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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转子泵转子型线设计 

李扬辉 张志臣 

(天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天津 300387) 

摘 要：转予型线的参数及组成部分可利用圆弧转子泵的圆弧转予分析得出，而转子的实际型线的方程则可以结合共轭原理推出的圆弧转子 

的理论型线方程得出，参照型线的参数方程，借J]JMATLAB绘制出二维转子型线，最后，通过三雄软件创建出实体模型，根据软件中的模拟功 

能对三维实体模型进行运动模拟，模拟结果显示：转予型线之间无干涉且问隙匀称。 

关键词：凸轮转予泵 型线方程 运动模拟 

中图分类号：TH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9(b)-0083-03 

Design of rotor profile of lobe rotor pump 

Lf Yanghui ZHANG Zhiche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and parameters of the circular rotor in a circular lobe rotor pump．Based on conjugating 

principle，the tbeoretical curve equation was deduced，furthermore，the carve of the rotor in practical use was generated．Based on 

parametrical equation of the curve，two--dimensional rotor curve was plotted with MATLAB，then three--dimensional solid model was 

establisbed using three--dimensional software，and movement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with software Autodesk Revit．The results show that 

no interference is found between the curves of the rotor，and uniform gap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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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对齿轮 ，其 转动 比为1，相互啮 

合转动，这样就实现了两个转子同步反向旋 

转，同时，其 在转动的 过程中，真空度也就 

是吸力在进口处产生 ，由此完成吸入其所需 

物料的输送。在实际操作中，流质输送的不 

均匀性可以通过增加转 子叶数或选用扭叶 

来达到改善的效果。和国外相比，国内的采 

用圆弧转子的产品还 不成熟，还处在测绘国 

外产品仿制阶段，理论研究不全面，性 能与 

国外产品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加 

X 

强对转子型线方面的研究，就会真正提高圆 

弧转子泵的性能。 

1圆弧转子型线设计 

1．1基本尺寸关系 

圆弧 转子型 线包括 叶峰和 叶谷。叶峰 

呈圆弧线，叶谷为圆弧包络线 。叶峰的位置 

在 节圆以外，叶谷在 以内，叶峰和叶谷在节 

圆的地方相接。圆弧型线的叶峰 圆弧的圆心 

位于长轴之上。如图1。 

图1两 三叶圆弧型线 

表1径距比的合适选取范围 

z可设为转 子的叶数 ，Rm设为转子叶 

顶 圆半 径，r设 为转子叶 峰圆半 径，两个转 

子的中心距设为2a，转子叶峰圆弧的圆心 

到转子中心之间的距离设为b。以上参数间 

=  一 b (2．1) 

d +6 一2a·b．cos =r (2．2) 

(2_ ) 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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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圆弧型线转子啮合示意图 

转子类型 两叶转子 三叶转子 

径距比范围 1．2368< r <1
．

6698 1．1196< r <1
．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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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线的形状 及大 小是 由径 距比的选择所决 

定 。当径距 比过 小时，叶谷 曲线平缓，转 子 

泵的排量比较小 ；如果径距比过大，其转子 

叶谷曲线上则会同时出现驻 点和拐点，凹凸 

并存，但此时的叶谷曲线会出现 自我交叉 ， 

没有办法直接采用，如果使用的话则需要对 

自我交 叉处进行修改调整 ；因此 ，径距比一 

定要选择在一定范围内的才可以。保证转子 

叶谷曲线存在拐点而没有驻 点，才是理想的 

状态。 

通 过对型线方程的分析 可以得到叶谷 

曲线的曲率半径为： 

4e 
p w  

式中，e~4JffiNj—03—P。可以得出径距比的 

合适选取范围，其取值范 围如表1所示。 

3利用MATLAB绘制二维转子型线 

圆弧 转 子 型线 是 一 种 复 杂 的 曲线 ， 

不 能直接利 用Auto—cad绘 图，须借组于 

MATLAB进行 转子 的辅 助设计。根据 转 

子型线设计方程，编辑出转子型线的绘制 

程 序，然后在MATLAB中运行该 程序，在 

运行过 程中按 照提示输 入计算好 的转子型 

线 参数 即可 在MATLAB中输出转子的型 

线，同时也得到了绘制曲线的坐标点的坐 

标矩阵。如图3所示将坐标矩阵数据导入到 

Auto-cad中，通过绘制曲线命令 自动生成 

转子型线，并在Auto—cad中对转子型线进 

行完善。 

4圆弧转子的三维实体建模 

根据以上圆弧转子的二维设计原则， 

在三维设计软件中进行圆弧转子的三维实 

体建模 ，绘制出的圆弧转子三维模 型如 图5 

所示。并且运用三维设计软件中的运动模 

拟功能 ，即可对转 子进行运动仿真 。设 定2 

个转子之间的相对位置初始位置关系，设置 

运 动方式 为同步反 向运动 ，即可进行运 动 

模拟 。运动模拟过程中的2个转子一般位置 

如 图4N 示，在 运动 模拟过程中2个 转子之 

间始终存有间隙，通过软件分析2个转子之 

间没有干涉，且 间隙均匀。 

5结语 

该 文利用共轭原理推导 出圆弧 形转 子 

泵圆弧转子的型线方程。该型线方程简单明 

了，无复杂的函数关系，圆弧转子的实际型 

线方程就可以很快的算出来，而且还可以便 

捷 的在 多种2D、3D的行业设计软件 中创建 

参数方程 曲线 ，可以利 用参数方程 非常快 

速方便的设计出各种尺寸和系列的产品。因 

此，使 用此参数方程进行 圆弧转 子泵转子 

的参数化设 计要比利用测绘方式所 设计的 

速度更快 ，加 工周期更短 ，并且可形成系列 

化产品，推动产品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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