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11452.1

(22)申请日 2020.06.08

(71)申请人 清华大学

地址 100084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30号

(72)发明人 赵景山　张家悦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高沃律师事务所 11569

代理人 韩雪梅

(51)Int.Cl.

F02K 3/06(2006.01)

F02C 6/00(2006.01)

F02C 7/1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

力推进器，包括涵道和设置在所述涵道的进气端

的进气机构，所述涵道包括内涵道、中涵道和外

涵道，所述内涵道位于所述中涵道内，所述中涵

道位于所述外涵道内。本发明提供的三涵道大推

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提高了燃气热能的利用率、

降低了轴承等关键零部件的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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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涵道和设置在所述涵道进

气端的进气机构，所述涵道包括内涵道、中涵道和外涵道，所述内涵道位于所述中涵道内，

所述中涵道位于所述外涵道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涵道包

括主轴、内涵道壳体、压气轮机转子和涡轮，所述压气轮机转子和所述涡轮分别与所述主轴

固连，所述内涵道壳体通过若干个支撑辐条与所述主轴固连，所述内涵道壳体位于所述压

气轮机转子和所述涡轮之间，所述压气轮机转子靠近所述内涵道的进气端，所述涡轮靠近

所述内涵道的出气端，所述主轴靠近所述内涵道的出气端的一端还固设有尾部导流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涵道包

括与所述主轴转动连接的中涵道壳体，所述中涵道壳体靠近出气端的一端设置有尾喷管，

所述中涵道壳体内还设置有位于所述涡轮和所述压气轮机转子之间的燃烧室，所述中涵道

壳体的另一端设置有压气轮机静子，所述压气轮机静子与所述压气轮机转子组合成压气轮

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涵道包

括与所述中涵道壳体固连的外涵道壳体，所述外涵道壳体的直径沿进气端至出气端的方向

逐渐减小，所述尾喷管的直径沿进气端至出气端的方向逐渐增大。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机构

包括进气道、导流锥、风扇和导流环，所述风扇与所述主轴的一端固连，所述导流锥位于所

述风扇远离所述涵道的一端，且所述导流锥固连在所述风扇的中心，所述导流环位于所述

风扇与所述内涵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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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动力推进器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

器。

背景技术

[0002] 自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科研力量研制军用、民用航空飞机。航空飞机

的动力推进器是其“心脏”，航空飞机的每一次重大革命性进展都与动力推进器技术的创新

和突破密切相关。

[0003] 20世纪4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开始使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由于涡轮喷气式发动

机可以直接利用尾喷管喷出的高速尾气产生动力，摆脱了之前活塞发动机对于螺旋桨的依

赖，提高了飞机飞行的效率和功率，因此，在当时，涡喷发动机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但随着

人们对航空飞机需求的增加，涡喷发动机暴露出了经济性能差的致命缺点。20世纪60年代，

具有双涵道的涡轮风扇发动机问世。相较于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涡扇发动机具有结构紧凑、

推进效率高、噪声小等优点。然而，无论是涡轮发动机还是涡扇发动机，其工作时，燃烧室内

温度都可达到上千摄氏度，如此高的温度对发动机内需要转动的零部件是极大的考验。一

方面，现有的润滑剂难以在如此高的温度下有效润滑，另一方面，转动部件在高温下工作寿

命极短。近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为研发能够在高温下有效工作的轴承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和资金。如果能够将轴承工作区域的温度降至合理范围内，将大大降低推进器成

本，延长推进器寿命，提高推进器性能。

[0004] 因此，提供一种能够降低尾气温度的大推重比高效推进器，以降低推进器成本、延

长推进器寿命、提高推进器性能是本领域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

存在的问题，降低尾气温度，提高轴承等关键零部件的服役寿命，降低推进器成本，延长推

进器寿命，提高推进器性能。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包括涵道和设置在所述涵道

进气端的进气机构，所述涵道包括内涵道、中涵道和外涵道，所述内涵道位于所述中涵道

内，所述中涵道位于所述外涵道内。

[0008] 优选的，所述内涵道包括主轴、内涵道壳体、压气轮机转子和涡轮，所述压气轮机

转子和所述涡轮分别与所述主轴固连，所述内涵道壳体通过若干个支撑辐条与所述主轴固

连，所述内涵道壳体位于所述压气轮机转子和所述涡轮之间，所述压气轮机转子靠近所述

内涵道的进气端，所述涡轮靠近所述内涵道的出气端，所述主轴靠近所述内涵道的出气端

的一端还固设有尾部导流锥。

[0009] 优选的，所述中涵道包括与所述主轴转动连接的中涵道壳体，所述中涵道壳体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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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出气端的一端设置有尾喷管，所述中涵道壳体内还设置有位于所述涡轮和所述压气轮机

转子之间的燃烧室，所述中涵道壳体的另一端设置有压气轮机静子，所述压气轮机静子与

所述压气轮机转子组合成压气轮机。

[0010] 优选的，所述外涵道包括与所述中涵道壳体固连的外涵道壳体，所述外涵道壳体

的直径沿进气端至出气端的方向逐渐减小，所述尾喷管的直径沿进气端至出气端的方向逐

渐增大。

[0011] 优选的，所述进气机构包括进气道、导流锥、风扇和导流环，所述风扇与所述主轴

的一端固连，所述导流锥位于所述风扇远离所述涵道的一端，且所述导流锥固连在所述风

扇的中心，所述导流环位于所述风扇与所述内涵道之间。

[0012]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

[0013] 本发明提供的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提高了高温燃气中热能的利用率、

有效降低了尾气温度，提高轴承等关键零部件的服役寿命。本发明提供的三涵道大推重比

高效动力推进器在工作过程中，空气通过进气机构后被分为三部分，分别进入推进器的内

涵道、中涵道、外涵道；进入内涵道的空气给风扇反作用力，产生一部分推力，同时对主轴、

轴承等关键零部件进行冷却，降低其工作温度、提升其服役寿命；进入中涵道的空气经压气

轮机、燃烧室、涡轮机后，由尾喷管高速排出，产生一部分推力；通过外涵道的空气给风扇反

作用力，也产生一部分推力。在三部分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大推重比、高效推进的技术

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最终排出的尾气温度可控制在300℃

～400℃，处于普通轴承可耐受的工作温度区间。本发明提供的三涵道推动器方案在涵道结

构基础上增加最内层涵道，有效利用低温气流对主轴、轴承等关键零部件工作区域进行冷

却，为主轴和轴承等关键零部件有效屏蔽了高温环境，降低其工作温度、提高其工作寿命，

进而提高了推进器性能。航空动力推进器是航空飞机的核心部件，提升其工作性能有利于

提升航空飞机的飞行性能，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环保意义。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本发明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6] 图2为本发明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的结构示意图二；

[0017] 图3为本发明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中进气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中内涵道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中中涵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中外涵道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进气机构；2-内涵道；3-中涵道；4-外涵道；5-进气道；6-导流锥；7-风扇；

8-导流环；9-主轴；10-支撑辐条；11-尾部导流锥；12-涡轮；13-压气轮机转子；14-尾喷管；

15-燃烧室；16-压气轮机静子；17-外涵道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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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降低尾气温度，提高

轴承等关键零部件的服役寿命，降低推进器成本，延长推进器寿命，提高推进器性能，解决

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轴承等关键转动部件工作环境温度过高的问题，提高燃气热能的利用

率。

[0024]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包括涵道和设置在涵

道的进气端的进气机构1，涵道包括内涵道2、中涵道3和外涵道4，内涵道2位于中涵道3内，

中涵道3位于外涵道4内。

[0026] 其中，进气机构1包括进气道5、导流锥6、风扇7和导流环8，风扇7与主轴9的一端固

连，导流锥6位于风扇7远离涵道的一端，且导流锥6固连在风扇7的中心，导流环8位于风扇7

与内涵道2之间；进气机构1用于整流气流方向、为推进器提供压缩空气。

[0027] 内涵道2包括主轴9、内涵道壳体、压气轮机转子13和涡轮12，压气轮机转子13和涡

轮12分别与主轴9固连，内涵道壳体通过若干个支撑辐条10与主轴9固连，内涵道壳体位于

压气轮机转子13和涡轮12之间，压气轮机转子13靠近内涵道2的进气端，涡轮12靠近内涵道

2的出气端，主轴9靠近内涵道2的出气端的一端还固连有尾部导流锥11；内涵道2中的气流

能够对主轴9、轴承等关键零部件工作区域进行冷却，为主轴9和轴承等关键零部件有效屏

蔽了高温环境，降低其工作温度、提高其工作寿命，进而提高了推进器性能。

[0028] 中涵道3包括与主轴9转动连接的中涵道壳体，中涵道壳体靠近出气端的一端设置

有尾喷管14，中涵道壳体内还设置有位于涡轮12和压气轮机转子13之间的燃烧室15，中涵

道壳体的另一端设置有压气轮机静子16，压气轮机静子16与压气轮机转子13组合成压气轮

机，尾喷管14的直径沿进气端至出气端的方向逐渐增大，尾喷管14与内涵道2上的尾部导流

锥11形成的流道具有良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0029] 外涵道4包括与中涵道壳体固连的外涵道壳体17，外涵道壳体17的直径沿进气端

至出气端的方向逐渐减小，具有良好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0030] 本实施例三涵道大推重比高效动力推进器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1] 空气通过进气机构1后被分为三部分，分别进入推进器的内涵道2、中涵道3、外涵

道4；进入内涵道2的空气给风扇7反作用力，产生一部分推力，同时对主轴9、轴承等关键零

部件进行冷却，降低其工作温度、提升其服役寿命；进入中涵道3的空气经压气轮机、燃烧室

15、涡轮12机后，由尾喷管14高速排出，产生一部分推力；通过外涵道4的空气给风扇7反作

用力，也产生一部分推力。在三部分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大推重比、高效推进的技术效

果。本实施例提供的动力推进器最终排出的尾气温度可控制在300℃～400℃，处于普通轴

承可耐受的工作温度区间。

[0032] 本说明书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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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

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

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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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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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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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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