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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简要介绍和分析了化工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受力,受力构件的变形规律及

其强度、刚度和稳定条件,常用材料,传动装置,容器、塔设备及反应釜的机械设计

方法等内容。本书内容丰富,涉及学科面广,且结合工程实际。配图严谨而且形

象,表达流畅、深入浅出。书中所引用的规范和标准采用最新颁布的国家级和部级

标准。

本书适合化学工艺和化学工程专业及其他有关专业作教材,也可供有关的工

程技术人员学习与参考。





三 版 前 言

本书出版以来,印数已逾十万,深受读者欢迎,可能是因本书在理论知识结合工程设计

实践;配图严谨并求形象;文字表达力图深入浅出等方面作出了努力的缘故。本版修订时,
引进了最新的技术标准及其有关内容,采用了大量的最新信息。但限于编者的水平,难免有

待改进之处。本版修订工作由汤善甫主要负责,并重新编写了第七章内容。潘红良、陈建

钧、魏大妹参与全书修订工作。
编 者

2015年2月

再 版 前 言

本书出版至今已有13年,承蒙读者厚爱,已重印了六次,仍不敷应用。考虑到历时已

久,不少内容应予以更新。出版社与编者决定本书修订后再版。本书第1至7章由朱思明

主持修订,第8至18章由汤善甫主持修订。修订过程中得到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潘

红良、郑丽华、陈珏的大力协助。潘红良、郑丽华参与了全书的修订,陈珏参与了第7章的修

订。全书仍由汤善甫统编。本书修订宗旨仍以实用为主,以典型化工设备的机械设计为纲,
介绍有关基础知识、设计方法、设计规范及必须的最新设计资料。本书不仅可以满足有关专

业的课堂教学与课程设计的应用,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在设计工作中使用与参考。书

中的不妥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04年12月

初 版 前 言

本书是按化学工艺、化学工程类专业以及其他相近的非机械类专业,对化工设备的机械

知识和设计能力的要求而编写的。全书包括静力学、材料力学、化工设备常用材料、传动零

件及减速机、常压和低压容器设计、化工设备常用零部件和典型化工设备的设计方法等内

容。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选用。第17、18章可供课程设计教学使用。一至二周的课程设

计,一般可进行其中一章的讲授,进行一个典型设备的结构设计与装配图绘制。
本书第1至7章由朱思明编写;第9章由丁永平编写;第8章和第10至18章由汤善甫

编写。习题部分第1至7章由吴圣清、丁永平编写;第8至13章由应曰中、汤善甫编写;第
14至18章由汤善甫、张永贞编写。全书由汤善甫统稿。

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华东化工学院化机研究所琚定一、王允昌,上海医药设计院戴季

煌、王文惠以及华东化工学院化工设备机械基础教科组全体同志的大力协助,特此一并致

谢!
编 者

1992年9月





目  录

1 零部件受力分析 (1)…………………………………………………………………………

 1.1 受力分析概述 (1)………………………………………………………………………

 1.2 约束、约束反力与受力图 (2)……………………………………………………………

 1.3 平面汇交力系的合成和平衡条件 (7)…………………………………………………

 1.4 平面力偶系的合成和平衡条件 (11)……………………………………………………

 1.5 平面一般力系的合成和平衡条件 (14)…………………………………………………

 习题 (19)………………………………………………………………………………………

2 拉伸与压缩 (26)………………………………………………………………………………

 2.1 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 (26)………………………………………………………………

 2.2 拉伸和压缩 (30)…………………………………………………………………………

 2.3 材料的力学性质 (39)……………………………………………………………………

 2.4 简单拉、压的超静定问题 (51)…………………………………………………………

 习题 (54)………………………………………………………………………………………

3 平面弯曲 (57)…………………………………………………………………………………

 3.1 弯曲变形的实例和概念 (57)……………………………………………………………

 3.2 直梁弯曲的内力分析 (59)………………………………………………………………

 3.3 平面弯曲的应力计算 (66)………………………………………………………………

 3.4 平面弯曲的变形———挠度和转角 (77)…………………………………………………

 3.5 超静定梁 (85)……………………………………………………………………………

 3.6 型钢表 (87)………………………………………………………………………………

 习题 (92)………………………………………………………………………………………

4 剪切与扭转 (96)………………………………………………………………………………

 4.1 剪切构件的受力与变形特点 (96)………………………………………………………

 4.2 剪切和挤压的实用计算 (97)……………………………………………………………

 4.3 扭转变形的概念 (100)…………………………………………………………………

 4.4 传动轴外力矩的计算 (100)……………………………………………………………

 4.5 纯剪切 剪切虎克定律 (101)…………………………………………………………

 4.6 圆轴扭转时横截面上的内力和应力 (103)……………………………………………

 4.7 圆轴扭转时的强度条件 (106)…………………………………………………………

 4.8 圆轴的扭转变形与刚度条件 (109)……………………………………………………

 习题 (110)………………………………………………………………………………………

5 复杂应力情况下的强度计算 (113)…………………………………………………………

 5.1 应力状态的概念 (113)…………………………………………………………………



 5.2 二向应力状态分析 (114)………………………………………………………………

 5.3 三向应力状态下一点的最大剪应力 (116)……………………………………………

 5.4 广义虎克定律 (117)……………………………………………………………………

 5.5 强度理论简介 (117)……………………………………………………………………

 5.6 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120)……………………………………………………………

 习题 (122)………………………………………………………………………………………

6 压杆的稳定性 (125)…………………………………………………………………………

 6.1 压杆稳定性的概念 (125)………………………………………………………………

 6.2 临界压力的确定 欧拉公式 (126)……………………………………………………

 6.3 欧拉公式的适用范围 中长杆和粗短杆的计算 (128)………………………………

 6.4 压杆稳定性的实用计算 (130)…………………………………………………………

 6.5 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134)…………………………………………………………

 习题 (135)………………………………………………………………………………………

7 化工设备材料 (138)…………………………………………………………………………

 7.1 概述 (138)………………………………………………………………………………

 7.2 铸铁 (138)………………………………………………………………………………

 7.3 钢的热处理 (139)………………………………………………………………………

 7.4 碳素钢 (149)……………………………………………………………………………

 7.5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153)……………………………………………………………

 7.6 合金钢 (155)……………………………………………………………………………

 7.7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166)………………………………………………………………

 7.8 非金属材料 (169)………………………………………………………………………

 习题 (172)………………………………………………………………………………………

8 V带传动 (174)………………………………………………………………………………

 8.1 概述 (174)………………………………………………………………………………

 8.2 带传动的基本理论 (177)………………………………………………………………

 8.3 V带传动的设计计算 (184)……………………………………………………………

 8.4 V带轮的结构及张紧装置 (186)………………………………………………………

 习题 (190)………………………………………………………………………………………

9 齿轮传动 (191)………………………………………………………………………………

 9.1 概述 (191)………………………………………………………………………………

 9.2 齿廓啮合基本定律和渐开线齿廓的特点 (192)………………………………………

 9.3 直齿圆柱齿轮的各部分名称及基本尺寸 (195)………………………………………

 9.4 渐开线齿轮的啮合 (198)………………………………………………………………

 9.5 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原理、根切现象和传动精度 (199)…………………………………

 9.6 齿轮的失效形式和材料选择 (202)……………………………………………………

 9.7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205)………………………………………………………………

 9.8 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208)………………………………………………

 9.9 直齿圆锥齿轮传动 (222)………………………………………………………………

·2·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9.10 齿轮的结构 (225)………………………………………………………………………

 习题 (228)………………………………………………………………………………………

10 蜗杆传动 (229)………………………………………………………………………………

 10.1 概述 (229)………………………………………………………………………………

 10.2 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 (230)……………………………………………………………

 10.3 蜗杆传动的几何尺寸计算和受力分析 (233)…………………………………………

 10.4 蜗杆传动的失效、材料与结构 (235)…………………………………………………

 习题 (236)………………………………………………………………………………………

11 轴与联轴器 (237)……………………………………………………………………………

 11.1 概述 (237)………………………………………………………………………………

 11.2 轴径的计算 (238)………………………………………………………………………

 11.3 轴的材料与结构 (239)…………………………………………………………………

 11.4 联轴器的类型与性能 (241)……………………………………………………………

 11.5 联轴器的选择 (246)……………………………………………………………………

 习题 (247)………………………………………………………………………………………

12 轴承 (248)……………………………………………………………………………………

 12.1 概述 (248)………………………………………………………………………………

 12.2 滑动轴承的结构与材料 (248)…………………………………………………………

 12.3 滑动轴承的润滑与验算 (252)…………………………………………………………

 12.4 滚动轴承的结构、类型及代号 (255)…………………………………………………

 12.5 滚动轴承的选择和组合 (260)…………………………………………………………

 习题 (262)………………………………………………………………………………………

13 轮系及减速机 (263)…………………………………………………………………………

 13.1 概述 (263)………………………………………………………………………………

 13.2 定轴轮系 (264)…………………………………………………………………………

 13.3 动轴轮系 (266)…………………………………………………………………………

 13.4 齿轮和蜗杆减速机 (268)………………………………………………………………

 13.5 行星减速机 (272)………………………………………………………………………

 习题 (275)………………………………………………………………………………………

14 内压容器设计 (276)…………………………………………………………………………

 14.1 概述 (276)………………………………………………………………………………

 14.2 容器的受力分析 (279)…………………………………………………………………

 14.3 内压薄壁壳体的厚度设计 (286)………………………………………………………

 14.4 内压封头的厚度设计 (299)……………………………………………………………

 习题 (306)………………………………………………………………………………………

15 外压容器设计 (308)…………………………………………………………………………

 15.1 概述 (308)………………………………………………………………………………

 15.2 外压薄壁圆筒的厚度设计 (308)………………………………………………………

 15.3 外压凸形封头的厚度设计 (315)………………………………………………………

·3·目  录



 15.4 加强圈的设计 (316)……………………………………………………………………

 习题 (320)………………………………………………………………………………………

16 化工设备通用零部件 (321)…………………………………………………………………

 16.1 概述 (321)………………………………………………………………………………

 16.2 筒体和封头 (322)………………………………………………………………………

 16.3 法兰联结 (328)…………………………………………………………………………

 16.4 设备的支座 (346)………………………………………………………………………

 16.5 设备的开孔与附件 (353)………………………………………………………………

 16.6 容器设计举例 (361)……………………………………………………………………

 16.7 容器设计中的几种强度失效准则 (363)………………………………………………

 习题 (364)………………………………………………………………………………………

17 塔设备的机械设计 (366)……………………………………………………………………

 17.1 概述 (366)………………………………………………………………………………

 17.2 载荷分析及应力计算 (366)……………………………………………………………

 17.3 塔体的强度及稳定性验算 (370)………………………………………………………

 17.4 裙座设计 (372)…………………………………………………………………………

 17.5 蒸馏塔机械设计举例 (377)……………………………………………………………

 17.6 板式塔的结构设计 (383)………………………………………………………………

 习题 (401)………………………………………………………………………………………

18 反应釜的机械设计 (403)……………………………………………………………………

 18.1 概述 (403)………………………………………………………………………………

 18.2 反应釜的釜体设计 (405)………………………………………………………………

 18.3 反应釜的搅拌装置 (412)………………………………………………………………

 18.4 反应釜的传动装置 (421)………………………………………………………………

 18.5 反应釜的轴封装置 (432)………………………………………………………………

 习题 (440)………………………………………………………………………………………

·4·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零部件受力分析

设计化工、炼油设备时,必须按照安全、经济、可靠的原则来确定设备及零部件的截面尺

寸,例如筒体厚度、螺栓直径、型钢规格等。由于设备及零部件在工作时都要受到各种各样

的外力作用,因此,在确定设备及零部件的截面尺寸时,必须首先进行受力分析,以便为后面

的设计计算提供可靠的基础。本章讨论设备及零部件(以下统称为构件或简称为物体)在外

力作用下的受力分析和基本计算方法。由于化工、炼油设备大多数是静置设备,因此,本章

所讨论的受力分析对象主要是静置状态的构件。

1.1 受力分析概述

下面举例说明什么是受力分析,以及为什么要进行受力分析。

图1 1

塔设备是化工、炼油厂主要生产设备之一,由
于比较高大,常常安装在室外。塔设备除了自身

重力W 以外,还受到很大的风力q(图1 1(a))。
塔设备之所以不下沉或不被大风刮倒,是由于塔

底部有坚实的基础和埋得很深的基础螺栓在起作

用。下面分析一下塔设备究竟受到哪些外力(图

1 1(b)):
(1)塔设备自身的重力W;
(2)风力q;
(3)基础对塔底的反作用力 Ny,力 Ny 把塔

设备托住;
(4)基础螺栓对塔设备所产生的力矩M 和横

向阻力Nx,使塔设备既不会被风吹倒,也不会移

动。
由以上分析可知,塔设备上作用着W、q、Nx、

Ny 和M 五个力和力矩;其中W、q可以从设计条件估算或从设计规范中查出,因此是已知

力;而Nx、Ny 和M 是待求的未知力和力矩。通过塔设备处于“平衡状态”(相当于静置状

态)的特定条件,并根据下面将要介绍的静力平衡方程,可以比较简便地由已知力求解这三

个未知力和力矩,从而把塔设备底部的受力情况分析清楚。然后就可以根据下一章将要介

绍的强度条件计算出:
(1)受风力q和Ny 力作用的塔底座圈应选用多大的尺寸;
(2)受力矩M 作用的基础螺栓要选用多大的直径;
(3)由已知的设计压力p、风力q和塔设备的重力W,确定塔体的厚度。



通过这个例子对受力分析的基本内容和处理方法所作的概略介绍,可以初步看出,学习

受力分析时应着重讨论:
(1)物体平衡的概念和静力平衡的基本规律;
(2)如何运用静力平衡的规律,由已知力求出未知力。

1.2 约束、约束反力与受力图

化工、炼油设备都是安装在一定的基础上,或与其他设备有着某种形式的联系,如卧式

贮槽安放在鞍式支座上,支座又用基础螺栓牢固地安装在地基上;又如管道安放在管架上。
于是,这些贮槽、管道就不能任意运动。工程上把对于某一构件的活动起着限制作用的其他

物体叫作约束。例如鞍式支座和基础(包括基础螺栓)是卧式容器的约束。约束之所以能限

制构件的运动是由于约束有力作用在被约束的构件上,这种作用力,称为约束反力,简称反

力。工程上把能使物体发生运动或运动趋势的力叫作主动力。例如作用在塔设备上的风

力、重力等。显然,约束反力是一种被动力,是由于有了主动力的作用才引起的。作用在构

件上的力,从运动与约束的观点考虑可分为主动力和约束反力两大类。我们对物体进行受

力分析,就是在已经确定的主动力作用下,求出约束反力的大小和方向。
为了使物体受力情况的分析能清晰地表达出来,需要把所分析的物体(即研究对象)从

跟它发生联系的周围物体中分离出来。这个被分离出来的研究对象称为分离体。为了不改

变分离体的受力情况,就必须把作用在分离体上的全部作用力———主动力及周围约束对分

离体作用的约束反力都画出来。这样画出的物体受力简图就称为受力图。适当地选取分离

体,正确地画出受力图是进行受力分析的主要前提。下面举例说明受力图的画法(图1 2)。

图1 2

贮槽安装在支座A、B上,支座A、B是贮槽的约束(图1 2(a))。作贮槽的受力图时,
先将贮槽的约束———支座A、B去除,也即使贮槽从周围的约束中分离出来。画上作用于贮

槽的主动力W,加上约束反力NA、NB,即得贮槽的受力图(1 2(b))。
上面已说过,进行受力分析的主要任务是求出在已知的主动力作用下,物体所受的约束

反力;而约束反力的大小、方向又与物体所受的约束具体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约束的类型

不同,所产生的约束反力也不同。下面介绍工程上常见的几种约束形式和确定约束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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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柔性物体约束

这类约束是从绳索、链条、皮带等一类柔性物体抽象出来的。这类约束的特点是只能限

制物体沿这些物体被拉直的方向运动。因此,约束反力只能是拉力,而不能是压力,因为柔

性物体受压时已失去约束的作用,而不能阻碍物体的运动。起重机起吊重物用的钢索(图

1 3),栓灯的绳子(图1 4)都属这一类约束。约束反力的作用线沿着被拉直的柔性物体的

中心线,指向总是背着被约束物体运动(或运动趋向)的方向,如图1 3(b)、图1 4(b)所
示。

图1 3 图1 4

2.光滑面约束

当两个物体的接触面比较光滑或有良好的润滑时,接触面间的摩擦力很小,可以忽略不

计,这类约束叫作光滑面约束。这种约束只能阻止物体沿着接触点的公法线而趋向支承面

的运动,但不能阻止物体离开支承面和在支承面的切平面内的运动。因此,约束反力应通过

接触点,并沿公法线,指向与物体被阻止运动的方向相反(即恒指向被约束物体)。例如车轮

与轨道接触时(图1 5)若不计与钢轨的摩擦,则钢轨可视为光滑面约束。车轮在主动力W
作用下有向下运动的趋势,而约束反力N 则沿公法线且铅直向上。再如圆筒形容器在拼装

过程中搁在托轮上(图1 6),容器与托轮分别在点A、B 处接触,托轮作用于容器的约束反

力NA 和NB 分别沿接触点的公法线,即沿圆筒形容器的半径方向,指向圆心O。

图1 5 图1 6

3.固定铰链约束

圆柱形铰链是最常见的一种约束。这种约束最简单、最典型的结构形式是在被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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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构件的圆孔内插入一个光滑的圆柱形销钉组成。常见的门窗铰链就是圆柱形铰链。若把

构成圆柱形铰链的其中一个构件固定在基础、支架或机架上,这样的圆柱形铰链叫作固定铰

链支座(图1 7)。由图1 7(a)、(b)可以看出,销钉的约束作用是阻止物体在与销钉的轴线

相垂直的平面内沿任何方向移动。由于杆件1可绕销钉转动,所以杆件与销钉的接触点m
的位置也是随着杆件受力情况的不同而相应地改变,因此约束反力 N 的指向也跟着变动。
为了便于分析,通常用互相垂直的两个分力Nx、Ny 代表方向待定的约束反力N。固定铰链

支座约束的计算简图如图1 7(c)或图1 7(d)所示。

图1 7

4.辊轴支座约束

化工、炼油厂的某些管道、卧式容器,为了适应较大的温度变化使之能相应地伸长或收

缩,常在其中一个支座与基础接触面之间装有几个辊轴,使这个支座可以沿着管道或容器的

轴向自由移动(图1 8(a))。所以辊轴支座约束的特点是只限制支座沿垂直于支承面方向

的运动,因而在不计摩擦的情况下,约束反力的指向必定垂直于支承面,并通过铰链中心,指
向被约束物体。如图1 8(b)、(c)都是辊轴支座约束的计算简图。

图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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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定端约束

图1 1所示的塔设备底部的约束和图1 9所示插入建筑结构内部的悬臂式管架的约

束属于固定端约束。固定端约束的特点是,构件的一端嵌入基础或建筑物内部使连成一体,
完全固定着,既不允许构件做纵向或横向移动,也不允许构件转动。要达到这样的约束效

应,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存在三个约束反力。今以受风力q作用的塔设备底部固定端约束为

例,它的三个约束反力可用图1 1(b)所示的 Nx、Ny 和M 表示。Nx 限制塔设备沿水平方

向移动的趋势,Ny 限制塔设备向下运动的趋势,M 限制塔设备由于风力引起倾覆的趋势(即
限制转动的趋势)。

图1 9

取给定物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因约束反力是随着给定物体施于约束的力同时

产生的,二者互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若不把给定物体和约束分开,约束反力就无法表示出

来。为了清楚地表示给定物体的受力情况,就必须假想将约束解除,而以相应的约束反力来

代替约束的作用,这就是所谓解除约束原理。解除约束后的物体,称为分离体。作用在分离

体上的力一般有两种,即主动力和约束反力。表示分离体及其所受之力的图称为受力图。
在初步了解几种常见的约束及其反力的性质以后,就可以讨论如何对所研究的物体画受力

图了。下面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受力图的作法。
例1 1 当用手去打开图1 10所示人孔盖时,设手中所用力为F,并与铅垂线成30°

角,盖子重力已知为W,试画人孔盖的受力图。

图1 10

解 图1 10所示的人孔盖与支承物孔体是用销钉联结的,当人孔盖正在打开时,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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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有绕销钉转动的趋势。此时,盖上共受到三个力的作用:两个主动力F 和W,一个约束反

力N。由于N 的大小和方向未知,可用两个分力Nx 和Ny 表示。
例1 2 墙式起重装置由横梁AB和拉杆CD组成机架,其结构简图如图1 11(a)所

示。在B处有一小滑轮,吊索的一端经滑轮与重物 W相连。拉动吊索另一端时,重物 W 则

等速上升。A、C、D三处均可视为固定铰链约束。略去机架和小滑轮的质量,试画出横梁

AB和拉杆CD的受力图。

图1 11

解 取拉杆CD为分离体。拉杆上除了C端和D端用铰链约束外,没有其他外力,而且

是处于静止状态。按静力平衡条件,拉杆CD两个受力点上的力一定作用在两点的连线上,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其受力图如图1 11(b)所示。关于这类仅受二力作用,处于平衡状态

的构件,在受力分析中称为“二力构件”,在画一个结构中的构件受力图时,对于二力构件应

先进行分析。
再取横梁AB为分离体。横梁上作用着主动力2W 和A、D两处的约束反力。其中A

端为固定铰链约束,其约束反力可用通过圆孔平面中心,沿 X 轴和Y 轴方向的两个分力

NAx和NAy来表示。NAx、NAy的方向在没有把握准确判断的情况下,首先假定为图1 11(c)
所示,若假定反了,其计算结果将出现负值,从而可加以纠正。铰链D处的约束反力T'与拉

杆CD(图1 11(b))所受约束反力T 是互为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因此,其作用方向亦可确定

下来(图1 11(c))。
下面将受力图的画法和注意事项概述如下:
(1)首先将要研究的对象物体取作分离体,解除约束,与其他物体分离开来;
(2)先画作用在分离体上的主动力,再在解除约束的地方画约束反力;
(3)画约束反力时要充分考虑约束的性质,如固定铰链约束,一般可画一对位于约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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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互相垂直的约束反力,但若属于二力构件,则应按二力构件特点画约束反力;
(4)在画物系中各物体的受力图时,要利用相邻物体间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

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中一个力的方向已确定(或假定)时,另一个力的方向也随之而定;
(5)柔性约束对物体的约束反力只能是拉力,不能是压力。

1.3 平面汇交力系的合成和平衡条件

受力图是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和计算的基础,在画出物体受力图的基础上,接着的问题

是对作用在物体上的外力进行计算。
作用于物体的一群力称为力系。如果作用在物体上诸力的作用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

汇交于一点,则这种力系称为平面汇交力系。例如起吊筒体的吊钩上作用的就是这种力系

(图1 12)。平面汇交力系是一种基本力系,也是工程上常见的较为简单的力系。

图1 12

1.3.1 平面汇交力系的合成

图1 13

1.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

从物理学我们知道:作用在物体的某一点上的

两个力,其合力也作用于同一点,其大小与方向可以

用此两力为邻边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来表示(图

1 13)。用式子表示即为

R=F1+F2 (1 0)
式中的“+”号已不是代数中相加的符号,而是表示

用平行四边形规则求合成力,实质上它是矢量的几

何加法。式(1 0)也可看作力R 沿F1 及F2 指向

的分解,换句话说,力的分解也要按平行四边形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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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力的合成只能有一个合力,但一个力分解为两个分力时,却可能有无数种解答,具
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将一个力分解为两个互相垂直的分力。在工程实际运算中,一般都将

作用力按直角坐标系的坐标轴方向分解,然后进行运算,这样可以避免许多繁复的计算。力

沿坐标轴分解后的数值,可用投影法计算,如图1 14所示。设有一力F 作用在A 点,力的

大小及方向(力与X 轴的夹角θ)为已知,则由三角学得知

F 力在X 轴上的分力 Fx=F·cosθ (1 1)

F 力在Y 轴上的分力 Fy=F·sinθ (1 2)

图1 14

由图1 14可知,F 力在X 轴上的投影ab,
其值与 Fx 的大小相同;F 力在Y 轴上的投影

a'b',其值与Fy 的大小相同。因此得知F 力在

X 轴和Y 轴上分力Fx 和Fy 的大小,也可以用其

在X 轴和Y 轴上的投影来表示,即

Fx=F·cosθ=ab (1 3)

Fy=F·sinθ=a'b' (1 4)
在力的方向不同时,其分力的方向与坐标轴

同向或反向(图1 15),我们以正负号区别,并规

定分力与坐标轴同向者为正,反向为负。
若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已知,则F 力的数值

和方向亦可求得。从图1 14可推得

F= F2x+F2y (1 5)

及 tanθ=Fy

Fx
(1 6)

图1 15 图1 16

2.合力投影定理

设物体上作用着汇交的两个力F1、F2,它们的合力为R,现在要寻求力F1、F2 与合力R
在投影方面的关系。设AB 和AC 分别表示力F1 和F2(图1 16)。根据投影定义,得

F1x=ab,    F1y=a'b',

F2x=ac,    F2y=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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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表示F1 和F2 的合力R,它在坐标轴上的投影为

Rx=ad,    Ry=a'd'
由图1 16可见

AC∥BD,    AB∥CD,

AC=BD,    AB=CD
故 Rx=ad=ab+bd=ab+ac=F1x+F2x

Ry=a'd'=a'c'+c'd'=a'c'+a'b'=F1y+F2y
显然,上述方法可以推广到任意多个汇交力的情况。设有n个力汇交于一点,它们的合

力为R,则
Rx=F1x+F2x+…+Fnx=∑Fx

Ry=F1y+F2y+…+Fny=∑Fy
} (1 7)

图1 17

式(1 7)就是合力投影定理的表达式。它表示:力系

的合力在某一坐标轴上的投影等于力系的各个力在同一坐

标轴上投影的代数和。由投影Rx、Ry 就可求合力R 的数

值(图1 17),

R= R2
x+R2

y= (∑Fx)2+(∑Fy)2 (1 8)
其方向可由合力作用线与X 轴的夹角θ表示(图1 17):

tanθ=Ry

Rx
=∑Fy

∑Fx
(1 9)

1.3.2 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条件

若作用于物体上的力系的合力为零,则该力系将不引

起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也即该力系是平衡力系。从式(1 8)可知,平面汇交力系保持平衡

的必要条件是

R= (∑Fx)2+(∑Fy)2=0
此时该力系对物体没有外效应,为此,必须是

∑Fx=F1x+F2x+…+Fnx=0
∑Fy=F1y+F2y+…+Fny=0} (1 10)

所以,平面汇交力系平衡条件是:力系的各个力在互相垂直的两个坐标轴上投影的代数

和都等于零。式(1 10)是平面汇交力系平衡条件的表达式,称为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方

程。在求解平面汇交力系问题时,常用到这个公式。
例1 3 圆筒形容器重力为G,置于托轮A、B上,如图1 18(a)所示,试求托轮对容器

的约束反力。
解 取容器为研究对象,画受力图(见图1 18(b))。托轮对容器是光滑面约束,故约束

反力NA 和NB 应沿接触点公法线指向容器中心,它们与Y 轴的夹角为30°。由于容器重力

也过中心O 点,故容器是在三力组成的平面汇交力系作用下处于平衡,于是有

∑Fx=0    NAsin30°-NBsin30°=0
∑Fy=0    NAcos30°+NBcos30°-G=0

解之得 NA=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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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NA=NB= G
2cos30°=0.58G

可见,托轮对容器的约束反力并不是G/2,而且两托轮相距越远,托轮对容器间的作用力越大。

图1 18

例1 4 某化工厂起重用的吊架,由AB和BC两杆组成(见图1 19(a)),A、B、C三处

均为铰链连接。在B处的销钉上装有一个小滑轮,它的质量和尺寸都可略去不计,吊索的一

端经滑轮与盛有物料的铁筒相连,设筒和物料重W=1.5kN。吊索的另一端绕在卷扬机绞

盘D上。当卷扬机开动时,铁筒即等速上升。略去杆重,求AB和BC杆所受之力。

图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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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先取AB和BC杆为分离体,绘受力图如图1 19(b)。再取小滑轮为分离体,绘受

力图。因为滑轮是光滑的,可不考虑摩擦。重物W 用吊索经过滑轮与卷扬机联结,当物料

匀速上升时,吊索中的拉力就等于筒和物料重,T=W。AB和BC杆都是二力杆,它们对滑

轮的约束反力NAB和NBC分别沿两杆的轴线,如图1 19(c)。因 NAB、NBC、T、W 各力成一

个平面汇交力系,B是它们的共同作用点,在B建立一个坐标系。根据静力平衡条件得

∑Fx=0,    -NABcos30°-NBC-Tcos45°=0
∑Fy=0,    NABsin30°-Tsin45°-W=0

已知 T=W
解出NAB和NBC得

          NAB=W(1+sin45°)
sin30° =1.5×

(1+0.707)
0.5 =5.12kN

          NBC=-NABcos30°-Tcos45°
=-5.12×0.866-1.5×0.707
=-5.49kN

式中负号说明NBC的指向与图中假定者相反,即BC杆所受到的不是拉力,而是压力。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平面汇交力系平衡问题的解题方法概述如下:
(1)根据题意,取适当的物体为分离体,进行受力分析,画出受力图。若约束反力的指

向不能预先判明时,可以进行假定。
(2)在力系的汇交点,选取适当的坐标系。选取坐标系时应尽量使力的投影计算简便。

一般应使坐标轴与较多的力平行或垂直。
(3)根据平衡条件∑Fx=0,∑Fy=0,列出平衡方程式,从而解出所求的未知量。

1.4 平面力偶系的合成和平衡条件

图1 20

1.4.1 力偶

在工程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个物体上

受到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不共作用线

的平行力。化工厂中徒手开启和关闭管道

阀门时,操作工人经常用一对上述的平行

力转动手轮便是一例(图1 20)。这一对

平行力称为力偶,通常用(F、F')表示。力

偶对物体的作用是引起物体的转动。凡能

主动引起物体转动状态改变或有转动状态

改变趋势的力偶称为主动力偶。图1 20
中,操作工人在转动手轮时所施加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对平行力F 和F',就组成一个

主动力偶。
力偶的两个力,虽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但不共作用线,因此不满足两力平衡条件,所

以它们不成为平衡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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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力偶矩

人们通过长期生产实践,认识到力偶对物体的转动效应,既与力F 的大小成正比,又与

力偶臂d(即两力作用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见图1 21)成正比。因此,力偶使物体转动的效

应是以力的数值F 与力偶臂d 的乘积Fd 来量度,这个乘积称为力偶矩,用符号M 表示,即

M=±Fd (1 11)
力偶矩的单位是N·m。式(1 11)右边的正负号表示力偶的转动方向,规定凡产生反时针

转向的力偶矩为正,顺时针转向的为负。

图1 21

力偶矩实质上是力偶中两个力对平面上任意点的力矩的代数和。可以证明如下:如图

1 21所示,在力偶(F,F')的作用面内任取一点O 为矩心,设O 点至力偶中的一力F'的距离

为未知量x,至另一力F 的距离便为x+d,则力偶两力对O 点力矩的代数和为

MO(F)+MO(F')=F(d+x)-F'x=Fd (1 12)

图1 22

由以上计算可知,力偶对其作用平面内任意

一点的矩,与该点(矩心)的位置无关,始终是一

个常量:等于力偶中一力的大小,与两力间距离

的乘积,这说明力偶使物体绕其作用平面内任意

一点转动的效应是相同的。
为了说明力偶的特性,我们观察图1 22所

示的绞车运转情况。设该绞车在其绞柄上受到

主动力偶(F,F')作用时,它即朝着顺时针转向

转动。实践证明,如果把绞柄从 AB位置转到

A'B'位置,或者把绞柄用套杆加长,在其两端另

施力偶(F1,F1')(套杆和该两力在图中均未画

出),则只要力偶矩的大小及其转向不变,绞车的

运转状态也不会改变。由此可见,只要保持力偶

矩的大小和力偶的转向不变,力偶的位置可在其

作用面内任意移动或转动,还可同时任意改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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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和臂的长短,而不会影响该力偶对物体的效应。因此,力偶可以用力和力偶臂表示

(图1 23(a)、(b)),也可以用一端带箭头的弧线表示(图1 23(c)),例如图1 23所表示的

力偶矩都是200N·m。
如果两个力偶矩的值和转动方向完全相同(力的大小和方向以及力臂可不一样),则这

样两个力偶称为等效力偶或互等力偶。

图1 23

1.4.3 合成和平衡条件

力偶矩也如力那样,可以进行合成。设有一平面力偶系(F1,F1')、(F2,F2')和(F3,F3'),它
们的力偶臂分别为d1、d2 和d3(图1 24),现在来求它们的合成。

图1 24

以M1、M2、M3 分别表示各力偶之矩,即有

M1=F1d1;  M2=-F2d2;  M3=F3d3。
按力偶等效特性,从这三个力偶中任选两个力偶,如(F2,F2'),(F3,F3'),用以d1 为臂的等

效力偶(K2,K2'),(K3,K3')来代替,这两个等效力偶的力分别为

K2=
|M2|
d1

,  K3=
|M3|
d1

将上述两个等效力偶都移到力偶(F1,F1')上去(图1 24(b)),把力偶臂两边的力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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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合力R 和R'(在图中未画出),其值为

R=R'=F1-K2+K3

由此即得一个新力偶(R,R'),它即为原有三个力偶的合力偶,其矩是

M=Rd1=(F1-K2+K3)d1=M1+M2+M3

若一平面力偶系有更多的力偶,则可用同样方法合成,得

M=M1+M2+…+Mn=∑Mi (1 13)
式(1 13)指出,平面力偶系的各力偶可以合成一个合力偶,合力偶之矩等于各力偶之矩的

代数和。
如果平面力偶系的合力偶矩等于零,即∑M=0,就表明,使物体按顺时针方向转动的力

偶矩与使物体按反时针方向转动的力偶矩相等,它们的转动效应相互抵消,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力偶系才能保持平衡。因此,平面力偶系的平衡条件是

∑Mi=M1+M2+…+Mn=0 (1 14)
由式(1 14)还可以看出,力偶只能由反向的力偶平衡。

1.5 平面一般力系的合成和平衡条件

上面分析了物体在平面汇交力系或在平面力偶系作用下的平衡条件,以及它们在工程

上的一些作用。然而在工程实际中,物体所受平面力系的作用,往往既不是汇交力系,也不

是力偶系,而是作用线在同一平面上,但不汇交于一点,又不全部互相平行的任意力系,称为

平面一般力系。有些问题虽不属于平面一般力系,但经适当简化,仍可归结为平面一般力系

来处理。因此,研究平面一般力系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推导平面一般力系平衡方程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先把这个力系进行合成。在一般情况

下,可合成为一个合力和一个合力偶;再从合力、合力偶的平衡条件导出平面一般力系的平

衡条件或平衡方程。但由于平面一般力系比较复杂,因此在合成时必须引入新的简化方

法———力线的平移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平面一般力系能转换成一个平面汇交力系和一个

平面力偶系。

1.5.1 力线的平移原理

在分析或求解力学问题时,有时需要将作用在物体上一力的作用线,从其原始位置平行

移动到另一位置而不改变该力在原始位置时对物体的运动效应。下面要讨论,力线应当在

什么条件下才能平行移动而不影响它对物体的运动效应。

图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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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一力F 作用于物体上一点A,今欲将其作用线平移到点B(图1 25(a))。在点B
加一对平衡力F1 和F1',其大小和力F 相同,且平行于力F(图1 25(b))。在F、F1、F1'三

力中,F 和F1'两力组成一个力偶,其臂为d,其力偶矩恰好等于原力F 对B 点的矩,即

M=F·d
剩下的力F1,即为作用线由A 点平移到B 点的力F。现在作用在物体上有一个力F1 和一

个力偶M(图1 25(c)),它们对物体的作用应与力在原始位置时相同,这个力偶称为附加力

偶。由此可以引出力线的平移原理:作用在物体上一力的作用线,可以平行移动到物体上的

任意一点,但必须同时加上相应的附加力偶,附加力偶的矩等于原力对新作用点的矩,其转

动方向决定于原力绕新作用点的旋转方向。

1.5.2 平面一般力系向已知点简化

根据力线的平移原理,将平面一般力系的各力平移到作用面内任一点C,从而将原力系

化为一个平面汇交力系和一个平面力偶系。这种做法,称为平面一般力系向作用面内任一

点C的简化,点C称为简化中心。
图1 26(a)表示一个任意物体,在它上面作用一个平面一般力系,为简便计,假定为四

个力:F1、F2、F3、F4。今在物体上任意选取C 点,并将此四个力平移到C 点,最后得到一个

汇交于C点的平面汇交力系和一个力偶系(图1 26(b))。换言之,原来的平面一般力系与

一个平面汇交力系及一个平面附加力偶系等效。

图1 26

1.5.3 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条件

根据平面一般力系与一个平面汇交力系及一个平面附加力偶系等效的原理,若后面的

两组力系平衡,则原来的平面一般力系也平衡。因此,只要综合上述两个特殊力系的平衡条

件,就能得出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条件。具体说来就是:
(1)由平面汇交力系合成的合力   R=0
(2)由平面力偶系合成的合力偶矩  ∑MO=0} (1 15)

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时,平面一般力系既不可能合成为一个合力,又不可能合成为一个力

偶,也即既不允许物体移动,又不允许物体转动,从而必定处于平衡。
由式1 8可知,欲使R=0,必须∑Fx=0及∑Fy=0,因此得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条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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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0
∑Fy=0
∑MO=0

ü

þ

ý

ïï

ïï
(1 16)

即 (1)所有各力在X 轴上投影的代数和为零;
(2)所有各力在Y 轴上投影的代数和为零;
(3)所有各力对于平面内的任一点取矩的代数和等于零。
由这组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方程,可以解出平衡的平面一般力系中的三个未知量。求

解时,一般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确立研究对象,取分离体,作出受力图。
(2)建立适当的坐标系,列出平衡方程。在建立坐标系时,应使坐标轴的方位尽量与较

多的力成平行或垂直,以使各力的投影计算简化。力矩中心应尽量选在未知力的交点上,以
简化力矩的计算。

(3)解平衡方程,求出未知量。
例1 5 设人孔盖所受重力G=500N,当打开人孔盖时,F 力与铅垂线成30°角(图

1 27),并知a=228mm,b=440mm,h=70mm。试求F 力及约束反力N。

图1 27

解 先画出受力图。以O 点为矩心,

∑MO=0, G·a-(Fcos30°)b-(Fsin30°)h=0,

F= 500a
bcos30°+hsin30°=350N

∑Fx=0, Fsin30°-Nx=0
所以 Nx=Fsin30°=175N
∑Fy=0, Fcos30°-G+Ny=0
所以 Ny=500-Fcos30°=200N

解本题时,矩心本来是可以任意选取的,所以选O 点为矩心,是因为O 点有未知反力

Nx、Ny 作用着;这样,力矩方程中将没有Nx、Ny,只有F 出现,可以简化计算步骤。这种解

题技巧,今后要反复运用。
例1 6 悬臂吊车由横梁AB、拉杆CB及电动葫芦组成。已知电动葫芦及起吊物体总

重为Q,横梁AB自重为G,作用位置如图1 28(a)所示(电动葫芦在图中未画出)。试作出

横梁的受力分析并求出横梁的约束反力。
解 取横梁AB为分离体,画受力图(图1 28(b))。作用在横梁上的主动力为Q、G,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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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在这两个主动力作用下仍能保持平衡,是由于受到固定铰链支座A及拉杆CB的约束反

力作用。根据铰链支座 A及拉杆CB的约束特点,可以确定在横梁 AB两端的约束反力

NAx、NAy、T 的方向。今取A点为坐标系原点,列出平衡方程

∑MA=0, Tlsinα-Qx-Gl
2=0

所以 T=
Qx+Gl

2
lsinα =2Qx+Gl2lsinα

∑Fx=0, NAx-Tcosα=0

所以 NAx=Tcosα=2Qx+Gl2lsinα
·cosα=2Qx+Gl2ltanα

∑Fy=0, NAy+Tsinα-G-Q=0

NAy=G+Q-Tsinα=G+Q-Qx
l -G

2=
G
2+

Q
l
(1-x)

通过以上分析、计算,求出了作用在横梁AB上的全部约束反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
完成了受力分析。

图1 28

  例1 7 列管式换热器(图1 29(a))总长l=7m,总重91kN,支座A、B的距离为4m,
支座A相当于固定铰链支座,支座B相当于活动铰链支座。试计算支座A、B所受的约束反

力。
解 对于卧式容器、换热器,为了便于受力分析及强度计算,我们把整个换热器(包括支

座)简化成图1 29(b)所示受均布载荷q作用的受力模型。取整个换热器为研究对象画受

力图,换热器所受的主动力为本身自重及料液组成的均布载荷q(q=91kN/7m=13kN/m),
其约束反力为基础对支座A、B的约束反力NAx、NAy、NB。

根据图1 29(b)所示的受力图,可列出如下的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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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0, NAx=0

∑MA=0, -ql× 7
2-1.7

æ

è
ç

ö

ø
÷+NB×4=0

所以 NB=ql
(3.5-1.7)
4 =13×7×1.84 =41kN

∑Fy=0, NAy+NB-ql=0
所以 NAy=ql-NB=13×7-41=50kN

NAy也可由方程∑MB=0求得

ql× 7
2-1.3

æ

è
ç

ö

ø
÷-NAy×4=0

所以 NAy=ql
(3.5-1.3)
4 =13×7×2.24 =50kN

图1 29

  可见由∑MB=0,或由∑Fy=0所求出的NAy相同。
在本题中,作用在换热器上的主动力、约束反力的作用线相互平行且位于同一平面内,

这种力系是平面一般力系的特例,称为平面平行力系。对于平面平行力系,如果在选择直角

坐标轴时,使其中一个坐标轴与各力平行,则式(1 16)的前两式中,其中与各力垂直的一个

投影式自然满足,于是只有一个投影式和一个力矩式,这就是平面平行力系的平衡方程,即
∑F=0
∑MO=0} (1 17)

在第3章计算梁的支座反力时,常应用式(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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