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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

燃烧室，值班级位于中心，由成膜式空气雾化喷

嘴和两级旋流器组成，两级旋流器在下游形成合

理的中心回流区，另外油膜在两级旋流的剪切作

用下改善了雾化效果，有效改善了小工况下的火

焰稳定特性，并拓宽了值班级的工作边界。主燃

级由多个带环形空气的直射式喷嘴和主燃级旋

流器组成，环形空气有效的控制了射流在全工况

范围内具有合理的穿透深度，旋流空气与多个射

流在主燃级平直通道和收敛通道中进行预先混

和，形成的均匀可燃混气在燃烧室内进行预混燃

烧，能显著降低燃烧室大工况下的污染排放，并

有效避免自燃问题。因此，本发明专利能有效解

决小工况下火焰稳定和大工况下污染排放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11174233 B

2021.06.15

CN
 1
11
17
42
33
 B



1.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包括扩压器、燃烧室头部、头部安装端壁、火

焰筒和燃烧室机匣；所述的燃烧室头部由值班级和主燃级组成，并采用同心圆式排布方式；

其特征在于：所述值班级(8)和主燃级(9)为集成结构，包括值班级(8)的成膜式空气雾化喷

嘴和两级旋流器以及主燃级(9)的主油喷射装置和主燃级旋流器；值班级(8)的一级旋流器

位于中心，其外圈为值班级集油环(25)，值班级集油环(25)外圈为值班级(8)的二级旋流

器，值班级(8)的二级旋流器外圈为主燃级集油环(41)，主燃级集油环(41)外圈为主燃级旋

流器；值班级集油环(25)上设有值班级进油管(15)；主燃级集油环(41)上设有主燃级燃油

管(31)；主燃级集油环(41)与主燃级旋流器中间设有多个直射式喷嘴(37)；所述直射式喷

嘴(37)包括环形雾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8)、环形空气通道(51)和直射式喷嘴内部通道

(52)；圆柱结构中心设有直射式喷嘴内部通道(52)，一端为直射式喷嘴进口(50)，另一端为

燃油喷射孔(49)；两端设有圆形台阶，圆形台阶之间设有环形雾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8；燃油

喷射孔(49)一端台阶上设有环形空气通道(51)；所述二级旋流器出口挡板(21)和主燃级旋

流器内壁(34)之间设有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挡板(39)，挡板上设有多个切向冷却

小孔(38)；所述值班级(8)的两级旋流器和主燃级旋流器的出口平齐，空气出口通道为环形

收敛通道；所述值班级(8)两级旋流器的叶片旋向相反，主燃级旋流器与值班级二级旋流器

旋向相同；

所述值班级(8)的一级旋流器叶片(11)采用轴流式直叶片，旋流角度为20°～50°，叶片

个数为6～20个；

所述值班级(8)的二级旋流器叶片采用轴流式直叶片，旋流角度为30°～60°，叶片个数

为6～20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其特征在于：所述值班级(8)

的两级旋流器的空气流量之比为0.5～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成膜式空气

雾化喷嘴的内壁(14)收敛侧和二级旋流器出口挡板(21)收敛侧与轴线夹角为30°～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成膜式空气

雾化喷嘴的 通道(26)的环高为0.05～0.5mm，长度为0.5～2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燃级旋流

器的叶片(35)的旋流角度为40°～75°，叶片个数为6～20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燃级旋流

器的外壁(36)收敛侧与轴线夹角为0°～4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其特征在于：所述直射式喷嘴

(37)中燃油喷射孔(49)与轴向的夹角为‑75°～75°，喷口直径为0.1～0.8mm，直射式喷嘴内

部通道(52)长度是喷口直径的10～40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其特征在于：所述直射式喷嘴

(37)中环形空气和燃油的流量之比即气液比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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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燃气轮机低污染燃烧室领域，涉及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

室。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发动机污染排放相对于地面污染排放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集中性和局

部性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大型机场、航空工厂试车台、研究单位实验室及附近地区。由于航

空发动机流量大，因此局部地区污染物浓度很高；二是民用航空发动机是造成高空大气污

染的主要原因。因此，国际民航组织下属的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从1980年开始制订了

一系列排放标准，对民用航空发动机一氧化碳CO、未燃碳氢UHC、氮氧化物NOX、微粒子和碳

烟的排放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民用航空发动机要取得适航认证必须满足国际民航组织ICAO

的污染排放要求。为了能够满足日益严格的污染物排放要求，发展环境友好型的低污染发

动机成为民航发动机的发展趋势，而发动机污染物产生的源头在燃烧室，所以研发低污染

燃烧技术就显得极为关键。

[0003] 目前，常用的航空发动机低污染燃烧技术主要分为三种：富油燃烧‑快速淬熄‑贫

油燃烧RQL、贫油预混预蒸发燃烧LPP和贫油直接喷射燃烧LDI。LPP和LDI燃烧技术由于采用

贫油方式组织燃烧，因此在降低污染排放方面较RQL具有更大潜力。针对LPP燃烧组织技术，

国外GE公司申请的专利US8607575、US8171735和US6363726等方案主燃级均采用贫油预混

预蒸发技术，国内北航和工热所等单位也提出了一些主燃级采用贫油预混的低污染燃烧室

方案。这些方案均在降低排放方面有较大改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是值班级多采

用单油路离心喷嘴匹配单级旋流，使得值班级工况范围窄，导致主燃级打开较早，燃烧效率

较低；另一方面主燃级燃油喷射全部采用单相直射式空气雾化喷嘴，射流深度随工况变化

的敏感性太大，在小工况时穿透深度太小，雾化容易沾湿喷射侧壁面，而且雾化较差，在大

工况下穿透深度又太大，容易沾湿预混段外壁面，导致大工况下预混段内易产生自燃现象，

并且存在污染排放增大等问题。为此，西北工业大学燃烧团队在2017年申请的专利

CN201710608804.3就基于LDI概念设计了一种低排放燃烧室，其中值班级采用单级旋流器

匹配单油路离心喷嘴实现值班级的扩散燃烧，主燃级采用单级旋流器匹配多个带环形空气

的同轴顺流空气雾化喷嘴实现主燃级的扩散燃烧，扩散燃烧较预混燃烧而言，其优点是能

够有效避免自燃和回火等问题，但该燃烧室的缺点主要是主燃级油气混合不均匀，导致燃

烧室中出现局部高温点，从而使得减排能力降低，另外也存在值班级工况范围窄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避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出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

室，值班级采用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匹配两级旋流器，主燃级采用带环形空气的直射式喷

嘴匹配单级旋流器。一方面改善小工况火焰稳定，拓宽值班级的工作边界；另一方面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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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油穿透深度随工况的敏感性太大的问题。

[0006] 本发明采用中心分级分区燃烧技术，将有效解决小工况下火焰稳定和大工况下污

染排放问题。在小工况下，仅值班级工作，值班级采用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匹配两级旋流器

实现扩散燃烧，通过加强小工况下的燃油雾化，改善小工况下的火焰稳定特性，并有效拓宽

了值班级的工作边界。大工况下，值班级和主燃级同时工作，主燃级采用多个带环形空气的

直射式空气雾化喷嘴匹配单级旋流器实现贫油预混燃烧，能够有效解决传统预混燃烧室中

主油穿透深度随工况变化敏感性太大的问题，保证主燃级在全工况范围内具有良好的雾化

和油气混合特性，可以显著降低大工况下的污染排放量，并避免自燃问题的产生。

[0007] 技术方案

[0008] 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包括扩压器、燃烧室头部、头部安装端壁、

火焰筒和燃烧室机匣；所述的燃烧室头部由值班级和主燃级组成，并采用同心圆式排布方

式；其特征在于：所述值班级8和主燃级9为集成结构，包括值班级8的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

和两级旋流器以及主燃级9的主油喷射装置和主燃级旋流器；值班级8的一级旋流器位于中

心，其外圈为值班级集油环25，集油环25外圈为值班级8的二级旋流器，值班级8的二级旋流

器外圈为主燃级集油环41，主燃级集油环41外圈为主燃级旋流器；值班级集油环25上设有

值班级进油管15；主燃级集油环41上设有主燃级燃油管31；主燃级集油环41与主燃级旋流

器中间设有多个直射式喷嘴37；所述直射式喷嘴37包括环形雾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8、环形

空气通道51和直射式喷嘴内部通道52；圆柱结构中心设有直射式喷嘴内部通道52，一端为

直射式喷嘴进口50，另一端为燃油喷射孔49；两端设有圆形台阶，圆形台阶之间设有环形雾

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8；燃油喷射孔49一端台阶上设有环形空气通道51；所述主燃级旋流器

出口设有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挡板39，挡板上设有多个切向冷却小孔38；所述值

班级8的两级旋流器和主燃级旋流器的出口平齐，空气出口通道为环形收敛通道；所述值班

级8两级旋流器的叶片旋向相反，主燃级旋流器与值班级二级旋流器旋向相同。

[0009] 所述值班级8的一级旋流器叶片11采用轴流式直叶片，旋流角度为20°～50°，叶片

个数为6～20个。

[0010] 所述值班级8的叶片20采用轴流式直叶片，旋流角度为30°～60°，叶片个数为6～

20个。

[0011] 所述值班级8的两级旋流器的空气流量之比为0.5～1.2。

[0012] 所述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的内壁14收敛侧和二级旋流器出口挡板21收敛侧与轴

线夹角为30°～60°。

[0013] 所述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通道26的环高为0.05～0.5mm，长度为0.5～25mm。

[0014] 所述主燃级旋流器的叶片35的旋流角度为40°～75°，叶片个数为6～20个。

[0015] 所述主燃级旋流器的外壁36收敛侧与轴线夹角为0°～45°。

[0016] 所述直射式喷嘴37中燃油喷射孔49与轴向的夹角为‑75°～75°，喷口直径为0.1～

0.8mm，直射式喷嘴内部通道52长度是喷口直径的10～40倍。

[0017] 所述直射式喷嘴37中环形空气和燃油的流量之比即气液比为1～5。

[0018] 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燃烧室头部由值班级和主燃

级组成，并采用同心圆式排布方式；所述值班级和主燃级为集成结构，包括值班级的成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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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雾化喷嘴和两级旋流器以及主燃级的主油喷射装置和主燃级旋流器；值班级两级旋流

器的叶片旋向相反，主燃级旋流器与值班级二级旋流器旋向相同。值班级位于中心，由成膜

式空气雾化喷嘴和两级旋流器组成，两级旋流器在下游形成合理的中心回流区，另外油膜

在两级旋流的剪切作用下改善了雾化效果。在小工况下，值班级单独工作，值班级采用成膜

式空气雾化喷嘴匹配两级旋流器实现非预混燃烧，此时合理的回流区结构和较富的局部当

量比有利于拓宽燃烧室的火焰稳定边界；有效改善了小工况下的火焰稳定特性，并拓宽了

值班级的工作边界。主燃级由多个带环形空气的直射式喷嘴和主燃级旋流器组成，环形空

气有效的控制了射流在全工况范围内具有合理的穿透深度，旋流空气与多个射流在主燃级

平直通道和收敛通道中进行预先混和，形成的均匀可燃混气在燃烧室内进行预混燃烧。随

着工况的增加，值班级和主燃级同时工作，主燃级采用多个带环形空气的直射式空气雾化

喷嘴匹配单级旋流器实现贫油预混燃烧，环形空气可以有效控制主油在预混环腔中的穿透

深度，从而改善预混效果，此时均匀的油气混合物有利于消除燃烧室内的高温热点，能够显

著降低大工况下污染排放量。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优点如下：

[0021] 1)采用分级分区的燃烧概念，将燃烧室头部分为值班级和主燃级，值班级采用双

旋流扩散燃烧，主燃级采用预混燃烧，能够有效拓宽燃烧室稳定工作边界，并显著降低大工

况下的污染排放。

[0022] 2)值班级采用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匹配两级旋流器，燃油在两级旋向相反的旋流

空气剪切作用下雾化及油气混合，以扩散燃烧方式有效拓宽了火焰稳定边界。

[0023] 3)主燃级燃油采用带环形空气的直射式喷嘴，能够保证主油在宽工况范围内均有

合理的穿透深度，有效解决了传统直射式喷嘴在小工况下穿透深度不足和大工况下穿透深

度过大的问题，避免因沾湿预混段内外侧避免而引起的自燃问题。

[0024] 合理的主燃级收敛通道使得可燃混气在主燃级出口加速流动，能有效避免发生回

火。

附图说明

[0025] 图1本发明的全环燃烧室三维轴测图。

[0026] 图2本发明的全环燃烧室结构剖视图。

[0027] 图3本发明的燃烧室头部结构剖视图。

[0028] 图4本发明的燃烧室头部值班级结构主视图和剖视图。

[0029] 图5本发明的燃烧室头部主燃级结构主视图和剖视图。

[0030] 图6本发明的燃烧室头部主燃级直射式喷嘴结构示意图和剖视图。

[0031] 图中：1‑扩压器，2‑燃烧室外机匣，3‑燃烧室内机匣，4‑火焰筒外壁，5‑火焰筒内

壁，6‑燃烧室头部，7‑头部安装端壁，8‑值班级，9‑主燃级，10‑一级旋流器内轮毂，11‑一级

旋流器叶片，12‑值班级集油环内壁，13‑中心锥，14‑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内壁，15‑值班级

进油管，16‑值班级燃油进口，17‑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外壁，18‑值班级集油环外壁，19‑二

级旋流器叶片，20‑二级旋流器外壁，21‑二级旋流器出口挡板，22‑一级旋流空气进口，23‑

一级旋流空气通道，24‑一级旋流空气环形收敛通道，25‑值班级集油环，26‑成膜式空气雾

化喷嘴通道，27‑二级旋流空气进口，28‑二级旋流空气通道，29‑二级旋流空气环形平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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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30‑二级旋流空气环形收敛通道，31‑主燃级燃油管，32‑主燃级燃油进口，33‑主燃级集

油环外壁，34‑主燃级旋流器内壁，35‑主燃级旋流器叶片，36‑主燃级旋流器外壁，37‑直射

式喷嘴，38‑切向冷却小孔，39‑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挡板，40‑冷却空气和燃油雾

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1‑主燃级集油环，42‑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进口，43‑冷却空气和

燃油雾化空气通道，44‑主燃级旋流空气进口，45‑主燃级旋流空气通道，46‑主燃级空气环

形平直通道，47‑主燃级空气环形收敛通道，48‑环形雾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9‑燃油喷射孔，

50‑直射式喷嘴进口，51‑环形空气通道，52‑直射式喷嘴内部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现结合实施例、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3]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主要包括扩压

器1、燃烧室外机匣2、燃烧室内机匣3、火焰筒外壁4、火焰筒内壁5、燃烧室头部6和头部安装

端壁7。燃烧室头部6沿周向均匀安装在头部安装端壁7上；所述的燃烧室头部6由值班级8和

主燃级9组成，所述的值班级8和主燃级9采用同心圆式排布方式，值班级8位于中心，主燃级

9位于外围。

[0034] 燃烧室外机匣2和内机匣3与扩压器1通过焊接固定，火焰筒外壁4和火焰筒内壁5

与头部安装端壁7相连接，燃烧室头部6通过焊接方式安装在头部安装端壁7上。扩压器1将

压气机流出的高速气流减速扩压后分成三路，一路经燃烧室头部进入火焰筒外壁4和火焰

筒内壁5围成的燃烧区，一路流向燃烧室外机匣2和火焰筒外壁4围成的外环腔，一路流向燃

烧室内机匣3和火焰筒内壁5围成的内环腔。对于先进燃气轮机燃烧室而言，燃烧空气全部

从燃烧室头部进入，约占总空气量的65％～80％，流入内外环腔的空气主要用于火焰筒冷

却和掺混，冷却空气约占总空气量的20％～25％，掺混空气约占0～10％。

[0035] 如图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采用中心分级燃烧组织方式将燃烧室头部分为值班级8

和主燃级9，值班级8位于中心，主燃级9位于外围，其中值班级空气量占总燃烧空气量的

20％～40％。在小工况下，值班级单独工作，此时值班级8局部当量比为1～1.5，富油燃烧保

证小工况下的火焰稳定。随着工况的不断提高，值班级8和主燃级9同时工作，此时整个头部

的平均当量比为0.5～1，保证在值班级火焰稳定的同时，整个燃烧室具有很低的污染排放。

[0036] 如图4所示，值班级8由一级旋流器内轮毂10、一级旋流器叶片11、值班级集油环内

壁12、中心锥13、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内壁14、值班级进油管15、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外壁

17、值班级集油环外壁18、二级旋流器叶片19、二级旋流器外壁20和二级旋流器出口挡板21

组成，均通过焊接连接。值班级8空气分两路，一路经一级旋流空气进口22进入一级旋流空

气通道23并产生旋转运动，随后在一级旋流空气环形收敛通道24中充分发展以消除一级旋

流器叶片11产生的尾迹。另一路经二级旋流空气进口27进入二级旋流空气通道28并产生旋

转运动，随后在二级旋流空气环形平直通道29和二级旋流空气环形收敛通道30中充分发展

以消除二级旋流器叶片19产生的尾迹。燃油从值班级燃油进口16经值班级进油管15进入值

班级集油环25，随后在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通道26中充分发展，最终在出口形成一个环形

油膜。油膜在两级旋流的剪切作用下雾化和混合，随后旋流空气在下游形成中心回流区用

于稳定火焰。一级旋流器叶片11采用轴流式直叶片，旋流角度为20°～50°，叶片个数为6～

20个。二级旋流器叶片19采用轴流式直叶片，旋流角度为30°～60°，叶片个数为6～20个。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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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旋流器旋向相反，两级旋流器的空气流量之比为0.5～1.2。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内壁14

收敛侧和二级旋流器出口挡板21收敛侧与轴线夹角为30°～60°。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通道

26的环高为0.05～0.5mm，长度为0.5～25mm。

[0037] 如图5～6所示，主燃级9由主燃级燃油管31、主燃级集油环外壁33、主燃级旋流器

内壁34、主燃级旋流器叶片35、主燃级旋流器外壁36、直射式喷嘴37、切向冷却小孔38、冷却

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挡板39以及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0组成。直射式

喷嘴37由燃油喷射孔49和环形雾化空气通道支撑肋48组成。主燃级旋流器内壁34、主燃级

旋流器叶片35、主燃级旋流器外壁36以及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挡板39通过焊接连

接。主燃级旋流器内壁34与主燃级集油环外壁33通过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支撑肋

40连接。主燃级9大部分空气经主燃级旋流空气进口44进入主燃级旋流空气通道45并产生

旋转运动，随后在主燃级空气环形平直通道46和主燃级空气环形收敛通道47中充分发展以

消除主燃级旋流器叶片35产生的尾迹。主燃级9一小部分空气经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

进口42进入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43。主燃级燃油雾化空气进入环形空气通道51，

并包裹着液柱射流一起喷出，保证主油在宽工况范围内均有合理的穿透深度。冷却空气进

入冷却小孔38，该部分空气用于冷却空气和燃油雾化空气通道挡板39的冷却，防止高温燃

气烧蚀燃烧室头部。主燃级燃油经主燃级进油管31进入主燃级集油环41，然后从直射式喷

嘴进口50进入直射式喷嘴内部通道52，最后形成带环形空气的液柱射流喷入主燃级旋流空

气通道45，受旋流空气的作用在主燃级空气环形平直通道46和主燃级空气环形收敛通道47

中预先混合，均匀混合的可燃混气在主燃级出口加速流动，有效避免了发生回火。主燃级旋

流器与值班级二级旋流器旋向相同。主燃级旋流器叶片35采用轴流式直叶片，旋流角度为

40°～75°，叶片个数为6～20个。主燃级旋流器外壁36收敛侧与轴线夹角为0°～45°。直射式

喷嘴37中燃油喷射孔49与轴向的夹角为‑75°～75°，喷口直径为0.1～0.8mm，喷嘴内部通道

长度是喷口直径的10～40倍。直射式喷嘴37中环形空气和燃油的流量之比(气液比)为1～

5。

[0038]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9]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中心分级贫油预混低污染燃烧室，能够有效抑制污染物(一氧

化碳、未燃碳氢、氮氧化物、微粒子和碳烟)的生成，实现低排放燃烧。燃烧室中，从压气机流

出的高速气流经扩压器减速扩压后分成三路，分别进入内环腔、外环腔和燃烧室头部，燃烧

空气全部从头部进入。基于中心分级分区燃烧的概念，将燃烧室头部分为值班级和主燃级。

在小工况下，仅值班级工作，值班级采用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匹配两级旋流器实现非预混

燃烧，此时较富的局部当量比有利于燃烧室的火焰稳定。随着工况的增加，值班级和主燃级

同时工作，主燃级采用多个带环形空气的直射式空气雾化喷嘴匹配单级旋流器实现贫油预

混燃烧，环形空气可以有效控制主油在预混环腔中的穿透深度，改善预混效果，此时均匀的

油气混合物有利于消除燃烧室内的高温热点，能够显著降低大工况下污染排放量。

[0040] 本发明采用的中心分级贫油预混燃烧室头部结构有效解决了宽工况条件下火焰

稳定和污染排放之间的矛盾，保证燃烧室具有宽稳定工作边界的同时，又能显著降低污染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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