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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ＣＡＤ系统的离心泵叶轮轴面投影绘型
王艳艳，李红，季柳金
（江苏大学，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在ＣＡＤ系统中，离心泵叶轮的轴面绘型一般均采用试凑法，即通过反复的数据修改给出轴
面流线而得到轴面绘型．这种设计方法使设计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离心泵优秀
水力模型，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不同比转数的优秀水力模型的流道中线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利用
非线性回归对统计结果进行了处理，拟合出了平均比转数与流道中线上点的函数关系．在此基础
上，采用Ｆ一￡曲线的给定方法，推导了前后盖板流线的方程，从而给出了轴面绘型的全过程．经实
例验证，该方法是可行的，并且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离心泵；叶轮；轴面投影；ＣＡＤ；流道中线；Ｆ一￡曲线；数理统计
中图分类号：ＴＨ３１ｌ

文献标识码：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６）０３一０００５一０４

ＣＡ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ｒａ岍ｎｇ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Ｉ

ｉｍｐｅＵｅｒ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ｌａｎｅ

ｐ姗ｐ

翮．ⅣＧ玩ｎ－弘ｎ，Ⅱ舶增，刀￡ｉⅡ彬凡
（ＪｉａＩｌ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瑙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８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２０１３，Ｃｈｉｌｌ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ｂｙ
ｔｒ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

ｔｏ

ｓａｙ ｉｓ，ｂｙ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７Ｉ’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ｎｏｗ ｐａ血ｃｅｎｔｅｒ ｌｉｎｅ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ｆ而ｍ ｔｈｅ ｎｏｗ ｐａ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ｎｏｗ ｐａ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ｉｎ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ｂ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ｌａ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ｄｕｃｅｄ，ｗｈｉｃｈ ｐＩ．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

Ｆ一￡ｃｕⅣｅ蛐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ｎ。

ｅｄｕｃｅ

ｏｆ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ｅｒｉ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ｐｍ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ｅｍ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ｓ；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
ｃｕｎ７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ｌａｎｅ；ＣＡＤ；ｎｏｗ

ｐａ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ｉｎｅ；Ｆ一￡

。

离心泵叶轮的结构是复杂的，不管是二维造型

的方法有：①先绘制前后盖板流线，再绘制流道中

还是三维造型，其绘型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离心

线，即用直线和圆弧给定前盖板流线和后盖板流线，

泵的水力性能．二维造型是三维造型的基础．在二维

通过反复校核Ｆ—Ｌ曲线（液流过水断面面积变化

造型过程中应用ＣＡＤ的二次开发工具可以更好地

规律曲线）求出流道中线，最后绘出后盖板流线和

优化绘型结果．

前盖板流线；②先给定流道中线，然后根据实际要求

基于ＣＡＤ软件的叶轮轴面绘型是进行叶轮造

给定Ｆ—Ｌ曲线，最后求出前后盖板流线¨＇２ Ｊ．这两

型的关键步骤之一，基于一元理论的叶轮轴面绘型

种方法都有准确性差，精度低，计算繁琐费时，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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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高效率的要求给定Ｆ一￡曲线的变化规
、

２忍芸鲁沪蚶堪【（鲁）２一（期＝。

律，如图５所示；进而求得前后盖板流线如图６所

示；最终生成的模型截线图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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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盖板取“＋”；后盖板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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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图５

Ｆ一￡曲线

ｃ趔［鲁一（鲁）】
对于叶轮的前后盖板流线来说，菇ｉ＝省ｉ（Ａ），ｙ；
＝），ｉ（Ａ），置＝Ｒ（Ａ）的关系式，由流道中线的形状
和过水断面面积的变化规律确定，因此由式（１０）即
可求得前后薷柜流线．

运行实例

４

通过下列算例，证明了本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实
用性．
４．１

原始参数（见表３）

图６设计模型的前后盖板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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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原始参数表

Ｏ

０

图７设计模型的木模截线图
４．２

叶轮轴面投影图及木模截线图的生成
根据计算的比转数ｎ。＝６６，再结合表２中的回

归函数可得出￡。，￡，ｋ，厶，￡：，…，￡。。的值，从而得
到设计模型流道中线的离散点，用Ｂｅｚｉｅｒ曲线处

４．３设计模型的试验验证
其性能曲线如图８所示．从设计模型的性能曲

线可看出通过该方法设计的叶轮高效区的范围很
宽，能满足实际应用．

理阻引，便可求得流道中线，如图４所示．

图８泵性能曲线（ｎ＝２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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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模型的流道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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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忠：离心筛网一体式微灌式过滤器的试验研究

２３

。

的又一重要的技术经济指标，与同类产品相比，在相

少，也为管理维护带来极大方便，是一种新的先进的

同的适应流量（８０～１４０ ｍ３／ｈ）范围内，本研究过滤器

微灌过滤设备．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由山西省科学技

的水头损失相当于同类产品的３２．５％～６８．６％，节能

术厅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技术鉴

效果十分突出．

定”Ｊ，鉴定认为：该“研究成果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

设备造价是衡量设备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本研

景，达到同类研究的国内领先水平”．

究过滤器总重不足１４０ ｋｇ，仅相当于国内同类产品总

当然，该项研究只是针对适于８０—１４０ ｍ３／ｈ流

重的３０％一４０％，且结构构造简单，保守估算，其成本

量范围段过滤器的试验研究结果，为使之形成系列

造价最高也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３０％～４０％．

化、产品化，还应对其他不同的流量范围进行试验研

３．３生产考核

究．同时，对结构形式还需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使之

为检验一体式过滤器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达到经济效果与水力效果的最佳组合．

于２００５年３月一６月在运城市万荣县汉薛镇南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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