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卷 第 5 期

Vol. 48 No. 5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2022 年 10 月

Oct. 2022

液态燃料旋转爆轰技术研究进展
冯子轩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97）
摘要：旋转爆轰作为一种新型增压燃烧技术，具有释热速度快、熵增小、可控性强等特点，可大幅改善发动机的推力性能和循
环效率，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针对旋转爆轰发动机设计与应用中面临的诸多瓶颈问题，综述了液态燃料旋
转爆轰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分别从试验与数值模拟角度梳理了液态燃料的爆燃转爆轰技术，介绍了气液两相旋转爆轰波的传播
特性、敏感影响因素及其调控方法，在此基础上，从起爆、爆轰多物理场组织以及先进测试等 3 方面展望了未来亟需解决的关键问
题和发展方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旋转爆轰波的有效形成、自持稳定传播以及多目标综合性能调控依然是旋转爆轰技术应
用于液态燃料发动机面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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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Liquid Fuel Rotating Detonation Technology
FENG Zi-xuan
（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97，China）
Abstract：As a kind of novel pressure gain combustion technology，rotating deton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heat release，

small entropy increase and strong controllability，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thrust performance and cycle efficiency of engine. In recent

years，rotating detonation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and highly valued in many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the many bottleneck problems en⁃
countered i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rotating detonation engines，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es of liquid-fueled
rotating detonation technology. Specifically，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liquid-fueled deflagration-to-deton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typical enhancement methods in both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Besides，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d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in gas-liquid two-phase rotating detonation wav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sensi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ts control methods.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key problems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rom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including detonation initiation，detonation multiphasic organization and the advanced test. The present re⁃
search shows that it will still be a major problem how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formation，self-sustained stable propagation of the rotating deto⁃
nation wave，and multi-objectiv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control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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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的热释放率、更高的压力，有望为先进动力技术的跨
越发展提供新机遇[1-2]。

爆轰是一种由前导激波和化学反应强烈耦合且

根据爆轰波的传播特点，爆轰主要包括脉冲爆

存在强间断现象的燃烧模式。其中，可燃反应物在前

轰、旋转爆轰及斜爆轰 3 类。与脉冲爆轰和斜爆轰相

导激波的压缩作用下发生快速化学反应，而在 反应

比，旋转爆轰在起爆频率、燃烧室出口参数分布均匀

过程中释放的剧烈化学能反过来用以支持前导激波

性、进气条件、结构紧凑性、可操作性、适用范围等方

的持续传播。相比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采用的

面具有显著优势，其基本原理是一次起爆形成的爆轰

等压燃烧过程而言，爆轰过程具有更低的熵增、更快

波在环形燃烧室内沿周向自持传播运动，爆轰波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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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压燃烧产物沿燃烧室轴向膨胀，
预混/非预混可

规律，发现由于燃料的挥发性较低，其爆轰速度相比

燃反应物则从爆轰波后压力较低处持续注入，
在导弹、

CJ 理论值偏低且胞格尺寸较大。

[3]

火箭、
燃气涡轮发动机等领域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鉴 于 旋 转 爆 轰 的 特 殊 性 和 潜 在 应 用 价 值 ，自

1.1.2

汽油试验

以汽油为研究对象，王治武等[11]研究了燃油雾化

Nicholls 等[4]在 1966 年率先提出将旋转爆轰应用于动

特性对起爆过程的影响，发现随着雾化粒径的减小，

大量基础理论和试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进

孙健等[12] 对比了不同类型助爆装置条件下的汽油/空

力系统理念以来，中、美、日、俄、波兰等国相继开展了

爆轰波的传播速度有所增大，但是均低于 CJ 理论值；

展。尤其是在近十年，国内外有关旋转爆轰的研究成

气两相火焰传播与爆燃转爆轰过程，指出改善燃油蒸

果数量大幅增加，部分火箭基、涡轮基、冲压基旋转爆

发特性是强化起爆的核心，通过合理布置扰流器能够

轰技术在原理验证和工程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加快层流火焰向湍流火焰的过渡，并且相比锯齿型和

展

[5-6]

。液态燃料作为先进动力（尤其是军用动力）系

环型扰流器而言，螺旋型扰流器产生了较高的压力峰

统的最常用燃料之一，其能量密度相对较高且存储输

值，其助爆性能最佳；Wu 等[13]研究了典型因素影响下

运更加安全。然而，Wolański 等[7]研究表明，液态燃料

的汽油超声雾化性能及其对起爆性能的作用，发现超

的起爆条件更加苛刻，旋转爆轰的波系结构、传播模

声雾化可大幅减小汽油的雾化粒径，从而有力促进了

态以及稳定性等更加复杂，致使该方面的工程化应用

爆轰波的快速形成。汽油超声雾化特性如图 1 所示。

依然面临严重挑战。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重点从爆燃转爆轰技术
和旋转爆轰组织技术 2 方面，详细综述液态燃料旋转

爆轰技术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对其未来研究趋势进
行展望。

1

液态燃料爆燃转爆轰技术
起爆是旋转爆轰技术应用面临的首要问题。相

（a）ṁ fuel = 3.5 g/s （b）ṁ fuel = 7.3 g/s（c）ṁ fuel = 16.9 g/s

比氢气、乙烯、丙烷等气态燃料而言，液态燃料的燃烧
反应活性低、火焰加速与爆燃转爆轰距离长、胞格尺
度大，导致其直接起爆需要的能量极高。因此，为提
高液态燃料旋转爆轰发动机的起爆可靠性，需要掌握
气液两相爆轰波的形成演变机理，在此基础上发展有
效的起爆强化方法。
1.1

1.1.1

（d）ṁ fuel = 26.4 g/s（e）ṁ fuel = 31.3 g/s（f）ṁ fuel = 35.7 g/s
图1

试验研究

JP10 等燃料试验

Brophy 等 对比分析了 JP10 燃料在氧气和空气
[8]

中的爆燃转爆轰特性，表明点火延迟时间是影响火焰
加速与转捩的重要参数，JP10 燃料/空气因反应活性

较低而无法在其所研究的条件下形成稳定爆轰波；
Fan 等 研究了液态辛烷和空气的起爆性能，指出当
[9]

燃油雾化粒径约为 80 μm 时，上述液态燃料可以在

50 mJ 初始点火能量下，通过螺旋障碍物的强化作用
实现起爆；Li 等 研究了大尺寸管道内 JP10 燃料液雾
[10]

和空气的爆燃转爆轰特性，分析了在常温常压条件下
当量比对爆轰成功率、爆轰速度以及胞格尺寸的影响

汽油超声雾化特性[13]

张义宁等[14]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汽油/空气预爆管
的起爆强化方法，其中采用了气动阀与燃油气动雾化
一体化设计，并通过螺旋、片状扰流、激波反射等助爆
结构来加速火焰的传播与转捩；秦鹏高等[15] 分析了
80 mm 管内的汽油/空气爆燃转爆轰过程，表明增大

进气压力和提高脉冲爆轰的频率有助于爆轰波的形
成；刘道坤[16] 则研究了不同点火模式下的汽油/富氧
空气起爆的影响，发现提高点火能量、合理布置预爆
管以及延迟点火时间有助于爆轰波的形成。
1.1.3

液态煤油试验
Kindracki[17] 分析了氧体积分数、初始点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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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径等典型参数对煤油在圆管内起爆性能的影响，得

Oxygen inlet

到了直接起爆临界条件，煤油临界起爆管径和氧体积

Outer swirl

Inner swirl

分数如图 2 所示；Wang 等 对煤油/氧气两相起爆的
[18]

研究表明，由于燃油蒸发和油气掺混的影响，当两相
爆轰波的传播速度达到 CJ 理论值的 80% 时，即可以
认为实现了稳定起爆。

起爆效果，Wang 等[19]探究

了点火模式对煤油/空气
爆轰波性的影响，表明相
比火花直接起爆和热射
流起爆而言，预爆管可以
显著缩短爆燃转爆轰的

60

Direct initlation

50

Tube diameter/mm

为加强液态煤油的

40

30 No initiation
20
20

图2

Initiation behind
reflected wave

30
40
50
Oxygen content/%

60

煤油临界起爆管径

和氧体积分数[17]

时间和距离，3 种典型的点火方式如图 3 所示 ；Yan
等 从强化雾化和油气掺混角度出发，对比了在 4 种
[20]

图4

Outer swirl
Pressure swirl
atomizer

Inner swirl
R2

R3

R1

R4

煤油/氧气预爆管旋流器[22]

火焰的形成、加速、转捩过程以及系列影响因素的作
用机制，国内外学者还开展了相关数值模拟工作。
张群等[23-24] 采用 1 维数值仿真剖析了液态辛烷/

空气两相混合物的爆燃转爆轰特性，详细讨论了部分
预蒸发、液滴数量、点火能量、初始温度等参数对爆轰
波结构与发展过程的作用机制，表明燃油预蒸发、减

小液滴尺寸、提高点火能量和初始温度均能够促进爆
轰波的形成，并且随着液滴数量的增加，爆燃向爆轰
的转变过程会有所延迟。
Shen 等[25]基于 CE/SE 数值求解方法研究了液滴尺

喷嘴条件下的煤油起爆特性，通过分析速度和压力的

寸和当量比对液态癸烷/空气两相爆轰的影响，
表明对

变化，认为采用高收缩比和高膨胀比喷嘴对起爆有

于较大尺寸的液滴，在贫燃条件下两相爆轰速度低于

利；Fan 等[21] 提出了一种基于余热辅助燃油雾化的两
相起爆强化方法，表明液态煤油在加热作用下能够达

到较好的雾化效果，进而有利于缩短起爆距离和提高
[22]

起爆成功率；李夏飞等 为实现液态燃料旋转爆轰发
动机的快速起爆，设计了一种基于双级轴向旋流的煤
油/氧气预爆管结构，煤油/氧气预爆管旋流器如图 4
所示，并对比了工作时序、油气比以及典型结构参数

等两相起爆过程的影响规律，表明采用上述预爆结构
可以有效解决煤油/氧气起爆距离长和起爆率较低的
问 题 ，爆 轰 波 的 压 力 和 速 度 分 别 达 到 了 4 MPa 和
1300 m/s，最佳起爆油气比约为 0.60～0.73。
ignition
zone

Spark

Spark

jet pipe
Siphon

Shchelkin
kerosene
Shchelkin
kerosene
spiral
+
main chamber
+
spiral
air
main chamber
air
a)Spark plug ignition method
8

Ijet

b)Hot jet ignition method

pre-detonator

Spark

gasoline air

Shchelkin
kerosene
spiral
+
main chamber
air

c)Pre-detonator ignition methoad

图3

1.2

3 种典型的点火方式[19]

数值模拟研究
在试验研究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入掌握气液两相

气相爆轰速度，而在富燃条件下的两相爆轰速度要高
于气相爆轰速度；Smirnov 等[26-27]对非均匀液滴尺寸和
非均匀油气空间分布情况下的两相起爆进行了 2 维数

值模拟研究，通过分析不同位置和不同时刻的火焰传
播速度、压力以及温度变化规律，发现液滴尺寸和分
布不均匀会显著影响爆轰波形成的时间、减小液滴尺
寸，有利于强化起爆过程；
Nguyen 等[28]通过 2 维数值模
拟研究了 Jet-A/空气的两相起爆过程，指出燃油的预
汽化质量分数对火焰加速与转捩具有显著影响，并且

与完全汽化相比，不完全汽化情况下的燃烧温度和爆
轰速度略低。Jet-A/空气起爆过程如图 5 所示。

Jia 等[29] 采用 2 维数值模拟研究了液态正癸烷在

障碍物管道内的火焰传播与爆轰转捩规律，发现在其

所研究的结构和参数条件下，燃料液滴的存在会使起
爆“热点”位置发生改变，并且当液滴粒径由 10 μm 增

大到 30 μm 时，爆燃转爆轰的时间和距离分别增加了
126% 和 33.8%。

此外，许多研究人员对汽油、煤油等液态燃料的

脉冲爆轰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30-31]，但是本文主要侧
重于脉冲爆轰发动机性能研究，因此不对其研究情况
进行详细介绍。

2

液态燃料旋转爆轰组织技术
对于液态燃料旋转爆轰而言，其涉及复杂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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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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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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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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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下，气液两相旋转爆轰波能够以双波对撞模态进行自

2000

2300
5
6

12

持稳定传播。
针对煤油燃料，Kindracki[41]测量了其在旋转爆轰

13

模型燃烧室（其煤油雾化试验系统如图 6 所示）内的

雾化特性，表明当气流温度为 290 K 时，煤油的索泰
16

17

18

20 V1
V4
V5

(g)

19

20 V1

V2
V5

V3
V6

V6

尔平均直径可达到约 33~38 μm；在此基础上，Kind⁃

V2
V4

racki[42] 进一步试验探究了煤油-氢气-空气的非预混

V5

旋转爆轰特性，发现煤油液滴的破碎与蒸发使燃烧室
内存在混合不均匀现象，导致液态燃料旋转爆轰波的

V7

触发难度升高，强化煤油

V7

雾化或提高空气温度均有
利于旋转爆轰波的形成和

图5

Jet-A/空气起爆过程

[28]

稳 定 性 传 播 ；Bykovskii

喷注、破碎、蒸发、化学反应等过程，爆轰波、斜激波及

等[43-44] 研究了煤油在富氧

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爆轰多物理场的组织调控变

空气、掺氢或合成气条件

得十分困难。因此，为实现液态燃料旋转爆轰发动机

下的旋转爆轰现象，指出

的可控稳定运行，需要探究复杂进气和燃料供给条件

旋转爆轰波的形成与传播 图 6 旋转爆轰模型燃烧室内

下的气液两相旋转爆轰波传播特性、敏感影响因素及

模态受氧化剂类型的影响

其调控方法。

非常显著。

2.1

试验研究

煤油雾化试验系统[41]

王迪等[45]采用氢气和氧气作为起爆方式，对小孔

Li 等[32] 对比了预混和非预混 Jet A-1 液态燃料的

喷注煤油和富氧空气或氧气的两相旋转爆轰进行了

旋转爆轰波更难触发和稳定传播；Frolov 等 研究了

了两相爆轰波的特征参数、传播模态以及稳定性，提

旋转爆轰燃烧过程，指出在相同工况参数下，非预混
[33]

试验研究，表明煤油雾化特性和氧体积分数直接决定

“膜式”喷油、氧气为氧化剂时的旋转爆轰现象，认为

高雾化质量和氧体积分数可加快爆轰波的传播速度；

雾化和蒸发性能是决定液态燃料燃烧模式的重要因

胡洪波等[46]和吴云等[47-50]分别研究了煤油预先燃烧式

素；郑权等[34]采用由氢气和氧气起爆的环形阵列式旋

旋转爆轰方案的可行性（预先燃烧式煤油旋转爆轰原

转爆轰试验系统研究了汽油/富氧空气的爆轰波传播

理如图 7 所示），其结果一致表明，与液态煤油相比，

特性，表明在氧体积分数析为 34.3% 和当量比为 0.82
的工况下，
爆轰波平均传播速度约为 1051 m/s，波头高

度为 55~70 mm；郑权等 还通过试验探究了燃烧室
[35]

[36]

[37]

[38]

煤油预先燃烧后的高温燃气能够使燃烧室在更低的
氧含量、更宽的进气参数范围内实现旋转爆轰波的快
速形成和稳定传播。

[39]

长度、宽度 、当量比 、喷注压力 、中心锥结构 等

Pre-combustor
Flame tube

对汽油/富氧空气旋转爆轰过程的影响，发现在其研
究的参数范围内，燃烧室尺寸减小直接影响燃油-空

RDE

Oxidizer injection slot
Annular channel

气的掺混均匀性，导致燃烧室内出现了爆轰效果变
差、压力波振荡现象增强以及爆轰波传播速度亏损等
现象，随着高喷注压力下燃油雾化性能的改善，气液
[40]

两相旋转爆轰的传播稳定性显著提高；葛高杨等 以
外径、内径、长度分别为 202、166、155 mm 的环形旋转

Kerosene for pre- Kerosene for
combustion
cracking

图7

预先燃烧式煤油旋转爆轰原理[47]

爆轰燃烧室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温空气来流环境下

王致程等[51] 针对煤油/富氧空气（氧体积分数为

汽油/空气的旋转爆轰特点，表明当空气质量流量、当

40%）开展了旋转爆轰试验研究（采用乙烯和氧气起

量比、空气总温分别为 1110 g/s、0.97、713 K 的条件

爆，煤油通过离心喷嘴喷注），发现在无内柱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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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氧化剂流量太低容易导致旋转爆轰波无法稳定自

因素对煤油/富氧空气旋转爆轰传播稳定性的作用，

持传播；环形燃烧室宽度增大可以提高爆轰波传播速

并揭示了传播模态转换和发生不稳定现象的原因。

度，但是明显低于无内柱条件下的传播速度，燃烧室
宽度对旋转爆轰速度的影响如图 8 所示；贾冰岳等[52]
采用等直圆环旋转爆轰燃烧室及其预爆管（如图 9 所

示）试验分析了煤油/氧气预爆压力、燃烧室油气比、
来流总温、点火器安装方式等典型因素对液态碳氢燃
料/纯净空气旋转爆轰波形成与传播过程的影响，表
明预爆压力和来流总温升高、当量比趋近于 1 以及预

爆轰波垂直射流均有利于缩短旋转爆轰波形成时间。

Rotating detonation Pre-detonator
combustor
Area-expansion
section

图 10

1200
1000
60

100

140

180

220

Hollow combustor
W1=32 mm
W2=26 mm
W3=20 mm

260

Mass flow rate of oxidizer/（g/s）

300

340

采用收敛比较小的燃烧室出口时，更容易获得稳定的
两相旋转爆轰波，煤油/富氧空气传播模态的操作范
围如图 11 所示。
4.04

燃烧室宽度对旋转爆轰速度的影响[51]
Front supporting

Pressure sensors Back supporting

Isolator
Fresh
mixture

Air intake

Detonation
wave front

Nozzle

Swirl nozzle

图 11

Pressure sensors

2.2

Meng 等[53]试验研究了煤油/富氧空气的旋转爆轰

特性，表明在当量比为 0.7 时，随着富氧空气流量由

585.3 g/s 提高至 1493.8 g/s，旋转爆轰波会经历单波、
单双波混合以及双波 3 种典型的传播模态，并且双波

比单波具有更高的传播稳定性；在此基础上，Meng
[54]

等 还探究了煤油/空气在凹腔燃烧室（基于凹腔的

环形旋转爆轰试验系统如图 10 所示）内的旋转爆轰

模态，发现在 0.77～1.47 的当量比范围内能够实现吸

气式自持传播，但是传播速度小于 CJ 理论值。此外，
该团队还进一步分析了氧体积分数和进气温度等典型

0.48

0.41

Ignition failure mode

5

40

Ion probes

Stable detonation mode
Deflagration mode

1

Detonator

等直圆环旋转爆轰燃烧室及其预爆管[52]

Equivalence ratio
0.85
0.67
0.56

1.25

Combustion chamber

Pre-detonation tube

1.15

1.67

Shock wave

Spark plug

10

1.79

2.5

Fuel nozzles

图9

基于凹腔的环形旋转爆轰试验系统[54]

富氧空气旋转爆轰形成与传播过程的影响，观察到当

1400

Oxygen inlet

Main flow direction

Zhao 等[55] 试验研究了燃烧室出口收缩比对煤油/

1600

Convergent ratio

ν/（m/s）

1800

Kerosene inlet

Isolator

Test stand
Area-expansion
section Cavutt-based annular combustor L
3
Air-heater
Isolator L1
Annular section
H
45°
in
R1 R2 Kerosene
R3
jection Cavity L2

2000

图8

Tripropellant air-heater

2.2.1

90

140
190
240
290
Oxidizer mass flow rate/（g/s）

340

煤油/富氧空气传播模态的操作范围

390
[55]

数值模拟研究

2 维数值模拟

在 2 维数值模拟方面，Hayashi 等[56] 利用 2 步化学

反应机理和欧拉-欧拉模型探究了当量比、液滴直

径、初始压力与温度等对 JP-10 燃料/空气两相旋转爆

轰过程的影响，发现当液滴直径大于 4 μm 或蒸发量

小于 20% 时易出现熄爆现象；Sun 等[57] 研究得到了理

想当量比条件下辛烷/空气旋转爆轰稳定传播边界与
空气总温、喷油间距之间的关系，表明随着空气总温
升高，爆轰波的峰值温度、高度和传播速度增加而峰
值压力减小，随着喷油间距增大，爆轰波传播速度减
小但峰值温度和峰值压力增大，喷油间距越大，爆轰
波受燃料射流的干扰就越明显，当间距达到 10 mm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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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方法分别研究了喷注总温（300～800 K）、喷注面
积比（0.4～1.0）、总压（1～2 MPa）以及当量比（0.9～

1.4）等典型因素对煤油/空气预混旋转爆轰过程的作

用，表明喷射总温升高，未反应区内气体会发生局部
爆燃现象，进而影响爆轰波的传播速度和模态，总压
对爆轰波传播稳定性的影响较大而对爆轰波速的作
用较小，压力升高会削弱爆轰不稳定，在贫燃工况下，
直接形成旋转爆轰的难度较大；Wang 所在团队的其
他科研人员

[60-63]

还分别以汽油/富氧空气和煤油/氢气/

[64]

空气 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喷注压力、氧化剂填充比、
进气总压、当量比、氧体积分数等可控物理参数和燃
烧室轴向/周向长度、宽度、中心锥位置与角度等可控
几何参数改变对气液两相旋转爆轰形成与传播多物
理场特征、自持稳定传播边界和传播模态等的影响机
理，认为由于液滴破碎与蒸发过程的存在，两相爆轰
波的压力和温度耦合存在一定的间歇性，进而导致了
爆轰波传播速度的减慢，旋转爆轰的自持稳定运行边

5 T/K 1050 1450 1850 2250 2650 3050
4
Triangle
3
gas layer
2
1
0
2
4
6
8
10 12
Azimuthal position, r·θ/cm

图 13

程，发现受爆轰波前液滴直径和高温空气预蒸发组分
分布的影响，单个旋转爆轰波由 2 个强度不同的子爆

轰波支配，并且在富燃工况下，爆轰波的面变会极为
不平整；Ren 等[67]探究了煤油/空气两相旋转爆轰的传
播稳定性问题，重点剖析了爆轰波的分岔现象，认为

反应主导淬熄和蒸发主导淬熄是引发爆轰波失稳解
耦的 2 个重要原因；Meng 等[68-69]则研究了部分预蒸发

和掺氢作用下正庚烷的旋转爆轰多物理场变化规律
（正庚烷旋转爆轰多物理场如图 14 所示），揭示了液

滴时空分布与爆轰波、斜激波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
同时指出液滴粒径和蒸发速率是引起爆轰波速度亏
损的关键参数。
0.04
0.03

感，使得传播模态的形成与转换机理更加复杂、组织

图 12

压力/MPa

压力/MPa

（a）进气总压的影响

（b）当量比的影响

进气总压和当量比对旋转爆轰传播模态的影响[60]

Liu 等 分析了不连续反应物对煤油/空气预混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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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a）

0.02

调控难度更大。进气总压和当量比对旋转爆轰传播
9
爆轰波压力波动范围
8
同向 3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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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4
3
同向 3 波
2
同向 3 波
1
0
0.4
0.5
0.6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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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注模式对煤油/空气旋转爆轰的影响[65]

grangian 模型研究了煤油/空气的非预混旋转爆轰过

界较气相有所变窄，并且受进气条件的影响更加敏

模态的影响如图 12 所示。

5 T/K 1150 1550 1950 2350 2750 3150
4
Hf
Deflagration
3
zone
Reactant
strips
2
1
0
2
4
6
8
10 12

Axial position, h/cm

试验研究基础上，Wang 等[58-59]基于改进的 CE/SE 欧拉

Axial position, h/cm

空气总温为 300 K 时，无法形成稳定爆轰波；在相关

0.02 （c）

RDW

0.01

0.02 （d）

BW

0.01

0

0.04

图 14

2.2.2

x/m

1e6

| ∇p（Pa/m）
| 10

0.08

2e

2e8

正庚烷旋转爆轰多物理场 [69]

3 维数值模拟

在 3 维数值模拟方面，Wang 等[70] 采用欧拉-欧拉

旋转爆轰流场结构的影响（喷注模式对煤油/空气旋

模型和理想进气边界条件，讨论了不同喷射总温和液

转爆轰的影响如图 13 所示），采用全面积喷射模型

滴半径下的煤油/空气旋转爆轰行为，发现液滴蒸发

以规则的胞格结构稳定传播，当采用间隔喷射时，新

轰波发生扭曲和传播失稳，煤油/空气 3 维旋转爆轰如

时，反应物连续分布在三角形气相层中，旋转爆轰波

鲜反应物和燃烧产物在远离燃烧室头端壁的位置相
互混合，形成了三角形爆燃区，导致爆轰前沿部分解
耦，并且大面积爆燃使燃烧室流场结构发生扭曲，降
低了燃烧室的推进性能。
杨帆等

[66]

采 用 一 步 反 应 机 理 和 Eulerian - La⁃

会引起反应物的局部分层，从而容易导致 3 维旋转爆

图 15 所示；丁陈伟等[71] 分析了喷注压力和当量比对

汽油/空气旋转爆轰流场和燃烧室性能的影响规律，
表明气液两相旋转爆轰燃烧室中存在不完全燃烧现
象，当总当量比为 1 且保持不变时，燃油喷注压力升
高会使燃烧室内的燃料分布不均匀性增强，出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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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液态燃料非预混旋转爆轰 3 维数值模拟

研究深度，提升对旋转爆轰复杂多物理场的认知水
平。数值模拟作为开展旋转爆轰燃烧室或发动机设
计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有效降低研制成本和试验风
险。然而，从上述研究现状可知，目前国内外对于气
液两相旋转爆轰的数值研究主要侧重于 2 维、预混方

面，而对考虑真实工作条件的 3 维、非预混研究较少，
因此对旋转爆轰多物理场演变规律和组织调控还存

图 15

煤油/空气 3 维旋转爆轰 [70]

在诸多不足，严重制约了高性能旋转爆轰燃烧室或发
动机的优化设计。

富燃和反应不完全现象，导致燃烧室的性能降低；李

（3）发展先进的高频高精度测试技术，为旋转爆

宝星等[72] 基于 3 维守恒元与求解元方法，数值分析了

轰试验奠定基础。与传统的等压燃烧过程不同，旋转

预混、理想进气条件下的汽油/富氧空气 3 维旋转爆轰

爆轰具有典型的高温、高压、高速特征。目前国内外

流场结构，发现在环形燃烧室外壁面收敛和内壁面发

通常采用高频压力传感器测量旋转爆轰波的压力峰

散的共同作用下，爆轰波的强度沿着燃烧室径向不断

值、传播速度和工作频率等基本信息，部分研究基于

增强。

3

激光诱导荧光法（Planner 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

结束语

PLIF）的非接触光学测量技术探究了气态燃料的旋转

旋转爆轰作为航空、航天、航海、工业驱动与发电

烧机制提供了有效手段。未来，有必要在现有测试技

领域的前沿创新技术之一，已成为国内外先进动力领
域的研究热点。近十年来，以中国科研人员为代表的
大量学者围绕气液两相爆轰理论及其应用问题，在液
态燃料爆燃转爆轰、旋转爆轰组织等方面取得了许多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极大促进了旋转爆轰理论和技术
的发展。然而，考虑到气液两相旋转爆轰所具有的复
杂跨尺度特征、多物理场相互耦合且影响因素呈现多
源性，现有液态燃料起爆和旋转爆轰组织技术在工程
实践中还面临多重挑战，相关的探索性研究仍需不断
深入开展。其中，亟需解决的部分问题如下：
（1）提出科学有效的液态燃料快速起爆新方法，
解决预爆管和燃烧室燃料/氧化剂不统一的问题。由
于液态燃料的反应活性相对较低且其爆燃转爆轰过
程受液态燃料雾化、蒸发以及油气掺混均匀性的影响
非常显著，导致目前气液两相旋转爆轰燃烧室或发动
机通常采用更容易起爆的氢气/空气、氢气/氧气进行
预爆，这将会极大影响旋转爆轰技术的便捷性和安全
性。因此，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开展液态燃料超
细雾化、多旋流高效掺混、等离子点火与助燃、激波聚
焦起爆等新技术研究与应用探索，为缩短液态燃料爆
燃转爆轰距离和提高预爆管出口爆轰波强度提供有
力支撑。

爆轰燃烧场分布与演变规律，为深入认知旋转爆轰燃
术基础上，充分发挥光学非接触测量的诸多优势，探

索适用于液态燃料旋转爆轰场分析的先进测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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