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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ｏＣＡＤ环境下离心泵性能预测软件的开发
何志霞１，袁建平２，朱荣生２，李德桃１
（１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要：对Ａｕｔｏｃ＾Ｄ图形系统进行了二次开发，将ＡｕｔｏｃＡＤ绘图资源和ｗｉ ｎｄｏｗｓ编程风格进行了
完美的结合．开发出了离心泵性能预测软件．简要介绍了该离心泵性能预测软件在实现过程中的特
点和软件所具备的功能，深入阐述了离心泵性能预测的实现原理及性能曲线的绘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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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性能曲线可以基本反映该种采的性能特点。

前言

同时，使用该软件将会非常有助于泵生产厂家标

目前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泵行业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从早先将其应用于水力设计、结构设
计、强度计算一直发展到今天，将其逐渐也应用
于泵的选型、泵的性能预测。本文中所提到的性

书的制作、并对各厂新产品的开发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２支撑软件及开发工具

能预测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下的性能预测，即不是

由于ＡｕｔｏｃＡＤ系统本身具备很强的开放性，

通过对泵的各种结构参数的具体分析，去推出其

所以本软件是以ＡｕｔｏｃＡＤ图形系统作为支撑软

性能参数方程，而是在只是给定了设计点流量

件、开发平台，从而对其进行二次开发的结果。

Ｑ、扬程所ｎ转速Ｈ的情况下如何用计算机去预测

最终选用了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３．０（由Ａｕｔｏｄｅ ｓｋ公司随

并绘出运行于该设计点处的一般泵的性能曲线这

Ａｕｔ

一角度去考虑。所以，此处的性能预测实质上是

ＡｕｔｏｃＡＤ二次开发工具）作为基本开发工具，以

指在给定设计点的ｐ、日、ｎ后，作出其性能曲线

面向刘象的ｃ＋＋作为基本丌发语言，在ｖｉ

的过程。通过此法预测、并在ＡｕｔｏｃＡＤ系统下做

ｃ＋＋６．Ｏ编程环境中开发出了拥有美观、友好用户

１５５ｋｗ的低压电动机，配用于２０ｓＬＡ一２２型立式离

求，要有严格的检查验收手续。泵轴吊装、安放

心泵，运转时振动较大，结果拆开电动机与传动

和搁支过程中，要防止碰撞，支点要适中，以防

轴的联轴器，而让电动机空载运转，发现也有振

泉轴引起挠曲变形。传动轴较长的机组，安装前

动现象；有的立式泵加丁精度不够，即使水泵已

泵轴轴线要进行严格的测试校正，以保证在一定

完全校平，上下两轴承孔也４ｉ同心；有的本身存

的精度范围内投入安装等。

在传动轴与泵轴不直度以及泵联轴器与传动轴联
轴器的端面与其轴线的不垂直度超差：还有蜗壳

ｏｃＡＤ２０００一起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最新的

ｓｕａｌ

４结语

式立式混流泵，其叶轮因铸造质量缺陷，叶片面

总之，中小型立式泵机组安装时，一定要做

不是流线型而有严重的折弯……这些产品质景上

到：泵房结构设计合理，机电产品符合质量要

的缺陷而带来的振动，不是安装技术所能解决的

求，安装对中精度达标。另外，传动装置中所用

问题。

的轴承，大多采用单列向心球轴承或双列调心球

为此．新建或设备更新的采站，一定要选择
名优新产品，最好采用竞标方式，以保证质量要
第一作者简介：何志霞（１ ９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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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这些轴承虽允许轴线偏角，但必须在规定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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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的的离心泵性能预测软件。

·１５

将各曲线数据点数据存入数据库中；（２）根据输

该软件建立于ＡｕｔｏｃＡＤ平台上，可以方便地

入的实际性能参数数据，调用第一部分中所存入

借用ＡｕｔｏｃＡＤ图形系统的现有绘图资源，充分地

数据库中相应的无量纲特性曲线数据，计算出其

使用其特有的功能，从而缩短了软件开发周期，

实际的有量纲特性曲线的离散点数据，在Ａｕｔｏ—

降低了软件开发成本，对所预测的性能曲线可方

ｃＡＤ２０００屏幕下做出性能曲线。其总体结构如图ｌ

便地输出、轻松地随时根据需要加以修正。同

所示：

时。０ｂｊｅｃｔＡＲｘ应用程序开发的工程ｃＡＤ软件模块

第。部分

性好、独立性强、连接简单、使用方便，更重要
的是它支持ＭＦｃ（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

ｆｆ＇总出各种比转速（＂。）１

泵的无量绢特性曲线数据【

ｓｓｅｓ）基本类库，而软件的全部操作也都采用了

订算出口、ｐ、｛

ｗｉｎｄｏｗｓ风格的中文菜单进行，所以又不失ｗｉｎ—

Ｈｎ，为主ｌ

ｄｏｗｓ的编程风格，从而将ＡＲｘ应用稃序和ＭＦｃ类库

关键字存＾ｆ

进行了完美结合，于是在美观、友好的用户界面

Ｉ

【！璺型：璺！ｓ哩＿１
据ｎ。拽束较
Ｉ为接近的两蛆【
觳据

无量纲特性Ｆ一————Ｊ
ｒ～Ｉ一

中实现了泵的性能预测，使其在简单、明了的操

卫堑竺塑卦——：１丽翮

作中完成强大的功能。

『

该软件中所需存储的数据都存入了Ａｃｃｅｓｓ数

ｒ的数龌调＾程’
序

ＤＡＯ

』

一．．。．＿Ｌ—
ｆ根壬Ｉｆ三点插信注ｆ

Ｉ插出有量纲特忭

＿ｆ｝！据实际需要

类实现了对该数据库中数据的存入和调用。
３

ｌ输入０，Ｈ、ｎ

一一一
’———ｒ——。，——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

据库中，在０ｂｊｅｃｔＡＲｘ应用程序中，使用ＭＦｃ

第二部分

ｆ可作相应的恬萨ｆ

曲线的离１牧点数据

泵的性能预测软件在实现过程中的特
点及其总体结构

ｌ
１在＾ｕｔｃ＾Ｄ屏幕。

Ｌ塑些堂！！！堕ｊ

长期以来对泵的性能曲线的绘制均是基于由
试验得到离散点，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一定的

圉１性能预测软件总体结构框图

数学模型来拟台出Ｈ—Ｑ、Ｊｐ～Ｑ和１一Ｑ曲线的二
次、三次函数方程或是根据对泵的各种结构参数

４

的具体分析，来推出其函数方程，然后再借助于

４．１在ＡｕｔｏｃＡＤ环境下确定泵的无量纲特性曲线

该函数去绘制性能曲线。而本软件则直接借用了

对同一比转速ｎ．的不同泵，其性能曲线大致

ＡｕｔｏｃＡＤ图形系统中其丰富的绘图资源之一：

性能预测的具体实现

形状是相同的，即当把它们由有因次特性曲线改

ｉｎｅ”命令语句来完成泉的性能曲线的预测

为无园次特性曲线时，理论上讲此时的曲线形状

及绘出。熟悉ＡｕｔｏｃＡＤ的读者应该很清楚，“ｓｐ一

应完全一样，所以我们首先对水力模型进行了汇

“ｎｅ”命令语句对画曲线是非常方便的．同时其

总．之后就可在ＡｕｔｏｃＡＤ环境下．首先确定出各

绘出的光滑曲线为样条曲线，其拟合数据点决定

种比转速的泵的比较准确的无量纲特性曲线。其

了图形的控制点，控制点含有曲线信息，所获得

作法如下…：

“ｓ口１

的曲线是真正的样条曲线，即ＮｕＲＢｓ曲线。它１ｉ象

以设计工况点的参数Ｑ。、Ｈ。、Ｐ”目。为

样条拟合曲线是靠逼近方法产生，和样条拟合相

ｌｏｏ％，非设计工况点的参数与设计］＿况点的参数

比，样条有更高的精度，占用的内存和磁盘空间

之比为９’、Ｈ’、Ｐ ７、口’，即：

更少．故在ＡｕｔｏｃＡＤ下就可省去了繁琐的函数方

Ｑ’＝ｇ／ＱⅣ×１０（）％；

程的求取过程，而直接用若干离散点数据．充分

Ｈ’＝Ｈ／届ｖ×】００％；

利用该“ｓ口ｌｉｎｅ’愉令画曲线的完善功能，相当准

Ｐ。＝Ｐｆ

确而又简洁、明了、快速地获得泵的性能曲线。
该软件的实现包含了两部分：（１）进行性能
预测的前期准备工作，即对大量已有的水力模型
进行汇总后，在ＡｕｔｏｃＡＤ环境下，首先确定出各
种比转速泵的相对较为准确的无量纲特性曲线，

万方数据

ＰＮＸＩＯ‰ｔ

叮’＝町／叮。×１００％。

咀口７为横坐标，Ｈ

７、Ｐ

７、目’为纵坐

标，绘出Ｈ’一Ｑ’、尸。Ｑ’、口。Ｑ’的关系曲
线，即为无因次特性曲线。
现以ｎ。＝５０的泵为例，说明如何由水力模型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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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根据下式：

线，使曲线随表格数据的变化而变化；

”错。ｗ或

（３）通过上两种方式修改过的曲线如不光
滑时，还可进行光滑性拟合，使其光滑；

只．：粤尝ｋｗ

（４）用该软件预测出了该台泵的性能曲线

一

”

１０００＿，，

后，可进一步预测出其进行叶轮切割和变速的情

求出另外一基本性能参数％或只。

况，即绘出该泵的叶轮切割曲线及变速曲线图，
并提供相关的切割或变速信息：

５性能预测软件的附加功能

（５）如果一种泵存在试验数据，该软件可完

通过上面的阐述，知道该曲线和实际一般离

全遵循该试验数据来做出性能曲线。

心采的试验曲线是极为接近的。一旦和试验有出

６结束语

入．在ＡｕｔｏｃＡＤ下也可方便地进行修改，使其更
接近实际情况或满足实际要求。另外．由于Ｑ、

计算机发展到今天，各种开发工具、开发语

Ｈ、Ｐ、目四参数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以致三条曲

言、开发手段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我们水

线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性，当任两条曲线变动

泵ｃＡＤ软件也应该不只局限于单一、传统的开发方

时，第三条一定也会随之变动。故本软件在列曲

式，而应该能综合考虑，勇于尝试各种新技术，

线作出一定的修改时，考虑到了这一现象，使软

最终以最优的资源配置来高效、高质的实现我们

件自身能对输出作出一定的调整来满足Ｑ、Ｈ、
ＪＰ、口四参数间所存在的关系，以使在修改了两条

的既定任务。

曲线后，第三条曲线随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
奉软件主要容纳了以下五种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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