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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首先通过 UG 三维数模软件创建不同离心风机的实体模型，其次将模型导入 Hypermesh 软件生成面

网格，最后导入 Star-CCM+ 生成玉米机清杂装置中离心风机的 CFD 模型，流场模拟的湍流模型采用 k-ε方

程模型，风机旋转区域和静止区域的耦合采用 MRF 模型，在典型工况下对两种不同结构的离心风机进行了

对比仿真分析，得出较优方案。并通过试验验证，计算和试验数据基本吻合，验证了分析结果和分析方法

的合理性。这种对玉米机清杂装置中离心风机的 CFD 研究方法对其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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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 different models of centrifugal fan were created by using UG. Second, surface meshes were created by software 

of HyperMesh. Finally, CFD models of cleaning unit in corn harvest were created by software of Star-CCM+. The k-ε turbulence 

model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flow simulation. And the coupling of the rotary district and the static district inside the centrifugal 

fan was realized with the moving reference flame model (MRF)．In typical work status, the simulations of two different centrifugal 

fans were performed, and the preferential structure was obtained. Simultaneously, experiments were done to verify the CFD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reasonable from 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esign 

and study of cleaning unit of the corn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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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清杂装置直接影响到玉米机果穗的清洁工作

性能，是现代玉米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为了提

高清杂能力，清杂装置中风机的气流特性应符合

实用要求，包括压力、流量和速度沿叶轮宽度方

向的分布应均匀。目前，玉米收割机上大多采用

中低速离心风机，这种风机的出口风量受蜗壳外

形影响比较大，因此，研究不同类型的离心风机

的流场分析具有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2-3]。

由于离心风机流场动力规律的复杂性，以及

实验条件和成本的限制，基于 CFD 的离心风机

流场模拟被逐渐采用。本文根据玉米机清选装置

中离心风机的结构，对不同结构离心风机的三维

流场进行了模拟，能够描述清杂装置中离心风机

内部的三维流动现象，可在设计阶段快速地选择

最佳风机方案，不需花费原型生产和反复测试的

代价 [4-6]，大大降低了风机的开发成本，缩短开

发周期，为清杂装置中的风机设计提供了一种方

法和思路。

1  物理模型与网格划分

清杂装置中的离心风机主要由叶轮和蜗壳两

部分组成，叶轮是离心风机的主要工作部件，直

接将机械能传递给气体，由主轴、支架和叶片组

成；蜗壳与叶轮的匹配好坏对离心风机气动性能、

噪声性能有很大影响，它将离开叶轮的气体导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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