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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Ｐ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二次开发的双流道

叶轮流道设计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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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双流道叶轮流道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双流道叶轮流道设计主要参数的确定
方法，给出了一种新型流道中线的曲线方程，该曲线由部分渐开线和部分椭圆组成。分析了采用

Ｉ＇ｍ／Ｅｎ百ｎｅｅｒ进行双流道叶轮流道三雏建模的方法，发现直接的建模方法不易于实现，流道建模工
作也比较难以进行。为此提出了采用Ｐ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二次开发的方法进行流道的三雏参数化设计方
法。研究了｝ｈ／Ｅ１１９ｉｎｅｅｒ二次开发工具ＰＴ０／Ｔ００ｌｋｉｔ的菜单设计技术、ｕＩ对话框技术及基于三维模
型的参数化设计技术，着重研究了使用Ｐ加／Ｅｎ矛ｎｅｅｒ二次开发的方法进行双流道叶轮流道设计的
一般流程，并给出了用Ｐ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二旋开发方法进行双流道叶轮流道参数化设计的具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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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道泵由于具有无堵塞性能好、通用性好、流

还很少，因此有必要对它作系统的研究。双流道叶

道对称、运行平稳以及效率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

轮流道中线形状不规则，并且具有很多不同的参数

各种污水泵设计中…”。但由于国内对双流道泵的

型号，导致双流道叶轮的建模工作量较大。利用

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对于双流道泵设计方法的研究

Ｐｒ∥Ｅｎ西ｎｅｅｒ通过造型设计，虽然可以生成双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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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流道中线。其中渐开线的方程为

要进行重复的设计计算和造型，工作量大，因此如何

ｚ＝７２ｃｏｓ

ｕ＋７２“ｓｉｎ

ｕ

快速有效地进行双流道叶轮的参数化设计就成为需

ｙ＝，２８ｉｎ“一ｒ２“ｃ０８

ｎ

解决的问题。

其中Ｈ为渐开角，ｒａｄ；ｒ２为基圆半径，ｍ。

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采用Ｐ叫Ｅｎ ｇｊｎｅｅｒ
提供的编程开发接口Ｐｍ／Ｔ００１ｋｉｔ技术，编制特殊的
应用程序，实现双流道叶轮的参数化设计。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Ｐｒ０／Ｅｎ｝；ｉｎｅｅｒ的二次开发技术作了大量
的研究”‘４’，但将Ｐｒｏ／Ｅｎ舀ｎｅｅｒ二次开发技术应用到

双流道叶轮设计的还很少。作者基于参数化的设计
思想，将Ｐｒ０／Ｅｎｇｉｎｅｅｒ的二次开发技术应用到双流
道叶轮的参数化设计中，实现了与Ｐ∞／Ｅｎｇｉｎｅｅｒ的
生成双流道叶轮的三维模型。

流道中线三维造型图

图ｌ

人机交互功能，用户通过输入叶轮的设计参数直接

椭圆弧是一固定椭圆的四分之一部分，它的曲

１双流道叶轮的设计特点

善＋掣：１（ｘ＞ｏ小ｒ２）

１．１主要设计参数的确定

曲线在ｚ轴方向上是与投影图中曲线各点到原

线方程为

ｒ！垒、２

双流道叶轮的设计包括叶轮中线的设计和进出

点距离ｒ有关的分段函数。设该函数为“ｒ，：），则有

口直径的设计”ｏ。

，ｒ＝０，（ｎ≤：≤Ｌ）

进口直径

Ｄ．＝Ｋ。ｙ《Ｉ／ｎ
其中墨：３．５—４．５。出口直径

（１）

Ｄ２＝恐ｙＱ／ｎ

（２）

，（ｒ，：）＝｛‘！≠＋』！—；ｉ！ｌ：＝１，（。ｔ：ｃ。）
ｏｚ＝０，（占＜ｒ）

～、

亿习

其中％是与比转速以有关的函数，即

如＝（９－５～１０·ｏ）（志）。１”

（３）

。心 一’／／’

仉为比转速，它是与泵的流量、扬程、转速相关
的函数，即

７ｉ

”塑俨（４）

——，／

图２流道中线投影图

其中Ｑ为泵的流量，ｍ３／ｈ；日为扬程，“；ｎ为转速，
ｒ／ｍｉｎｏ
１．２

流道中线的设计

２

Ｐｒｏ／Ｅｎｇｉ眦ｅｒ二次开发的设计

双流道叶轮结构相对比较不规则，它是由两个
流道组成，每个流道又由内流道和外流道组成，用
Ｐｒ０／Ｅｎｇｉｎｅｅｒ创建流道中线相对困难”Ｊ。

２．１设计思想与系统结构
为了实现与Ｐｍ／Ｅｒ砰ｎｅｅｒ的人机交互功能，通

图１为双流道叶轮中线的三维模型，它是由两

过输入设计参数生成叶轮三维模型，参数的获取与

种基本类型的曲线组合而成的特殊曲线。曲线可通

计算是必不可少的过程。Ｐｍ／Ｔ００ｌｋｉｔ的模式对话框

过Ｐｒ０／Ｅｎｇｉｎｅｅｒ提供的“从方程”创建曲线的方法

技术可以简化参数的计算过程，使用ＭＦｃ（Ｍｉｃｍｓｏｆｔ
Ｆ“ｎｄ“ｏｎ ｃｌ＊ｓ）的可视化对话框设计技术创建模

建立，同时添加相应的设计参数。
图２为其中一条流道中线在水平面上（叫平面）
的投影图，取椭圆的四分之一，并取渐开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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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话框ｏ“，从而可以将参数的计算过程嵌入到
Ｐｒｏ／Ｅｎ面ｎｅｅｒ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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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辉等：基于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二次开发的双流道叶轮流道设计

Ｐｒｏ／’ｒ００１ｋｉｔ应用程序检索出模型的设计参数，
接受用户输入设计参数，并根据新的参数再生三维

７

数，该函数主要包含有五个参数，分别定义了菜单项
名、菜单标签名、相邻菜单名和菜单信息文件名等。

模型。这一方法在各种文献中都有所介绍。文献

向已经创建的菜单条（Ｍｅｎｕ ｂ”）中添加菜单的

［８］即是通过这种参数化的设计原理，进行机械零

按钮（Ｐｕｓｈ ｂｕｔｔｏｎ）主要包括两个步骤：①设置菜单

件的参数化醍计。

按钮的动作函数。调用ＰｒｏｃｍｄＯｐｔｉｏｎＡｄｄ（）函数，

根据以上的设计思想，可以知道该设计系统包

该函数定义了执行该按钮系统所调用的函数。②添

括两个部分，其一为模型设计参数的计算部分，其二

加菜单按钮。调用Ｐｒ０ＭｅｎｕｂａｒｒｎｅｎｕＰｕｓｈｂｕｔｔｏｎＡｄｄ

为模型的参数化设计部分。基于以上分析，系统结

（）函数，向菜单中添加菜单按钮。
另外，必须为应用程序编写菜单信息文件。菜

构如图３所示。
皿
旺

圆

圈

＿量 商Ｂ压固鬻痼
图３叶轮三维参数化设计系统结构图

由图３可见，整个系统包括两个层次，即用户层
与Ｐｒｏ／Ｅｎ舀ｎｅｅｒ层，Ｐｒｎ／Ｔｏｏｌｋｉｔ应用程序实现了二
者之间的交互。另外，整个系统的创建包含三个方

面的工作：①创建参数化的样板模型，样板模型的创
建与普通模型的创建有所区别，用于模型再生的尺

寸要通过参数化创建，并建立参数间的约束关系；②
编写设计参数计算程序；⑧编写基于样板模型的参
数化设计程序。
２．２

Ｐｍ／Ｔｏｏ瞄ｔ的菜单设计
菜单是Ｐ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提供给用户的重要操作界

单信息文件是一种ＡｓＣＩＩ码文件，它用来提供菜单

项、菜单项提示等信息。
Ｐｒ０／Ｔ００ｌｋｎ的Ｉ】Ｉ对话框设计

２．３

ｕＩ对话框的设计包含资源文件的编写与相应
控制程序设计两部分。ｕＩ对话框的资源文件是用
来定义和描述ｕＩ对话框外观及属性的一种文本文
件，例如ｕＩ对话框所包含的元件，各元件的属性定
义和元件的布局形式，控件根据对话框大小的变化
原则。
ｕＩ对话框控制程序负责对话框的装入、显示和
控制，创建的基本过程为：①调用ＰｒｏｕＩＤｉａｌｏｇＣｒｅａｔｅ
（）函数将资源文件装入内存；②调用对话框元件的
动作设置函数设置指定元件的动作函数；③调用

ＰｒｏＵＩＤｉａｌｏｇＡｃｔｉｖａｔｅ（）函数显示和激活对话框；④调
用ＰｍＵＩＤｊａｌｏｇＤｅｓｔｒｏｙ（）函数从内存清除对话框资
源。另外，要完成特定功能，还应设置相应对话框元
件的动作函数。
２．４基于三维模型的参数化设计

面之一，Ｐ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菜单包括菜单条（Ｍｅｎｕ ｂａｒ）、

Ｐｍ／Ｔ００Ｉｋｉｔ提供了两种三维参数化设计方法，

菜单的按钮（Ｐｕｓｈ ｂｕｃｔｏｎ）、单选按钮组（Ｒａｄｉｏ

其一为基于特征元素树创建三维模型的基本方法，

Ｆｏｕｐ）、复选按钮（ｃｈｅｃｋ ｂｕｎｏｎ）等。Ｐｍ／Ｅｎ百ｎｅｅｒ

但这种方法程序设计繁琐。其二是基于三维样板模

提供了一系列的菜单操作函数，允许用户向Ｐｒ０／Ｅｎ－

型与程序控制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法可以生成形

画ｎｅｅｒ菜单栏中添加菜单条，并通过一系列菜单动

状复杂的产品模型，编程相对来说较简单，所以其应

作函数，完成特定的功能。图４为设计的菜单。

用也比较广泛。
基于三维样板模型的参数化设计过程主要包含

三个方面的工作：①模型参数对象的获取与显示；②
参数对象的更新修改；③模型的再生。
本文将模型参数对象的获取与显示、参数对象
的更新修改、模型的再生三个步骤集成到一个自定
义函数中，并将该函数应用到ｕＩ对话框上“更新
（ｕｐｄａＩｅ）”按钮的动作函数中。这样很好地实现两
图４设计的菜单

要向Ｐｒ０／Ｅｎｇｉｎｅｅｒ中添加菜单，首先是要向

方面程序的链接，并使程序整体上更加简洁明了。

３应用程序的运行实例

Ｐ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的主菜单栏中添加菜单条（Ｍｅｎｕ
ｂａｒ）。创建的方法是调用Ｐｒ０ＭｅｎｕｂａｒＭｅｎｕＡｄ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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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注册与运行。Ｐｍ／Ｔｂｏｌｋ“应用程序在Ｐｍ／Ｅｎｇｉ—

ｎ”ｒ中成功运行后，即可看到主菜单中多出“泵的

论

设计”一项，如图４所示。

双流道叶轮自身形状不规则，传统的ＰⅣＥ嘴ｉ－

通过“泵的设计”中的第一项菜单“计算以”，进
入计算比转速的交互界面，如图５所示。

ｎｅｅｒ建模方法相对困难，且不可避免地耗费了大量
的重复劳动。Ｐｍ／Ｅｎ商ｎｅｅｒ二次开发能够满足用户

特殊的要求，开发的基于三维样板模型，并以ｕＩ对
话框为媒介的参数化设计系统。用户只需在ＵＩ对

话框中输入设计参数，即可生成新的叶轮模型，从而
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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