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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二冲程船用柴油机具有热负荷高、燃用重油、润滑油参与燃烧及其变质、颗粒

物排放高等特点,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其燃烧室内更为明显的积碳现象, 同时积碳层的构成和
特性会显著影响柴油机的输出动力性能和排放特性. 采用我国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上海光
源的 X 射线相衬显微 CT 技术, 对第一道活塞环岸积碳样品进行了三维无损显微成像. 通过定
量数字图像处理, 对积碳层的微观特性和孔隙分布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 活塞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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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积碳厚度基本在 1.0 mm 左右, 仅为缸套和活塞间距的一半, 但是其表面形态显示出与缸套
强烈的摩擦磨损痕迹, 这说明该部位的积碳会明显破坏缸套的滑油分布. 同时积碳内外表面
裂纹密集, 而中部裂纹较疏松, 积碳内外表面的裂纹形成机理存在显著差异. 从孔隙连通性来
看, 几乎所有的裂缝都是相通的, 计算得到的总的孔隙率在 10.9%~12.8%之间. 并且连通的裂
纹中存在交汇的孔洞结构, 这些孔隙结构可能对燃气产生吸附和解吸的作用.

1

引言

一步可能导致氮氧化物(NOx)的排放升高 [2]; 积碳层

船用柴油机燃烧室内少量燃油和润滑油的不完
全燃烧及其变质, 在合适的条件下会在燃烧室壁面
形成碳化物的堆积, 并且是不可避免的 [1]. 随着积碳
层的进一步发展, 将会改变柴油机工作参数(压缩比
升高, 缸内温度增加等)和部件的工作性能(喷嘴积
碳), 后果直接导致柴油机输出动力性能和排放特性
的恶化. 由积碳层引起的绝热效应和压缩比升高, 进

引用格式:

是一种多孔介质, 其对 HC 等有害排放物具有吸附和
解吸的作用, 从而会在低压的排气阶段引起 HC 排放
的增加 [3]. 同时积碳层表面潜在的高温“热点”, 会引
起燃烧过程的提前, 引起敲缸 [4]. 另外积碳会填充缸
盖和活塞顶之间的余隙, 也可能造成敲缸现象[5].
关于柴油机积碳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燃烧室内部
的积碳, 包括活塞顶和缸盖内表面 [6]. 但是在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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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过程中, 活塞环处总是会出现明显的积碳堆积.
活塞环岸(piston top land)的积碳, 会对缸套发生“抛
光作用”(bore polishing), 从而导致磨损加剧和滑油
消耗增加 [7,8]. 鉴于活塞环岸处的积碳会显著影响柴
油机的运行, 所以此处积碳的特性以及积碳的形成
过程一直备受科学界和工业界的关注.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有关活塞环处积碳的研究
已经发现, 积碳形成机理中关键的影响因素是润滑
油的氧化变质, 而金属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9,10]. Kim
等人 [11] 对汽油机和柴油机的第一道活塞环槽处的积
碳进行了研究. 对于汽油机来说, 润滑油的氧化和环
槽温度是活塞环槽处积碳的主导因素. 但是对于非
直喷柴油机来说, 积碳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滑油中碳
颗粒的 含量, 同时环槽温度也是 关键的影响 因素.
Diaby 等人 [12] 对活塞环槽内部积碳的较新的研究表
明, 燃油对积碳的贡献几乎不存在, 此处的积碳主要
是由润滑油变质引起的. 同时积碳中存在的金属元
素进一步加速了润滑油的变质, 起到了催化剂的作
用. 扫描电镜的形态学研究表明, 此处积碳层的表面
形貌被抛光并呈现大量的裂缝, 积碳多由 1 μm 以下
的颗粒聚集形成的. 除了实验研究外, 仿真模拟的研
究表明活塞环组件内部的润滑油蒸汽运动以及活塞
环岸缝隙内部的气体流动也会对积碳的形成和碳颗
粒的沉积产生影响[13~15].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针对活塞环处积
碳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表明, 活塞环处的积碳与
润滑油的变质密切相关, 其在活塞缸套间隙内的分
布特性则决定了积碳抛光作用的大小. 另外活塞环
处积碳的结构组成呈现明显的孔隙分布, 孔隙率的
大小则决定了积碳的疏松程度. 同时孔隙的分布也
可能存在润滑油的渗吸或燃气吸附的现象, 所以活
塞环岸处积碳的形态学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和研究价值. 但目前的研究仅限于二维的结构分析,
而且研究报道极少, 并没有针对积碳层的三维微观
结构和孔隙特性的研究报道. 近些年来, 同步辐射 X
射线相衬显微断层成像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实现了
成功应用[16~18]. 其通过利用 X 射线透过样品后携带
的位相信息对样品内部结构进行无损三维成像, 同
时空间分辨率已经可以达到亚微米级.
本文正是利用我国上海光源同步辐射 X 射线相
衬显微断层成像技术, 对活塞环岸处的积碳样品进
行了成像, 借助计算机三维重构软件和图像定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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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 对积碳层微观特性和孔隙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实验

2
2.1

积碳样品的获取

积碳样品是从一台大型二冲程低速船用柴油机
(6S35ME-B9, MAN B&W)台架上获得的, 此柴油机
的部分参数如表 1 所示. 实验前活塞组件表面按照标
准程序进行抛光处理. 实验中柴油机运转在额定转
速(142 r/min)的 80%负荷下, 冷却水温度、排气温度
等运转参数一切正常, 稳定运转约 100 h. 待柴油机
冷却后, 将柴油机缸盖取下, 并把活塞组件吊出. 为
了获得完整的积碳样品, 并且不影响积碳的结构, 采
用刀片从第一道环上部的积碳边缘缓慢地将大块的
积碳整体撬下, 再根据实验的需要制取合适大小的
样品.

2.2

相衬显微 CT 实验装置

同步辐射是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带电粒子, 在
电磁场中偏转时, 沿运动的切线方向发出的一种电
磁辐射. 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以其高通量、高亮度、
高准直性、优良的脉冲时间结构、准相干、偏振及波
长可调等不可替代的优点使得 X 射线成像技术获得
了革命性的发展[19]. X 射线相位衬度成像技术, 是利
用 X 射线透过样品后携带的位相信息对样品内部结
构成像, 对低 Z 材料仍有较好的衬度. 该技术与 CT
理论相结合, 能获得弱吸收样品内部结构的二维或
三维图像, 是研究弱吸收样品的强有力工具[20]. 上海
光源是 1 台高性能的中能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 可以
同时提供高强度、高稳定性的同步辐射光. 其中的 X
射线成像及生物医学应用光束线站(BLl3W1)是上海
光源首期建成并已向用户开放的 7 条线站之一, 图 1
表1

柴油机参数
参数

数值

型号

6S35ME-B9 (MAN B&W)

冲程数

2

缸径×行程(mm×mm)

350×1550

气缸数

6

最大持续功率

3570 kW/142 r/min

燃油喷射系统

电控喷射

其他

增压中冷和机械式排气阀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图1

同步辐射 X 射线同轴相衬显微 CT 实验装置示意图

1, 白光狭缝; 2, 单色器; 3, 单色光狭缝; 4, 电离室; 5, 多自由度转
台; 6, 积碳样品; 7, 散射晶体; 8, 透镜; 9, 反射镜; 10, 探测器; 11,
基础平台

所示为此线站的示意图. 表 2 是该光束线站的主要性
能指标. 线站采用同轴法, 能实现对低 Z 材料 X 射线
相衬成像, 具有亚微米级的空间分辨率. 根据具体实
验的要求, 可通过白光狭缝和单色光狭缝来调节束
斑尺寸.

2.3

图像采集和处理

实验中显微 CT 数据采集和图像分析在上海光源
BLl3W1 光束线站进行. 积碳样品的厚度不超过 2 mm,
样品的长宽控制在探测器的最大测量范围以内. 实
验选择的 X 射线能量为 20 keV, 采用 2 倍的镜头和高
分辨探测器(2048×2048, pco2000, PCO, AG, Kelheim,
Germany), 空间分辨率 3.7 m, 探测器到样品距离
15 cm. 获取的图像用 PITRE 软件进行切片重构, 三
维结构显示选用 Amira 软件进行分析.

2.4

孔隙定量分析

2014 年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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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较亮的方形区域为积碳层, 外部的灰色区域为
重构后的背景, 积碳层内部黑色的线条和点即为需
要分析的孔隙. 二维处理: 对切片(图 2(a))的外围边
界提取, 同时去除样品表面黏附的颗粒, 得到图 2(b).
随后采用局部阈值分割的方法, 将裂纹和孔隙特征
进行提取, 得到图 2(c); 三维处理: 采用 ImageJ 软件
中 3D Object Counter 模块对所有断层进行连通性计
算, 将缝隙和孔洞分开来, 从而进一步获得定量的统
计数据.

结果与讨论

3
3.1

积碳三维结构

图 3 所示为重构后的积碳样品的三维立体图和
表面结构. 最上方的图为三维结构, 中间图为竖直布
置时积碳的前后表面, A 图对应的是左侧面的结构,
简称 A 面; B 图对应的是右侧面的结构, 简称 B 面.
从积碳样品本身的结构以及内外表面的光滑程度,
可以判定 A 面为紧贴活塞表面的面(较为平整、光滑),
B 面为面向缸套的面(划痕、凹凸感), 忽略由于积碳
磨损导致的厚度不均匀, 积碳层的厚度在 1 mm 左右.
缸套和活塞的设计间隙是 2 mm, 所以由对称性可知,
积碳仅仅填充了间隙的一半. 左侧面的凹凸不平主
表2

X 射线成像及生物医学应用光束线站的主要性能参数
参数

数值

光束线站

BL13W1

插入件

扭摆器(Wiggler)

光子能量范围

8~72.5 keV
不大于 5×103

能量分辨率(E/E)

图 2(a)所示为实验中获取的一幅重构的切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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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通量密度

10

6×10 phs/(s·mm2)@20 keV@Si111

积碳孔隙定量分析的图像处理过程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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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积碳样品重构后的三维渲染图

要是由于积碳与缸套间的接触后, 积碳表面部分破
碎损失引起的, 这充分表明积碳层在达到间隙的一
半厚度之后, 就会与缸套发生紧密的摩擦接触.
FURUHAMA 等研究活塞环岸处的间隙对润滑油消
耗的影响发现, 活塞—缸套接触面的紧密接触(刮油
效应)会显著增加润滑油的消耗 [21]. 所以积碳层的增
长会引起活塞缸套间隙减小, 从而加剧“抛光作用”,
最终影响润滑油的消耗. 右侧面紧邻的一些小颗粒,
是由于在取样时部分粉末样品的黏附引起的, 而实
际中该面是比较平滑的. 这主要是因为该层相对于
活塞基本不运动, 另外积碳的底层可能粘结的较为
紧密[6].

3.2

积碳近壁面微观特性分析

图 4 所示为沿着垂直于积碳 A-B 面, 即活塞半径
方向, 从紧邻 A 面和 B 面的区域和中部各取出 1 张
切片. 为了比较不同位置处的裂纹密度, 将裂纹封闭
围成的单元面积进行平均统计. 在 A 面, B 面和中间
处的裂纹单元的面积分别约为 0.009, 0.032 和 0.32
mm2, 靠近 A 面处的裂缝密度比靠近 B 面处的大. 而
且从变化上看, 靠近 A 面的裂纹逐渐被填充, 然后进
一步形成大裂纹. 靠近 B 面的裂纹则主要是从大裂
纹主体衍生出小的裂纹. 这充分表明在两个接触面
位置, 存在不同的裂纹形成机理.
积碳 A 面的小裂纹位于积碳的底层, 紧贴活塞
壁面, 相对摩擦的可能性较小, 其形成方式可能与积
碳堆积的初期变化有关. Cheng[22]的研究发现积碳早
期形成的是一种固态的类似液体凝固后的薄膜层,
该膜在温度较低时由燃油或者润滑油蒸汽凝结形成,
随后进一步发生裂解或聚合反应. 另外随着柴油机
956

图4

沿活塞半径方向不同位置的积碳结构切片图

的运转时间的增加, 以及活塞积碳的绝热作用, 活塞
温度进一步升高, 可能产生一定的膨胀作用, 从而对
积碳底层产生挤压的作用, 形成细小的裂纹区域. 随
着积碳层的进一步堆积, 小裂纹被填充, 并且在积碳
的整个表面近似均匀地发生, 所以很可能与润滑油
蒸汽的覆盖有关, 而碳烟的影响可能不大(缸内浓度
不均匀). 积碳 B 面直接与缸套进行摩擦接触, 所以
该处密集的裂纹分布直接取决于积碳与缸套间的摩
擦接触.

3.3

积碳缝隙连通性

图 5 所示为积碳内部缝隙的网络图. 无论是从纵
向还是横向来看, 裂纹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 A 面和

图5

积碳样品中裂纹的连通性分布图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B 面处裂纹分布较为密集, 但是裂纹的宽度相对较小;
而中间区域的裂纹密度较小, 但此处裂纹的宽度较
大, 这些都与图 4 中切片的裂纹分布特性相一致. 虽
然积碳的 B 面承受作用力, 但是在积碳堆积形成之
后, 其裂纹并没有扩展到积碳中部, 仅仅在靠近表面
的一定深度内. 同时裂纹向内扩展厚度也基本一致,
在整个表面分布比较均匀, 这表明可能存在一个积
碳摩擦破碎和重新形成的平衡过程, 这与润滑油的
氧化变质密不可分. 另外裂纹扩展的有限深度也表
明积碳中部应该更加密实, 能承受较强的作用力, 不
宜破碎, 这与中部裂纹的分布密度较小也是相吻合的.
图 6 所示为积碳样品的一个切片, 经过阈值分割
后的孔隙分布图(图 6(a))和经过连通性计算后得到的
裂缝分布图(图 6(b)). 从中可以看出, 切片上除了大
裂纹外, 其他还有许多不连续的裂纹, 在 3D 中显示
是连通的. 这充分表明从 2D 切片中展示的结构连通
性是不完整的, 需要从 3D 的结构来计算.
图 7(a)所示为在积碳样品中获得的孔洞结构, 即
若干条红色裂缝汇交的区域. 紫色所示的不规则的
三维形状即为将孔洞结构附近区域单独提取出来得
到的表面结构图, 可以明显区分出来缝隙和孔洞区
域. 此类孔洞属于连通性的孔洞, 空间尺度较大, 但
数量较少. 而图 6 中所示的分散分布的孔洞, 则属于
非连通性孔洞, 一般空间尺度较小, 数量较多. 图
7(b)所示为在距离 A 面 0.05, 0.5 和 0.85 mm 左右位置
的切割图片, 可以看出积碳中的孔洞主要分布在靠
近 B 面的一侧(0.85 mm 处), 这表明孔洞形成的原因
除了可能的燃气中碳烟的沉积和磨损金属的堆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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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还可能是表层磨损脱落后形成的凹坑重新被
覆盖和不完全填充形成的.

3.4

积碳内部的孔隙率分析

积碳样品结构的研究结果表明了内部显著的孔
隙分布, 进一步借助图像定量特征提取的方法可以
获得孔隙分布的定量结果. 样品中的缝隙率定义为
连通缝隙的体积与样品总体积之比; 孔洞率为所有
孤立孔洞的体积与样品总体积之比. 表 3 所示为不同
积碳样品的孔隙率. 其中样品 1 和样品 2 对应的是同
一气缸中的不同样品, 样品 3 对应的是不同气缸的样
品. 从目前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出, 活塞环岸处积碳样
品中, 连通的缝隙约占体积的 9.6%~11.3%, 孔洞约
占 总 体 积 的 1.3%~1.7%, 总 的 孔 隙 率 在 10.9%~
12.8%, 其中连通的缝隙是孔隙的主要组成部分. 通
过不同气缸中的积碳样品的孔隙率比较, 可以发现
在船用柴油机稳定运转状态下, 孔隙率的大小比较
接近, 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积碳在不同气缸中的形
成过程也具有相似性.

4

讨论

国内外有关柴油机积碳结构的研究多集中于燃
烧室积碳, 结果表明积碳的微观结构呈现多孔介质
属性 [24,25], 而且其孔径的尺度基本都在纳米水平, 因
此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其对废气的吸附解吸作用
非常明显. 而活塞环槽积碳的结构研究显示, 聚集物
的尺寸在微米级别, 但是仅仅限于二维的图片分析[12].
另外针对不同燃烧源的积碳物质的研究发现, 除了
存在大量的微孔结构外, 微孔结构的体积与积碳的
C/H 比呈线性关系 [26], 这表明微孔结构与含碳物质
的冷凝吸附密切相关, 积碳的结构与其堆积过程和
化学组成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积碳成分的研究表明, 活塞环岸与燃烧室
积碳的化学组成存在明显的差异. 国外的研究发现
燃烧室积碳的成分以 C, H, O 为主, 并且含有一些润
表3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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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积碳样品的孔隙率
积碳样品

缝隙率(%)

孔洞率(%)

1

9.6

1.3

2

11.3

1.5

3

9.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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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积碳样品中的连通性孔洞结构

滑油添加剂的金属成分, 而且颜色一般呈黄灰色, 主
要贡献源来自于燃油 [27]; 而活塞环岸附近活塞环槽
处的积碳, 目前的研究表明其主要成分也是碳, 并且
含有明显的润滑油添加剂中的金属成分和活塞环、缸
套的磨损金属成分, 而且颜色一般为黑色, 其主要的
贡献目前认为是润滑油的氧化变质[12].
另一方面从参与积碳堆积过程的物质来看, 燃
烧室内的积碳与燃烧形成的碳颗粒以及高沸点燃烧
产物的冷凝吸附相关, 同时燃烧过程形成的固态颗
粒可以小到 2 nm, 聚合凝并后可以到 20~70 nm[28],
所以其尺度应该在纳米量级. 对于活塞环岸处的积
碳来讲, 碳烟和润滑油蒸汽的冷凝吸附在积碳初期
可能较为重要, 后期当积碳形成一定厚度后, 未完全
燃烧的燃气在活塞和缸套的间隙内被节流, 从而进
入活塞环岸的废气量减少, 所以碳烟颗粒的沉积逐
步减弱. 但是积碳却能与缸套上的润滑油一直接触,
所以润滑油的氧化变质应该是主要的贡献源. 另外,
缸套表面的磨损金属也始终与积碳接触, 而摩擦金
属颗粒的大小尺寸约在 4~45 m 范围内(http://www.
cashmanequipment.com/bently/publications/appnotes/ap958

p19php), 小尺度的金属颗粒很可能就积累在积碳中,
成为积碳结构的一部分. 另外, 与碳烟在活塞环岸处
的沉积时间相比, 磨损金属颗粒与积碳的接触时间
更长, 尤其是长行程的船用柴油机, 所以积碳结构堆
积贡献中金属磨粒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这也与其化
学组成中存在大量的金属成分(Fe, Cu 等)是一致的[29].
同时, 金属作为润滑油的氧化催化剂, 反过来又加速
润滑油的氧化变质, 外加缸套与活塞间的挤压作用,
可能会导致积碳结构进一步致密, 但是是否存在积
碳层孔隙与金属成分间的关系, 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由于积碳样品中存在的孔隙可能会在柴油机气
缸内压力较高时吸附不完全燃烧的可溶 HC 等废气成
分, 随后在排气过程的低压环境中解吸出来, 最终会
影响废气的排放[4]. 如果燃烧室内积碳的研究结论对
于活塞环岸的积碳也适用的话, 那么除了目前本文
发现的微米级的大孔隙外, 还可能存在没有观察到
的更细微的孔隙, 从而形成更加致密的缝隙网络, 进
一步增加燃气吸附的可能性, 所以从更小的空间尺
度对活塞环岸处的积碳进行研究仍是需要的. 另外,
积碳的堆积反过来会填充部分活塞与缸套间隙,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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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间隙的宽度, 又有可能使 HC 排放降低[30]. 所以针
对活塞环岸积碳对 HC 排放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评估.

5

结论

本文采用上海光源的同步辐射 X 射线相衬显微
CT 技术对大型船用二冲程柴油机的活塞环岸处积碳
的微观结构和孔隙分布特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 同步辐射 X 射线相衬显微 CT 技术可以实
现对船用柴油机积碳样品中微观结构的无损测量.
基于三维结构测量得到的积碳的平均厚度在 1 mm 左
右, 部分充满活塞和缸套的间隙, 明显存在的表面划
痕证实了对润滑油的“抛光作用”. 切片的微观结构
显示裂纹密度在积碳两表面较大, 而中部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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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两个表面的裂纹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 靠近活
塞壁面的积碳层平整, 并且裂纹密度最大, 与积碳初
期的形成过程有关; 而靠近缸套壁面的积碳层裂纹
的形成与缸套的摩擦有关, 呈现显著的刮擦痕迹. 同
时两个表面的裂纹向内扩展的尺度是有限的, 也表
明积碳堆积到一定厚度后, 外表面的刮擦作用基本
不会对积碳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 基于定量图像处
理的积碳裂纹连通性的计算结果表明, 裂纹大部分
是连通的. 仅仅从二维切片上得到的裂纹连通性是
不完全的, 必须从三维的角度对积碳内部连通性进
行分析. 连通的裂纹占积碳体积的 9.6%~11.3%左右,
而孔洞仅仅占 1.3%~1.7%. 并且连通的裂纹中存在交
汇的孔洞结构, 这些孔隙结构可能对燃气产生吸附
和解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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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or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deposit on the piston top land of marine diesel engine using
synchrotron X-ray microtomography
ZHANG XuSheng1,2, PENG GuanYun1, DU GuoHao1, JIANG GuoHe2, SUN XiuCheng2,
DENG Biao1, XIE HongLan1, WU ZhiJun3 & XIAO TiQiao1
Shanghai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1204, China;
Merchant Marine College,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3
School of Automotive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1
2

It is of significance that massive carbon deposit (CD) is observed in the combustion chamber of large-scale two-stroke marine diesel
engine due to high thermal load, poor fuel quality, oil degradation and combustion and high particle emission.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D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ngine performance and emissions. In this paper, we use synchrotron X-ray
microtomography of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to visualize the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CD on the piston top
land.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image analysis, microstructure and pore characteristics of CD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e
CD thickness is around 1mm, half of clearance between cylinder liner and piston. However, the surface structure shows significant
friction scratches, which suggests the oil film could be destroyed by the CD. The results of crackle distribution show that intensive
crackle is located on the CD surface (inner and outer surfaces), while loosen crackle is found inside the CD. This implies that the
crackle formation mechanism is different on the inner and outer surfaces. The analysis of pore connectivity indicated that most of
cracks are connected, and the porosity is in the range between 10.9% and 12.8% in present experiments. In addition, small hole
connected by cracks and the crackle could have impact on the ab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unburnt emissions.
carbon deposit, porosity, 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 microtomography, marine diesel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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