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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

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属于中小型航空发

动机压气机技术领域，其关键在于通过将径向扩

压器与轴向扩压器连成一体和将前缘设计为锐

边来降低损失，减小扩压器外径，并进一步将叶

片与扩压器机匣和轮毂相融合来减小扩压器叶

片的扭曲程度，方便叶片设计和加工。该发明可

直接应用于小型航空发动机，能够在不增加加工

成本和不降低压气机性能的前提下减小发动机

外径，提高发动机推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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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扩压器

盘以及一体形成在所述扩压器盘周向边缘部分并均匀分布的多个扩压器叶片，相邻两所述

扩压器叶片之间的空间形成为扩压器气流通道，各所述扩压器叶片包括形成在所述扩压器

盘端面上的径向叶片段以及形成在所述扩压器盘边沿上的轴向叶片段，各所述扩压器气流

通道包括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和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直接将气流从径向转到轴向，

减小了径向扩压器和轴向扩压器之间的掺混损失；

所述扩压器叶片包括形成在所述径向叶片段前端的扩压器前缘以及形成在所述轴向

叶片段尾端的扩压器尾缘，

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从所述扩压器前缘处向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的下游发

展逐渐转变为所述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轮毂，

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吸力面从所述扩压器前缘处向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的下游发

展逐渐转变为所述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的一部分，

位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轮毂沿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向下游发展，逐渐转变

为所述轴向叶片段的叶片吸力面，

位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沿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向下游发展，在所述轴

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与由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吸力面转变来的机匣部分共同组成所述

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

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与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相交处重新生

成一个曲面，该曲面沿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向下游发展，宽度由零逐渐增大，形成为所述轴

向叶片段的压力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

压力面与叶片吸力面在所述扩压器前缘处相交，形成为一条锐边形式的扩压器前缘，以适

应高马赫数来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其特征在于，重新生成的曲面在所述

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相交处宽度为零，随着其向

下游发展不断扭转，且其宽度逐渐增大，形成为所述轴向叶片段的压力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

道段处的喉部截面形状为四边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

道段和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截面形状为五边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扩压器叶片数在10

到35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扩压器最大外径与

所述扩压器进口直径之比选择1.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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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

构，尤其涉及一种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能够在扩压器进口

直径不变的条件下减小扩压器最大外径，同时减小扩压器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的扭曲程

度，特别适用于中小型航空发动机高压比离心压气机。

背景技术

[0002] 离心压气机由于具有单级压比高、工作范围宽、结构简单、可靠性高等优点在小型

燃气轮机及中小型航空发动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离心压气机压比的提高，离心叶

轮出口气流不均匀程度提高，且气流速度也有所提高，使径向扩压器进口马赫数达到高亚

音甚至超音，在扩压器进口或通道内形成激波，影响离心压气机的性能。同时为了减小发动

机的迎风面积，提高发动机推重比，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动机的径向尺寸，随着发动机外

径的减小，离心压气机径向扩压器的长度减小，扩压器的扩压负荷急剧增加，使叶片通道内

极易发生流道分离，导致扩压器内损失增加，使扩压器设计更加困难。

[0003] 现 有 技 术 中 ，通 过 将 径 向 扩 压 器 和 轴 向 扩 压 器 做 成 一 体 结 构 ( 如

CN201410453415.4、CN200810196137.3等)，以减小径向扩压器和轴向扩压器之间转弯段的

掺混损失，有利于在压气机特性不变的前提下减小扩压器的最大外径，但是一体化的扩压

器叶片在从径向转到轴向的过程中同时还会从压力面向吸力面偏转，在扩压器径向高度较

小时，会使扩压器叶片扭曲较为严重，导致扩压器叶片设计、造型和加工都存在较大困难。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和不足，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

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通过将扩压器叶片与扩压器流道的机匣和轮毂相融合来完成扩

压器叶片的造型，既保证了在扩压器进口直径不变的条件下减小扩压器最大外径，同时可

有效降低扩压器叶片在较小的径向到轴向转弯半径下的扭曲程度。

[0005] 本发明为实现其技术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包括扩压器盘以及一体

形成在所述扩压器盘周向边缘部分并均匀分布的多个扩压器叶片，相邻两所述扩压器叶片

之间的空间形成为扩压器气流通道，各所述扩压器叶片包括形成在所述扩压器盘端面上的

径向叶片段以及形成在所述扩压器盘边沿上的轴向叶片段，各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包括径

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和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其特征在于，

[0007] 所述扩压器叶片包括形成在所述径向叶片段前端的扩压器前缘以及形成在所述

轴向叶片段尾端的扩压器尾缘，

[0008] 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从所述扩压器前缘处向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的下

游发展逐渐转变为所述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轮毂，

[0009] 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吸力面从所述扩压器前缘处向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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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逐渐转变为所述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的一部分，

[0010] 位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轮毂沿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向下游发展，逐渐

转变为所述轴向叶片段的叶片吸力面，

[0011] 位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沿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向下游发展，在所

述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与由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吸力面转变来的机匣部分共同组成

所述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

[0012] 从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与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相交处重

新生成一个曲面，该曲面沿所述扩压器气流通道向下游发展，宽度由零逐渐增大，形成为所

述轴向叶片段的压力面。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与叶片吸力面在所述扩压器前缘处相

交，形成为一条锐边形式的扩压器前缘，以适应高马赫数来流。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重新生成的曲面在所述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与所述径向扩压

器气流通道段的机匣相交处宽度为零，随着其向下游发展不断扭转，且其宽度逐渐增大，形

成为所述轴向叶片段的压力面。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处的喉部截面形状为四边形。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和轴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的截面形状为五

边形。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扩压器叶片数在10到35之间。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扩压器最大外径与所述扩压器进口直径之比优先选择1.3以下。

[0019] 与现有叶片式扩压器相比，本发明的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

器结构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1)扩压器叶片将径向扩压器叶片和轴向扩压器叶片连成一

体，有益于减小扩压器通道中的掺混损失，可以在压气机总损失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小

扩压器外径；(2)由径向叶片段的叶片压力面与叶片吸力面在扩压器前缘处形成的尖前缘

能够更好地适应高马赫数来流；(3)通过将扩压器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结构，既保证

了在扩压器进口直径不变的条件下减小扩压器最大外径，同时可有效降低扩压器叶片在较

小的径向到轴向转弯半径下的扭曲程度，易于叶片设计和加工，可直接应用于中小型航空

发动机离心式压气机，能够在不增加加工成本和不降低压气机性能的前提下减小发动机外

径，提高发动机推重比。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主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扩压器结构的后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扩压器结构的三维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扩压器结构的另一三维视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的扩压器结构的子午面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解释，

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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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的叶片与机匣和轮毂相融合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结构，

包括扩压器本体1，扩压器本体1由扩压器叶片和扩压器盘组成，扩压器叶片数在10到35之

间，加工时可通过在扩压器盘上铣出扩压器气流通道9来完成扩压器叶片的加工。多个扩压

器叶片一体形成并均匀分布在所述扩压器盘周向边缘部分，相邻两扩压器叶片之间的空间

形成为扩压器气流通道9，各扩压器叶片包括形成在扩压器盘端面上的径向叶片段以及形

成在扩压器盘边沿上的轴向叶片段，各扩压器气流通道9包括径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和轴

向扩压器气流通道段，扩压器叶片通道9直接从径向转到轴向。扩压器叶片包括形成在径向

叶片段前端的扩压器前缘5以及形成在轴向叶片段尾端的扩压器尾缘8。靠近扩压器前缘5

处的叶片压力面6与靠近扩压器前缘5处的叶片吸力面2在扩压器叶片前缘处相交，形成一

条锐边5，即扩压器叶片的前缘5。

[0027] 扩压器的一体化叶片通过将压力面、吸力面、机匣和轮毂相融合来完成叶片造型。

靠近扩压器前缘处的叶片压力面6在向扩压器通道下游发展的过程中不再作为叶片的压力

面，而是逐渐转变为扩压器通道的轮毂。靠近扩压器前缘处的叶片吸力面2向扩压器通道下

游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再作为叶片的吸力面，而是宽度逐渐减小并转变为扩压器机匣的一部

分。曲面7在扩压器前缘压力面和机匣相交处宽度为零，随着曲面7向下游发展，其宽度逐渐

增大，形成扩压器通道后半部分的压力面。位于扩压器通道进口处的轮毂3沿扩压器通道向

下游发展，不再作为扩压器通道的轮毂，逐步转变为扩压器叶片的吸力面。扩压器进口处的

机匣沿扩压器通道向后发展，在扩压器后半段与由扩压器前缘吸力面转变来的部分机匣面

2共同组成扩压器通道的机匣。由融合扩压器压力面和轮毂的曲面6、融合扩压器吸力面与

机匣的曲面2、融合扩压器轮毂与吸力面的曲面3、组成扩压器后半部分压力面的曲面7、扩

压器叶片叶顶曲面4以及扩压器叶片尾缘平面8这六个曲面最终组成扩压器叶片，完成扩压

器叶片造型。扩压器气流通道9除喉部截面形状为四边形外，其余部分的截面形状为五边

形。

[0028] 由于扩压器气流通道9可以将气流直接从径向转到轴向，减小径向扩压器和轴向

扩压器之间的掺混损失，因此与传统径向扩压器加轴向扩压器的扩压系统相比，这种扩压

器可以进一步将扩压器外径降低，使扩压器负荷增大，同时还能够达到与传统扩压器相同

的性能。该种扩压器前缘5为锐边，能够更好地适应高马赫数来流。由于最大外径降低，使得

扩压器尾缘叶顶10处的半径与扩压器进口前缘5处的半径比减小，扩压器通道转弯半径减

小，同时扩压器叶片还要从压力面向吸力面偏转，因此扩压器叶片的扭曲程度加大。本发明

中的扩压器叶片通过将压力面分割为上游的曲面6和下游的曲面7以及将吸力面分割为上

游的曲面2和下游的曲面3，大大减小了扩压器叶片的扭曲程度，减小了设计和加工难度。

[0029]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中仅对将扩压器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划分为上游

和下游两段并与机匣和轮毂相互融合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对于将扩压器叶片压力面和吸力

面从上游到下游划分对多段的叶片造型型式同样适用，且其叶片的形状、所取名称等可以

不同。凡依本发明专利构思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或简单变化，均包括于本发

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内。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

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发明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

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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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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