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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吊扇强制散热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吊扇强制散热结构，

其主要包含一用于吊扇的外转马达，数片辐射状

排列且结合在外转马达上的扇叶，及一结合在外

转马达下方的灯具；外转马达的外转机壳的内部

设有一定子与一转子，通过定子驱动转子与外转

机壳旋转，且外转机壳设有数个连通到外转机壳

内部的第一透气通孔；而扇叶具有一用于流通空

气的内管道，且扇叶内端设有连通内管道的第二

透气通孔，当扇叶的内端固定在外转机壳时，使

第二透气通孔与第一透气通孔吻合；借此，通过

扇叶外端的高速切线速度，使扇叶产生自外端外

侧抽气的现象，将外转机壳内部的热抽出，并经

过第一、第二透气通孔及内管道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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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包含：一用于吊扇的外转马达，以及数片辐射

状排列且内端结合在该外转马达上的扇叶；该外转马达具有一外转机壳，该外转机壳内部

中心装设一定子，在该外转机壳内部的内壁附着一转子，该定子驱动该转子以同步驱动该

外转机壳旋转；该外转机壳的顶部具有数个扇叶固定部，各该扇叶固定部均设有一连通该

外转机壳内部的第一透气通孔；该扇叶为一条片并具有一用于流通空气的内管道，该扇叶

的内端固定在该外转机壳的扇叶固定部，且该扇叶设有一连通到该内管道的第二透气通

孔，该第二透气通孔于该扇叶固定在该扇叶固定部时与该第一透气通孔相吻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第一透气通孔的孔缘凸

设有一定位套管，该定位套管嵌入该扇叶的第二透气通孔。

3.如权利要求1或２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外转机壳为铝基合

金材质所构成的壳体，并具有一环状侧壁，一形成在该环状侧壁上端的封壁端部，一位于该

封壁端部中央用于穿置该定子的轴心的轴孔，一形成在该环状侧壁另一端的开口，一从该

开口往该封壁端部方向凹入用于容纳该定子与该转子的容室；该扇叶固定部形成在该封壁

端部上，该第一透气通孔贯穿该封壁端部以连通于该容室。

4.如权利要求３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扇叶固定部设置有数个

用于锁固该扇叶的第一锁孔或锁柱；及该扇叶具有数个与该扇叶固定部的数个第一锁孔或

锁柱相适配锁合的第二锁孔。

5.如权利要求1或２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扇叶为中空的铝挤

型条片，该扇叶内部具有连通两端用于流通空气的该内管道。

6.如权利要求５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扇叶外端锁设一翼端

板，该翼端板设有一连通该内管道的导气孔。

7.如权利要求６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于该导气孔外侧设有一整

流罩。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含一灯具，该灯具设置在

该外转机壳的下方。

9.如权利要求８所述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灯具为LED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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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扇强制散热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关于一种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尤其是指一种通过扇叶高速旋转将马

达内部热气抽出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今吊扇所使用的直流无刷马达(BLDC  Motor)，其内部的转子或定子是采用强力

永久磁铁(例如钕铁硼磁铁)产生磁场，但是永久磁铁的工作温度不能过高，否则高温的工

作温度会造成其磁性减弱(一定程度的消磁)，造成吊扇的功率下降。为此已知的技术多采

用被动式散热，即在马达外壳一体成型有数个散热鳍片，通过散热鳍片的材质(例如铝合

金)及面积，以期增进马达的散热效率。然而散热鳍片的效果实际上仍有限，尤其对于产业

上大功率的直流无刷马达(BLDC  Motor)，传统被动式散热技术已经无法满足其需求，而若

再增加其他耗能的散热技术，将不符合节能的要求。因此，如何创作出一种可应用在吊扇上

的直流无刷马达以进行强制散热，并且不需要消耗额外的能源，为本实用新型所要积极克

服的课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以扇叶高速旋转将马达内部

热气抽出，进而达到吊扇马达能够强制散热的目的。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包含：一用于吊扇的外转马

达，以及数片辐射状排列且内端结合在该外转马达上的扇叶；该外转马达具有一外转机壳，

该外转机壳内部中心装设一定子，在该外转机壳内部的内壁附着一转子，该定子驱动该转

子以同步驱动该外转机壳旋转；该外转机壳的顶部具有数个扇叶固定部，各该扇叶固定部

均设有一连通该外转机壳内部的第一透气通孔；该扇叶为一条片并具有一用于流通空气的

内管道，该扇叶的内端固定在该外转机壳的扇叶固定部，且该扇叶设有一连通到该内管道

的第二透气通孔，该第二透气通孔于该扇叶固定在该扇叶固定部时与该第一透气通孔相吻

合。

[0005]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中，该第一透气通孔的孔缘凸设有一定位套管，该定位套

管嵌入该扇叶的第二透气通孔。

[0006]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中，该外转机壳为铝基合金材质所构成的壳体，并具有一

环状侧壁，一形成在该环状侧壁上端的封壁端部，一位于该封壁端部中央用于穿置该定子

的轴心的轴孔，一形成在该环状侧壁另一端的开口，一从该开口往该封壁端部方向凹入用

于容纳该定子与该转子的容室；该扇叶固定部形成在该封壁端部上，该第一透气通孔贯穿

该封壁端部以连通于该容室。

[0007]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中，该扇叶固定部设置有数个用于锁固该扇叶的第一锁孔

或锁柱；及该扇叶具有数个与该扇叶固定部的数个第一锁孔或锁柱相适配锁合的第二锁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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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中，该扇叶为中空的铝挤型条片，该扇叶内部具有连通两

端用于流通空气的该内管道。

[0009]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中，该扇叶外端锁设一翼端板，该翼端板设有一连通该内

管道的导气孔。

[0010]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中，于该导气孔外侧设有一整流罩。

[0011]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还包含一灯具，该灯具设置在该外转机壳的下方。

[0012] 上述吊扇强制散热结构中，该灯具为LED灯具。

[0013] 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是依据伯努利定律“流体流速越大压力越小”的原

理，通过该扇叶末端的高速切线速度，使外部压力比该扇叶的内管压力来的小，所以致使该

扇叶具有自末端外侧抽气的现象，因此蓄积在该外转马达的外转壳体内部容室的热气，可

通过该第一透气通孔、第二透气通孔及内管道向外抽出，达到吊扇马达能够强制散热的功

效。

附图说明

[0014] 以下配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特征及优点：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第一较佳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第一较佳实施例的构造分解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第一较佳实施例的扇叶外端分解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第二较佳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第二较佳实施例的构造分解示意图。

[0020] 附图中的符号说明：

[0021] 10  外转马达；11  外转机壳；111  环状侧壁；112  封壁端部；113  轴孔；114  开口；

115  容室；12  扇叶固定部；13  第一透气通孔；14  定位套管；15  第一锁孔；16  定子；20  扇

叶；21 内管道；22  第二透气通孔；23  第二锁孔；24  翼端板；25  导气孔；26  整流罩；261  开

口；27  端塞；30  灯具；31 卤素灯具；32  LED灯具；321  LED基板；322  散热鳍片；323  灯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

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3] 参阅图1及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第一较佳的具体实施例包

含：一用于吊扇的外转马达10，以及数片辐射状排列且内端结合在该外转马达10上的扇叶

20；该外转马达10较佳的为一种直流无刷马达(BLDC  Motor)，其主要实施有一外转机壳11，

该外转机壳11内部中心装设一定子16(如图4所示)，在该外转机壳11内部的内壁附着一转

子(未图示)，通过定子16驱动转子以同步驱动该外转机壳11旋转；特别是，该外转机壳11的

顶部具有数个扇叶固定部12，各该扇叶固定部12均设有一连通该外转机壳11内部的第一透

气通孔13。该扇叶20为一条片并具有一用于流通空气的内管道21，该扇叶20的内端固定在

该外转机壳11的扇叶固定部12上，且该扇叶20设有一连通到该内管道21的第二透气通孔

22，该第二透气通孔22于该扇叶20固定在该扇叶固定部12时与该第一透气通孔13相吻合，

借此能够组成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中，上述该第一透气通孔13的孔缘可再实施凸设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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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套管14(如图5所示)，该定位套管14在该扇叶20固定在该扇叶固定部12时嵌入该扇叶

20的第二透气通孔22，达到完全密合、增加结合强度及更方便定位组合的功效。

[0024] 再参阅图1及图2所示，上述该外转机壳11较佳的为铝基合金材质所构成的壳体，

其具有一环状侧壁111，一形成在该环状侧壁111上端的封壁端部112，一位于该封壁端部

112中央用于穿置定子16的轴心的轴孔113，一形成在该环状侧壁111另一端的开口114，一

从该开口114往该封壁端部112方向凹入用于容纳上述定子16与转子的容室115；而上述该

数个扇叶固定部12形成在该封壁端部112周围，较佳的使该数个扇叶固定部12一体成型为

凸出在该封壁端部112周围并呈辐射状排列的构造；上述该第一透气通孔13则贯穿该封壁

端部112，并连通于该容室115，用于排出容室115内的热气。上述该扇叶固定部12可设置有

数个用于锁固该扇叶20的第一锁孔15或锁柱，该扇叶20实施有数个与该扇叶固定部12的数

个第一锁孔15或锁柱相适配锁合的第二锁孔23，借此使用螺丝等固定组件将该扇叶20锁固

在该扇叶固定部12上。

[0025] 参阅图2及图3所示，上述该扇叶20较佳的实施为中空的铝挤型条片所构成，其内

部具有连通两端用于流通空气的该内管道21，且该扇叶20的外端可以再锁设一翼端板24，

该翼端板24设有一连通该内管道21的导气孔25，并于该导气孔25外侧设有一整流罩26，使

该整流罩26围住该导气孔25的外侧，仅留一朝向旋转方向后方的开口261。另外于该内管道

21的内端可塞设一端塞27，促使抽吸的压差现象可作用至容室115内。

[0026] 参阅图4及图5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第二较佳的具体实施例，其

构造基本上都与上述第一实施例相同，只有该扇叶固定部12并非凸出于其封壁端部112，而

是直接凹设在该封壁端部112上面，且该扇叶固定部12同样实施有一第一透气通孔13及定

位套管14，能够与上述该扇叶20的第二透气通孔22吻合。再者，参阅图1及图4所示，本实用

新型较佳的实施例还包含一灯具30，该灯具30设置在该外转机壳11的下方，该灯具30可为

现有的卤素灯具31或LED灯具32，并参阅图4所示，该LED灯具32主要包含一LED基板321、一

结合在该LED基板321背面的散热鳍片322，及一用于覆盖该LED基板321的灯罩323，借此将

该LED基板321与散热鳍片322模块化并装入该外转机壳11内部，再用该灯罩323覆盖住上述

外转机壳11下端的开口114，当本实用新型扇叶20旋转抽出热气时，可一并将散热鳍片322

的热抽离。

[0027] 本实用新型吊扇强制散热结构，其技术原理是依据伯努利定律“流体流速越大压

力越小”的原理，通过该扇叶20末端的高速切线速度，使翼端板24的导气孔25外压力比该扇

叶20的内管道21压力来的小，所以致使该扇叶20具有自末端外侧抽气的现象，因此蓄积在

该外转马达10的外转壳体11内部容室115的热气，可通过该第一透气通孔13、第二透气通孔

22及内管道21向该扇叶20的外端被抽吸出去，借此达到免用额外能源就能够强制散热的功

效。

[002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实用新型而举的较佳实施例，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

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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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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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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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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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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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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