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606769.6

(22)申请日 2018.06.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9801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11

(73)专利权人 西安理工大学

地址 710048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

(72)发明人 朱国俊　冯建军　卢金玲　罗兴锜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弘理专利事务所 61214

代理人 王蕊转

(51)Int.Cl.

F04D 29/28(2006.01)

F04D 29/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725475 A,2018.02.23,

CN 101158362 A,2008.04.09,

CN 204200679 U,2015.03.11,

CN 1477313 A,2004.02.25,

审查员 田子红

 

(54)发明名称

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

轮的设计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

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

骤：步骤1，提取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平面

二维叶型图；步骤2，在步骤1提取的平面二维叶

型几何图中设计叶片进口处小翼的二维平面翼

型几何形状；步骤3，将步骤1提取的前向多翼离

心通风机叶轮叶片及步骤2设计的小翼二维平面

几何形状沿轴向进行拉伸即获得带进口小翼的

前向多翼通风机叶轮。本发明通过叶片进口小翼

对气流的引射作用增加叶片进口吸力面处的流

速，防止叶片吸力面处流动分离及脱流漩涡的产

生，从而提高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气动性

能和运转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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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

下步骤：

步骤1，提取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平面二维叶型图；

步骤2，在步骤1提取的平面二维叶型图中设计叶片进口处小翼的二维平面翼型几何形

状；

步骤3，将步骤1提取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及步骤2设计的二维平面翼型几

何形状沿轴向进行拉伸即获得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通风机叶轮；

所述步骤2的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2.1，在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平面二维叶型图上，将前向多翼离心通风

机叶轮叶片前缘点O'沿该点的半径方向偏移距离l1后作为小翼的前缘点A，偏移方向为半

径减少的方向；

步骤2.2，在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吸力面型线上，通过距离叶片前缘点弧线

长度为s的C点做相邻叶片压力面的垂线，该垂线与相邻叶片的压力面交于D点，在垂线CD

上，取距离C点距离为dB处的B点作为小翼的尾缘点；

步骤2.3，采用半径为r的圆弧连接A、B两点形成小翼的中弧线，该中弧线的圆心角为0

～90°；

步骤2.4，选取小翼的最大厚度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最大厚度的一半，然后

采用NACA0015翼型的相对厚度分布规律对小翼的中弧线进行加厚，加厚完成后获得小翼最

终的二维平面翼型几何形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1中l1的取值规律如下公式(1)所示：

l1＝αl                              (1)；

公式(1)中，l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中弧线的总长，α为尺寸系数，其具体取

值方法如下式(2)所示：

公式(2)中，D1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外径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2中s的取值如下式(3)所示：

s＝10％×l                           (3)；

dB的取值如下式(4)所示：

dB＝30％×d                          (4)；

公式(4)中，d为垂线CD的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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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流体机械及工程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

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是一种将输入风机的机械能转换为气体的动能和压能并完

成气体输送的一种流体机械。这种风机具备叶片数目多、结构型式紧凑、流量系数高的特

点，是一种能以较小尺寸满足用户大流量、高压比使用要求的风机型式。前向多翼离心通风

机是一种轴向进气的风机，由于其叶轮相对宽度大、高度高，导致了叶轮进口处的绝对入流

速度小，同时由于叶轮的高转速，最终迫使气流在叶轮进口处以很小的相对液流角进入叶

片通道区域并在叶片进口处形成了较大的正冲角。该正冲角的存在经常造成叶片吸力面上

的大面积流动分离并形成漩涡，进而造成叶片通道堵塞，影响叶轮的气体输送性能和运行

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通

过叶片进口小翼对气流的引射作用增加叶片进口吸力面处的流速，防止叶片吸力面处流动

分离及脱流漩涡的产生，从而提高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气动性能和运转稳定性。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

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5] 步骤1，提取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平面二维叶型图；

[0006] 步骤2，在步骤1提取的平面二维叶型几何图中设计叶片进口处小翼的二维平面翼

型几何形状；

[0007] 步骤3，将步骤1提取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及步骤2设计的小翼二维平

面几何形状沿轴向进行拉伸即获得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通风机叶轮。

[0008] 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09] 步骤2的具体过程如下：

[0010] 步骤2.1，在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二维平面图上，将前向多翼离心通风

机叶轮叶片前缘点O'沿该点的半径方向偏移距离l1后作为小翼的前缘点A，偏移方向为半

径减少的方向；

[0011] 步骤2.2，在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吸力面型线上，通过距离叶片前缘点

弧线长度为s的C点做相邻叶片压力面的垂线，该垂线与相邻叶片的压力面交于D点，在垂线

CD上，取距离C点距离为dB处的B点作为小翼的尾缘点；

[0012] 步骤2.3，采用半径为r的圆弧连接A、B两点形成小翼的中弧线，该中弧线的圆心角

为0～90°；

[0013] 步骤2.4，选取小翼的最大厚度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最大厚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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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采用NACA0015翼型的相对厚度分布规律对小翼的中弧线进行加厚，加厚完成后获得小

翼最终的二维平面翼型几何形状。

[0014] 步骤2.1中l1的取值规律如下公式(1)所示：

[0015] l1＝αl(1)；

[0016] 公式(1)中，l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中弧线的总长，α为尺寸系数，其具

体取值方法如下式(2)所示：

[0017]

[0018] 公式(2)中，D1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外径值。

[0019] 步骤2.2中s的取值如下式(3)所示：

[0020] s＝10％×l    (3)；

[0021] dB的取值如下式(4)所示：

[0022] dB＝30％×d    (4)；

[0023] 公式(4)中，d为垂线CD的总长度。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

的设计方法，通过叶片进口处小翼的引流作用改变了叶片进口处气流的相对液流角，使其

能更加顺畅的进入叶片通道。同时，通过小翼与叶片间形成的狭窄流道增加气流绕流叶片

吸力面的流速，从而防止了叶片吸力面处的流动分离，消除了叶片吸力面处的脱流涡。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采用本发明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在前向

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二维平面图中进行小翼设计的设计过程图；

[0026] 图2是采用本发明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设计的

小翼翼型结构图；

[0027] 图3是采用本发明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设计的

带小翼的前向多翼通风机叶轮。

[0028] 图中，1.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片，2.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片进口处小翼；3.小

翼中弧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0] 本发明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可应用于已有的

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改造，也可用于新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本发明

所提及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及叶片进口处的小翼为沿叶轮轴向无扭曲变化的

直叶片。

[0031] 本发明一种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设计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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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步骤1，根据常规设计方法设计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平面二维叶型几何或

者根据已有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提取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1的平面二维叶

型图；

[0033] 步骤2，在步骤1提取的平面二维叶型几何图中设计叶片进口处小翼的二维平面翼

型几何形状；步骤2的具体过程如下：

[0034] 步骤2.1，如图1所示，在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二维平面图上，将前向多

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前缘点O'沿该点的半径方向偏移距离l1后作为小翼的前缘点A，偏

移方向为半径减少的方向；l1的取值规律如下公式(1)所示：

[0035] l1＝αl    (1)；

[0036] 公式(1)中，l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中弧线的总长，α为尺寸系数，α的取

值范围为5％～10％，其具体取值方法如下式(2)所示：

[0037]

[0038] 公式(2)中，D1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外径值。

[0039] 步骤2.2，在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的吸力面型线上，通过距离叶片前缘点

O'弧线长度为s的C点做相邻叶片压力面的垂线，该垂线与相邻叶片的压力面交于D点，在垂

线CD上，取距离C点距离为dB处的B点作为小翼的尾缘点；步骤2.2中s的取值如下式(3)所

示：

[0040] s＝10％×l    (3)；

[0041] dB的取值如下式(4)所示：

[0042] dB＝30％×d    (4)；

[0043] 公式(4)中，d为垂线CD的总长度。

[0044] 步骤2.3，确定了小翼的前缘点A和后缘点B的位置以后，采用半径为r的圆弧连接

A、B两点形成小翼中弧线3，该中弧线的圆心角为0～90°(圆心角不取0°，可以取90°)；小翼

中弧线的半径r及圆心角根据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的气动性能结果进行优化后最终确定；

当半径r及圆心角的数值确定以后，小翼的中弧线的几何形状即设计完成；

[0045] 步骤2.4，选取小翼的最大厚度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最大厚度的一半，

然后采用NACA0015翼型的相对厚度分布规律对小翼的中弧线进行加厚，加厚完成后获得小

翼最终的二维平面翼型几何形状。

[0046] 步骤3，由于三维小翼及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的三维叶片均为沿轴向无扭曲

变化的直叶片，将步骤1提取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叶轮叶片及步骤2设计的小翼二维平面

几何形状沿轴向进行拉伸即获得带进口小翼的前向多翼通风机叶轮。最终设计的前向多翼

离心通风机叶片进口处小翼2的三维几何形状如图2所示，带小翼的前向多翼通风机叶轮如

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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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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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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