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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工业是国家发展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是提高综合国

力的重要途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我国的计

算机科技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果能够将计

算机辅助技术与机械设计制造融合在一起，不仅能够

提高我国机械设计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也能为我

国社会经济的长效发展夯实基础。

1    机械设计制造的基本概念

机械设计制造是我国工业领域的一项重要技术，这

其中包含了机械的设计和制造两个部分。机械设计主要

是指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除了要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

之外，还要对机械设备的数据和参数进行调整和创新，

同时也要对机械设备的原理重新进行构建，确保机械

设备的各项功能更加完善。机械制造主要是指机械设

备通过运转生产和制造专业设备或者零件。将两者结

合在一起就是机械设计制造。现如今，我国机械设计

制造业已经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逐渐实现自

动化，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强对计算机辅助技

术的应用，就能使机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的经

济效益得到明显提升。机械设计制造业在生产和运行

的过程中，一般都是批量生产，对生产设备的参数和

规格要求非常严格，设备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任何差

错，都会影响到零件的质量，并且还会影响到后期的使

用。如果将所有的零件重新返工，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时

间，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也会增加。因此，相关的工作

人员必须要学会与时俱进，不断对计算机辅助技术进

行深入研究，并且还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将计算机辅助

技术与机械设计制造结合在一起，降低生产时间和运

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我国工业领域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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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展。

2    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的重要性

2.1    确保机械设计制造的生产效率得到保障
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图形和数

据，有些图形的外观和结构非常复杂，任何一个细节

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生产效率，这时就需要计

算机辅助技术的协助。

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的简化图形的复杂

程度，能使图形各个参考数据更加精准，同时还能利用

计算机辅助技术对各个数据进行计算，促使数据的准

确性得到保障，这也才能使机械设计制造的生产效率

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在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的过程中，

还可以对机械进行重组和创新，开发出更多类型的新

零件，从而提高机械设计制造的生产效率。

2.2    确保机械设计制造的生产质量得到保障
对于机械设计制造而言，质量是最重要的基础保

障，机械设备的质量与整个生产运行过程有直接关系，

如果能够将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在机械设计制造中，就

能使生产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另外，计算机辅助技术

在应用的过程中，除了能够对机械设备的质量进行检

测之外，还能对各个尺寸进行测量，确保数据更加精准，

并且还能在检测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所在，从而为

后期生产工作提供保障。

2.3    确保人员成本和资金成本得到保障
传统的机械设计制造很多工作都需要人工完成，大

部分的绘图工作也需要设计人员进行手绘和调整，虽

然设计人员都是专业人员，但是机械设计制造除了涉

及复杂的图形之外，还有很多复杂的数据，如果将这

些工作全部交由人工完成，就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并

且在完成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错误，但对于机械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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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能使生产制造的产品更加符合要求。除此之外，

设计人员采用传统的设计方法很容易出现一些规格不

统一的产品，这些零件一旦投入生产，与实际要求就

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无论是时间还是资金上都会造成

很大的损失。如果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就能及时发现

问题，并且还要能对规格参数进行控制，避免造成资

源和资金的浪费，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为企

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3.1.3    应用于三维建模

三维建模对机械设计制造而言，是一种非常专业

的计算机辅助技术。如果能够将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

在机械设计制造中，就能有效地实现三维建模可视技

术。在应用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借助

计算机辅助技术对机械设计制造的产品或者零件的结

构、规格和参数进行全面分析，然后在将所有的数据

输入到计算机系统中，这也就能利用专业的计算机软

件构建产品的三维模型，同时还能保证三维模型的数

据参数和图形设计的要求保持一致。三维模型在构建

的过程中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进行构建，但是在人工

构建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错误，所以利用计算机软件进

行构建才能使准确率得到保证。除此之外，利用计算

机辅助技术构建三维立体模型还能使机械设计制造的

产品更加清晰和完整，同时也能使产品的模型更加 
直观。

在计算机辅助技术的辅助下，仿真技术是对传统三

维建模技术的一种改革，在应用的过程中主要是将传统

的技术与计算机虚拟技术结合在一起，并且利用数学

模型，这也就意味着必须要利用计算机技术才能完成。

仿真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还可以与传统的设计制造过

程进行对比参考，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传统机械

设计制造中的问题和弊端，并且还能在三维建模的过

程中进行体现，设计人员在修改时才能更加直观。

最后，在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协助下，利用三维建模

还能对机械设计制造的全过程进行真实模拟，相关的

工作人员只要将加工过程中涉及的各项参数和数据全

部输入到计算机软件中，就能对整个过程中进行全面

模拟，相关的人员也能通过模拟图掌握机械设计制造

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各项要点和问题，从而为

后期的修改和调整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3.1.4    应用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为了能提高机械设计制造的生产质量和效率，同时

也是为了推动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机械设计制造已经

逐渐实现自动化发展。在自动化发展的过程中，计算

机辅助技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除计算机辅助技

术之外，还涉及了 PLC 技术，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

就能对机械设计制造的全过程进行全面控制，并且还

造而言，即便是再小的错误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时如果能够将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到机械设计制造

中，就能有效代替人工操作，并且还能最大限度地节

省人员成本和资金成本，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

会得到明显提升。另外，机械设计制造过程中出现错

误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如果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对各

项错误进行修改，也能节省一定的修改时间，同样也

能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2.4  确保机械设计的工作效率得到保障

机械设计行业的发展速度很快，所以必须要根据

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进行创新，如果能在创新的过程

中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就能避免在对传统设计制造

造成影响的同时，将最新的设计方案与传统的设计方

案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能将传统的机械零件进行固定，

这也就能为设计人员提供更加便利的研究条件，确保

机械设计工作能够有效完成，同时也能开发出更多的

新零件和新设备。

3    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应用措施

3.1    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应用范围

3.1.1    应用于绘图过程

对于机械设计制造而言，绘图是最基础的工作，同

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基础阶段的质量得到保障，

才能为后续的生产加工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传统

的机械设计制造绘图一般是由专业的设计人员进行自

主绘图，大部分的设计师都会将二维平面图作为主要

参考依据。虽然二维平面图上也能体现出各个部分的

参数和规格，但是这种方法过于传统，并且在绘图的

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误差，这给后期的生产造成了很多

不便。将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在绘图过程中，利用计

算机辅助技术构建完善的机械设计平台，并且在计算

机辅助技术的协助下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误差。例如：

CAD 技术就是计算机辅助技术的重要体现形式，利用

CAD 技术能够有效降低设计图纸的误差，并且还能通

过这个软件对传统的设计图纸进行对比和修改，这不

仅能够使机械设计制造的产品参数满足要求，同时还

能使图纸上的数据更加准确。

3.1.2    应用于图形和符号中

机械设计制造的初期经常会遇到很多图形和各种

各样的符号，这也就意味着机械设计的难度和复杂程

度也会随之增加，不仅会增加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同时也会增加出现错误的概率。因此，在这个阶段可

以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将图形和符号的难度进行简化，

同时还能在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协助下重新进行符号编

程，为工作人员节省更多的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这也使设计人员能有更充裕的时间研究和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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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保机械设计制造在生产运行的过程中，能够严格

按照计算机辅助技术的指令严格执行，从而避免机械

设计制造在生产过程中出现误差，提高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机械设计制造在

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协助下还能减少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多项工作都能用计算机设备替代，企业对人工的需求

量逐渐减少，快速实现自动化发展，整体水平得到明

显提升。

3.2    案例分析
在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案例对

应用措施进行详细阐述：

在机械设计制造过程中，最常见的就是在汽车生产

制造过程中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所以本文以汽车覆盖

件的生产制造作为实例进行阐述。对于汽车的生产制

造而言，覆盖件模具的设计过程非常重要，如果汽车

的覆盖件在设计的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除了会影响

到汽车的外观之外，还会对汽车的内部设置造成影响。

在汽车覆盖件设计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产品与设计

不符的情况，这也不仅会增加汽车覆盖件的生产成本，

同时也会因为返工消耗更多的时间成本，从而影响到

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未来发展。如果能够将计算机辅助

技术进行合理应用，这一问题就能得到明显解决。汽

车覆盖件在设计的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模具和图纸两个

方面，在设计的过程中，除了美观和功能之外，还要

参考市场的基本需求。所以汽车覆盖件在设计的过程

中必须要对结构和需求充分进行调整，这就需要利用

计算机辅助技术对汽车覆盖件设计过程中的各项参数

进行调整和修改，避免在生产过程中与实际需求不符。

例如：汽车的车门在设计过程中，首先要利用计算机辅

助技术对各项零部件分别进行设计，然后在通过计算

机软件将车门的各项零部件进行组装建模。其次，构

建基础模型后就可以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的专业软件

对三维模型的各项数据进行测量和分析，然后在将所

有的数据进行统一处理。最后，所有的数据全部处理

之后，就要将精准数据进行重建，并且还要对精准数

据进行合理控制，从而确保车门的生产规格和质量满 
足要求。

4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机械设计制造而言，计算机辅助技

术的应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能将计算机辅

助技术科学地应用到各个环节，不仅能够使机械设计

制造的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得到保障，同时还能将设

计图纸中的符号和图形难度进行简化，降低生产制造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除此之外，将计算机辅助技术

应用在绘图和三维建模中，使机械设计制造的模型更加

直观，节省生产制造的时间成本和资源成本，为企业

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也能为我国工业的稳定发展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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