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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机械制造行业中，机械设计是行业发展的核心，

而机械设计过程中对材料的选择以及应用已经成为行

业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

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进行机械设计材料的选择时，

要将材料的质量、材料与机械的适配程度以及环保理

念综合考虑，让材料的使用性能与环保性能并行。

1    机械设计中材料优选的重要性

随着工业领域的逐步完善，机械制造业也随之发

展，但在发展的同时，机械生产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机械设计方面的问题。机械设计是

机械产品制造的基石，同时也是实现机械制造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但机械设计所需要的材料逐渐出现供不

应求的问题。在新时期的机械设计工作中，要解决材

料需求扩大与材料供应减少之间的矛盾，需要做好材

料的选择以及应用。

在机械设计中，其基础矛盾是机械行业对原材料的

需求已经发展成为企业层面的竞争，导致机械设计材

料选择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要解决此类矛盾，需要

注重材料的适用性，并结合科学发展观，全面实现机

械设计可持续发展。

2    机械设计中材料的选择与应用要求

2.1    明确机械设计要求
在机械设计材料的选择与应用中，首先要保证机械

设计所选择的材料与设计本身的适配性，保证材料的

选择科学合理，可以满足机械设计的要求。为了选择

合适的材料，设计人员要明确机械设计的要求，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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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的重难点加以分析，然后再进行选择和应用。在

具体工作中：一方面要明确设计零件的用途，在机械设

计中，根据设计需求不同，对零件的性能要求也不同，

且设备所处的运行环境不同，对零件的影响也不同，在

进行零件的选择时可以进行环境模拟，以保证零件的

可用性；另一方面，机械设计要将人力、物力综合计算，

并根据其成本投入选择最适合的材料，确定最佳的材

料应用方案。

2.2    做好材料性能分析
在机械设计中，零件的性能对设备的整体寿命有

着直接影响，因此要注重材料的性能分析。首先是材

料的物理性能，在机械设计中，对材料的熔点、导热

性、导电性等物理性能要求较多，在进行材料的选择时，

要将机械要求与设备工作环境相结合，来确定材料的

物理性能，最终选择最合适的机械材料。当需要重量

较小的机械材料时，可以考虑本身质量较小的轻金属

材料。其次是材料的化学性能，包括抗腐蚀性、抗氧

化性以及化学稳定性，如机械设备在高温环境下运行，

要选择抗氧化性较强、不易受温度影响的材料。最后，

要注意材料的工艺性能，如焊接性能、锻造性能等，以

保证生产的可行性。

2.3    选择与处理工艺的适配
在进行机械制造时，为了保证生产工作的顺利进

行，需要选择合适的工艺来进行材料的处理，同时还

可以提高机械设备的整体性能。如在进行钢材料的热处

理时，其工艺分为普通热处理和表面热处理。普通热

处理包括退火、正火、淬火等工艺，表面热处理包括

渗碳、渗氮以及高温淬火等工艺。普通淬火在改良机

械材料硬度方面具有较强的应用效果，降低机械材料

硬度可采用正火工艺，提高机械材料的硬度可采用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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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回火等工艺。表面热处理对提高零件的耐腐蚀性

和硬度有着较强的应用效果，可通过渗氮或渗碳处理，

提高零件表面的耐腐蚀性。在实际工作时，工作人员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艺选择。

2.4    选择易回收、可循环利用的材料
机械材料中，金属材料的种类较多，且由于在机械

设计所利用的钢材料有不同种类，在加工完成后不同种

类的材料混在一起，增加了废料处理的难度。为了提

高金属材料的利用率，更好地实现循环利用，要尽量

选择单一合金来进行加工，减少合金材料的组成元素，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2.5    做好价格定位
为了使机械产品具有较强

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做好价格

定位工作，提高产品的性价比。

只有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产品

才能更加满足人们需求，因此

机械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价格

要素。材料获取的难易程度、

获取地点、加工成本、保存成

本等都会对机械产品的价格产

生影响。因此，进行机械设计

过程中，需要考虑价格要素，

选择材料时尽量选择既能够满

足使用性能又成本低廉的材料，

确保机械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

竞争力。

3    机械设计中材料选择方法

3.1    使用性材料
使用性是选择材料的首要标准，同时也能够有效

控制材料的质量和性能。机械设计期间，不同的材料

对于不同的机械零部件的影响会存在明显差异。比如，

有些机械零部件对于材料的强度有严格的要求，而有

些机械零部件则对材料的外表美观性要求较高。设计

人员在选择材料时需要确定不同零部件对材料的需求，

选择性价比高的材料。

3.2    载荷类材料的选择
在机械制造过程中，大多数问题，如零件停止工作、

失去基本功效等都出于载荷类材料的质量不佳。所以

需要对机械设计中的载荷材料进行优选，以保证材料

的可用性。另外还有一些零件失效的原因是载荷零件

与其他零件之间存在冲突，导致设备停止工作。所以

在进行载荷材料的选择时，要从以下两方面来考虑：其

一是外载荷所产生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使零件产

生不合理的扭转，且一般集中在材料的表层，在进行

材料的选择时，应选用经表面热处理过的钢材，以保

证零件质量；二是零件在实际应用时，会受到拉力的作

用，产生一定的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选择延展

性好且较为稳定的材料，以保证机械设备可以更好地

完成作业。

3.3    碳素钢合金钢材料的选择
合金钢和碳素钢是机械设计中的常用材料，其中碳

素钢由于其价格较低、工艺性更强而使用率较高，应

用范围较为广泛，如图所示。但碳素钢的缺点也很突

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比如，碳素钢的

强度和韧性较低，部分零部件难以对其进行淬透作业。

这导致机械设计过程中碳素钢的选择具有较大局限性。

但经过研究发现，在碳素钢中加入合适比例的合金元

素制成合金钢，能够有效提高强度和韧性，此外，零

部件还具备耐磨损、耐腐蚀、耐高温等优质性能。虽

然相较于碳素合金钢具有更好的性能，但是在机械设

计中只有特殊情况才使用合金钢材料，如零件有效截

面尺寸较大等情况，正常情况下，设计人员依然会选

择碳素钢材料。

3.4    低能耗材料的选择
在机械设计材料的选择中，低能耗材料是指无污染

且能源消耗较低的材料。这种材料首先要尽量减少热反

应缓解，以减少煤炭能源的消耗。低能耗材料相比于热

反应加工的材料，其性能更加优秀，在加工过程中不易

产生废弃物，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可以避免造成不

可逆的环境伤害。此类材料的加工方式一般为冷拔加工

或热轧加工，对降低能源消耗有着积极作用。

3.5    无公害材料的选择
在机械设计过程中，部分材料中含有一些对人体有

害的元素，不仅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还会对周围环境

图    碳素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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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污染，甚至影响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如材料加

工时所排出的硫化物、氰化物、苯类、烃类，以及一

些以离子形式存在于材料中的元素都是有害元素。含

有这些有害元素的材料在废弃后会直接污染周围的生

态，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如含有 Pb 元素

的 Sn-Pb 合金，曾在集成电路中广泛应用，但当材料

废弃后，合金中的 Pb 元素可溶于水、无法进行有效回收，

其进入到生物链后，会通过富集作用给人的身体健康

造成危害。所以在进行材料选择时要慎重，尽量选择

无公害的材料，保证使用人员的人身安全并将对周围

环境的污染将至最低。

4    机械设计中材料的选择与应用注意事项

4.1    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机械材料的选择与应用中，可持续发展理念是贯

彻机械设计整个工作流程的基本理念。在实际工作中，

要注重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一方面，

这可以有效提高机械设计的效果，达到节约资源、整

合设计的目的，充分挖掘材料的可用性，促进机械制

造行业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

理念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持一致，符合我

国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4.2    加强经济性与实用性的管理
在机械设计材料的选择和应用中，首先要注重材料

经济性和可用性。从材料的可用性来看，其机械设计中

的锻造、焊接、切削、粘贴、固化等各种工艺都有着严

格的要求，为了保证材料的可用性，在应用时要注意材

料与设计的适配度，要求机械材料必须满足设计的使用

要求。如：在焊接工艺中，材料需要有良好的冲压性和冷

镦性；在铸造工艺中，材料需要有良好的流动性；在热处

理加工工艺中，材料需要符合热敏感、氧化脱碳的要求。

从经济性来看，在注重材料与设计相匹配的同时，要注

重材料的性价比，在材料采购时货比三家，还要充分结

合加工单位的现实情况，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4.3    重视生态环保工作
在进行机械设计材料的选择与应用时，不仅要注

重可持续发展理念，还要充分贯彻绿色环保的发展观，

注重材料本身以及实际应用上的环保性。近年来我国

经济发展迅速，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变快，但其代价

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且我国资源相对

来说较为紧张，在进行机械设计材料的选择与应用时，

对于有限的资源要尽量进行节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一些替代品，以降低资源的消耗，为生态环

保工作贡献力量。

5    结语

本文针对机械设计中材料选择和应用方式进行探

讨，主要分析了机械设计中材料优选的重要性，材料的

选择标准、选择措施以及机械设计中材料的应用方案。

在当前机械制造产业中，绿色环保材料在设计中越来

越被重视，对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更符

合我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趋势，对保障产品的质量

和行业的进步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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