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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的反求设计
王志伟，孟玲琴

郭如连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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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进口机械设备及引进技术装备中关键零件生产的重要性，给出了设备分解、零

件测绘、尺寸处理、材料分析等反求技术的一般方法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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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企业引入了国外先进的设备或技术，对企
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部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但设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某些

（２）分解的零、部件按机器的组成进行编
号，并有专人保管。
（３）拆后不易复位的零件、过盈配合的零
件或有些特殊的组件可不进行分解。

失效零件需要更换．依靠进口，价格相当昂贵ｔ

（４）分解过程中要有分解记录。要特别注

增加生产成本。而引进的先进技术中，某些关键

意记录难拆的零件和有装拆技巧的零件的分解过

技术却掌握在技术输出方手中，如发动机中的凸

程，以减少恢复原机的困难。

轮轴、汽车后桥中的圆锥齿轮等。解决这些问

１．２零件测绘方法

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主生产和仿制直至创新，这

被测零件的形状下差万别，但按其在机械中
所起作用可分为联接、紧固、传动、密封和箱壳类

就需要靠反求设计来完成。
ｓｉｇｎ，简称ＲＤ）是

零件等。在测绘时要标明是否为标准件。测绘时

对已有的产品或技术进行分析研究．掌握其功能

要基本按比例画出零件草图，然后标注测量尺寸。

原理、零部件设计参数、材料、结构、尺寸、关键

尺司的测量对实物反求至关重要，在进行尺寸测

技术等指标，对原产品进行仿照设计、改进设计

量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反求设计（Ｒｅｖｅｒｓｅ

Ｄｅ

或创新设计。本文从形体尺寸分析、公差的确定

（１）选择测量基准。机械零件有两种尺寸，

以及材料的分析等三方面阐述了机械设备中零件

即表示零件基本形体相对位置的定位尺寸和表示

反求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零件基本形体大小的形状尺寸，定位尺寸确定后

１

零件形体尺寸反求设计
零件形体尺寸反求设计主要指在实物测绘基

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确定零件形体尺寸。在进

才能确定形体尺寸。一般可选择零件的底商、端
面、中心线、轴线或对称面为尺０＋基准。
（２）关键零件的尺寸要进行多次测量，取其
平均值为测量尺、Ｊ。

行测绘之前。应备齐产品说明书、维修手册等有

（３）对配合尺寸、定位尺寸等功能性尺寸要

关资料，为反求设计作前期准备工作。另外还

测量到小数点后三位数字，没有公差的非功能性

要收集与测绘有关的资料，如机器的装配与分解

尺寸，仅测量到小数点后一位数字即可。

方法、典型零件的画法、标准件资料、制图以及

（４）测量具有复杂形面的零件时（如汽轮

国家标准等。

机叶片、凸轮轮廓等），要边测量边画放大图，以

１．１机械设备的分解

检查测量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修正测量结果。

在测绘之前，首先要对机械进行分解，以便
进行尺寸测量。在分解时要注意以下原则：
（１）遵循“能恢复原机”的原则进行拆机。

（５）有些不能赢接测量到的尺虮要根据产
品性能、技术要求、工作范围等条件，通过分析汁
算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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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实测尺寸数据处理

件装配和整机的工作性能。零件的公差一般是不

实测尺寸不等于原设计尺寸，需要从实测尺
寸推论出原设计尺寸。假设所测零件尺寸均为合

能测量的，只能通过反求设计来解决。
２

１配合公差的反求

格的尺寸，实测值一定是图样上规定的公差范围

在式（３）和式（６）中，实恻值是知道

内的某一数值，即：实测值＝基本尺寸±制造误

的，基本尺寸可以计算出来，故两者的差值是可

差±测量误差。制造误差与测量误差之和，必定

求的，并由两者的差值查阅公差表。根据基本尺

小于或等于给定的公差，故实测值应在最大和最

寸，选择配合精度，按两者差值小于或等于所对

小极限尺寸之间。又根据概率统计原理，零件尺

应公差一半的原则，最后决定出公差的精度等级

寸的制造误差与测量误差的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

和对应的公差值。

布规律，尺寸误差位于公差中值的概率最大，这

２．２形位公差的反求

是处理实测数据的基础。对于国外设备的英制标
准产品，也可参照上述方法处理。对于一些重要
的配合尺寸，还要把实测尺寸分解为基本尺寸和

根据对零件的实测结果选择形位公差时，要
注意以下原则：
（１）确定同一要素上的形位公差时，形状

公差值。在确定基本尺寸时，首先要判别是基孔

公差值要小于位置公差值。要分清两者的关系，

制配合还是基轴制配合。基孔制配合的孔的上偏

如要求两平面平行时，其平面度公差值要小于平

差ＥＳ为正值，下偏差ＥＩ为零。而基轴制配合轴的

行度公差值。
（２）圆柱类零件的形状公差值在一般情况

上偏差ｅｓ为零．下偏差ｅｉ为负值，见图１。
假如实测尺寸为基本尺寸与公差中值之和，

下应小于其尺寸公差值。

则孔或轴的基本尺寸应满足下面不等式。

（３）形位公差值与尺寸公差值相适应。

基孔制：

（４）形位公差值与表面粗糙度相适应。粗糙
度很大，一般无形位公差要求。

孔的基本尺寸＜孔的实测尺寸

（１）

轴的基本尺寸＜孔的实测尺寸

（２）

（５）选择形位公差时，要考虑到加工方法。依

孔的实测值～基本尺寸≤ｌ／２孔公差（ＩＴｌｌ

据上述几个原则，最后根据零件的功能、实测尺

（３）

级）

寸、加工方法，参照国家标准，选择出合理的形
位公差。

基轴制：
轴的基本尺寸＞轴的实测尺寸

（４）

孔的基本尺寸＞轴的实测尺寸

（５）

机械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可用粗糙度仪较准确

基本尺寸一轴的实测值≤ｌ／２轴公差（ＩＴｌｌ

地测量。测量出来后，再根据零件的功能、实测

（６）

级）

２．３表面粗糙度的反求

值、加工方法，参照国家标准，选择出合理的表面
粗糙度。

３零件材料的反求设计
零件材料的选择与热处理直接影响到零件的
强度、刚度、寿命、可靠性等指标，是机械设计中
（ａ）基孔制

（ｂ）基轴制

图１配台基制

的重要问题。
３．１材料成分分析

在处理基本尺寸小数点后面两位的尾数时，

材料的成分分析是指确定材料中的化学成

可按国际数字修约规则“四舍六入五单双”的原

分。对材料的整体、局部、表面进行定性分析或定

则处理尾数。逢四则舍，逢六则进，遇五以保证

量分析时，可通过以下手段：

偶数的原则决定台进。对于轴孔类零件的公差
值，可按公差标准选择。

２公差的反求设计
机械零件尺寸公差确定的优劣，直接影响部

万方数据

（１）火花鉴别法。根据材料与砂轮磨削后
产生的火花定性判别材料的成分。
（２）音质判别法。根据敲击材料声音的清
脆不同，判别材料的成分。如铸铁音质哑，钢材的
音质脆、余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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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般情况下，利用喷丸、滚压等表面形变

（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可通过几毫

硬化手段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０．１５～Ｏ．３ｍ。利用

克～几十毫克的粉末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

高频淬火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Ｏ．２～１．５ｍｍ。利用

（４）红外光谱分析法。该方法多用于橡
胶、塑料等非金属材料的成分分析。

渗碳淬火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Ｏ．８～１．５ｍｍ。利用
碳氮共渗形成的硬化层约为Ｏ．５～Ｏ．８Ｍ。

（５）化学成分分析法。该方法是金属材料常
用的定量分析法，可根据分析结果从有关手册上

通过上述对材料的分析，结合我国国产材料

查取材料的牌号。

的具体性能，可选择合适的代用品。

（６）微探针分析法。该方法是最近发展起来

４结束语

的材料表面成分的分析方法，利用电子探针、离

在反求设计中，最重要的是创新，没有创新

子探针等仪器对材料的表面进行定性分析或定量
分析。

就不会发展。通过反求设计，企业可以节省大量

３．２材料的组织结构分析

资金，同时也可以提高自身科研水平，特别是对

材料的组织结构分析是指材料的宏观组织结

机器中关键零件的反求，这是反求的重点，也是难

构和微观组织结构。进行材料的宏观组织结构分

点。对机器中关键零件的反求成功，技术上就会

析时，可用放大镜观察材料的晶粒大小、淬火硬

有突破，就会有创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层的分布、缩孔缺陷等情况。利用显微镜可观察

家，从技术和资金方面考虑，引进发达国家先进

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

的技术或产品，然后进行反求设计，仿造或创新设

３．３材料的工艺分析

计更新的产品，对发展国民经济大有益处。

材料的工艺分析是指材料的成形方法。铸
造、锻压、挤压、烧结、焊接、机加工和热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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