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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阶段我国科学信息技术处理技术得到较好发展，

而且其整体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这也使得市场范围内

一些产品形成激烈的竞争。产品技术的更新与换代加速

了现代机械产品的变化，机械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

而且在生产的形式上也出现一定的变化，在初期阶段

其一般会采用小批量的生产形式，而现如今已经出现

单一或是部分生产的形式。针对机械结构的设计工作，

应该结合自身的生产规模做好改良，尽量缩短产品的

设计时间，这样有利于降低所生产的成本，以此提高

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价值。因此，在现阶段机械

结构优化设计工作中应该做好各项工作，同时还要结

合实际情况进行改善，以此提高产品的质量。

1    机械结构设计概述

机械结构设计在世界各国如今都是创新的要点，因

为涉及领域广，带来了积极地正向影响。在近几十年内

我国的经济日益发展，科技水平也在日益提升，机械制

造行业、科学界以及国家都逐步意识到了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应用的广阔前景，在未来的开发设计应用中

大有可为。对此，国家和企业都很重视关于各个领域的

机械结构设计应用技术的推进革新。比如在航空研发、

生产制造等方面。随着国家对于机械结构设计应用的技

术革新推进，它所展现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被企业

关注到。机械制造业如今日益发展，也不再是传统的机

械制造业发展模式，对此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应用技

术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同时助力于其他领域的发展。

2    机械结构优化设计中的应用

2.1    设计过程综合多个学科
现阶段我国工业机械制造产品的开发与设计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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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过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其过程比较复杂，

在具体的设计和运用过程中会触及较多的专业知识，在

具体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个方面，同时还要结

合项目自身做好思考。很多机械结构的设计过程中需

要将对应的函数关系或是公式带入其中，在结合函数

变化做好方法的优化，以此将独立板块设定完善，相

关人员应该根据板块之间的联系进行结合，以此完成

最终的设计优化工作。下图为利用函数变量的钢筋改

进图，以供参考。

2.2    变速系统的优化设计
机械变速系统的实质是通过运动变速系统形成的两

种工作形式，这是对于机械自身性能的优化，一般情

况下分为以下几点。

（1）皮带传动类型的主动优化设计，此类变速系统

一般会用于小型的机床机械加工之中，在具体的运用

过程中为防止自身的齿轮出现问题，并减少噪声和振

动的问题。在该类型的变速系统优化过程中一般会配

备对应特征的主轴，通过变速系统的优化，提高机械

设备自身的运用效率，确保机械结构性能稳定，以此

图    钢筋改进

a) 改进前 b) 改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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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

（2）变速齿轮主传动的优化设计，在具体应用在不

同型号的机床生产中应该做好配置工作，以此确保减速

方法和输出的运用，这样能够满足当前输出需求，现

阶段很多小型机械设备中也会采用主轴这种配置方式，

能够较好地切削扭转，优化当前机械性能的整体设定。

（3）调速电机驱动下，主传统系统设计通过有效的

方法做好推动，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提

升主轴的刚度，以此确保性能得到全面优化，相关人

员还应该重视发热问题，以免影响到机床机械的主轴

加工精度。

2.3    主轴部件的优化设计
机械性能的优化中主轴部分是指数控击穿作用下

的主轴部件，主轴部件的优化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机

械自身的前后情况做好设定，然后采用不同的轴承结

构做好设定。在具体的支撑中双列轴承做好调整，以

推力球的形式做好二者的互相结合。在后续的支撑中

采用向心推力球轴承，主轴部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符

合当前的刚度需求，以此实现强力切削。在主轴的前

轴承中通过高精度推力球轴承，以此确保配置性能提

高，并在结构中确保运转速度，其运转速度可以达到 
4000r/min，而且轴承相对较小，只有在机械性能要求

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实现作用效果。在主轴部件配置

中一般会采用双列的形式构成，提供径向刚度，以便

于提高受重荷载，促使轴承在机床机械中能够承载较

大的荷载，灵活调整机床机械的设计。

3    机械结构设计展现的优势

3.1    机械结构设计应用简便、高效、安全
机械设计制造的自动化进行可以在程序的运作下，

指令操作更加清晰简洁。一方面，简化工作流程；另一

方面，使操作过程更加简单。对于现代已经推出的机

械设计制造自动化运行，可以优化工作流程，略过烦

琐的步骤，更快达成工作任务。相关技术人员可以在

基础的学习下完成简单的操作流程，更加高效地进行

自己的工作。另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在

正式应用之前，会经过大量的实践，代替人工完成危

险的工作，并在人工在操作过程中也足够安全，最大

程度保障了工作人员的健康。

3.2    降低人工成本，增加企业效率
对比传统的机械制造业，如今的机械制造业向自动

化趋势进行发展，可以更大程度地保障人员安全降低

人工成本。在固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任务量下，降低

了人工成本，提升了企业的效率。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根据科学的配比制造参数进行生产，对此不仅

解放了劳动力，并且使加工的产品更加精准，增加了

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传统的机械制造业中，对于操作

人员的生命安全并没有多大的保障，并且会受到伤害，

对于机械的故障也是操作人员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人

工检修，浪费人力和时间。如今，经过自动化技术的

保障，机械制造业不同于以往的危险，人员的安全系

数大幅度提升，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技术的完善

使得机械自动查验检修，延长了机械的使用寿命。

3.3    能源节约，保证合理减排
当今社会人口密度不断增大，自然资源也在不断减

少，世界各国都在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国家要进行

可持续性发展，就要落实本国的能源节约，合理减排的

理念。根据每一个阶段的社会变化来制定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应用的生产技术，融合能源节约的理念。

利用自动化技术的同时也可以有效结合科学应用和互

联网技术，将现如今应用的设备不断地提升优化。

4    机械结构设计提升策略

4.1    财力资金的支持，保障人才需求
技术的革命更新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对于机械及结构设计提升也要保障其经济基础，给予

研发人员资金的支持。我国的机械结构设计水平还处

于起步状态，生产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不小

的差距。因此需要引进高端的技术以及优秀的技术人

才，需要加大对于机械结构设计研发的资金投入。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研发要强调技术人才的地位，

保障人才的生活以及精神需求，为国家的机械化研发

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新鲜血液。例如人才的住

房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学术探讨的平台问题都需

要进一步地落实。对于人才的住房问题需要考虑到科

技人员的工作性质以及从事领域，时间距离都要有一个

合理的规划；对于学术的探讨应给予技术人员多次的交

流时间，只有思想的碰撞，才能够加快技术的创新研发。

4.2    完善行业政策，树立管理者正确观念
对于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有完善的政策保驾护航，

使企业在运行过程中稳定进行。完善行业规则可以让

员工对企业更加信任，减少了不必要的懈怠情绪，提

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减少了错误的发生。企业管理者不

但要肩负起企业的发展方向的决策问题还要时刻警醒

自己和企业是否有不规范的行为，坚决遵守行业规范。

另外，企业管理者要加强自身的能力，了解人员和物流

对于生产制造环节对于企业造成的影响。企业在进行

基础的技术创新、生产制造的同时企业管理者也应具

备长远的大局目光，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致力于企业

内部的联合发展，加强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交流。

机械零件的检测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同步

发展，使其迸发出更大的作用。企业管理者也要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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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中监督员工的专业技术学习，促进企业的全面

发展，提升企业的核心影响力。企业管理者要清楚各

个部门的优势以及能力，也要不断督促技术人员的学

习，对企业情况全面地了解，综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加

以实践和应用，加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的 
创新。

4.3    加强技术研发保障，提升自动化应用水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在各国都有着不同程

度的发展提升，我国也在努力，但是依旧有一定的差距。

对此，我国要加强对于技术的研发保障，提升自动化

应用水平。

其一，提升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技术水平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的发展，

并且数字化技术是不同领域交叉的结果，涉及领域多，

包含了计算机技术、制造技术、网络技术等内容。数

字化技术对于效率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要加

大数字化技术水平的研发。

其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技术

相互融合。要加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技术的

发展速度，就要将其与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在智能化

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信息以及资源的共享，在共享的

前提下开展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技术的创新，

会提高其效率。如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主要

工具，设计机械等也极大地依赖于计算机，所以计算

机技术的提升与机械设计创新关系密切。例如，利用

计算机技术设计以及制造一些虚拟的网络产品，将其

投入到市场中产生一定的收益。如今，机械设计制造

机器自动化不仅在实际的操作上进行运用，对于虚拟

商品也有一定的技术涉及。但是没有完全实现网络化，

所有产生一些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将先进的网络技术

融入到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中，不仅可以节

约时间，也会提升效率，让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应用技术借助于网络技术得以全面地实现自动化。

4.4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与环境长期协调发展
人类无论怎样发展都要建立在绿色环境的基础上，

如今对于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对人们的生活也造成了

影响，所以在进行创新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于绿色发

展的理念，实现环境协调发展。对于环境的规划要求

渐渐严苛，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能以环境为代价进行，

这样不仅破坏了生态，企业也不会长久地发展下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技术应与环境协调发

展，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进行，满足当代社会的发

展需求。企业在进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技术

的提升创新以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要重视环保技术的

开发并且实现对产品的绿色生产。同时也要制定产品

的检测，首先生产的产品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检测标准，

其次在技术能力范围之内最大程度的环节，实现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技术应用于产品的可持续化绿色发

展。对于企业生产产品的一系列流程，应在生产源头

就注重绿色材料的应用，不能为了企业的利益而忽视

环境的问题。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应用的绿色进

行，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保护环境，还可以跟环境形

成可持续性的循环发展，使得机械设计制造业长久地 
进行。

5    结语

综上所述，机械结构设计在现实中每个群众都会有

一定的接触，但可能对于其内容没有过多的了解。机

械结构设计帮助人们实现更加安全、更高效率、操作

更加简单。对于企业而言，机械结构设计可以使生产

变得更加科学与高效，同时减少了企业的成本，提升

了效率，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此，我国在大

力进行机械结构设计创新，不断吸引优秀的人才，保

障技术的不断革新。同时还要加深对于机械产品的深

入研究，对其内容展开深度分析与思考，并优化其产品，

推动我国机械产品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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