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设计】

【Machine Design】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80063】
课程学分：【4】
面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必修课】

开课院系：机电学院 机械工程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 【濮良贵、纪名刚主编 机械设计（第九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5月】

辅助教材【.濮良贵、纪铭刚主编 机械设计学习指南（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1年 4月】
参考教材【吴宗泽、刘莹主编 机械设计教程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年 2月】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机械原理】

【工程材料】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

并修课程： 【机械制造基础】

后续课程： 相关的专业课程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机械设计能力的技术基础课，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通用机械

零件的设计原理、设计方法和机械设计一般规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设计一般简单

机械装置的能力；具备应用设计标准、规范、手册、图册等技术资料的能力；掌握典型机械零

件的实验方法。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四大部分：

（1） 设计总论 介绍机械设计的要求和设计的一般过程；机械零件的工作能力和计算准则、

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摩擦、磨损、润滑、机械零件的材料及选用等。

（2） 常用连接件的设计和选用 介绍螺纹连接、键、花键、销连接等。

（3） 机械传动设计 介绍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蜗杆传动等。

（4） 常用零部件设计 介绍轴、滑动轴承、滚动轴承、联轴器和离合器、弹簧、减速器等。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为必修课程，学生在完成高等数学、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



础、互换性与测量技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课程的学习后进行本课程的学习。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五、课程学习目标

(1) 掌握机械设计基本知识

机械传动、机械零部件的主要类型、性能、结构特点、应用、材料等。

(2) 掌握机械设计基本理论和方法

机械设计的基本原则，机械零件的工作原理、受力分析、应力状态、失效形式等。计算载荷、

条件性计算，当量法或等效转化法，试算法；提高零件疲劳强度措施，改善载荷和应力分布的

不均匀性。降低或增强摩擦、改善局部品质、提高零、部件工艺性的途径和方法。

(3) 掌握机械设计基本技能

工作原理及适用性分析的技能；工作能力分析及设计计算的技能；结构分析和图样表达以及

编制技术文件的技能；查阅和应用设计资料的技能；具备设计一个简单机械装置的技能

六、课程内容及要求

第一章 绪论

了解机械工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机械设计的内容、性质与任务。

第二章 机械设计总论

了解机器的组成，设计机器的一般程序和主要要求;机械零件的主要失效形式、设计机械零

件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和设计准则；了解机械工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机械设计的内容、性

质与任务；了解机械零件的理论设计、经验设计和模型实验设计等设计方法；了解机械零件设

计的一般步骤、机械零件材料的选用、零件的标准化等。

第三章 机械零件强度

掌握材料的疲劳特性、N-σ曲线；了解极限应力线图的应用。 知道材料的疲劳极限与零

件的疲劳极限的区别；掌握影响零件疲劳强度的因素、提高机械零件疲劳强度的措施。

第五章 螺纹连接

理解螺纹的种类、螺纹的主要参数，螺纹连接的类型和标准连接件，螺纹连接的预紧和防松；

理解螺栓组连接的结构设计、受力分析；理解各种螺栓连接的强度计算。知道螺纹连接的材料

及许用应力和提高螺纹连接强度的主要措施。

第六章 键、花键、无键连接和销连接

知道键连接的分类、结构形式、特点及应用。掌握平键联接的失效形式、结构尺寸和强度计

算。掌握花键连接的类型、种类、应用及其强度计算。了解无键连接和销连接的特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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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带传动

知道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主要类型、特点、应用。知道普通 V 带的结构与型号，带轮的结

构与材料。知道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和应力分析、欧拉公式及应用、弹性滑动和打滑现象。理解

带传动的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理解普通 V 带传动设计方法，参数选择及对传动性能影响。知

道带传动的张紧力和张紧装置，带传动作用在轴上的载荷。

第九章 链传动（自学）

知道链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传动链的结构特点。理解链传动的工作情况分析、滚子

链传动的设计计算。理解链传动的布置、张紧方法、润滑与防护。

第十章 齿轮传动

知道齿轮传动的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齿轮传动使用的主要材料和选用原则。

理解齿轮传动载荷的计算，标准直齿轮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理解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的齿面接触强度计算和齿根弯曲强度计算的力学模型，强度计算公式的特征和应用，计算公式

中主要系数的意义。运用齿轮传动主要参数的选择，许用应力的确定方法，设计计算过程。

知道标准锥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要点，知道变位齿轮强度计算的要点等。

第十一章 蜗杆传动

知道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掌握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运动关系和主要的几何参数。

理解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形式、设计准则，材料的选择和许用应力，齿面接触强度计

算和齿根弯曲强度计算、承载能力计算。知道圆弧圆柱蜗杆传动设计计算和蜗杆传动的效率计

算和润滑方式。

第十二章 滑动轴承

知道轴承的用途及分类，滑动轴承的类型、特点和应用。了解径向滑动轴承的主要类型及结

构、轴瓦结构及轴瓦材料。知道润滑材料和润滑方式及系统构成。理解非液体润滑轴承的失效

形式、设计准则，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条件性设计计算。理解流体动压润滑的基本方程，形

成流体动压润滑的必要条件和径向滑动轴承形成动压润滑的过程。 知道流体动压径向滑动轴承

设计计算的内容，承载能力的计算、流量计算、热平衡计算的目的和方法，轴承参数对轴承工

作情况的影响。

第十三章 滚动轴承

知道滚动轴承的基本构造。掌握滚动轴承的主要类型、代号、特点及其选择要点。滚动轴承

的失效形式和计算准则。理解滚动轴承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的概念，轴承径向载荷、

轴向载荷、当量动载荷和基本 额定寿命的计算。知道不同可靠度和非稳定变载荷下轴承寿命

的计算方法，基本额定静载荷、当量静负荷的概念和按基本额定静载荷选择轴承尺寸的方法；

滚动轴承极限转速的概念。知道滚动轴承的装拆、刚度、润滑和密封。运用滚动轴承的组合设

计，能够合理地选择轴系支承方式，设计轴承组合结构。

第十四章 联轴器和离合器（自学）

知道联轴器的种类和特性，联轴器的选择和转矩计算。理解常见联轴器的类型和特点，能够

合理地选择典型联轴器的类型和型号。知道离合器的类型和工作原理，对特殊用途的联轴器和

离合器有所了解。



第十五章 轴

理解轴的功用和分类、轴设计的主要内容，轴的材料及选择。掌握轴的结构设计方法，合

理设计轴的结构。运用按扭转强度、弯扭合成强度、安全系数法对轴进行强度计算的方法。知道

轴的刚度计算、振动稳定性计算、临界转速、柔性轴等概念。

第十六章 弹簧（自学）

知道弹簧的结构形式、加工方法及材料选择的基本原则。理解圆柱螺旋压缩（拉伸）弹簧

的设计计算，圆柱螺旋扭矩弹簧的设计计算。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实验

序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1 轴系结构组合设计

学会轴上零件的轴向及周向固

定方法及有关尺寸的确定方法

掌握轴系装配体建模和工程图

绘制

2 验证型 课外 2

八、学时分配

序

号
教学内容

总学

时
讲课

实

验

习题课

讨论课

课程设计

（大作业）

1 第一章绪论 1 1

2 第二章机械设计总论 1 1

3 第三章机械零件强度 2 2

4 第五章螺纹连接 8 8

5 第六章键、花键、无键连接和销连接 2 2

6 第八章带传动 6 6

7 第十章齿轮传动 10 10

8 第十一章蜗杆传动 6 6

9 第十二章滑动轴承 4 4

10 第十三章滚动轴承 10 10

11 第十五章轴 6 6

12 课堂练习 6 6

13 轴系结构组合设计实验 2 2

合计 64 56 2 6



九、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试方式为“ 1 + X ”

撰写：莊幼敏 系主任：
日期：2015.9.9

总评构成（1+X） （1） （课堂练习 1、课堂练习 2、课堂练习 3、设计报告）

评价方式 笔试 笔试、课外撰写

1与 X 两项所占比例% 60% 40%


	【机械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