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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软件 FLUENT，数值研究化学氧碘激光喷管形线。碘喷孔位置，副流 

人口压力。O。( △)初始产额，水蒸汽含量以及稀释气体对平均小信号增益系数沿流动方向分布的影响 ；并对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超音速化学氧碘激光的两次实验进行数值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平均小信号增益系数与实验 

测试的摩尔功率趋势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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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音速化学氧碘激光器(COIL)中，I 一He(N )副流以接近音速的射流形式横向注入亚音速的 O ( △)一 

He(Nz)主流中，在混合过程的同时，发生化学反应、超音速膨胀、碘分解、传能、淬灭、激射等一系列复杂的流体 

力学、化学和物理过程。目前都是用纳维一斯托克斯(N—S)方程描述流体动力学过程，用波动光学描述光在共 

振腔内振荡和功率的取出过程，并结合氧碘的传能过程建立完整的物理数学模型。早期用简化模型可以解析 

地预言激光的功率输出特性，这只是一种近似地描述；更精确的描述 COIL内细致过程还得依靠数值模拟计 

算。国外大多数采用 MINT程序[1q]，二维 AC。(Advanced Cavity Code for COIL)程序 ]，AeroSoft公司的 

GASP软件[6 ；也有采用 FLUENT软件[8 ]的。国内张本爱等人用 自编软件以及俄罗斯的软件做了大量计 

算工作。 

我们从 2001年开始应用 FLUENT软件，参照日本文献[1  ̈的倒三角形喷管模型和参数，计算了二维、三 

维 COIL化学反应混合流场，得到了与日本文献一致的结果。接着将其参数应用于大连化物所实验所用的喷 

管中，数值研究碘喷孔位置，副流入口压力，Oz( △)初始产额，水蒸汽含量和稀释气体对增益分布的影响。最 

后 ，以Nz作为稀释气体的两次实验运行参数代入计算程序，算出的平均小信号增益系数与实验测量结果进行 

比较。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商用软件在 COIL工程中应用的可能性。 

l 计算模型和方法 

1．1 计算模型 

实际运行的超音速 COIL系统都是由多个列阵喷管组成，图 1选取其中的一对喷管。副流 I +He(N )以 

音速射流注入亚音速的主流 Oz( △)+He(Nz)中。由于喷孔和喉道尺寸都很小，雷诺数小于 4 000／cm，流动 

可看作层流，而射流明显有三维特征，因此用三维、层流、稳态 N—S方程来模拟 COIL流动是合适的。 

计算按大连化物所实验所用喷管，如图2所示。在喉道上游开有 6个编号为 1，2，3，4，5，6的 串0．5 mm碘 

Fig．1 COIL nozzle and computational zone 

图 1 COIL喷管及计算区域 

Fig．2 Schematic of Iz nozzle 

图 2 Iz喷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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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孔，分别距离喉道 13．75，11．65，9．55，7．45，5．35，3．25 mm，交叉布局垂直主流对喷。按对称性我们只选 

取 150 mm×6．5 mm×1 mm的计算区域 ，用 GAMBIT软件生成 192 203个网格。 

1．2 化学反应 

在 COIL 47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 ，我们选用 10种反应物 Oz(。 )，02( △)，02( )，12，I ，I( Pa／2)，I 

(zP。／ )，H O，C1 ，He(或 N )，21个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 。以Arrhenius形式给出反应速率常数 

k f r— A r e--E~／鞠 

式中：A，为前因子； 为温度指数因子；E，为反应激活能；R为普适气体常数 ；丁为温度。 

1．3 物性 

在 COIL中，工作温度在 100~450K范围内，在精确的计算中必须考虑工作物质的粘性系数 ，热传导系 

数 k是温度的函数。在参考文献[12]中给出了这些系数与温度关系的多项式展开式及展开系数。为简化计 

算，我们把 ，k看作常数。 

1．4 计算条件 

我们选择文献[1O](O ( △)初始产额改为 5O )以及两次实验(0917，0926)的工作参数作为 COIL的入 

V1条件(见表 1)。喷管出V1用 FLUENT设置的抽气条件，这也符合我们器件的实际工作条件；喷管壁面边界 

条件为无滑移条件，其他计算边界为几何对称条件。 

表 1 入口条件 

Table 1 Plen叫 condition 

1．5 计算方法 

我们用隔离法求解三维层流稳态 N—S方程，先计算没有化学反应的混合流场，在适当的时候加入化学反 

应，调整松弛因子，使所有参量收敛稳定。 

1．6增益系数 

小信号增益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G= 2P~／2 -c 2Pa／2 ]) 
式中：Einstein系数A取为3．7s-1(大多数文献为 5．0s )；COIL波长 为 1．315 m；Av是Doppler加宽； 是 

物质的数密度；g是碘原子能级的简并度。 

2 结果与讨论 

下面的讨论是以表 1中文献[1O]的参数，大连化物所实验所用的喷管，5，6号碘喷孔，He稀释气体的模型 

为基础，比较不同条件下与流动方向 轴垂直的横截面上平均小信号增益系数沿 轴的分布。 

2．1 喷管形线对增益分布的影响 

将表 1中[1O]的参数应用于日本[1们的倒三角形喷管和大连化物所实验所用 5，6号碘喷孔的喷管。两种 

喷管出口的坐标统一为 一0 mm。日本喷管的喉道位于 一一24．5 mm，而大连的位于 =一16．7 mm，日本 

的扩张段比大连的长 7．8 mm。日本的碘喷孔位于 一一30．5 mm，而大连的 5，6号碘喷孔分别位于 一一 

22．O5，一19．95 mm，日本的碘喷孔在喉道上游距离比大连的 5，6号碘喷孔分别长 0．65，2．75 mm。图 3是 

两种喷管的平均增益沿流动方向的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大连喷管的平均增益在喷管出口下游处明显比日 

本的高。其峰值都发生在喉道下游，但大连的比日本的更接近喉道。 

2．2 碘喷孔位置对增益分布的影响 

我们将 1与 2，3与 4，5与 6号碘喷孔分别组成三种工况。图 4是亚音速段不同碘喷孔位置的平均增益沿 

流动方向的分布。由图可以看出，主喷管亚音速段的碘喷孔位置距离喉部越近，喉道( 一一16．7 mm)下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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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处的平均小信号增益系数就越大。图中碘喷孔位于喉道的工况(T)，其增益系数的计算结果并不理想。 

40 60 80 l00 

X ／m m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gain along axis 

for different nozzle 

图 3 不同喷管的平均增益沿 z轴分布 

2．3 副流入 口压力对增益分布的影响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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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m 

Fig．4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gain along z axis 

for different orifices locations 

图 4 不同碘喷孔位置的平均增益沿z轴分布 

为了研究副流入口的压力对增益分布的影响，我们在碘流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副流入口的压力。计算结 

果如图 5。从图中可以看出，副流入El压力为 0．75倍时，光腔内上游部分的增益较大；在喷管下游，随副流压 

力增加 ，增益减小。 

2．4 O：( △)初始产额对增益分布的影响 

图6是碘喷孔在最接近喉道的5，6位置时，不同 O ( △)初始产额的平均增益系数沿流动方向分布的计算 

结果。O ( △)初始产额越高，增益愈大，这是很显然的；由于化学反应的放热，同时 Mach数下降，静温增加。 

75 的 0 ( △)初始产额平均增益系数的峰值在喉道处，随着 0 ( △)初始产额的下降，峰值向下游移动。 

- 20 0 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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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gain along axis 

for different pressure of secondary flow 

图 5 不同副流压力的平均增益沿 z轴分布 

O2( |、) 

O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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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gain along z axis 

for different O2( △)yields 

图6 不同 02( △)产额的平均增益沿z轴分布 

2．5 水蒸汽对增益分布的影响 

在主流其他组分摩尔流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水蒸汽的摩尔流量。其增益分布的计算结果如图 7，水蒸汽 

对增益分布的影响是明显的。水蒸汽的摩尔流量增加，增益就下降。2倍水蒸汽摩尔流量的平均增益最低。 

没有水蒸汽的极端情况，增益应该是最大，计算结果是我们所预料的那样。 

2．6 载气对增益分布的影响 

我们在相同入口压力、温度条件下，对同一喷管分别用 N 和 He作载气计算平均增益系数，结果如图 8。 

主喷管出口下游处 N 载气的小信号增益系数大约是 He的 80 9／6。 

N 的分子量是 He的 7倍，因而用 N 作稀释气体时，主、副流的速度比用 He时要小得多，特别是从碘喷 

孔喷出的副流以接近音速喷射，N 的速度约是 He的 1／3倍。在压力和温度相同条件下，化学反应和转能时 

间很接近，所以用 Nz作稀释气体时，亚音速段的 I 分子在很短距离内就被分解。这一结果与实验符合。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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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gain along z axis 

for different diluents 

图7 不同稀释气体的平均增益沿 轴分布 

显示了用 N 和 He作载气时，I 的摩尔分数的不同分布。 

一 20 0 20 40 60 8O 

X／mm 

Fig．8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gain along axis 

for different mole flux of water vapor 

图8 不同水蒸汽摩尔量的平均增益沿 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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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Contours of mole fraction of 12 for different diluents Fig．10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gain along axis 

图 9 不同稀释气体时 I2的摩尔分数等值线 for three conditions 

图 10 三种工况下平均增益沿 轴分布 

2．7 与两次实验测试数据的比较 

我们按大连化物所两次以N 为载气的实验条件进行平均增益计算，计算结果如图 1O。两次实验的测试 

数据如表 2。平均而言，0926光腔部分的增益系数比0917的大 2．65 ，而 0926实验的单位摩尔功率输出比 

Og17的大 4．51％，趋势是一致的。 

图 1O中工况ELO：3即图8中的 N ，其平均增益明显比 O917和 0926两次实验高。 

数值计算的优点是可以显示流动参数如马赫数、温度、压力、各组份的详细分布情况等，这些参数在实验上 

是无法测量或无法实现多点测量的。限于篇幅我们不一一给出这些图了。 

表2 实验测试数据 

Table 2 Testing data of the experiment 

3 结 论 

我们两年多的实践，说明用 FLUENT软件计算 COIL流场是可行的。如何在现有的数值模拟基础上考 

虑水冷凝以及光辐射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将 FLUENT应用于 O ( △)发生器，缩短模拟计算时间 

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使数值模拟成为COIL试验方案评估的首选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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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 of mixing flowfield of chemical 

Oxygen—iOdine laser with FLUENT software 

WU Bao—gen ， LU Lai。． J IANG Zong—lin‘． CHEN Yao—song。 

(i．Institute of Mechanics，Chinese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0．China； 

2．Department of Mechanics，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 1，China) 

Abstract： The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s of the mixing flowfield of supersonic chemical oxygen—iodine laser(COIL)using 

FLUENT (CFD)computation of fluid dynamics commercial software have been performed
．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d sma11 

signal gain along the downstream for nozzle profiles，orifices locations．pressure of secondary flow，O2(‘△)yields．content of wa— 

ter vapor and dilute gases was caculated．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two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show that the trend of the computational averaged small signal gain coincides with the measured output mole power
． 

Key words： Chemical oxygen—iodine laser(COIL)； Computation of fluid dynamics(CFD)： Small signal gam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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