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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门重叠角对天然气掺氢发动机性能的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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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改变发动机配气相位，实现不同气门重叠角方案，研究不同气门重叠角大小对发动机各项性能的影
响关系 . 利用 GT-Power 软件建立了某款天然气掺氢发动机仿真模型，分析了两种配气方案下气门重叠角对发动

机扭矩、排放的影响规律，最终确定发动机在全负荷工况时 1 400 r/min 和 2 300 r/min 转速下配气方案 2 对应 20 °CA
气门重叠角为最佳研究方案，该研究方法为气门重叠角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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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能源、环保等一系列问题伴随而来，利用清洁无污染的替代燃料是

缓解能源紧张且环保的有效方法之一 ［1］ . 而天然气与氢气是当前社会比较认可的车用替代燃料，通过天然

气中掺混氢气可以改善天然气燃烧速率低、稀燃能力差的问题 . 天然气掺氢燃料也因其良好的经济性和排

放特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车用发动机替代燃料研究的热点之一 ［2］ . 气门重叠角技术也称内部 EGR

（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目前相关研究各尽不同 .Ali 等 ［3］ 研究了不同排气正时 （即排气门开启、关闭

时刻） 对汽油机内部 EGR 的实现方案，利用多目标遗传优化算法对排气门开启与关闭时刻进行了分析改
进，获得了 NOx 排放值和有效燃油消耗率均有所下降，且各自降低 71% 和 6% 的改进结果 .Kiyoushi 等 ［4］ 在

一台单缸机上研究排气门二次开启的方案，分析了天然气燃烧正时与 EGR 率之间的影响关系 .Carsten 等 ［5］
在一车用柴油机上研究了不同内部 EGR 策略对降低 NOx 排放和有效燃油消耗率的影响，由于柴油机高温

废气冷却较为困难的因素，采用内部 EGR 的策略对降低 NOx 排放和有效燃油消耗率的效果不显著 .John

等 ［6］ 以独立控制燃烧正时的研究基础，探讨 EGR 率对燃烧放热率和排放的影响关系 . 由于内部 EGR 需采
用可变配气机构，且存在高温废气难以冷却等技术问题，在当前产品应用不多 ［7］ .

本文以一台四缸增压天然气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应用一维数值模拟软件 GT-Power，对配气机构进行

重新设计从而实现不同的气门重叠角，分析两种不同的气门重叠角实现方式对天然气掺氢发动机性能的

影响，为内部 EGR 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

1 气门重叠角优点及实现方式
根据相关研究的结论，气门重叠角的减小可实现内部 EGR，该研究方法可减少发动机燃烧过程产生

的排放，能有效降低 NOx 排放 . 天然气掺氢发动机采用内部 EGR 技术对发动机工作过程有以下几方面影

响：其一，内部 EGR 通过残余废气对冷新鲜空气进行预热，提升混合气温度，能有效缩短着火延迟期；

其二，内部 EGR 的作用能实现废气对新鲜可燃混合气的稀释，该稀释功效可降低燃烧过程所产生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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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降低 NOx 排放；第三，采用内部 EGR 使缸内残余废气量增大，为了获得同等输出功率，需增大节
气门开度，使节气门节流损失最小 ［8-9］ .

本文采用气门重叠角法，即排气门在排气上止点前关闭，进气门在排气上止点后开启，通过此方法，

使一部分废气在压缩终了时保留在气缸内 . 该研究方法只需重新设计凸轮轴的凸轮型线，在工程应用方面

容易实现 ［10-11］ .

2 发动机模型建立及试验验证
GT-Power 是由美国 GT 公司开发的发动机专业仿真

软件，该软件包含了发动机所有工况下复杂的理论模
型，且具有强大的后处理功能，能对内燃机各种工况进

行仿真计算 . 天然气掺氢发动机整机仿真模型如图 1 所

示.

通过选择合适的发动机进排气、废气涡轮增压器、

传热、喷油器、曲轴连杆等模型，并对各模型进行参数
设置，通过试验值对燃烧放热率、进排气道流量系数等
参数进行设置 .

该天然气掺氢发动机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利用广西某研究所天然气发动机台架的试验结果对

仿真计算进行验证如图 2 所示 . 天然气掺氢发动机外特

图 1 天然气掺氢发动机仿真模型
Fig.1 Simulation model of natural gas mixture with
hydrogen engine

性条件下输出功率和燃气消耗率仿真值与试验值的对比曲线如图 3、图 4 所示 .
表 1 发动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1 Main parameters of engine
参数

项目
类型

天然气发动机，4 冲程

缸径×行程 / mm·mm

112×132

排量 / L

标定功率 / （kw·（r·min ） ）
-1

-1

压缩比
最低燃料消耗率 / （g·
（kW·h） ）
-1

气门数

5.3

132/2 300
11

210

4/缸

图 3 输出功率仿真值与试验值对比
Fig.3 Comparison curves of power

图 2 天然气发动机台架
Fig.2 Test bench of natural gas mixture with hydrogen
engine

图 4 燃气消耗率仿真值与试验值对比
Fig.4 Comparison curves of fue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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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图 4 可知，仿真计算值与试验值趋势一致，且误差最大值在 6% 以内，表明该仿真模型与原

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该仿真模型可用于天然气掺氢发动机的性能计算 .

3 计算方案确定与分析
3.1 计算方案的确定
在原机气门重叠角为 30 °CA 前提下，通过改变排气晚关角、固定进气早开角、以此来实现不同气门

重叠角的方案，见表 2.

表 2 配气方案 1

Tab.2 Valve timing case 1
序号

进气早开角

排气晚关角

1

上止点前 17°31′

上止点后 12°29′

上止点前 17°31′

上止点后 2°29′

2
3
4
5
6

上止点前 17°31′

上止点后 7°29′

上止点前 17°31′

上止点前 2°31′

上止点前 17°31′

上止点前 7°31′

上止点前 17°31′

上止点前 12°31′

固定排气门晚关角度，改变进气门早开角度来实现不同气门重叠角，见表 3.

气门重叠角 / °
30
25
20
15
10
5

表 3 配气方案 2

Tab.3 Valve timing case 2
序号

进气早开角

排气晚关角

1

上止点前 17°31′

上止点后 12°29′

2

上止点前 12°31′

4

上止点前 2°31′

3
5
6

上止点前 7°31

上止点后 2°29′

上止点后 7°29′

上止点后 12°29′

上止点后 12°29′

上止点后 12°29′

上止点后 12°29′

上止点后 12°29′

气门重叠角 / °
30
25
20
15
10
5

两种方案都能实现相同气门重叠角 . 本研究工况为：全负荷工况下 1 400 r/min 与 2 300 r/min 两个转速，

计算两种配气方案对天然气掺氢发动机动力性、经济性以及排放的影响 . 其中 1 400 r/min 为最大扭矩转速，
2 300 r/min 为标定转速 .

3.2 计算结果分析
发动机扭矩与气门重叠角的关系如图 5 所示 . 由图可知，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发动机扭矩随着气门

重叠角减小而下降 . 这是因为：气门重叠角减小，发动机缸内混合气由浓开始变稀，燃烧速度放缓，相同

质量燃料燃烧产生的功率相对下降；另外，随着气门重叠角的减小，废气量进入气缸的量相对增大，导

致缸内燃料总热值下降，放热量亦随之减少，扭矩下降 .

由图 5 可知两种配气方案对发动机扭矩的影响不同，配气方
方案 2 中排气门晚关角不变时，进气门早开

角逐渐减小，扭矩有所上升 . 不同转速对扭矩影响亦不同，当发动机转速为 1 400 r/min 时，配气方案
方案 1 的

扭矩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而迅速下降，配气方案
方案 2 中扭矩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下降平缓，且气门重叠角在
小于 20 °CA 差距变大 . 主要因为配气方案
方案 1 扫气效率小于配气方案
方案 2，内部 EGR 率效果不显著，故配气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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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 扭矩下降趋势高于配气方案
方案 2. 当发动机转速为 2 300 r/min 时，进气量增大可使扫气与缸内残余废气带

走的新鲜充量占发动机总充量的比例很小，因此出现高转速时扭矩下降趋势区别较小的现象 .

（a） 1 400 r/min

（b） 2 300 r/min
图 5 扭矩与气门重叠角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rque and valve overlap angle

发动机 NOx 排放与气门重叠角影响关系如图 6 所示 . 由图 6 可知，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NOx 排放均随

之降低，缸内残余废气有所增加，这对混合气进行了燃烧前的预热，能有效缩短滞燃期；同时能有效降

低混合气燃烧的温度，因此降低了 NOx 排放量 . 配气方案
方案 2 中 NOx 排放整体高于配气方案
方案 1，这是因为配气
方案 2 排气门晚关角大于配气方案
方案 1，因此，配气方案
方案 1 残余废气量较方案
方案 2 多，稀释了混合气浓度，最高
方案 2.
燃烧温度下降，使配气方案
方案 1 中 NOx 排放低于配气方案

（a） 1 400 r/min

图 6 NOx 排放与气门重叠角关系

（b） 2 300 r/min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x emission and valve overlap angle

图 7 为发动机 CO 排放与气门重叠角关系 . 由图可知，CO 排放均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而降低，这是因

为虽然气门重叠角减小，但进入气缸的残余废气再次参与燃烧，使 CO 排放降低；新鲜混合气浓度随着残

余废气的进入而下降，燃烧温度亦随之下降，CO 氧化速率降低 . 配气方案
方案 1 中 CO 排放低于配气方案
方案 2，由

于配气方案
方案 2 进气门早开角减小，缸内新鲜混合气充量减少，燃烧性能较配气方案
方案 1 差，使 CO 排放量增大 .

（a） 1 400 r/min

（b） 2 300 r/min
图 7 CO 排放与气门重叠角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 emission and valve overlap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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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HC 排放与气门重叠角的关系如图 8 所示 . 由图可知，HC 排放均随着气门重叠角的减小而增加，

其主要原因为：1） 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发动机缸内燃烧温度降低，燃烧室壁面温度降低，气缸壁面淬

熄使 HC 增加；2） 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缸内残余废气增多，可燃混合气变稀，缸内气体燃烧速度降低，
使膨胀冲程中期仍有部分混合气未参与燃烧，在排气过程中错过了燃烧最佳温度，使 HC 排放增加 . 配气

方案 1 中 HC 排放高于配气方案
方案 2，这是因为配气方案
方案 1 减小了进气门早开角，缸内新鲜混合气充量减少，
燃烧温度随之下降，使 HC 排放升高 .

（a） 1 400 r/min

（b） 2 300 r/min
图 8 HC 排放与气门重叠角关系
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C emission and valve overlap angle

3.3 优化方案的确定
通过分析两种不同配气方案对动力性与排放性影响可知，配气方案
方案 2 在两个特定转速下扭矩均高于配

方案 2，而 HC 排放则高于配气方案
方案 2.
气方案
方案 1；配气方案
方案 1 在两个特定转速下 NOx 和 CO 排放均优于配气方案

气门重叠角为 20 °CA 时扭矩在两个特定转速下出现分化 . 气门重叠角小于 20 °CA 时，1 400 r/min 对应

配气方案
方案 2 扭矩下降趋势低于配气方案
方案 1；2 300 r/min 对应配气方案
方案 2 与配气方案
方案 1 扭矩均下降且低于气门

重叠角为 20 °CA 时的扭矩，在气门重叠角为 25 °CA 时两种方案扭矩值达到最大 . 仅从动力性方面考虑，可
选取方案：配气方案
方案 1、气门重叠角 20 °CA 与 25 °CA；配气方案
方案 2、气门重叠角 20 °CA 与 25 °CA.

在两个特定转速下配气方案
方案 2 中 NOx 排放均高于配气方案
方案 1，在 2 300 r/min 气门重叠角大于 20 °CA 时，

NOx 排放趋势先上升后下降，气门重叠角 25 °CA 为拐点 . 从 NOx 排放方面考虑，可选取方案：配气方案
方案 1、
气门重叠角 20 °CA；配气方案
方案 2、气门重叠角 20 °CA.

CO 排放在两个特定转速下配气方案
方案 1 优于配气方案
方案 2，在 2 300 r/min 气门重叠角 20 °CA 时出现拐点 .

可选取方案：配气方案
方案 1、气门重叠角 20 °CA；配气方案
方案 2、气门重叠角 20 °CA.

在两个特定转速下配气方案
方案 2 中 HC 排放优于配气方案
方案 1，且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均出现增大趋势 . 配

气方案
方案 2 在 1 400 r/min 气门重叠角大于 20 °CA 时 HC 排放增大速率小于气门重叠角小于 20 °CA 时的速率 .
仅从降低 HC 排放方面考虑，可选取：配气方案
方案 2、气门重叠角 20 °CA 与 25 °CA

综合以上分析，确定配气方案
方案 2、气门重叠角 20 °CA 为最佳研究方案；且配气方案
方案 1、气门重叠角

20 °CA 所达到的综合性能接近配气方案
方案 2、气门重叠角 20 °CA 方案 .

4 结论
1） 在两个特定转速下两种配气方案中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发动机扭矩呈下降趋势，且配气方案
方案 2

优于配气方案
方案 1；

方
2） 在两个特定转速下两种配气方案中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NOx 和 CO 排放呈现降低趋势，且配气方

案 1 优于配气方案
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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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两个特定转速下两种配气方案中随着气门重叠角减小，HC 排放出现增大趋势，且配气方案
方案 2 中

HC 排放优于配气方案
方案 1；

4） 对于本机而言，为获得较好排放性且动力性不至于下降太多，选定配气方案
方案 2、气门重叠角

20 °CA 为最佳优化方案；配气方案
方案 1、气门重叠角 20 °CA 可达到相近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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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valve overlap angle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gine of natural gas mixture with hydrogen
LI Chunqing1，JIANG Feng*1，CHEN Qian2，MO Qinglie1，ZENG Weiquan1

（1.School of Automobile and Traffic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2. Guangxi Automobile Tractor Research Institute，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By changing the gas phase of the engine to achieve different valve overlap angle，we study the effect of

valve overlap angle on engine performance in this paper. GT-Power software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simulation mod⁃
el of engine fueled with natural gas hydrogen blends. The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valve overlap angle on engine

torque and emission were investigated. And valve timing case 2 which corresponds to 20°CA valve overlap angle fi⁃

nally is determined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whole load of 1400r/min and 2300r/min as the best research program.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alve overlap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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