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Ｐｒｏ／Ｅ的渣浆泵水力部件开发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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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三维实体造型软件Ｐｒｏ／Ｅ对渣浆泵水力部件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二次开发，考
虑到固体颗粒对水力部件的影响，运用两相流理论设计了渣浆泵水力部件及其相关几何参数．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操作系统平台上，借助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语言开发环境以及ＭＦＣ可视化对话框技术，

利用Ｐｒｏ／Ｅ的二次开发工具Ｐｍ／ＴＯＯＩ。ＫＩＴ及其相关接口函数，对渣浆泵水力部件设计进行可视
化Ｐｒｏ／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２．０系统开发，渣浆泵水力部件的设计子菜单被嵌入在Ｐｒｏ／Ｅ的主菜单中．针
对水力部件的设计实例，该软件通过渣浆泵相关子菜单弹出设计界面，在对话框中输入渣浆泵的
设计参数，可实现水力部件的几何尺寸计算过程，并根据几何尺寸自动生成叶轮、副叶片、蜗壳、
前后盖板等水力部件的三维造型．
关键词：渣浆泵；水力部件；Ｐｒｏ／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二次开发；模型设计；Ｖｉｓ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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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浆泵广泛应用于矿山、电力、冶金、煤炭、环保

其设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渣浆泵的性能和寿

等行、Ｉｐ以输送含有磨蚀惟固体颗粒的两相流浆体．

命．渣浆泵设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过流部件中

叶轮、吸水室、压水室等是渣浆泉的关键水力部件，

的两相流规律，应用两相流理论进行设计；二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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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１２

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研究，以便进行多方案设计．

（１）叶轮入Ｉ：１直径

与传统设计方法相比，采用参数化和实体模型设计

瞄（·一∥６㈩３，

方法，只要绘制出水力部件的基本特征就能牛成所
要求的三维造型，其空间感、活动感和实体感非常明
显直观，且操作容易、修改方便．２０世纪至今，已有
很多学者实现了水力部件的计算机三维造型，近几
年更是得到广泛应用．基于Ｐｒｏ／Ｅ软件，赵青松等…
采用零件模块和曲面造型模块的三维造型功能和实
体转换特征，提出了一种离心泵蜗壳实体模型构造

其中两相速度比系数ｋ。＝１．１９×√妒一０．０３２（Ｐ。／
ｐ）ｎ ２５ｃ？／６Ｉｎ（１００ｄ，。）；妒为颗粒球形系数；Ｑ为流量；
ｎ为泵转速；ｐ。为颗粒密度；ｐ为液体密度；ｃ。为颗粒
体积分数；ｄ如为颗粒平均直径；‰主要考虑效率时
选择３．５—４．０，兼顾效率和汽蚀性能时选择４．０—
４．５，主要考虑汽蚀性能时选择４．５—５．５．

的新方法．侯棉华等‘２１于２００６年实现了基于Ｐｒｏ／Ｅ

（２）叶轮出口直径

的水轮机转轮三维造型．“ｎ等”。利用Ｐｒｏ／Ｅ三维

ＤＥ：堕坠哇坐２些２盟』。

造型和组装叶片／蜗壳，开发出能计算和使计算机能
够模仿叶轮和泵壳在装配期间叶片之间的干涉．基
于Ｐｍ／Ｅ设计参数的技术，Ｈａｒｄｅｅ等【４’以水轮机叶
片的三维模型为例，利用设计灵敏度分析方法对其
相关结构外形进行了优化设计．
Ｐｒｏ／Ｅ作为功能强大的三维造型软件虽被广泛
应用于水力部件的三维造型，但较少运用该软件进
行水力部件的系统开发，仅司辉等∞１于２００７年实现
了基于Ｐｒｏ／Ｅ二次开发的双流道叶轮流道设计．文
中拟运用Ｐｒｏ／Ｅ进行低比转速渣浆泵水力部件的二
次开发，以在完成基本三维造型的前提下，设计出方
便实用的人机交互界面．开发出的程序可通过操作
界面输入特定范围内任一渣浆泵水力部件设计参
数，使系统自动生成相应的三维造型．

㈩

（２）

式中Ｂ＝［（１一Ｃ。）一（１一ｋ。）ｃ。］／２（１一Ｃ。）ｔａｎ卢：；
Ｙｍ２ｆ为流体出ｌ－Ｊ轴面流速；ｈ，ｍ为无限叶片泵理论扬
程，由普夫列德尔公式求得ｈ。。＝ｈ。（１＋Ｐ），其中

ＪＩｌ。为有限叶片理论扬程；Ｐ＝２专瓦≠毛＿；妒＝
１＋念）；位＝０．６５一ｏ．８５；ｈ。和实际扬程＾关系
ａ

刀。＝ｌ一百ｉ石考｝‰；颗粒的质量分数
式为ｈ＝刀．ｈ。，其中渣浆泵输送渣浆时的水力效率
刀“２

１一百ｉ石石Ｆｉ五百开；糨租刖’哽亘分致

％２石■蒜；两相流的体积分数和当地分
数系数的比例系数ｋ。＝Ｃ。＋（１一ｃ。）ｋ。；叶轮出口

固液相速度比ｋ。＝１．５６万＋ｏ．０４２（ｐ。／ｐ）Ⅲｃ。。１佰
水力部件几何参数确定

Ｉｎ（１００ｄ５０）．
（３）叶片进出Ｉｓｌ安放角和叶片包角

首先运用固一液两相流理论怕’８ Ｊ，进行渣浆泵水
力部件的设计计算．叶轮是泵的核心部件，其形状和
尺寸对渣浆采的性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渣浆
泵的密封问题始终不易解决，凶此实际运用中大多
采用综合密封装置，本设计用前、后护板上的副叶片
阻挡同体颗粒，采用单吸式闭式叶轮．
由于将泵流道中的固一液两棚流动视为分离流
动，固体和液体的苇度不同，固一液两相流具有不
同的速度场．固一液两相从叶轮进口至出口，重度
大的固体颗粒不断从叶轮获得能鼍，固体颗粒运

进口安放角卢，：首先选定卢。的初值，然后经迭
代计算再确定届。的值．
出ＩＳｌ安放角卢：：对于离心渣浆泵直接选取卢：，
一般为１８０～４０。，低比转速时，应选较大的届：．
叶片包角

咖＝（卢：响）ｌｇＩ画３Ｄ Ｊ／ｌｇ＼ＣＯＳ卢２），

（３）

其中Ｄ．为叶片进口直径．
（４）副叶片采用单圆弧型线，压水室采用螺旋
型压水室，相关水力设计详见文献［７，９］．

动逐渐领先于水流，固相颗粒逐渐由叶轮进口处
的“相对逆向流动”，即“相对阻塞”，演变成叶轮

２水力部件的二次开发

出ｕ处的“相对顺向流动”，即“相对抽吸”．渣浆
泵的水力设计一般已考虑到固体颗粒是悬浮输运
而不会发生沉降，具体可由相关设计公式中的同一
液两相的速度比体现．

万方数据

２．１系统开发平台
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可视化软件

开发工具，运用ＭＦＣ（ｍｉｃｒｏ

１１３

ｓｏｆ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ｌｉ—

ｂｒａｒｙ）构成了一个应用程序框架．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是

向Ｐｒｏ／Ｅ菜单栏中添加菜单条，创建方法为直

Ｐｒｏ／Ｅ自带的基于Ｃ语言的二次开发工具¨引，其开

接调用ＰｒｏＭｅｎｕｂａｒＭｅｎｕＡｄｄ（）函数向Ｐｒｏ／Ｅ添加所

发程序有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两种，本次开发采用

需的菜单，建立新菜单的信息文件．然后利用相关函

同步模式．同步模式下Ｐｒｏ／Ｅ根据注册文件中的信

数，添加下拉菜单复选按钮或单选按钮以及相应的

息启动应用程序，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应用程序和Ｐｒｏ／Ｅ

菜单命令完成菜单建立．

产生各自的进程，程序的控制权在两个进程之间

２．３．３特征创建及程序设计

切换．

创建特征需要用到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函数库自带

２．２系统开发过程

的Ｐｒｏ／Ｅ特征函数，相关的主要特征造型函数如下：

渣浆泵水力部件的Ｐｒｏ／Ｅ系统开发，是将三维
造型程序化．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中编写程序，执行

（１）创建旋转特征，实现前护板和后护板的三
维造型
Ｖｏｉｄ

水力部件设计计算过程．借助ＭＦＣ制作软件界面，
实现参数输入．利用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为Ｐｒｏ／Ｅ提供的

ＵｓｒＣｒｅａｔｅＲｅｖｏｌｖｅＦｅａｔ（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 Ｂａｓｅ－

／／草绘平面

Ｐｉｎ，

开发工具包实现应用程序模块与Ｐｒｏ／Ｅ系统的无缝

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ＲｅｆＰｌｎｌ，

／／参照平面ｌ

集成，得到参数化的自动三维造型以完成二次开发．

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ＲｅｆＰｌｎ２，

／／参照平面２

本设计较多应用于低比转速的渣浆泵设计，系统流

ｉｎｔＰｒｏ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ｒＣｕｔ，

程如图１所示．

ｉｎｔｉｎｄｅｘ，

启动注册文件Ｈ
结果是否合适

ｄｏｕｂｌｅ枣ｄｉｍＶａｌｕｅ
创建新零件

／／草图序号
／／截面数据数组

ｄｏｕｂｌｅａｎｇｌｅ）

／／旋转角度

（２）创建拉伸特征，实现叶轮叶片和副叶片的

计算几何参数

ｆ墨

三维造型

前护扳参数计算

三维实体造型

Ｖｏｉｄ

ＵｓｒＣｒｅａｔｅＥｘｔｒｕｄｅＦｅａｔ（ｄｏｕｂｌｅ

后护板参数计算Ｈ三维实体造型
叶轮参数计算Ｈ三维实体造型

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ＳｋｅｔｃｈＰｌｎ，

图１系统流程图

／／参照平面１

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ＲｅｆＰｌｎ２，

／／参照平面２

ｉｎｔ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ｄｏｕｂｌｅ半ｄｉｍＶａｌｕｅ）

２．３关键开发技术

／／草绘平面

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ＲｅｆＰｌｎｌ，

ｉｎｔＰｒｏ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ｒＣｕｔ，

Ｆｉｇ．１

ｄｅｐｔｈ—ｖａｌｕｅ，

／／拉伸深度
总装配图

蜗壳参数计算Ｈ三维实体造型

２．３．１

／／特征类型

／／特征类型
／／草图序号
／／截面数据数组

（３）创建扫描特征，实现蜗壳蜗形部分的三维

创建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应用程序

造型

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应用程序利用Ｐｒｏ／Ｅ系统提供的

Ｖｏｉｄ

ＵｓｒＣｒｅａｔｅＳｗｅｅｐＦｅａｔ（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

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工具包的支持，用Ｃ语言进行程序设

Ｐｌｎｌ，

／／扫描轨迹平面

计，采用Ｃ编译器和连接器创建能够在Ｐｒｏ／Ｅ环境

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Ｐｌｎ２，

／／参照平面１

运行的可执行程序或动态链接库形式的程序．

ＰｒｏＧｅｍｉｔｅｍＰｌｎ３，

／／参照平面２

创建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应用程序可以利用Ｍａｋｅ文
件创建，也可利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向导创建．本次
开发选用Ｖｉｓｕａｌ

Ｃ

ｉｎｔＰｒｏｔｍｓｉｏｎＯｒＣｕｔ）
２．３．４

／／特征类型

ＭＦＣ可视化对话框技术

４－＋６．０向导进行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

本次开发中操作界面使用ＭＦＣ可视化对话框

应用程序的设计、创建和调试．此方法可使用ＭＦＣ

技术．ＭＦＣ中最重要的就是对Ｗｉｎ３２ ＡＰＩ的封装，

类库，能充分利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的资源，程序的

其框架提供了用户接口的标准实现方法，同时，资源

设计和协调均十分方便．

编辑器用于可视化设计用户接口．用以实现由程序

２．３．２菜单设计技术

设计到开发实例的对接，以人性化的界面展现开发

菜单是Ｐｒｏ／Ｅ的主要用户界面。Ｐｒｏ／ＴＯＯＬＫＩＴ
提供了一系列菜单操作函数，允许应用程序创建和
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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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便于用户操作．
在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中，制作ＭＦＣ对话框十分简
便，可以随意制作按钮及参数输入框的位置与大小，

１１４

使界面更为美观和人性化．只需简单的一个函数命

话框界面和设计过程．其总体装配结果如图６所示．

令，即可使制作好的参数对话框在系统运行中呈现给
用户．用户通过界面输入所需设计的渣浆泵的主要参
数，点击相关按钮，即可实现参数的输出与三维造型．

３开发实例
以某一渣浆泵的叶轮、蜗壳和前后护板为例，根
据渣浆泵设计参数，进行渣浆泵水力部件的相关计
图４叶轮参数对话框

算及三维造型．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ｄｉａｌｏｇ ｂｏｘ

Ｆｉｇ．４

３．１软件启动
启动Ｐｒｏ／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２．Ｏ一功能一辅助应用程序
－÷注册，找到应用程序注册文件所在的地址进行注
册，启动运行后，在Ｐｒｏ／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２．０主菜单里增
加子菜单项“两相流泵设计软件”，如图２所示．

图２程序菜单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ｅｎｕ

图５叶轮三维造型

３．２设计参数操作界面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图３为某一特定参数下的渣浆泵设计参数对话
框，其左边界面用于输入设计参数，可根据设计要
求，输入相关参数，通过系统后台自动计算，输出得
到中间界面的水力部件计算结果，系统自动执行数
据圆整，输出右边界面的画图参数．

图６装配分解视图
Ｆｉｇ．６

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ｉｅｗ

结论
在渣浆泵设计计算经验公式日趋完善的条件

图３渣浆泵主要参数对话框
Ｆｉｇ．３

Ｓｌｕｒｒｙ ｐｕｍｐｓ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下，运用两相流理论进行渣浆泵水力部件的设计计

ｄｉａｌｏｇ ｂｏｘ

算．以应用广泛的Ｐｒｏ／Ｅ三维造型为基础，在Ｗｉｎ．

以叶轮的开发为例进行说明，点击“叶轮结构

ｄｏｗｓ

ＸＰ操作系统平台上，借助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语

设计”，出现图４所示参数对话框，点击“参数”＿

言开发环境进行Ｃ＋＋语言程序的编写，并用ＭＦＣ

“确定”后，程序根据画图参数自动生成叶轮的三维

可视化对话框技术开发操作界面，完成了渣浆泵水

造型，如图５所示．采用类似方法，进行“蜗壳结构

力部件设计的Ｐｍ／Ｅ Ｗｉｌｄｌｉｒｅ ２．０系统开发．该系统

设计”、“前护板结构设计”、“后护板结构设计”等对

实现了渣浆泵水力部件设计过程的程序自动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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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某一渣浆泵的叶轮、蜗壳和前后护板为例，根据渣浆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泵设计参数，进行了渣浆泉水力部件的相关计算以

１８５—１９９．

及三维造型．系统拥有人性化的操作界面，使用方

【）ｊ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１９９９，３０（３）：

司辉，丛小青，王霄．基于Ｐｍ／Ｅｎ百ｎｅｅｒ二次开
发的双流道叶轮流道设计［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７，２５

便，实用性强，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同时为水力部

（５）：５—８．

件强度、装配、质量等进一步的相关工程分析及其内

Ｓｉ Ｈｕｉ，Ｃｏｎｇ

部流体动力学流动模拟提供了前处理．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ｂａｓ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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