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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道污水泵叶轮的绘型方法
张静，齐学义，侯神华
（兰州理工大学流体动力及控制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研究了双流道污水泵叶轮常用的图纸表达方法，发现平面图上的断面投影结果与轴面图
中确定的断面形状尺寸不一致的问题．断面形状为沿对称轴对折的椭圆，此对称轴始终垂直于轴截
面，其方向与平面图上的流道中线无关．传统设计中认为以垂直于平面图上的流道中线确定的截面
尺寸并不符合实际的投影关系．这是设计中经常出现的双流道叶轮平面图、断面面积图与叶轮木模
图三者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提出在双流道污水泵叶轮设计时，平面绘型作为初步设计，然后在三维

造型中确定其余参数，再由三维造型来生成平面绘型，以保证设计与木模一致．设计结果表明，这种
设计步骤是合理的．
关键词：污水泵；叶轮；双流道；绘型；投影关系
中图分类号：ＴＢ２３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３７—０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ＺＨＡＮＧ．１ｉｎｇ，Ｑｔ
（Ｆｌｕｉｄ

Ｘｕｅ－ｙｉ，ＨＯＵ Ｙｉ—ｈｕａ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ｒｔｅｇｅ，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㈦伽，Ｇａｎａｎ

７３００５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ｉｎａｃｏｉｄ－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ｅＵｉｐｓｅ ｆｏｌｄｅｄ ｉｎ ｈａｌｆ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ｎ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ｘｉ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ｘｉｓ ｋｅｅｐｓ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ｐｉｎａｃｏｉｄ·ｖｉｅｗ．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ｉｅｗ．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ｉ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ｕ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ｌａｎｅ－
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ｐｌａｎｅ

ｖｉｅｗ，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ｏｄ ｆｏｒｍｅｒ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ｗａｇｅ ｐｕｍｐ；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ｖａｎ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ｎｅｒ

双流道叶轮由于其良好的通过性、结构对称，平

议在进行双流道污水泵设计时，平面绘型作为初步

衡性好，运行可靠，在污水泵中应用较为广泛…．在

设计，然后在三维造型中确定其余参数，再由三维造

双流道叶轮设计过程中发现，目前常用的图纸表达

型来生成平面绘型图，以保证设计与木模一致．

方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是平面投影图上的断
面投影结果与轴面投影图中确定的断面形状尺寸不

１通用的双流道叶轮视图

一致．这是设计中经常出现的双流道叶轮平面图、断
面面积图与叶轮木模图三者不同心１的主要原因．建

双流道叶轮通常用的木模图主要有轴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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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平面视图和过流断面图．过流断面可以为圆形、

出曰。，反点，其中Ｂ。ｂ ７。＝Ａ．在图３的Ａ—Ａ截面图

矩形和椭圆形．常用的是椭圆形，以下分析以椭圆形

上过以的投影点０。，作流道中线投影线切线，在切

为准．泵进口一般为圆形．出口面积一般为进口的一
半．在断面面积变化规律确定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每
个断面面积的大小口ｊ．
１．１椭圆断面长、短轴确定法
如图２所示，第４断面长轴长为０４ｄ。．而第４断
面面积由过流断面面积变化规律可以确定，短轴就

线上找出一点矾，（图４中仉的投影点），使Ｄ４。ｏｌ。＝

艿，过矾。点作０。。ｏｉ。的垂线，在垂线上找出丑。，Ｂ：
点，使８；ｏｉ。，Ｂ４０ｌ。线段的长度分别等于流道中线
各点截面图上的Ｂｉｂ：，Ｂ。ｂ：的线段长，髓０’。，＝Ａ．
由此，作出磁，曰。点．

可由椭圆面积计算得出，见文献［４］．
１．２平面图上断面的投影确定法

文献［５］给出的确定方法是通过图１的轴面
图，其中０。ｂ’。＝占，在图２流道中线各点截面图上找

ｏ，

一

餐多

芩／、

图３
Ｆｉｇ．３

２

通常的Ａ—Ａ截面
Ｕｓｕａｌ Ａ—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

视图中投影关系不一致的地方
流道中线上的各断面其实是过流断面的简化，

流道中线其实是平均流线．过流断面应该是每一点
图ｌ
Ｆｉｇ．１

轴面图

Ａｘｉａｌ ｐｌａｎ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卜０一’

都与流线垂直的一个曲面．在工程设计时简化为对
折的椭圆．如图１所示的第四个断面．椭圆的长轴长
为０。ｄ‘，长轴长由断面面积变化规律决定．此椭圆由
长轴作为对称轴折了一个角度，角度大小为
／＿ｄ０４ｄ．因为长轴始终与短轴垂直，所以图２中６６。
一０。一ｂｂ。垂直于ｄＯ。和０。ｄ’形成的平面．
仍以第４断面为例，该断面的Ａ—Ａ平面投影如
图４所示．
由于６６。一Ｄ。．一６６。垂直于轴截面，所以Ｂ４一ｂ’。
一日’。也垂直于轴截面．它们的距离为占，在平面上
的投影长度为６．笔者在三维分析设计软件
Ｐｒｏ／Ｅｇｉｎｅｅｒ中验证了上述结果．
由于各断面的长轴（或短轴）始终垂直于轴截
面，长轴的角度与流道中线在平面图上的切线毫无
关系，因此不可能形成一个对折的椭圆来近似一个

图２第四断面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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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处处与流线垂直的曲面来作为过流断面．实际上由
此形成的流道有效过流断面小于设计面积．如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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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对折椭圆面旋转成为与三维流道中线垂直，

投影结果与轴面投影图中确定的断面面积形状尺寸

则轴截面图又会发生变化．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通

不一致．这有可能是造成设计与木模不一致的主要

用的视图关系并不符合实际，因此这样设计的叶轮

原因．

与制作的木模不可能一致．另一方面按照实际的投
影关系，又不符合设计人员的意图．

蓬绉
锄醪
２１寺肘

Ｆｉｇ．４

Ｑｆ娃滴
图５性能曲线

２）双流道叶轮设计可以采用以传统木模图的
一部分作为初步设计，再由三维造型辅助确定最终
形状，再反过来生成叶轮木模图．

．．Ｌ．．１６旷

图４第４断面在Ａ—Ａ截面上的实际投影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４ｔｈ ｃｍｓｓ一跎ｃｆｉｏｎ ｔｏ 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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