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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海拔下柴油机燃用 BED 燃料的常规排放分析
封其超，姚国仲，董志辉，王鹤钦

(650504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理工大学 交通学院 )

[ 摘要 ] 为研究高压共轨柴油机在高原地区使用纯柴油和乙醇—生物柴油—柴油（BED）燃料时的常规排放，

模拟平原地区大气压力，与单组 BED 燃料和纯柴油在高原地区的常规排放进行对比。试验表明，增大空

气压力，过量空气系数增加。使用纯柴油时，CO 和 HC 在高转速时明显降低，中等转速时升高， 而 NOx

和 PM 明显降低；使用 BED 燃料时，CO 排放量降低，NOx 增多，而 PM 值大幅度下降。某些工况下，使

用 BED 燃料可以降低 HC 和 PM 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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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ventional emission of high pressure common rail diesel engine when using pure diesel and 

ethanol-biodiesel-diesel (BED) fuel in highland area,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in the simulated plain area i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emissions of single-group BED fuel and pure diesel in plateau region.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with increase of air 

pressure, the excess air coefficient increases. When using pure diesel, CO and HC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t high rotational speed, 

and increase at medium speed while NOx and PM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en BED fuel is used, CO emissions are reduced, 

NOx increases, and PM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In some cases, the use of BED fuel can reduce HC and PM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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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我国，海拔在 1 000 m 以上的地区比例占

58% 左右，2 000 m 以上的地区比例占 33% 左右，

且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随着海拔高度的逐渐

上升，在高原地区使用的高压共轨柴油机的动

力性下降，经济性恶化，部分污染物排放上升，

所以在高原地区柴油机的排放较平原恶劣 [1]。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网大面积覆盖，

交通也越来越便捷，西部地区道路和非道路柴

油机的使用量也是越来越多 [2]。同时，不可再

生资源日益减少，国家排放法规日益严格。所以，

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把研究转向可替代能源，

其中 BED 燃料就是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

国内外大部分对于 BED 燃料的研究主要都

是在平原地区，而且主要的研究方向为理化特性

和排放特性，对于高原地区的高压共轨柴油机使

用 BED 燃料的研究不多 [3]。生物柴油和柴油的

理化特性比较相近，所以二者可以任意比例互溶，

乙醇具有优良的抗爆性，同时也是再生能源 [4]。

BED 燃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互溶性，其中生物

柴油和乙醇中不含有硫等其他杂质，减少了硫类

化合物的排放。使用 BED 燃料时，柴油机的油

路不需要进行改变，节约了成本和时间 [5]。

纯柴油和 BED 的常规排放由于进气压力的

不同，空气中含氧量的不同，以及燃料中的氧

含量不同，导致常规排放出现很大差异 [6]。其中

BED 燃料中含有氧，可以弥补氧气不足的缺点，

在高原地区可以改善发动机的性能和排放 [7]。本

实验主要研究平原地区和高原地区对于高压共轨

柴油机在使用纯柴油和 BED 燃料时常规排放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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