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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筛式清选装置离心风机气流场仿真分析
王乐刚，焦中元，赵光军

（261200 山东省 潍坊市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摘要 ] 利用 Gambit 软件建立了四种风机模型。四叶片有倾角模型、四叶片无倾角模型、六叶片有倾角模

型和六叶片无倾角模型，并通过 FLUENT 软件对四种模型风机内部气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过程中

滑移网格采用了非定常计算，通过改变风机叶片数和叶片倾角，讨论了风机叶片数和倾角对风机特性的影

响。比较了四种模型下出风口中层沿风机轴方向的风速值，得出风机叶片数为六片且无倾角时，风速的变

异性系数最小，即该层上横向气流分布相对比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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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alysis of Centrifugal Fan in Air Screen Type Cleaning Device
Wang Legang, Jiao Zhongyuan, Zhao Guangjun

 (Lovol Heavy Industry Co., Ltd.,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261206, China)

[Abstract] Using Gambit software, this article established four kinds of fan models: 4-blade angled model, 4-blade non angled 

model, 6-blade angled model, 6-blade non angled model. The internal airflow field of the four fans is simulated by FLUENT 

software. In the simulation process, unsteady calculation of the sliding mesh is adopted. By changing the number of blades and the 

angle of the blades, the influence of fan number and inclination on the fan characteristics is discussed. After comparing the wind 

speed in the middle direction of the air outlet of the four models, we can conclude that when the fan blade number is six and without 

inclination angle,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bility of wind speed is minimum, that is, the transverse airflow distribution on the layer is 

relatively un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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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清选装置是联合收割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直接影响到整机的工作性能。清选性能中的清选

损失率、籽粒含杂率是衡量联合收割机产品质量

的重要指标 [1-5]。

国外很多学者对风机内部流场的数值模拟进

行 了 研 究。2002 年，Wan-Ho Jeon 和 Duck-Joo 

Lee[6-7] 利用数值分析方法对离心通风机叶轮流动

和噪声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与实验数据进行了比较。

同一年，Wan-Ho Jeon[8] 用数值方法分析了设计参

数对离心通风机性能和噪声的影响，并进行了研

究。2003 年 ，Kwang-Yong Kim[9] 等 人 利 用 Fluent

软件对离心风机前向弯曲叶片进行了优化设计。

2004 年，印度的 D. V. Bhope 和 P. M. Padole[10] 利

用有限元方法对离心通风机叶轮的压力、噪声和

流场进行了分析。

本文针对沃得 -2 型全喂入联合收割机风机进

行数值模拟与仿真。利用 Gambit 软件建立原风机

模型，利用 FLUENT 软件对原风机内部气流场进

行仿真分析，通过改变风机叶片数、叶片倾角，

采用非定常算法求解风机内的气流场，分析不同

叶片数不同倾角以及不同时刻风机内部气流场的

变化，并分析叶片数和叶片倾角对风机特性以及

出风口平均速度的影响。比较各模型下出风口中

层沿 Z 方向即风机轴方向的风速值，找出风速变

异性系数最小时风机的参数组合，初步实现风机

的参数优化。

1 离心风机模型建立

在 FLUENT 的前处理软件 Gambit 中建立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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