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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ＣＡＤ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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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归纳总结了目前现有的半螺旋形吸水室的水力设计方法，给出了各断面面积的计算方法
及数学模型．在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２平台下，采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作为编程语言，在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２０００环
境下开发成功了用于单吸泵和双吸泵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的参数化ＣＡＤ软件．运行实例表
明，软件界面友好，使用简单，功能强大，设计结果可靠，实现了参数化绘图，提高了设计半螺旋形吸
水室的工作效率，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可以应用于工程实践，并为后续开发半螺旋形吸水室的三维
参数化造型软件提供了数据接口．
关键词：双吸泵；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ＣＡＤ；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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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对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方法进行

工作效率．实践证明，ＣＡＤ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有

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半螺旋形吸

效方法之一Ｈ Ｊ，但目前泵的ＣＡＤ设计主要集中在叶

水室水力设计方法仍然是一种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

轮和压水室方面口一７Ｉ，还未见对半螺旋形吸水室水

方法．设计半螺旋形吸水室时，为保证各断面之间流

力设计ＣＡＤ软件进行的研究报道．本研究在归纳总

道圆滑、面积均匀变化，各断面的面积大小和形状往

结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方法基础上．开发半螺

往要经过多次修改，无形中浪费了大量时间，降低了

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ＣＡ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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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数学模型

．（１１）

式中ＡＩ＝２Ａ—ｅ（２ｃ一２ｄ—ｅｔａｎ卢）一２Ｆｉ；

１．１主要设计参数

Ｂｌ＝２ｃ一２ｄ一２ｅｔａｎ

１）泵进口直径‘２３

Ｄ．＝僭
２）０一Ⅷ断面的平均流速的计算
ｔＩ＝（０．７０—０．８５）％

Ａ＝（，一手）萼一碍【ｅｏｔ学一篱净】＋

（１）

式中Ｑ为泵流量，ｍ３／ｓ；ｖ。为吸入口液体流速，Ｉｎ／ｓ．
（２）

ｐ；Ｃｌ＝ｔａｎ届．

（ｃ—ｄ）（ｅ一６）一了１（ｃ一口）２ｔａｎ

ａ一碍ｔａｎ墅｝＋

号嘉。耐一（口＋ｅ一６一ｄ一尼）凡＋（１一号）碍

式中％为叶轮进口流速，ｍ／ｓ．

０，Ｘ断面径向长度

３）Ｉ一Ⅷ断面面积．通过Ⅷ断面的流量为
单吸泵
Ｑ惺＝ｑ／２

（３）

Ｑ忸＝ｑ／４

（４）

ＦⅧ＝ＱⅧ／ｔＩ
其他各断面面积

（５）

Ｅ＝ｉＦ疆／８
４）Ⅸ断面面积

（６）

双吸泵

凰＝（０．６０—０．７５）Ｄｉ

（１２）

Ｈｘ＝￣／鼹～ｘ一碾

（１３）

ＨⅨ一ｘ＝（Ｉ．８０—２．００）Ｄｉ
Ｂ为叶轮进口直径，ｍｌＩＬ
２）中间断面的数学模型．

则第Ⅷ断面面积

①双吸泵的中间断面（见图２）．

（ｉ＝１，２，……，７）

‰＝（１．５０—１．８０）ＦⅧ

（７）

５）Ⅸ一Ｘ，Ⅺ一Ⅺ’和Ⅻ一Ⅻ’断面面积分别为
．．

ＦⅨ一Ｘ＝（１．２５一１．５５）Ｆ仉

（８）

ＦⅪ一Ⅺ，＝（１．２０～１．４５）ＦＤ．

（９）

Ｆｘｌ一疆，＝（１．０５—１．１５），’Ｄ．

（１０）

ＸＩ－Ｘ］’

式中氏为泵进口面积，ｍｉｌｌ２．
１．２

图２

数学模型

Ｆｉｇ·２

１）轴截面数学模型‘３１．半螺旋形吸水室０一Ｘ
断面采用图ｌ所示的几何模型．

Ⅺ一ＸＩ’

双吸泵中间断面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

各中ｌｒ日Ｊ断面的轴向宽度为

肌茎！：！二！！二型尘竺二竺二竺
爿ｌ

（１４）

召：＝【÷，Ⅺ－Ⅺ，＋￡：（４一巩。）＋（１一手）×
（一砭。＋Ｒ；：＋Ｒ荛＋Ｒ五）１／马
Ｂ３

÷艮Ⅻ，＋（１一詈）（尺；。＋Ｒ圣）

２

（１５）

（１６）

②单吸泵的中间断面（见图３）．各中间断面轴
图１
Ｆｉｇ．１

轴截面
Ａｘｉ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根据实际情况首先给定下列参数：口，６，ｃ，ｄ，ｅ，
Ｏｔ，／３，Ｒ－，Ｒ２，Ｒ，，Ｒ４．各中间断面的径向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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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宽度

耻—Ｈｉ＋ｖ辱／Ｈｆ－孚４（１－＂ｔｒ／４）Ｆｉ（１７）

式中ｉ分别为ＩＸ—Ｘ，ＸＩ一Ⅺ’，ＸｌＩ—ＸＩＩ’；甄为各中

排

８

灌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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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形吸水室的主界面（如图５所示）．

间断面的径向长度．

图３单吸泵的中间断面
Ｆｉｇ．３

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

软件开发

图４程序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ａ

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ＣＡＤ软件采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为编程语言、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２０００为二次开
发工具，对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２进行二次开发，其实质是
一个ＡＲＸ应用程序．所开发的ＡＲＸ应用程序是一
个动态链接库，与ＡｕｔｏＣＡＤ共享地址空间，直接调
用ＡｕｔｏＣＡＤ内核函数，程序运行快旧ｊ．Ｖｉｓｕａｌ

Ｃ＋＋

采用的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其最大特点是
能够大幅度地提高软件项目的成功率，减少日后的
维护费用，提高软件的可移植性和可靠性．
２．１软件的开发步骤
１）建立ＡＲＸ应用程序的工程文件，工程名称为
ＢＬＸＸ．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环境的ＡｐｐＷｉｚａｒｄ向导创
建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应用程序框架，自动生成所建工程的文
件，如ＢＬＸＸ．ｃｐｐ，ＢＬＸＸ．ｄｅｆ，ＳｔｄＭｘ．ｃｐｐ，ＳｔｄＭｘ．ｈ，
ＢＬＸＸ．ｒｃ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

２）设置ＡＲＸ应用程序的初始化部分．在由Ａｐ－
ｐＷｉｚａｒｄ向导创建并与工程文件同名的Ｃ＋＋源文

图５半螺旋形吸水室主界面
Ｆｉｇ．５

Ｍ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ｓｐｉｒａｌ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设计时，首先在主界面里输入设计参数，并选择
泵的类型，依次弹出轴截面图界面、水平投影图界面
及中间断面图界面，分别输入设计参数进行参数化
设计．软件不仅能绘制单吸泵和双吸泵的半螺旋形
吸水室，还为后续的三维参数化造型软件的开发提
供了数据接口．

３设计实例

件（ＢＬＸＸ．ｃｐｐ）的基础上，按使用ＭＦＣ动态链接
ＡＲＸ应用程序结构要求，添加需要包含的头文件、
函数、外部函数说明及变量定义等．
３）根据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方法，依次创

采用本软件设计了一台双吸泵半螺旋形吸水
室．设计参数为：Ｑ＝４８６

ｍ３／ｈ，Ｈ＝３８．５ ｍ，ｎ＝１ ４７０

ｒ／ｒａｉｎ．其他重要设计参数如下：ＴＩ．。＝１２７．５５，Ｄ。＝

建主界面和各个子界面，分别添加相应的控件，关键

２５０姗。Ｄ＝２２０

是定义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

径向长度系数分别为０．６和１．８，ＩＸ，ＩＸ—Ｘ，Ⅺ一

４）编译、链接应用程序（ＢＬＸＸ．ＡＲＸ）．程序流
程图如图４所示．

ｍｍ，Ｆ憎＝１５ ９５６

ｍｍ２，０及Ｘ断面

Ⅺ’，Ⅻ一Ⅻ’断面面积系数分别为１．６５，１．５５，１．４５，
１．１５，设计结果如图６所示．

２．２软件的主要功能
当应用程序（ＢＬＸＸ．ＡＲＸ）以ＡＲＸ命令注册并

４结论

加载到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２中，运行程序中定义的外部命
令ＢＬＸＸ后，即在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２主界面上弹出半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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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各断面面积的计算方法及几何模型，建立了一

９

套半螺旋型吸水室水力设计ＣＡＤ的数学模型．

ｍ

Ⅱ

轴载面图

Ⅺ一Ⅺ’
Ⅺ一Ⅺ’

水平投影图

中间断面图

图６双吸泵半螺旋形吸水室设计实例
Ｆｉｇ．６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ｓｐｉｒａｌ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

采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为编程语言、ＯｂｊｅｅｔＡＲＸ

ＰＡＮＧ

２０００为二次开发工具，在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２开发平台

ｍｏｄｅｌｓ

上，开发出了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ＣＡＤ软件，

ｔｉｏｎ

半螺旋形吸水室水力设计ＣＡＤ软件是在总结

［４］

要对它的优化设计方法进行研究．

Ｃｒａｍｂｌｉｔｔ Ｂ，Ｓｐａｎｎ

ｓｉｇｎ
ｏｆ

ｏｆ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ｈｅ ２００１

ｅ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ｄｅ－

［６］

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０１１

３一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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