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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Ｐ Ｒ Ｏ／Ｅ的水轮机转轮三维造型
侯棉华１，齐学义１，常一乐２，张静１，冯俊豪１
（ｉ．：ａ／－州理工大学，兰州７３００５０；２．郑州机械研究院铸造室，郑州４５００５２）

摘要：利用Ｐｒｏ／Ｅ和ＡｕｔｏＣＡＤ的良好接１２直接调入已有的混流式转轮二维木模图的叶片截面
图形。对于上冠和下环附近叶片延展时的不确定性和容易出现的畸变问题采用了虚拟上冠和确定叶
片尖点的方法，进行了转轮的三维造型。造型完成后，可直接利用Ｐｒｏ／Ｅ下的分析功能得出叶片真实
厚度、重心位置、体积、表面积、转轮开口、转轮质量等相关数据。实现了转轮三维几何设计与流体
动力学设计的一体化，为转轮内流动ＣＦＤ分析、性能预测和ＣＡＭ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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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转轮是水轮机中完成能量转换的核心部件。

对于混流式水轮机而言，转轮是由上冠、下环和
一定数目的叶片组成。其中，叶片是非常复杂的
扭曲曲面体，其形状长期以来用木模图描述，表

（二维线条）在Ｐｒｏ／Ｅ下生成叶片的三维立体造型，
以及利用该三维造型进行转轮叶片表面光滑性检
查和修型，并求出叶片真实厚度、体积、表面积、
叶片重心位置、转轮开口等几何数据。
１

转轮叶片三维立体造型

达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叶片表面的光

１．１在Ｐｒｏ／Ｅ下建立叶片工作面（压力面）曲面

滑性是依靠数量有限的轴面截线、水平截线及回

启动Ｐｒｏ／Ｅ，进入零件设计状态，选择系统

转流面或锥面上展开的翼型截面曲线的光滑性来

默认坐标系统及基准面。

判断的；在加工中，叶片曲面整体的光滑性需由

１．１．１读入叶片曲线

人工凭经验来处理。因而，其整体光滑性难以保

通用的木模图在表示水轮机叶片时一般给出

证。此外，工程上需要的叶片真实厚度、叶片重

等高面Ｚｉ上叶片截线的Ｘ、ｙ数据或截面图形，

心位置、体积、表面积、转轮开口等几何数据以及

如图１所示。因而在导入Ｐｒｏ／Ｅ时须先做出Ｚ０基

叶片的结构刚度、强度及转动惯量等力学数据只

准面，再在各ｚｆ面上插入叶片工作面曲线。曲线

能采用一些近似方法来计算，这已远不能满足

有采用数据文件读人的¨ｑＩ，也有采用调入已计

科学技术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基于虚拟产品开发

算出的曲线方程的Ｈｌ。

技术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是解决这类问题的
有效手段。其中，转轮的三维几何造型是实现其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的关键。只有在准确的三维数
字化模型上才可能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中的流
体动力学计算分析（ＣＦＤ）和性能预测、刚强度计
算分析（ＣＡＥ）、数控加工（ＣＡＭ），以及三维坐标测
量（ＣＭＭ）等。

目前市场上通用的ＣＡＤ／ＣＡＭ／ＣＡＥ软件有
ｕＧ、Ｐｒｏ／Ｅ、ＣＡＴＩＡ、Ｉ—ＤＥＡＳ等，其中Ｐｒｏ／Ｅ

图１混流式转轮木模图

具有接口友好，价格较低的优点，得到了广大用

本文利用ＡｕｔｏＣＡＤ下已生成的二维曲线，

户的欢迎。本文利用ＡｕｔｏＣＡＤ提供的转轮木模图

在Ｐｒｏ／Ｅ中直接读人．ｄｗｇ文件。主要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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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曲线工具＿草绘＿草绘平面选择Ｚｉ基准平面

－１５

点），见图４。

＿数据来自文件一读人文件ｐｓ—ｉ．ｄｗｇ一完成。
同样方法输入全部工作面曲线，分别连接
各工作面曲线的前缘点和后缘点，结果见图２。

图４完整的工作面曲线

１．１．３建立叶片工作面
图２叶片工作面曲线

１．１．２叶片工作面的延展
参见图３，从叶片木模图上可以看到，叶片
顶部在截面２—２以上为不完整的截线，在叶片下

执行操作：插人一边界混合一从叶片顶部
到下缘依次输入工作面线条作为第一方向线，前
缘线和后缘线作为第二方向线＿完成，得到叶片
工作面，如图５所示。

缘处１７一１７截面以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就导致上一步形成的曲线表示不完整，
因而必须对这一部分曲面进行处理。对这个问
题文献『５１采用了非均匀有理Ｂ样条曲线曲面延展
法进行了处理，效果较好。由于在上冠处翼型
及叶片形状变化不大，因而本文直接利用截面２
的叶片形状向上延伸，得到一个虚拟的０截面及
１截面的出口位置，从而得到虚拟的０截面及ｌ
截面的完整的工作面曲线。
图５叶片工作面曲面

１．１．４叶片工作面的光滑性检查及修型

０

利用Ｐｒｏ／Ｅ的曲面分析工具对叶片工作面进

Ｉ

行分析，对于不光滑的区域，可修改相应位置的

２

曲线形状，直至满足要求为止。
１．２叶片背面曲面造型
重复以上工作面造型方法，从而可得到叶
片背面（低压侧）曲面。
１．３叶片实体的生成
由于在上一步造型中将上冠形状虚拟为水平
图３虚拟上冠的形成及叶片的尖点

对于叶片下缘处，由于本例中截面１８为叶

直线，而实际的上冠形状为流线型，因此须将这
多余部分的叶片切除，同时考虑到叶片进口与出

片工作面的最低点所在的面，与下环为点接触，

口边的导圆，作为实体来讲更容易执行。实体必

此点即为叶片工作面下缘处的尖点，且此点可

须由封闭的曲面形成。在叶片进口、出口、顶部

求，在Ｐ ｒｏ／Ｅ中定义为基准点。这样，就得到

和下缘分别做出辅助曲面，将这些曲面合并后进

了工作面上的较为完整的数据资料。分别连接叶

行实体化操作。然后，再利用上冠型线切割出叶

片工作面曲线的前缘点和后缘点，得到两条边界

片顶部形状。具体操作如下：插入＿旋转＿形成

曲线，且这两条曲线结束于同一点（叶片下缘的尖

曲面一草绘＿绘制上冠形状＿完成；选择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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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化一选择切割实体一完成。这样，叶片实

行如下操作：插人＿旋转一选择实体一草绘截

体造型基本成型。

面一完成。完成的转轮实体如图８所示。

１．４叶片进口与出口倒圆
对进口边，执行操作如下：插入导圆角＿
选择进口边＿圆角类型选择完全导圆角＿完成。
对出口边，执行操作如下：插入导圆角＿
选择出口边＿输入圆角半径一完成。
这样，整个叶片的造型即已完成，见图６。

图８转轮三维造型

２．３确定叶片真实厚度、转轮开口、叶片重心位
置、体积、表面积

利用Ｐｒｏ／Ｅ下的分析功能即可求得出叶片真
实厚度、叶片重心位置、体积、表面积、转轮开口
等几何数据及转轮质量的数据。
图６叶片三维造型

３

２转轮实体造型

结束语
（Ｉ）本文基于Ｐｒｏ／Ｅ以简便的方法实现叶片的

叶片三维立体造型完成后，即可进行转轮

实体化造型，利用Ｐｒｏ／Ｅ和ＡｕｔｏＣＡＤ的良好接口

实体造型。由于转轮由一定数量的叶片和具有

直接调入叶片截面图形，避免了调人数据或输

简单回转外形的上冠及下环组成，因而其造型

入曲线方程时数据处理的繁琐和近似。

可分为以下两步进行。
２．１一定数量叶片的生成
执行如下操作：编辑一复制一选择叶片实

（２）利用虚拟上冠和确定叶片尖点方法，解
决了上冠和下环附近叶片延展时的不确定性和容
易出现的畸变。

体一完成；移动（旋转）一选择叶片实体，输入

（３）有了叶片的实体造型，就可以进行转轮

旋转角度（３６０。／Ｚ）一完成；编辑一阵列一尺寸

流场的ＣＦＤ计算，并可根据计算结果对转轮叶片

选择上一步操作，数量选择（ｚ—１）一完成。这

进行修型和性能预测，这些工作完成后就可利用

样，就得到了如图７所示的Ｚ个叶片。

Ｐｒｏ／Ｅ提供的Ｐｒｏ／ＮＣ加工模块，生成ＮＣ程序送
人数控机床进行加工。这也是我们后续文章要叙
禀的内容。

（４）因在本例中，是利用已有的木模图来生成
叶片实体，若在水力计算的过程中，直接利用轴
面截线来获得叶片造型，则不存在上述畸变的问
题了。这也是转轮流体动力学设计与三维几何设
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ｌ】

图７ ｚ个叶片

２．２上冠及下环实体的生成

上冠及下环的形状为简单的回转体，可执

杨方飞，林洪义．泵叶轮扭曲叶片三维实体造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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