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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80186】

课程学分：【4】
面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课程性质：【学科专业必修课】

课程类型：【理论教学课】

开课院系：机电学院机械工程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 自编讲义（预计 2018 年出版）

辅助教材:【Solidworks 2011 机械设计完全实例教程 张忠将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 1 版】\ 【宋成芳编著，计算机辅助设计-solidworks，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教材【谷德桥主编，solidworks 2011 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机械工业出版社】

先修课程： 【工程设计制图（1） 2080038（3）】
【工程设计制图（2） 2080039（3）】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080044（2）】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技术必修课，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利用

常见商业软件进行辅助设计的方法与技巧。本课程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学习如何利用 Matlab 软件

进行电路辅助设计；其二学习如何利用 Solidworks 软件辅助机械设计。电路辅助设计部分主要包含

Matlab Simulink 概述与基本操作、模块库和系统仿真、简单电路的 Simulink 仿真和结果分析、三极管

放大电路等效电路仿真、汽车爬坡控制模型仿真、交流信号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获得等内容。机械辅

助设计部分主要包含基本的 CAD 建模、CAD 模块基本操作，曲线绘制、曲面造型、实体造型和装配、工程

图、运动仿真辅助设计、装配拆卸动画设计。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应用实例化、项目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熟练掌握Matlab Simulink及 Solidworks

的设计思路、设计方法，为今后从事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与电工电子技术、电气原理、工程设计制图、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原理和

机械设计等方面密切相关，是现代设计所必需掌握基本能力。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适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三年级的本科生授课，要求学生具有工程制图和互换性与

技术测量的基础知识，以及机械零件的设计知识，能看懂装配图和零件图；具备基本电路原理、电路分

析知识。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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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学习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Matlab Simulink 及 Solidworks 的主要功能，具体要达到的

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是：

1．熟悉 Solidworks 软件 CAD 模块界面的主要功能与操作。

2．Solidworks 软件 CAD 实体模型的建立与编辑，常见零件结构的设计和绘制，具备建立中等复杂程

度零件的三维模型的能力，同时能够使用软件绘制二维工程图。

3．掌握自顶向下和自底向装配方法、爆炸视图的建立与编辑、装配动画的设计与制作。

4．掌握利用软件运动仿真部分进行基本辅助设计的能力。

5．了解利用 Solidworks 进行有限元模拟的方法和功能。

6. 熟悉 Matlab Simulink 软件界面及主要功能。

7. 掌握利用 Matlab Simulink 进行简单电路辅助设计、辅助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六、课程内容

电路辅助设计部分：

第 1 章：Matlab Simulink 概述与基本操作

熟悉 Matlab Simulink 软件用户界面；

了解教学方法、课程构架及考核标准；

掌握学习及查找辅助资料的方法；

掌握利用 Simulink 进行系统仿真的的步骤。

掌握模块的修改，命名，调整，连接

第二章：模块库和系统仿真

了解和掌握一些常用的仿真模块。

掌握示波器模块的使用方法和参数设置。

了解 Simulink 建立仿真模型的方法。

第三章 简单电路的 Simulink 仿真和结果分析

使用电路元件库建立简单电路的仿真模型

掌握电气元件的仿真参数设置。

根据仿真结果对电路进行分析。

第四章 三极管放大电路等效电路仿真

熟练掌握利用 Matlab Simulink 模块库进行仿真的方法

掌握模块定义的方法。

熟练掌握利用 Matlab Simulink 模块库进行仿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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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主要电气元件的模块调用和参数设置

能够独立完成简单电路的仿真

第五章汽车爬坡控制模型仿真

能够根据实际任务建立仿真模型

掌握反馈系统的仿真方法

掌握调节器的设置

能够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

第六章子模块的建立- 通用积分器

掌握子模块的建立方法

了解通用积分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机械设计辅助设计部分：

第 1 章 Solidworks 概述

熟悉 Solidworks 软件用户界面；

理解项目化教学的方法和考核标准；

掌握软件的主要设计/应用流程、常用文件操作、工作界面、视图的简单调整方法、对象的操作和管理等

内容。

第 2 章 典型机械零件设计（1）——草图技巧

掌握典型零件中轴类、法兰、管件、轴承和锻造毛坯类零件的设计方法及设计技巧。

在实例的绘制过程中重点掌握 Solidworks 中草绘图形的技巧。

第 3 章 典型机械零件设计（2）——建模技巧

掌握螺纹紧固件、操作件、叉架、壳体和带轮类零件的设计方法及设计技巧。

熟悉标准零件的规格参数及图形表示方法。

掌握 Solidworks 中建模技巧和基准特征的使用，如拉伸、旋转、扫描、放样、孔、基准面、基准轴和阵

列特征的使用。

掌握零配件渲染的技巧

第 4 章 输送机械设计——曲线与曲面

掌握常用的螺旋输送机、搅拌机、桨状轮筛选机构、振动盘和选粉机等输送机械的设计方法。

熟悉各类输送机械的结构和工作特征。

掌握 Solidworks 中曲线和曲面功能。

第 5 章 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装置——模型装配

理解联轴器、离合器、制动装置的基本构造和运行原理。

掌握利用 Solidworks 设计联轴器、离合器、制动装置的方法、技巧。

掌握 Solidworks 模型装配的方法和技巧。

掌握利用软件进行装配拆卸动画制作的技巧



注：教学大纲电子版公布在本学院课程网站上，并发送到教务处存档。

第 6 章 紧固和夹具等装置——工程图

理解不同夹具的工作原理。

掌握利用 Solidworks 设计紧固件和夹具的方法。

掌握利用 Solidworks 将三位图转化为二维工程图的方法。

掌握标准工程图绘制方法、绘制原则。

第 7 章 运动仿真及有限元分析

掌握基本运动仿真及干涉检查方法

掌握利用软件数据分析功能进行零配件参数设计的方法

了解利用 solidworks 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及应用案例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类

别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次数

考核时

间

成绩

权重

登分

权重

X

平时

成绩

平时作业 作业分数 6 10
20

课堂练习 现场评估 4 20分钟 10

平时

测验

Solidworks草图绘制 上机考试 1 60分钟 5

25
Solidworks 零件建模及运动仿

真

上机考试
1 120分钟 10

Matlab Simulink 电路模拟分析 上机考试/
现场评估

1 90分钟 10

1 期末

考试

1 Solidworks草图绘制。

2 Solidworks三维建模。

3. Solidworks工程图绘制

4.三维动画模拟仿真

5. Matlab Simulink 基本应用

闭卷笔试 1 120分钟 60 55

总评 100 100

“1”一般为总结性评价, “X”为过程性评价，“X”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次，无论是“1”、还是“X”，

都可以是纸笔测试，也可以是表现性评价。与能力本位相适应的课程评价方式，较少采用纸笔测试，较

多采用表现性评价。

常用的评价方式有：课堂展示、口头报告、论文、日志、反思、调查报告、个人项目报告、小组项

目报告、实验报告、读书报告、作品（选集）、口试、课堂小测验、期终闭卷考、期终开卷考、工作现场

评估、自我评估、同辈评估等等。

本大纲只对“1”的考核方式以及比例进行规定，对“X”不予规定，由任课教师自行决定 X的内容、

次数及比例，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共同授课的、由课程组共同讨论决定 X的内容、次数及比例。

撰写： 刘立华/王帆 系主任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