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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循环能量和发动机转速不变的条件下，运用一台六缸重型增压柴油机研究了不同喷油定时和氧含量对正丙醇/柴油活性控制压燃
（Reactivity controlled compression ignition，RCCI）的燃烧与排放特性的影响 . 结果表明，随着喷油定时（Start of injection，SOI）的提前，第一燃烧
阶段的放热率峰值和缸内温度不断增加，初始着火相位（CA10）和燃烧重心（CA50）同步提前，燃烧持续期基本不变，滞燃期增加 .CO 和 HC 的

排放随 SOI 提前逐渐减小，而 NOx 的排放随 SOI 提前逐渐增加；颗粒物排放的平均粒径（Particle average diameter，PAD）和颗粒物质量浓度

（Particle mass concentration，PMC）及颗粒物数量浓度（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PNC）会随 SOI 的提前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 . 而氧含量

（Oxygen ratios，RO）的增加会使缸内压力和缸内温度整体略微下降，滞燃期整体小幅度增加 .CO 和 HC 的排放会随着 RO 的增加而增加，但 RO
基本不影响 NOx 的排放 . 另外，RO 的增加会使得 PAD 增加，PNC 降低，对 PMC 的影响规律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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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art of injection timings（SOI）and oxygen ratio（RO）on the combustion and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n-propanol/
diesel RCCI were studied in a six-cylinder heavy-duty turbocharged diesel engine under constant total cycle energy and engine spe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advance of SOI，the peak heat release rate and the in-cylinder temperature in the first combustion stage increased continuously，
the initial ignition phase（CA10）and the center of combustion（CA50）advanced synchronously，the combustion duration is basically unchanged，and
the ignition delay period increased. As for the emissions，CO and HC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advance of SOI，while the NOx emission increased
gradually. The particle average diameter（PAD）and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PNC）and particle mass concentration（PMC）emissions decreased
in different degrees. With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RO，th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n the cylinder decreased slightly and the ignition delay period

increased with the RO increase. As for the emissions，CO，HC and PAD increased，PNC decreased，while NOx stayed almost unchanged with the RO
increase，and PMC is not related to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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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柴油机由于可靠性好和热效率高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车辆、机械工程、农业生产等领域 . 但柴油机广泛

使用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问题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 首先，柴油机的主要排放物为
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PM）
（徐政欣，2017），这两者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且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
伤害 . 其中，NOx 主要为 NO 和 NO2，NO 在高浓度时会对人体中枢神经造成轻度障碍，而 NO2 是一种呈棕红色

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危害较大，是引起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主要来源，吸入人体后还会对内脏
产生不良影响；而 PM 可以穿透人的呼吸道并在肺部沉积，造成呼吸道疾病和肺癌等 . 另外，研究发现传统柴
油机的排放物中 NOx 和碳烟（soot）存在着一种 trade-off 的关系（缪雪龙，2014），导致需要先进的后处理技术

来改善排放，比如用还原 NOx 的选择性催化还原装置和捕捉 soot 的柴油颗粒过滤器，但这两种装置系统复杂
且价格昂贵 . 其次，柴油机所需的石油燃料为非可再生资源，长此以往会造成严重的能源枯竭，进而引发
能源危机 . 因此，为了解决柴油机带来的环境污染及能源短缺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

于是，学者们针对柴油机排放过高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型燃烧模式，如均质充量压缩

着火燃烧（Homogeneous Charge Compression Ignition，HCCI）.HCCI 可以同时实现燃烧过程中 NOx 和 PM 的超

低排放（缪雪龙，2014；Liu et al.，2019），但 HCCI 的燃烧过程是无法控制的（赵志新，2014），燃烧完全由自身

理化特性与可燃混合气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所决定，而且还存在发动机运行负荷范围窄的问题（韩伟强等，
2020）. 紧接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Kokjohn et al.，2010；2011）又提出活性控制压燃（Reactivity

Controlled Compression Ignition，RCCI）这一先进的高效清洁燃烧模式，解决了 HCCI 燃烧不可控的问题 .RCCI
燃烧模式通过进气道喷射低活性燃料，使其在缸内预先形成均质混合气，然后缸内直喷高活性燃料，达到缸
内混合气的分层，最终实现燃烧过程的可控（Splitter et al.，2013；Zheng et al.，2018）. 并且 RCCI 能够合理调整

预混燃烧和扩散燃烧的比例，可以在较宽的负荷范围内实现超低的 NOx 和 PM 排放和接近 60% 的超高热效
率（Reitz，2013；Benajes et al.，2014；Reitz et al.，2015；Liu et al.，2019）.

上述研究已经表明，RCCI 燃烧模式可以通过实现超低排放来有效解决柴油机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

同时，能源短缺问题也可以依托 RCCI 这一高效清洁的燃烧模式来解决，近年来诸多研究发现，低碳醇属于
可再生的清洁替代能源，可以作为 RCCI 燃烧的低活性燃料，如甲醇（Li et al.，2013）和乙醇（纪威，2007）由于

来源广、易制取、成本低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 RCCI 发动机的研究 . 甲醇的分子结构中只有一个 C 原子，氧含

量高达 50%，可以通过煤、天然气、木材和生物质等多种方式制备（Chmielniak et al.，2003）. 乙醇因具有较好

的清洁性与经济性，是目前应用于内燃机最广泛的生物替代燃料之一（孙书洲，2018），可以通过微生物发酵
制备，且目前全球微生物发酵生产的乙醇达到了 95% 以上（卢耀等，2020）. 研究得出，甲醇和乙醇能够根据
自身较高的氧含量和高汽化潜热等优势可有效改善内燃机燃烧与排放特性（任露等，2018；陈超等，2017）.

在对醇类燃料的研究中发现，正丙醇相对于甲醇和乙醇具备一些更良好的理化性质，通过对比得出，

正丙醇具有更高的低热值 . 另外，由于甲醇和乙醇对水的亲和力更高（Tao et al.，2019），在很宽的温度、水含

量和柴油成分范围内它们不容易与柴油混合，需要使用成本较高的助溶剂（任露等，2018）. 相反，正丙醇是

三碳醇，相比甲醇和乙醇，对水的亲和力较低，更有利于与柴油混合 . 而且正丙醇比甲醇和乙醇的闪点更高，
方便贮存、运输和使用，安全性较好，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具有更大的优势（张亚辉，2018）. 然而，正丙醇由于

生产成本比甲醇和乙醇更高，导致关于正丙醇在内燃机上的研究还较少 . 但近年来随着醇类燃料备受重视，
以及制备工艺的逐渐提升，使得正丙醇的制取途径增多，例如，正丙醇可以使用大肠杆菌从葡萄糖中获取

（Tao et al.，2019）；另外，正丙醇与甲醇和乙醇一样，是一种生物酒精，可以从可再生的生物资源中产生
（Muthaiyan et al.，2016）. 这就使得正丙醇的产量增加，成本降低，从而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为内燃机中
掺混正丙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

Muthaiyan 等（2016）研究发现，正丙醇的加入会使得柴油滞燃期增加 11%~30%，最大放热率升高 34%~

59%，燃 烧 持 续 期 缩 短 8%~15%，NOx 排 放 降 低 8%~14%，碳 烟 排 放 率 降 低 51%~74%，压 力 上 升 率 有 一 定

提高，但效率有所下降 .Kothare 等（2016）研究发现，体积分数为 95% 的汽油与 5% 的正丙醇的混合燃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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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较低的比油耗和较高的热效率 .Tao 等（2019）研究发现，在正丙醇与汽油的混合燃料中，正丙醇比例
增加可以使缸内压力峰值和温度峰值增加，主要气体排放物浓度降低 .Masum 等（2014）研究发现，与纯汽油

相比，体积分数为 80% 的汽油与 20% 的正丙醇混合燃料可以获得较高的燃油消耗率，并且 CO 和 HC 排放

降低 . 杨峥等（2014）开展了丙醇/正庚烷着火特性的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发现正丙醇的比例会影响正丙醇/
正庚烷混合燃料的着火特性 .

综上所述，学者们大多是对正丙醇和汽油或者柴油等燃料进行混合燃烧来研究其相关特性，而把正丙

醇作为 RCCI 发动机低活性燃料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 其他醇类如甲醇和乙醇在 RCCI 上的研究已经十分

广泛，正丙醇作为醇类燃料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将其用于 RCCI 发动机上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有助于人们

进一步了解其作为 RCCI 低活性燃料对发动机燃烧和排放的影响规律 . 因此，本文基于一台六缸重型柴油

机，在恒定转速为 1500 r·min-1 和总循环能量为 2000 J·cyc-1 的工况下，研究不同喷油定时（SOI）
（-10~-20° CA

ATDC）与不同氧含量（RO）对正丙醇/柴油混合燃料在 RCCI 发动机上燃烧与排放特性的影响规律与程度，
以期为正丙醇对 RCCI 燃烧与排放特性影响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

2
2.1

试验设备与方法（Test equipment and methods）
试验设备和燃料

图 1 为六缸重型柴油机试验平台示意图，主要由发动机、试验测试装置、数据采集装置和燃烧与排放分

析装置所组成 . 用于燃烧分析的缸压信号通过缸压传感器（Kistler 6125C）进行实时感知后通过电荷放大器

（Kistler 5011B）进行放大，再使用 NI-USB6353 采集卡进行采集 . 每个工况采集 50 个循环的缸压曲线，并且每

一个循环的采集步长为 0.5° CA，然后把采集到的缸压数据通过 LabView 编写的离线燃烧分析系统进行燃烧
分析 . 在排气口附近进行尾气取样，采用 Horiba-MEXA7100DEGR（不确定度为±0.02%）排放仪测量常规气体
排放，利用 NanoMet3 固体颗粒计数器（不确定度为±0.01%）测量颗粒物的粒径和颗粒物浓度 .

为实现 RCCI 燃烧，本试验发动机喷射系统采用双燃料喷射，通过进气道加装喷油器喷射低活性燃料

正丙醇，缸内直喷系统喷射高活性燃料柴油 . 试验用发动机具体参数见表 1，试验涉及燃料理化特性见表 2.

图1
Fig.1

试验平台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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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柴油机参数

Parameters of test diesel engine

柴油机类型

缸径/mm

行程/mm

排量/mL

压缩比

进气方式

供油系统

四冲程、六缸直列

113

140

8424

17.5∶1

涡轮增压和电动增压

高压共轨

表2

Table 2

本研究涉及燃料性质
Fuel properties of this study

燃料

分子式

分子量

十六烷值

氧含量

密度/（g·mL-1）

甲醇

CH3OH

32

3

50.0%

0.792

CH3CH2CH2OH

60

12

26.7%

0.803

CH3CH2OH

乙醇
正丙醇
柴油

2.2

学

C12~C25

46
170

8

45~55

34.8%
0

0.795

排放的影响，本试验保持一系列的参数不变：发动

机 转 速 为 1500 r·min-1，柴 油 喷 射 压 力 100 MPa，
正 丙 醇 喷 射 压 力 为 0.55 MPa，喷 射 定 时 为 -360°
CA ATDC 等 . 在本试验中，选定循环能量 Etotal 始终

为 2000 J·cyc ，循环能量是指发动机每循环进气

20.27

1178.0

30.60

792.1

26.80

0.820~0.860

919.6

42.60

270~375

表 3 试验参数
Table 3 Test parameters

试验方法

如表 3 所示，为研究 SOI 和 RO 对 RCCI 燃烧与

低热值/（MJ·kg-1） 汽化潜热/（kJ·kg-1）

参数

数值

发动机转速/（r·min-1）

1500
2000

循环总能量/J

柴油喷射时刻/° CA ATDC
柴油喷油压力/MPa

-10/-12/-15/-20
100

正丙醇喷油定时/° CA ATDC

-360

式（1）所示 . 另外，本研究选取了 4 个柴油喷射定时

进气压力/MPa

120±1

个混合燃料的氧含量（RO），分别为 8%、10%、12%，

冷却水温度/℃

-1

道喷射燃料和缸内直喷燃料的能量总和，其定义如

（SOI），分别为-10、-12、-15、-20° CA ATDC，以及 3
RO 的定义如式（2）所示 .

0.55

正丙醇喷油压力/MPa

25±1

进气温度/MPa
8%/10%/12%RO 下正丙醇能量占比

80±1

24%/30%/37%

E total = m propanol·H propanol + m diesel·H diesel
m propanol·O propanol
RO =
m propanol + m diesel

（1）
（2）

式 中 ，m propanol 和 m diesel 分 别 为 正 丙 醇 和 柴 油 的 质 量（mg）；H propanol 和 H diesel 分 别 为 正 丙 醇 和 柴 油 的 低 热 值

（MJ·kg-1）；O propanol 为正丙醇自身分子结构中的氧含量 .

3
3.1

结果与分析（Results and analysis）
不同 SOI 与 RO 对燃烧的影响

SOI 不仅会影响滞燃期，还会影响燃油喷入缸内的环境温度和压力，从而影响缸内燃料的混合时间和

混合程度；而 RO 会影响缸内高低活性燃料的比例 . 总而言之，SOI 和 RO 会影响整个燃烧过程 .

图 2a 描述了 SOI 与 RO 对 RCCI 燃烧放热率和缸压的影响 . 在整个燃烧过程中没有出现低温燃烧阶段，

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两级高温放热特征 . 高温高压燃烧阶段是 RCCI 燃烧的主要放热阶段，该过程的放热率峰

值可以反映出缸内燃烧的剧烈程度 . 图中高温高压的第 1 阶段主要是由缸内直喷的高活性燃料柴油和夹带
的低活性燃料空气-正丙醇进行的预混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第 2 阶段主要是第 1 阶段后缸内燃料的分层混
合物作为多重火焰传播燃烧引起的热量释放（Benajes et al.，2014）. 本文主要对第 1 阶段进行详细分析，随着

SOI 的提前，放热时刻随之提前，放热率峰值逐渐增加，这是因为随着 SOI 的提前，滞燃期增加，如图 4 所示，
缸内高低活性燃料与空气混合时间变长，使得燃料混合更加均匀，在达到反应条件时符合着火条件的区域
增加，进而燃烧更加剧烈，放热率峰值随之增加，但这一规律不随 RO 的改变而改变 . 另外可以发现 SOI 在

-15~-10° CA ATDC 范围内，放热率峰值随 SOI 提前而增加的趋势较小，而 SOI 在-20~-15° CA ATDC 范围内，
放热率峰值随 SOI 提前而增加的趋势较大，这可能是因为滞燃期随 SOI 的变化所引起的 . 由图可知，滞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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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10° CA ATDC 范围内增加缓慢，在-20~-15° CA ATDC 范围内增加较快，在对应相同的 SOI 范围内，滞

燃期和放热率峰值增加趋势基本相同，都是先缓慢增加，然后急剧增加 . 当仅考虑 RO 的影响时，研究表明

（许汉君，2012；Park et al.，2014），RO 的增加会使得高活性燃料柴油喷射量减少，低活性燃料正丙醇喷射量
增加，从而会引起滞燃期的延长，导致活性梯度下降，进而导致预混燃烧部分增加，第 1 阶段的放热率峰值
增大 . 不过，随着喷射定时进一步提前，即提前至-20° CA ATDC 时，滞燃期较较晚 SOI 时增加幅度较大，使得

活性梯度大幅降低，导致 RO 增加引起的活性梯度下降几乎可以忽略 . 这可能是导致当 SOI 为-20° CA ATDC
时，放热率曲线几乎没有差异的原因 .

图 2b 描述了 SOI 和 RO 对缸内温度的影响情况，其变化规律与缸压极其相似 . 随着 SOI 的提前，缸内最高

温度不断增加，与缸压一样，在达到峰值之前都是急剧升高 . 由图 2a 可知，这是因为放热率随 SOI 的提前而

增加，导致缸内温度随之增加，并且最高温度对应相位也不断提前，当仅考虑氧含量对温度的影响时，RO 的

增加会导致缸内整体温度的降低，虽然放热率峰值会随 RO 的增加而增加，但 RO 增加后，缸内的正丙醇喷射
量也随之增加，这就使得缸内混合燃料的汽化潜热增加，最终导致缸内温度下降 .

图2
Fig.2

SOI 和 RO 对瞬时放热率、缸压（a）和缸内温度（b）的影响

Effect of SOI and RO on instantaneous heat release rate and pressure（a）and temperature in cylinder（b）

图 3 描述了 SOI 和 RO 对 RCCI 燃烧持续期和燃烧相位的影响，将 CA10 作为初始燃烧时刻，CA50 作为燃

烧重心，CA90 作为燃烧结束时刻（其中，CA10、CA50 和 CA90 分别表示燃烧累积放热量为总放热量的 10%、

图3
Fig.3

SOI 和 RO 对燃烧相位和燃烧持续期的影响

Effect of SOI and RO on combustion phase and combustion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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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和 90% 时对应的曲轴转角），CA10~CA90 这一区间作为燃烧持续期（韩伟强等，2018）. 通过分析可知，
在任意的 RO 下，随着 SOI 的提前，初始着火相位 CA10 逐渐提前，并且提前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燃烧重心

CA50 变化规律与初始燃烧相位变化规律基本同步 . 另外，SOI 的改变对燃烧持续期的影响极小，可以忽略不
计，RO 的改变不影响上述规律 . 在相同的 SOI 下，RO 的改变几乎不影响燃烧持续期、燃烧相位及燃烧重心
CA50.

通过分析 SOI 和 RO 对滞燃期的影响可知，两个因

素对滞燃期的影响规律明显 . 首先，滞燃期会随着 SOI
的提前而增加 . 并且在图 4 中还可以看出，在更提前的

SOI 下，滞燃期增加的趋势更加明显，RO 的改变不影

响这一规律 . 其次，滞燃期会随着 RO 的增加而增加，
这是因为 RO 的增加会导致柴油喷射量减少，在燃烧
初期时缸内符合燃烧条件的混合燃料中柴油较少 .
3.2

不同 SOI 和 RO 对气体排放的影响

SOI 和 RO 会影响整个燃烧过程，那么势必会对燃

烧产物的排放造成影响 .CO 和 HC 的生成主要是缸内
燃料燃烧不完全导致的，而 NOx 的生成主要是高温和

富氧造成的 . 以下描述了 SOI 和 RO 的改变对主要气体
排放物造成的影响 .

图4
Fig.4

SOI 与 RO 对滞燃期的影响

Effect of SOI and RO on ignition delay

如图 5a 所示，通过分析 SOI 和 RO 对 CO 排放的影响可知，RO 一定时，随着 SOI 的提前 CO 排放逐渐降低，

这是因为随着喷油定时的提前，滞燃期增加，如图 4 所示，缸内混合时间延长，局部缺氧区域减少，当缸内着
火时燃烧速度快，温度升高，加剧了 CO 的氧化，且 CO 的排放量随着 SOI 的提前逐渐降低这一规律不随 RO 的

改变而改变 . 当仅考虑 RO 的改变带来的影响时，随着 RO 的增加，CO 的排放量有较大程度的增加，这是因为

随着 RO 的增加，柴油喷射量减少，正丙醇喷射量增加，缸内温度降低，如图 2b 所示，抑制了 CO 的氧化，进而
生成的 CO 就越多 . 另外可以发现，RO 的增加会加剧 CO 的排放随 SOI 提前而降低的程度 . 例如，当 SOI 从
-10° CA ATDC 变为-20° CA ATDC 时，RO=8% 时的 CO 排放量从 6.52 g·kW-1·h-1 降低到 4.93 g·kW-1·h-1，只降低

了 1.59 g·kW-1·h-1；而 RO=12% 时 的 CO 排 放 量 从 17.76 g·kW-1·h-1 降 低 到 了 13.16 g·kW-1·h-1，降 低 了 4.6
g·kW-1·h-1.

如图 5b 所示，通过分析 SOI 和 RO 对 HC 排放的影响可知，其影响规律和 CO 相似 . 仅考虑 SOI 时，随着

SOI 的提前，HC 的排放逐渐降低 .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 SOI 的提前，滞燃期增加，如图 4 所示，导致缸内柴油分
布区域增加，初始燃烧区域大，低活性区域减少，火焰传播速度快，缸内燃烧温度高，促进 HC 的氧化 . 且随着

SOI 的提前，HC 排放量曲线趋于平缓，即 HC 的排放量减少程度有所降低 . 当仅考虑 RO 的变化时，随着 RO 的

增加，HC 排放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原因与图 5a 中 CO 排放增加的原因相同，都是由于柴油喷射量较少导

致缸内温度降低造成的 . 另外，随着 RO 的增加，HC 排放量随 SOI 提前而减少的幅度增加，例如，SOI 为-10~

-20° CA ATDC，当 RO=8% 时，HC 的排放从 3.10 g·kW-1·h-1 降低到 2.41 g·kW-1·h-1，只降低了 0.69 g·kW-1·h-1；
当 RO=12% 时，HC 的排放从 7.90 g·kW-1·h-1 降低到 5.29 g·kW-1·h-1，降低了 2.61 g·kW-1·h-1.

由图 5c 可知，通过分析 SOI 和 RO 对 NOx 排放的影响可知，随着 SOI 的提前，NOx 的排放量逐渐增加，这主

要是因为随着 SOI 的提前，滞燃期增加，如图 4 所示，缸内燃烧速度加快，导致缸内温度增加，进而氧化生成

的 NOx 增加 . 且在任意 RO 下随着 SOI 的提前，NOx 排放量的增加幅度变大，例如，当 RO=12%，SOI 由-10° CA

ATDC 变为-15° CA ATDC 时，NOx 的排放量从 6.06 g·kW-1·h-1 增加到 10.07 g·kW-1·h-1，增加了 4.01 g·kW-1·h-1；
SOI 由-15° CA ATDC 变为-20° CA ATDC 时，NOx 的排放量从 10.07 g·kW-1·h-1 增加到 17.69 g·kW-1·h-1，增加了

7.62 g·kW-1·h-1. 这是因为随着 SOI 的提前，缸内温度不断增加，如图 3 所示，促进 NOx 的生成 . 另外，NOx 排放
量随 SOI 提前而增加的排放规律不随 RO 的改变而改变，并且 NOx 的排放量随 RO 的增加变化极小，从图中可
以看出，变化量都在 0.5 g·kW-1·h-1 内，且没有规律可循，RO 对 NOx 排放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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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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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 和 RO 对主要气体排放物的影响（a.CO，b.HC，c.NOx）

Effect of SOI and RO on major gas emissions（a.CO，b.HC，c.NOx）

不同 SOI 和 RO 对颗粒物排放的影响

如图 6 所示，通过分析 SOI 对颗粒物排放的影响可知，随着 SOI 的提前，颗粒物平均粒径（PAD）、颗粒物

数量浓度（PNC）及颗粒物质量浓度（PMC）都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说明聚集态颗粒物生成量在降低 . 出现
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随着 SOI 的提前，滞燃期有延长的趋势，导致缸内混合气混合更加均匀，局部过浓区

域减少，适合生成聚集态颗粒物的高温缺氧环境得到抑制引起的；如图 2a 放热率曲线所示，随着 SOI 的
提前，预混燃烧比例增加，扩散燃烧比例减少，亦可证实这一观点 .

如图 6 所示，通过分析 RO 对颗粒物排放的影响可知，随着 RO 的增加，PAD 逐渐增加，PNC 逐渐降低 .RO

对 PAD 和 PNC 的影响原因相当复杂，在本课题组之前发的文章中已详细说明（Han et al.，2020），在此处不

再赘述 . 简言之，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随着 RO 的增加，废气中颗粒物的数量浓度和表面积增大，挥发性有机

组分和非挥发性有机组分的液体冷凝程度增加，聚集态颗粒物数量浓度和质量浓度均增大 . 相反，液体成核
程度降低，导致核态颗粒物数量浓度降低 . 这些原因最终导致随着 RO 的升高，PNC 降低，PAD 增加 . 而 RO 对
颗粒物质量浓度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规律 .

4

结论（Conclusions）
1）随着喷油定时（SOI）的提前，高温高压燃烧的第 1 阶段放热率峰值逐渐增加，且放热率峰值所对应的

相位也不断提前；在同一 SOI 下，氧含量（RO）的增加会使得放热率峰值小幅度增加 . 缸压、缸内温度峰值和
滞燃期也随 SOI 的提前而增加，在更提前的 SOI 下，滞燃期增加的程度更大 .SOI 的提前基本不影响燃烧持续

期，但初始燃烧相位和燃烧重心会随 SOI 的提前而提前 . 缸压和缸内温度整体会随 RO 的增加有小幅度下降，
RO 的增加会使得滞燃期延长，但对燃烧持续期、燃烧相位及燃烧重心的影响极小，可忽略不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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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 与 RO 对 PAD（a）、PNC（b）和 PMC（c）的影响
Effect of SOI and RO on PAD（a），PNC（b）and PMC（c）

2）SOI 和 RO 对 CO 和 HC 排放的影响规律相似，随着 SOI 的提前，CO 和 HC 的排放逐渐减小，RO 的增加

不改变 SOI 对 CO 和 HC 排放的影响规律，但会加大 CO 和 HC 随 SOI 提前而降低的程度，并且 RO 的增加会造

成 CO 和 HC 较大程度的增加 . 而 NOx 的排放会随着 SOI 的提前逐渐增加，而且增加程度会随 SOI 提前而加大，
RO 的改变基本不影响 NOx 的排放 .

3）SOI 对颗粒物排放的影响规律明显，随着 SOI 的提前，颗粒物平均粒径和质量浓度及颗粒物数量浓度

都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 .RO 的增加使平均粒径总体上呈现出增加的趋势，SOI 的提前使这一趋势更加明
显；颗粒物数量浓度随 RO 增加不断降低；而 RO 对颗粒物质量浓度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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