制技术，对指导低红外信号排气喷 

管的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外 已经开发 出多个空 中目标红外辐射特征 

数值计算软件口 ]，对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 



第 1期 李翔等：航空发动机排气喷管红外辐射特征数值研究 127 

征进行了较详细的数学建模和数值计算研究 ，并且 

进行 了相关的实验验证 。国内对发动机排气系统 

红外辐射的数值计算研究起步较晚，金捷等 ]、张 

小英等 ]和刘友宏等l_6 基于封闭腔理论算法发展 

了计算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性的数值计算方法，此 

方法 目前在国 内应用较为广泛 。罗明东 、吉洪湖 、 

黄伟[7 在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性数值 

模 拟 和实 验 方 面做 了深 人 的研 究 ，取得 了不少 

成果 。 

本文在离散传递方法 的基础上提 出一种射线 

行程追踪方法 ，实现流场数据与红外数据的无缝对 

接 ，该方法可避免对流场数据 的全场搜索和插值计 

算 ，提高计算效率和精度 。在此基础上 自主开发发 

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征数值计算软件，软件可 

计算复杂型面排气系统在 2．667～ 15 m 波段 内 

的红外辐射强度角向分布、空间分布、光谱分布、辐 

射亮度分布，并加入红外成像计算功能。利用该软 

件对某型涡扇发动机收缩喷管及两种采用红外抑 

制措施的喷管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并进行 比较 

分析 。 

1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1．1 物理模型 

对某型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收缩 喷管及两种 

采用红外抑制措施的喷管，进行了流场及红外辐射 

特征数值模拟研究。喷管所采用 的两种红外抑制 

措施为：①在喷管收敛段外加装引射套筒 (引射 喷 

管)；②将喷管收敛段改型为宽高比为 4：1的二元 

喷管。原型喷管及两种采用红外抑制措施喷管的 

模型如图 1所示 ，将原 型喷管命名为喷管 A，两种 

采用抑制措施的喷管分别命名为喷管 B和喷管 C。 

内涵道 中心锥 引射套筒 外涵道 

喷管A 喷管B 喷管C 

图 1 三种 喷管模型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ree nozzles 

1．2 流场计算方法以及边界条件设置 

对涡扇发动机排气喷管的固体壁面和燃气流 

的温度场进行高精度模拟，是进行红外辐射特性计 

算的基础。本文采用商用 CFD软件进行流场的数 

值模拟以获得发动机排气喷管 固体壁 面和燃气 的 

温度场以及燃气组分的空间分布。具体边界条件 

设置为 ：喷管 内、外涵进 口为质量流量入 口，其 中 

内涵人 口流量 4O．58 kg／s，总温 935．1 K；外涵入 

口流量 28．8 kg／s，总温 400．6 K。外场边界设置 

为压力远场边界 ，温度 216．7 K，压力 22 700 Pa， 

马赫数 0．8。喷管壁厚 1 mm，采用钢材料并做灰 

体假设 。 

为了精确得到喷管内壁面温度分布，考虑传热 

影响，所有的固体壁面均设置为流固耦合面。计算 

中选用离散坐标辐射模型(DO模型)，模拟实际换 

热过程中壁面与燃气之间的辐射换热，中心锥固体 

壁面平均发射率设定为 0．65，喷管固体壁面平均 

发射率设定为0．3。对于燃气的辐射性质，采用灰 

气体加权模型 WSGGMl_1o]确定。通过以上设置， 

气流与壁面之间换热利用辐射、对流、导热传热耦 

合方法求解，从而得到精确的壁面温度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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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 

化碳 、水蒸气等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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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喷管内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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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3、0．133、0．133；喷管外涵入 口 

和周围环境成分为空气，即氮气和氧气的体积百分 

比分别为 0．79、0．21。 

1．3 红外辐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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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辐射强度计算的基本方程主要包括：①吸 

收一发射性介质中红外光谱辐射亮度传输方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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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体壁面有效光谱辐射亮度计算方程；③辐射照度 

计算方程；④辐射强度计算方程。各方程的含义及 

离散过程可参阅文献[7]，本文主要对作者本人所 

提出的射线行程追踪方法进行介绍。 

1．3．1 射线行程追踪方法应用于方程求解 

假设燃烧充分，忽略燃气的散射项，则吸收一 

发射性介质中红外光谱辐射亮度传输方程可表 

述为 ： 

，|r 
一 是 (s)L“(s)一 尼̂ (5)L̂ (s) (1) 

U 

式中：S为传输距离；L 为计算点处的光谱辐射亮 

度；L 为辐射传输路径上各点的黑体光谱辐射 

亮度 。 

为将上式在射线路径上离散求解，并显著提高 

计算速度及精度，本文提出了一种射线行程追踪方 

法，其基本思路是：追踪从发射微元面到接收微元 

面之间的射线行程，从发射微元面开始，依次寻找 

射线传输方向上穿越的流体计算单元，如果在到达 

接收微元面之间穿越的所有流体计算单元边界都 

为透明边界，说明两面元之间有照射关系，射线离 

散示意图如图 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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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微元面 射线离散节点 射线1 

图 2 射线离散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radiant line discrete 

从图2可以看出，射线 1表示此时定义射线与 

流体计算单元边界面元交点为射线离散微元段端 

点，射线离散微元段的流场信息可直接由所穿越的 

流体计算单元上的流场信息获得。如果在射线传 

输路径上，射线穿越了遮挡性质面元边界，说明发 

射与接收微元面之间没有照射关系，射线 2表示未 

进行离散的射线 。 

射线的追踪过程可从发射微元面开始 ，根据流 

场单元的区域连通性信息依次获得。所谓区域连 

通性指：任意流体单元都存储着边界及与之相邻的 

体单元编号。这样 ，在射线发出后可根据穿越的体 

单元和边界快速查找到下一个穿越的单元，直至到 

达接收微元面，完成射线路径的追踪。 

通过射线行程追踪方法的应用，将射线离散成 

线段 ，此时可将方程(1)离散为： 
n 一 1 

L (s)一L (0)’T_r ( )+∑L̂ ( )·[1一 ( )]· 苒 一
i= i 

ll ( )+L 6(n)[1一 ( )] (2) 
J= 1 

若辐射线的出发点是固体壁面，则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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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一o。与文献E8]和文献Eg]中对 

射线的等间距离散不同，本文射线的离散要与流场 

体网格的离散相适应，因此在射线微元段数据结构 

中要存储该微元段的长度信息。文献中，射线离散 

点上的流场信息采用对红外计算域网格重新划分， 

然后对流场数据全场搜索 ，求解距离射线离散点最 

近的几个流场点进行插值计算 的方法获得 。此技 

术在流场数据较多时会使计算效率显著下降，并且 

可能带来插值误差的影响。采用本文所提出的射 

线行程追踪方法，可直接利用所穿越的体单元流场 

信息，获得射线离散点的流场信息，避免了流场搜 

索和插值环节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计算精度，并 

大大加快了计算速度。在前期研究中曾对前述两 

种搜索方法做了独立计算验证，利用射线行程追踪 

方法可将计算速度提高一个数量级以上。 

式(2)中 ( )为第 i段离散射线段介质的光 

谱透过率， ( )一exp[一a( )ds ]，a( )为第 i段气 

体介质的光谱吸收系数，可利用高分辨率气体光谱 

数据库 HITRAN2O08ll 计算每种气体单个分子 

在计算谱带区间内的吸收系数 ，微元体内混合气 

体总的吸收系数 a由下式计算得到 ： 

口 = ∑N (3) 

式中：n为包含的组分气体种数 ，N 为微元体 内组 

分i气体的分子数，可由射线穿越流体单元的体积 

和组分的摩尔浓度得到。 

1．3．2 射线行程追踪方法应用于照射关系判断 

射线行程追踪方法 的另一个成功应用是判断 

复杂结构面元间的照射关系。从前述的射线行程 

追踪方法的思路可以看出，完成射线 的追踪过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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