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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双层集流器及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

风机，包括外层集流器、内层集流器和支柱；内层

集流器同轴设置在外层集流器内，外层集流器和

内层集流器之间通过径向的若干支柱连接。一种

基于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包括双层集流器、

叶轮、轮盖、导叶、机匣和电机；本发明方案合理，

结构简单，容易实现，配合该集流器可以使混流

风机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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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集流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层集流器（7）、内层集流器（8）和支柱（9）；内层

集流器（8）同轴设置在外层集流器（7）内，外层集流器（7）和内层集流器（8）之间通过径向的

若干支柱（9）连接；

外层集流器（7）为圆形集流器，剖面型线为1/4圆弧；

内层集流器（8）剖面为翼型形状，翼型弦长为外层集流器（7）圆弧半径的一半；

支柱（9）的个数为三个，且三个支柱（9）等弧度设置在外层集流器（7）和内层集流器（8）

之间。

2.一种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其特征在于，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集流

器，包括双层集流器、叶轮（4）、轮盖（5）、导叶（2）、机匣（1）和电机（3）；机匣（1）一端的内侧

同轴固定设置有导叶（2），电机（3）设置在导叶（2）的轮毂中心；电机（3）的转轴固定连接叶

轮（4）的中心，轮盖（5）设置在叶轮（4）外侧的机匣（1）内壁上；机匣（1）的另一端内侧设置双

层集流器，双层集流器与叶轮（4）同侧；导叶（2）的轮毂与叶轮（4）的轮毂直径相同；

叶轮（4）上等间距设置有若干叶片，叶片沿着叶轮（4）的轮毂线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其特征在于，外层集流器

（7）的圆弧直径等于叶轮进出口外径差，叶轮进口切线与电机转轴垂直，叶轮出口切线与电

机转轴平行。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其特征在于，内层集流器

（8）进口切线与转轴平行，内层集流器出口切线与转轴夹角为30°；内层集流器（8）的翼型中

心点与转轴的距离等于叶轮进口处轮毂半径与轮盖半径的平均值。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其特征在于，电机（3）通过

电机固定架固定设置在导叶（2）的轮毂中心。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其特征在于，轮毂线和轮盖

线为圆弧线，且轮盖线出口处斜率为零，轮毂线半径小于轮盖线半径，叶轮出口与叶轮进口

外径比为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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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集流器及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流风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双层集流器及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

流风机。

背景技术

[0002] 混流风机广泛用于矿山、纺织、冶金、电站、航空、建筑等行业。混流风机同时具备

了轴流风机与离心风机的优点，具有高的压力系数和流量系数。混流风机内空气既做离心

运动又做轴向运动，由于其独特的结构特点使得混流风机内部的二次流流动结构复杂。

[0003] 后置导叶混流风机为轴向进气，在叶轮内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为斜向上流动，流出

叶轮后又需要改为轴向进入后导叶。气流方向改变流动损失较大。本专利提出的双层集流

器，减少风机流动损失，消除机匣侧进口漩涡区，提高风机流量和效率。

[0004] 传统混流风机子午流道机匣线轮毂线通常为直线型或圆弧形，直线型子午流道看

似流动阻力比较小，但是进口与出口气流都需要进行转向，流道有明显转折，所以流动损失

较大。

[0005] 圆弧形机匣线轮毂线可以在叶轮内实现一定的气流转向作用。但是对于后置导叶

型混流风机，为了使气流流出叶轮后尽可能接近轴向，圆弧形机匣线轮毂线出口为轴向。对

于叶轮进出口直径变化较大的高压力混流风机，圆弧形机匣线轮毂线出口为轴向，则机匣

线进口侧与转轴夹角较大，气流流进叶轮后在机匣则容易形成低速涡流区，削弱叶轮做功

能力。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层集流器及装配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以解决上

述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双层集流器，包括外层集流器、内层集流器和支柱；内层集流器同轴设置在外

层集流器内，外层集流器和内层集流器之间通过径向的若干支柱连接。

[0009] 进一步的，外层集流器为圆形集流器，剖面型线为1/4圆弧。

[0010] 进一步的，内层集流器剖面为翼型形状，翼型弦长为外层集流器圆弧半径的一半。

[0011] 进一步的，支柱的个数为三个，且三个支柱等弧度设置在外层集流器和内层集流

器之间。

[0012] 进一步的，一种基于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包括双层集流器、叶轮、轮盖、导叶、

机匣和电机；机匣一端的内侧同轴固定设置有导叶，电机设置在导叶的轮毂中心；电机的输

出轴固定连接叶轮的中心，轮盖设置在叶轮外侧的机匣内壁上；机匣的另一端内侧设置双

层集流器，双层集流器与叶轮同侧；导叶的轮毂与叶轮的轮毂直径相同；

[0013] 叶轮上等间距设置有若干叶片，叶片沿着叶轮的轮毂线设置。

[0014] 进一步的，外层集流器的圆弧直径等于叶轮进出口外径差，叶轮进口切线与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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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垂直，叶轮出口切线与电机转轴平行。

[0015] 进一步的，内层集流器进口切线与转轴平行，出口切线与转轴夹角为30°；内层集

流器的翼型中心点与转轴的距离等于叶轮进口处轮毂半径与轮盖半径的平均值。

[0016] 进一步的，电机通过电机固定架固定设置在导叶的轮毂中心。

[0017] 进一步的，轮毂线和轮盖线为圆弧线，且轮盖线出口处斜率为零，轮毂线半径小于

轮盖线半径，叶轮进出口外径比为1.35。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以下技术效果：

[0019] 本专利提出的双层集流器由外层的圆弧形集流器与内层的斜向上翼型集流器组

成，内层集流器通过三个支架固定在外层集流器上。外层的圆弧形集流器，使气流平顺地进

入风机叶轮，降低进口流动损失，提高风机效率。内层集流器主要起到使气流转向的作用，

将轴向流动的气流转为斜向上流动，可以消除进口机匣侧的漩涡区。这样能保证叶轮进出

口有较大的直径差，充分利用离心力增大气流压力。采用这种集流器设计，气流轴向进气，

在集流器处获得向上的速度，可以更好的沿子午流道方向流动。气流在叶轮内获得能量，并

在离心力作用下继续斜上流动，然后在导叶内，气流的一部份动能转化为压力能，进一步提

高气流压力。

[0020] 圆弧型外层集流器，减少进气流动阻力，增加风机进风面积，提高风机风量，提高

效率。

[0021] 内层集流器将进气方向改为斜上流动，贴合流道形状。消除了进口机匣侧的低速

漩涡区。可以增加有效流通面积，提高风机风量。消除了漩涡区的能量损耗，提高了风机效

率。

[0022] 内层集流器采用翼型形状，流动阻力与流动损失小。

[0023] 本发明采用后置导叶，较后置蜗壳的径向结构更加紧凑，产品尺寸小。

[0024] 风机整体是沿轴向进气，沿轴向出气。更适合应用于管道等直线送风。减少了气流

冲击，流动损失小，气流噪声低。

[0025] 由于内层集流器向上导流作用，流道斜率较大，叶轮进出口直径比大，可以有效利

用离心力做功，风机增压能力强，可以有效克服流动阻力，可胜任长管道，复杂流道等场合

的送风任务。

[0026] 本发明方案合理，结构简单，容易实现，配合该集流器可以使混流风机的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双侧集流器的主视图

[0028] 图2是双侧集流器侧剖面示意图。

[0029] 图3是双侧集流器等轴测视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的混流风机剖面示意图。

[0031] 其中：1-机匣，2-导叶，3-电机，4-叶轮，5-轮盖，6-双层集流器，7-外层集流器；8-

内层集流器；9-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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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3] 请参阅图1至图4，一种双层集流器，包括外层集流器7、内层集流器8和支柱9；内层

集流器8同轴设置在外层集流器7内，外层集流器7和内层集流器8之间通过径向的若干支柱

9连接。

[0034] 外层集流器7为圆形集流器，剖面型线为1/4圆弧。

[0035] 内层集流器8剖面为翼型形状，翼型弦长为外层集流器7圆弧半径的一半。

[0036] 支柱9的个数为三个，且三个支柱9等弧度设置在外层集流器7和内层集流器8之

间。

[0037] 一种基于双层集流器的混流风机，包括双层集流器、叶轮4、轮盖5、导叶2、机匣1和

电机3；机匣1一端的内侧同轴固定设置有导叶2，电机3设置在导叶2的轮毂中心；电机3的输

出轴固定连接叶轮4的中心，轮盖5设置在叶轮4外侧的机匣1内壁上；机匣1的另一端内侧设

置双层集流器，双层集流器与叶轮4同侧；导叶2的轮毂与叶轮4的轮毂直径相同；

[0038] 叶轮4上等间距设置有若干叶片，叶片沿着叶轮4的轮毂线设置。

[0039] 外层集流器7的圆弧直径等于叶轮进出口外径差，叶轮进口切线与电机转轴垂直，

叶轮出口切线与电机转轴平行。

[0040] 内层集流器8进口切线与转轴平行，出口切线与转轴夹角为30°；内层集流器8的翼

型中心点与转轴的距离等于叶轮进口处轮毂半径与轮盖半径的平均值。

[0041] 电机3通过电机固定架固定设置在导叶2的轮毂中心。

[0042] 轮毂线和轮盖线为圆弧线，且轮盖线出口处斜率为零，轮毂线半径小于轮盖线半

径，叶轮进出口外径比为1.35。

[0043]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所示：

[0044] 该混流风机在进行作业时，叶轮转动，空气流经集流器沿流道斜向上进入叶轮，在

叶轮内气体由于离心作用，气体沿流道斜向上流动。由于流道减缩，气体流速增加，并沿流

道转为轴向流动，进入导叶，在导叶内气体的一部份动能转化为压力能。由于混流风机进出

口直径差，能有效利用离心力做功，以及后导叶的扩压作用，风机出口气流静压高，克服流

动阻力能力强，可以用于复杂流道，长管道等流动损失大的应用场景。

[0045] 具体特征：

[0046] 外侧集流器为圆弧形集流器，剖面型线为1/4圆弧，圆弧直径等于叶轮进出口外径

差。进口切线与转轴垂直，出口切线与转轴平行。内层集流器剖面为翼型形状，进口切线与

转轴平行，出口切线与转轴夹角为30°。翼型弦长为圆弧形集流器圆弧半径的一半。翼型中

心点与转轴的距离等于叶轮进口处轮毂半径与轮盖半径的平均值。

[0047] 轮毂线、轮盖线为圆弧线，且轮盖线出口处斜率为零，使气流顺畅流出叶轮进入导

叶；轮毂线半径小于轮盖线半径，使子午流道截面沿着流动方向是减缩的。叶轮进出口外径

比约为1.35，高的外径比，使气流流经叶轮时可以利用离心力对气体做工，提高出口气流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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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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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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