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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ＢＳ双吸泵叶轮测绘工程研究
陈义春，赵冀平，吴徐，吴银珍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１）

摘要：介绍了进口ＭＡＢＳ双吸泵叶轮的测绘工程研究过程。根据测绘工程理论，对该叶轮进行了结构测
绘、ＣＡＤ辅助水力性能测绘设计和工艺及材料的测绘设计。测绘设计得到的ＭＡＢＳ叶轮现场运行平稳，水力性能
指标达到原型水泵的性能。因此，这种叶轮无损测绘工程研究方法在同类问题中有较大的参考应用价值。
关键词：双吸泵；叶轮；测绘；设计
中圈分类号：ＴＨ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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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外先进的泵产品不
断进入我国石化、机械、冶金、矿山、发电、给排水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４）０４－００２８－０３

实物的测绘工程因其快捷的开发方式。极大地缩
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因而在设计和制造领域有

着广泛的技术需求。特别是对于没有原始几何信
息的零件，测绘工程设计是完成零件精确几何造

等行业。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和运行工况的变

型的唯一手段，因而在模具设计和制造中成为技

化。水泵机组常常偏离设计工况运行，其运行优

术热点。同时由于测绘工程能够提供原始产品的

化、维护和易损件的替换成为用户的难题。特别

主要外型特征，进而对其几何外形进行改进，实

是叶轮这一形状复杂且易被破坏的重要部件。由

现产品的快速改型，能够满足系列化、多样化的

于国外水泵的备件价格昂贵。且更换所需周期较

要求【ｌ】ｏ

长，因此较准确地测绘出水泵零件，特别是叶轮

的空间扭曲叶片形状，再进行反求设计，最后经
过试验验证，从而实现国产化，这是实用的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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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一。
金西自来水厂使用的ＭＡＢＳ双吸泵是上个
世纪９０年代从美国引进的。由于运行条件的变
化，泵组长期运行在大流量工况下，水泵处于易
遭汽蚀破坏的情况下，如图１所示，实际运行工

况点流量约为设计工况的１．３倍。由于该机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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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资料中只有性能曲线图和装配示意图。为了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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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力（ｍ狮

ＭＡＢＳ双吸泵叶轮的修复和备件的国产化。进行
叶轮反求工程设计是十分必要。

Ｏ——设计工况；口——实际运行工况
图１

１测绘工程技术

２０００

ＭＡＢＳ双吸泵性能曲线

叶轮是泵的心脏，是影响泵性能的关键零

测绘工程是产品的反求工程或逆向工程，通

件。叶片是叶轮的关键部位，而叶片表面是扭曲

常是指执行产品的仿制、开发工作，即在没有来

的，其形状及安放角是否准确，直接影响泵的性

自掌握技术方直接投资和外部技术转移（产品和

能。叶轮测绘工程主要包括：水力性能测绘设计、

工艺设计图纸的转让）的条件下，制造出市场上

结构测绘设计、工艺及材料反求设计技术和试验

已有但自己过去又不能生产的产品。基于原型或

验证。

作者简介：陈义春（１９６７一）。男，江苏扬州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自来水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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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ＢＳ双吸叶轮结构测绘设计
为了实现测绘叶轮与原型叶轮具有置换性。

·２９·

获得。
（２）重要的基本尺寸，例如外径Ｄ：，轴孔直径

ｄ，口环直径Ｄ等应查阅说明书、装配图以及有关

必须完整、正确、合理、清晰地标注叶轮的尺寸，

资料或与技术人员共同确定。

特别是轴向、径向有装配要求以及影响泵水力性
径Ｄ，、轮毂直径以、口环直径Ｄ、轴孔直径ｄ、轴向

（３）有配合关系的尺寸，例如轴孔直径ｄ，口
环直径Ｄ等要求测出基本尺寸，其配合性质和相
应公差值，应在技术人员共同分析后，查阅有关

高度日以及键槽宽度６、深度ｔ等尺寸。测量叶轮

手册确定。

能的尺寸。例如叶轮外径忱、出口宽度６：、进口直

径向尺寸，即各回转面直径，采用游标卡尺；测量
轴向尺寸采用高度尺、游标卡尺或带深度的游标

（４）没有配合关系的尺寸和不重要的尺寸，
应将测量所得的尺寸适当圆整。

卡尺；测量前后盖板圆角时用圆角规，测量时要

（５）叶轮键槽的尺寸，应把测量结果与标准

求圆角规在某一轴面内与被测圆角完全吻合；测

值核对，若基本接近一般均采用标准的键槽结构

量前后盖板倾斜角时用量角规。测量时要求量角

尺寸。

规在某一轴面内与被表面完全吻合湖。
叶轮结构测绘设计时还应注意如下一些问
题网。

（６）测量应在一水平平台上进行。
根据以上方法和原则，测绘设计得的ＭＡＢＳ
双吸泵叶轮零件图如图２所示。

（１）各测量尺寸应采用多次多点平均的方法

图２测绘设计得的ＭＡＢ￥双吸泵叶轮零件图
３

ＭＡＢｓ双吸叶轮水力性能测绘设计
叶片形状及安放角的测绘是否准确，是测绘

设计泵的水力性能能否成功的关键。ＭＡＢＳ双吸

绘工焉麓勰裂裳蝴程日及转速
厅等设计参数从ＭＡＢＳ双吸泵的随机资料和性能
曲线获得。

泵叶轮叶片为空间扭曲叶片，且要求无损测绘，

（２）结构参数的确定。叶轮出口直径优、出口

即不能损坏原型叶轮。在这种情况下，可采用用

宽度６：、进口直径Ｄ。、轮毂直径五等从结构测绘

石膏或环氧树脂等分段塑出叶片形状或流道形

设计工程中获得。

状，再进行测绘设计的方法。由于这种方法偏差
较大，本文没有采用，而是采用ＣＡＤ软件辅助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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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叶片数的确定。叶片数ｚ可从原型叶轮
中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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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术改造提供依据，关键是水泵流量的测定，用流
ｏＮ
，时０２＋为角放安片叶泵水在，出看以可２图从

速仪法可以准确确定泵的吸水管流量．测试结果
表明流量满足设计标准。

只率效泵水的测实而，％４７为率效点低最区效高
３为约大量流当，知可线曲能性照对，％９１．３６有

』毒！噎型臻璃皑碴臻鞠螋堕冽基带碎壤倒丝

４．５
为约程扬３．１
作工其，０ 至角装安少减果如而。ｍｍ。此时的水泵效率最高。因此建议减小水泵

致，但实际运行区偏离泵高效区，偏
向低扬程侧

。

的叶片安装角或者降速运行，从而提高水泵效
率。由于此次测试内外江水位相差不大，因此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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