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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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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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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三版)

(课程的性质、任务和学习方法)

《大学工程训练教程》(简称金工实习)的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与传统的金工

实习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一门系统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根据课程的性质和任

务,相应地安排了实践性教学过程、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检查和评价体系,形成

了本课程独特的教学体系和学习方法。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和建立多学科知识结构的重要技

术基础课;是机械、材料、管理和工艺类各专业的必修课;也是部分专业学生唯一的一门机械

制造工艺学方面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能使学生初步了解设备和机械产品的生产过

程,以及材料的选用和加工工艺知识,对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有初步认识;能使学生获得较宽

的知识面,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并具有独立地学习与掌握

新知识的能力和方法,以具备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适应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合型

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以零件生产工艺的全过程为载体,学生通过这一过程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机械制造工艺

过程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与操作方法;也了解了整个过程的管理方法、组织方法和协同配

合的团队精神。
本课程的教学是在相应的理论指导下,强调基础,强调工程观点,重视实践,通过各工种

的课堂讲课、实践教学、实验、电化教学、工艺分析讨论等教学环节,从抽象的理论化研究模

式和方法转变为以工程观点来观察工程实际问题;启发学生动手、动脑、积极思维,勇于创新

的积极性,逐步掌握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学习本课程的方法:听课时,边听边记笔记、边思考;提倡教与学互动,有问必答;充分利

用现场环境,实现情景化学习,仔细观察、思考;课外及时完成作业。
《大学工程训练教程》第一、第二版是根据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工程材料与机械

制造基础》系列课程教材基本要求编写的。本版修订时,根据国家教育部新颁布的〔重点高

校《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系列课程改革指南〕,参照了历年来兄弟院校和我校对本门课

程的教学经验与改革成果,结合国内外在现代机械制造技术方面的发展,尤其是2008年8
月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学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强化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战

略,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提高高校人才培养与国家人才需求的契

合度,形成人才成长的可持续学习体制的要求,而对原《大学工程训练教程》内容作出了全面

改版和更新,以适应21世纪国家对科技人才的新要求。
本着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我们对传统金工实习中的内容作出了更新和遴选,例如切削加

工中的刨削加工,作了删除;铸工中的熔化部分,改用了电阻炉加热,删除了传统的冲天炉。
同时,也增加了若干新工艺、新技术,如铸工中的消失模铸造(LostFormCasting);塑料管道

与管件等内容。



国内外机械制造装备与加工工艺的迅速发展,不仅直接促进了数控机床及其加工工艺

自身的发展,也有力地改变着未来各类机件的结构设计与加工方法,所以,在本次改版中,修
订和充实了数控加工的教学内容,并新设计了若干习题和思考题等。

在学校教务处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我们将倾力把本课程建设成为精品课程,除面向学

生的教学过程不断改进外,课程教材的修订改版,题库的设计和练习题详解的编著,都是本

课程CAI的核心内容。编写上力求做到基本知识和工艺原理阐释清楚,学生在阅读时能领

悟出所蕴含的基本概念与相应的工艺原理。文句简练扼要,重点突出。
本教材共分12章,包括了管道工程、系统仿真、零件的表面处理、电子技术、工程材料和

钢的热处理、焊接与切割、钳工、铸造、车削加工、铣削加工、磨削和数控加工等内容。它们都

是以机械零件的生产工艺过程为体系,阐释了设备、机床、工具、量具、夹具等,在加工工艺过

程中的合理使用方法与操作步骤,以及零件的加工工艺程序和方法。其中第2章,系统仿

真,由商利容老师修订编著;其余各章,均由汤胜常老师修订编著。
本教材可作为机械类、近机类、非机类专业的本科、专科、高职和继续教育院校的《机械

制造基础工程训练》或《金工实习》课程教材;也可作为相应专业的网络教育学院和开放大学

的教材使用。
本书的修订改版,倾注了我们对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无限热忱,相信通过我们的辛勤

劳动,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由于水平所限和时间仓促,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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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全国各高等院校都相继成立了工程训练中心,传统的金工实习教学已拓展成为

大学工程训练的新课程,教学过程、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新

的教学要求,我们编写了《大学工程训练教程》。
工程训练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础课,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和建立多学科知识

结构的重要基础课,是机械、材料、管理和工艺类各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工程教

学与实践训练,结合其他课程,能使学生获得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

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并具有独立地学习与掌握新知识的能力,以具备创新能力和竞争意

识,适应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大学工程训练教程》是根据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其后新颁布的“重点高等工科院校‘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系列课程

改革指南”的各项要求,并结合华东理工大学“工程实践课程教学执行大纲”的内容,认真总

结了1999年成立工程训练中心以来工程训练教学改革的经验编写的。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根据新教学要求的精神,删除和压缩了现代工业生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工艺方法,增加了管

道技术、仿真技术、电子技术、数控技术等内容,有利于各相关学校对本科生进行综合工程素

质教育和现代制造技术教学。
本书共十二章,主要内容有管道工程、系统仿真、电子技术、工程材料和钢的热处理、焊

接、钳工、铸工、车工、铣工、磨工和数控加工。
本书由商利容、汤胜常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潘蓉、叶志辉、陈青蟾、刘正道和谢佑

国。胡德兴和沈荣昌对编写工作也提供了部分素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工程训练中心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教

材立项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较紧,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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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是用来输送流体介质的一种设备,例如热能传递,给排水,各种气体、液体和物料的

输送等。在工业生产中,需要用管道将各种设备、阀门和管件等用不同材料和直径的管材稳

固而整齐地连通在一起,保证系统正常地工作。

1.1 基 本 知 识

1.1.1 专业术语

(1)公称直径 管子和管件能按此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标准直径。其数值既不是管子的

内径,也不是管子的外径,而是与它们相接近的一个整数值。公称直径用符号DN表示,其
后为公称直径数值,单位为毫米(mm)。

表1 1 普通钢管结构参数(水、煤气钢管的规格YB234-63)

公称直径

/mm

相当的管

螺纹/in

外径

/mm

壁厚

/mm

内径

/mm

公称直径

/mm

相当的管

螺纹/in

外径

/mm

壁厚

/mm

内径

/mm

8 1
4 13.50 2.25 9 50 2 60.00 3.50 53.00

10 3
8 17.00 2.25 12.50 65 212 75.50 3.75 68.00

15 1
2 21.25 2.75 15.75 80 3 88.50 4.00 80.50

20 3
4 26.75 2.75 21.25 100 4 114.00 4.00 106.00

25 1 33.50 3.25 27.00 125 5 140.00 4.50 131.00

32 114 42.25 3.25 35.75 150 6 165.00 4.50 156.00

40 112 48.00 3.50 41.00

(2)公称压力 在基准温度下的耐压强度,称为公称压力,用符号PN表示,其后为公称

压力数值,单位为兆帕(MPa)。
(3)管道 由管道组成件和管道支承件组成,用以输送、分配、混合、分离、排放、计量、



控制或阻止流体流动的管子、管件、法兰、螺栓、垫片、阀门和其他组成件或受压部件的装配

总称。
(4)管道组成件 用于连接或装配管道的元件。它包括管子、管件、法兰、垫片、紧固

件、阀门以及膨胀接头、耐压软管、疏水管、过滤器和分离器等。
(5)管道支承件 管道安装件和附着件的总称。
(6)安装件 将负荷从管子或管道附着件上传递至支承结构或设备上的元件。它包括

吊杆、弹簧支吊架、斜拉杆、平衡锤、松紧螺栓、支撑杆、链条、导轨、锚固件、鞍座、垫板、滚柱、
托座和滑动支架等。

(7)附着件 用焊接、螺栓连接等方法附装在管子上的零件,它包括管吊、吊(支)耳、圆
环、夹子、吊夹、紧固夹板和裙式管座等。

1.1.2 管材的分类

常用的管材种类很多,一般可分为金属管、非金属管和衬里管三大类。

1.金属管

金属管包括钢管、铸铁管、紫铜管和黄铜管。铸铁管由于耐腐蚀性好,常用于埋地给水

管道、煤气管道和室内排水管道;紫铜管和黄铜管主要用于制造换热设备、低温管路,以及机

械设备的油管和控制系统管路。钢管是各种工程中最常用的管材,可分为有缝钢管和无缝

钢管两类。
(1)有缝钢管 有缝钢管又称焊接钢管,可分为低压流体输送钢管和电焊钢管两类。

低压流体输送钢管常用来输送水和煤气,故俗称水煤气管。电焊钢管的工作温度不宜超

过200℃。
(2)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是由圆钢坯加热后,经穿管机穿孔轧制(热轧)而成的,或者再

经过冷拔而成为外径较小的管子,它没有缝,强度高,可用在重要管路上,如高压蒸汽和过热

蒸汽的管路,高压水和过热水管路,高压气体和液体管路,以及输送燃烧性、爆炸性和有毒害

性流体的物料管路等。

2.非金属管

非金属管中常用的有陶瓷管、玻璃管及塑料管。它们都具有耐化学腐蚀的优点,常用于

化工厂、城建工程中,如用水泥做成大直径的下水道等。

3.衬里管

凡是有衬里的管子,统称为衬里管。一般是在碳钢管和铸铁管内衬里。作为衬里的材

料很多,相应就称为衬橡胶管、衬玻璃管、搪瓷管等。衬里管可以用于输送各种腐蚀性介质,
可大大节省金属,降低工程费用。

1.1.3 常用管件

在管路中改变走向、标高或改变管径,以及由主管上引出支管,均需采用管件来实现。
常用管件种类和用途如表1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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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 常用管件种类及用途

种  类 用  途 种  类 用  途

内螺纹管接头

 俗称“内牙管、管箍、束
节、管 接 头、死 接 头”等。

用以连接两段公称直径相

同的具有外螺纹的管子

等径三通

 俗称“T 形管”或“天”。

用于由主管中接出支管、

改变管路方向和连接三段

公称直径相同的管子

外螺纹管接头

 俗称“外牙管、外螺纹短

接、外丝 扣、外 接 头、双 头

丝对管”等。用 以 连 接 两

个公称直径相同的具有内

螺纹的管件 异径三通

 俗称“中小天”。用以由

主管中接出支管、改变管

路方向和连接三段具有两

种公称直径的管子

活管接

 俗称“活接头、由壬”等。

用以连接两段公称直径相

同的管件

等径四通

 俗称“十字管”。用以连

接四 段 公 称 直 径 相 同 的

管子

异径管

 俗称“大小头”。用以连

接两段公称直径不相同的

管子

异径四通

 俗称“大小十字管”。用

以连接四段具有两种公称

直径的管子

内外螺纹管接头

 俗称“内外牙管、补心”

等。用以连接一个公称直

径较大的具有内螺纹的管

件和一段公称直径较小的

具有外螺纹的管子 外方堵头

 俗称“管塞、丝堵、堵头”

等。用以封闭管路

等径弯头

 俗 称“弯 头、肘 管”等。

用以改变管路方向和连接

两段 公 称 直 径 相 同 的 管

子,它 可 分 为 45°和 90°
两种

管帽

 俗称“闷头”。用以封闭

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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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  类 用  途 种  类 用  途

异径弯头

 俗称“大小弯头”。用以

改变管路方向和连接两段

公称直径不相同的管子
锁紧螺母

 俗 称“背 帽、根 母”等。

它与内牙管联用,可以得

到可拆的接头

1.1.4 阀门

阀门是用来控制流体在管道内流动的装置。在生产过程中,其主要作用有:接通或截断

管内流体的流动;改变管道阻力,调节管内流体的速度;使流体通过阀门后产生压力降,达到

节流的目的;有些阀门能根据需要自动启闭,以控制流体的流向、维持一定的压力等。

1.常用阀门

1)截止阀

截止阀也称切断阀,其结构如图1 1所示。截止阀的阀瓣为盘形,通过改变阀盘和阀

座之间的距离,可以改变截面的大小,从而调节流量,也可截流,所以称为截止阀。适用于

低、中、高压管道,不适用于含有颗粒固体或黏度较大的流体管道,且只允许介质单向流动。
安装时,应使管道中流体由下而上流经阀盘,流体阻力小,开启省力。关闭后,填料不与介质

接触,易检修。

图1 1 截止阀

1—阀体;2—阀盖;3—手轮;4—阀帽;5—导向套;6、11—阀杆;

7、10—阀瓣;8—阀座;9—螺纹连接套;12—钢球;13—丝堵

·4· 大学工程训练教程(第三版)



2)旋塞阀

旋塞阀俗称考克,其结构如图1 2所示。启闭方便迅速。旋塞阀适宜输送带有固体颗

粒的流体,在化工、医药和食品工业的液体、气体、蒸汽、浆液和高黏度介质管道上都有应用,
主要用于低压和小通径管路中。启闭时,将旋塞绕自身轴线回转≤90°即可。

图1 2 旋塞阀(考克)

1—旋塞;2—压盖;3—填料;4—阀体;5—退塞螺栓

3)蝶阀

蝶阀采用圆盘式启闭件,圆盘状阀瓣固定于阀杆上(图1 3),阀杆旋转角度的大小,就
是阀门的开度。蝶阀只适用于低压管路,输送水、空气、煤气等。

图1 3 蝶阀

4)闸阀

闸阀又称闸门阀或闸板阀,是利用闸板升降来控制启闭或调节的一种阀门。其阀瓣的

启闭方向与介质流动方向垂直,如图1 4(c)所示。阀瓣升起,阀开启,介质通过;落下时,阀
关闭,介质流切断。闸阀采用旋转阀杆的方法升降闸板,启闭过程缓慢、省力。适用于压

力≤1MPa、温度<200℃的介质。常用于水管总控制管上,以切断或调节流量,因其流动阻

力小,操作方便,开启缓慢而无水锤现象,管道上尤其水管上用得较多。其结构见图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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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阀体;2—阀帽;3—阀杆;4—阀杆螺母;

5—闸板;6—手轮;7—填料压盖;8—填料;

9—顶楔;10—垫片;11—密封圈

1—阀体;2—阀帽;3—阀杆;4—阀杆螺母;

5—闸板;6—手轮;7—压盖;8—填料;

9—填料箱;10—垫片;11—指示器;

12,13—密封圈

图1 4 闸阀

1—阀瓣;2—阀座;3—介质流

  5)球阀

球阀一般用于需快速启闭的场合,阀体内部阀芯呈圆球状。其结构见图1 5。

图1 5 球阀

1—阀体;2—球体;3—填料;4—阀杆;5—阀帽;6—手柄

6)减压阀

减压阀是一种能使介质压力降低到一定数值的自动阀。减压阀主要是靠膜片和弹簧等

敏感元件来改变阀杆的位置,从而实现减压目的,使设备和管道中的介质压力达到生产工艺

所需的工作压力,同时也能依靠介质本身的能量,使出口压力自动保持稳定。其结构见

图1 6。

7)蒸汽疏水阀

蒸汽疏水阀的作用是自动地排除加热设备或蒸汽管中的蒸汽凝结水,且不漏出蒸汽。
又能防止管道中的水锤现象发生,又称阻汽排水器或回水盒。利用蒸汽和冷凝水的热力性

质不同,使阀瓣启闭,达到排水阻汽目的,称为热力型疏水阀,分为热动力式和脉冲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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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节弹簧;2—金属薄膜;3—先导阀;4—活塞;

5—主阀;6—主阀弹簧;7—调整螺栓

1—调整螺栓;2—调节弹簧;3—波纹管;

4—平衡盘;5—阀瓣;6—顶压弹簧

图1 6 减压阀

图1 7 疏水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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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如图1 7(a)所示,结构简单,体积小,能防止介质逆流,工作压力范围大,使用最广,但
噪声大。后者[图1 7(b)]的阀瓣处在倒锥形缸内,当压差变化时,锥形缸的间隙也变化。
适用于较高压力的蒸汽,体积小,排量大,便于检修,是一种新型阀型。

图1 7(c)、1 7(d)属于热膨胀型疏水阀,利用冷凝水与蒸汽间的温差,驱使膨胀元件

推动阀瓣开关,达到排水阻汽。分为双金属片式和波纹管式两种。前者[图1 7(c)]的热膨

胀元件是双金属片的;后者[图1 7(d)]是封闭的波纹管,内装容易膨胀的液体(如

C2H5OH、CH3CH2Cl)。当阀体内积聚冷凝水时,波纹管收缩,带着阀瓣离开阀座,排水;当
水排净泄出蒸汽时,波纹管内液体受热汽化膨胀,带着阀瓣压紧阀座,蒸汽通路关闭,常用于

低压采暖管路中。

8)止回阀

止回阀(又名单向阀),其结构如图1 8所示,它是一种利用阀前阀后介质的压力差而

自动启闭的阀门,适用于防止流体逆向流动的场合。
按结构型式的不同,止回阀可分为升降式和旋启式两种。升降式止回阀的结构如图

1 8(a)所示,当介质向右流动时,推开阀瓣流过;反之,阀瓣沿导向套下降,阻断通路,阻止

逆流。旋启式止回阀的结构如图1 8(b)所示。利用摇板来启闭。摇板的密封环由橡胶、黄
铜制造。

止回阀适用于洁净介质,含颗粒固体、黏度大的液体不适用。常用在泵、压缩机出口管

上,疏水阀的排水管上,以及其他不允许介质倒流的管路上。

1—阀座;2—阀瓣;3—阀体;        1—阀座密封圈;2—摇板;3—摇杆;4—阀体;

4—阀盖;5—导向套           5—阀盖;6—定位紧固螺钉与锁母;7—枢轴

图1 8 止回阀

·8· 大学工程训练教程(第三版)



  9)安全阀

安全阀又称保险阀,是容器管道系统中的安全装置。当系统中的介质超过规定工作压

力时,即能自动开启,将过量的介质排出,泄除压力;当压力恢复正常后即能自动关闭。
安全阀可分为弹簧式、脉冲式和杠杆式三种。
使用最多的是弹簧式安全阀,按其启闭高度,分为全启式和微启式[图1 9(a)]。全启

式用于气体和蒸气使用场合;微启式用于液体使用场合。它利用弹簧压力平衡内压,按工作

压力大小调节弹簧:卸下阀帽,拧松锁紧螺母,调节套筒螺母,改变弹簧压缩程度,使阀瓣在

指定工作压力下才能压缩弹簧而自动开启。调节好后,固定锁紧螺母,拧上阀帽,并铝封。
易燃易爆或有毒介质应采用全封闭式;蒸汽、空气或惰性气体等,可采用敞开式。
脉冲式安全阀如图1 9(b)所示。当压力超过许用值时,先导阀先起反应,促使主阀开

启。主要用在高压、大口径管路中。
杠杆式安全阀如图1 9(c)所示。由平衡锤重量经杠杆放大后的压力,来平衡工作压

力,一旦超过其平衡力,阀即自动开启。这种阀主要用于高温场合。

1—反冲盘;2—阀瓣;3—阀座;     1—隔膜;2—副阀瓣;3—活塞缸;      L—杠杆的臂长

     4—铝封 4—主阀座;5—主阀瓣  

图1 9 安全阀

2.管道符号

在工艺流程图中,管件都以管道符号来表示。这些符号不仅表示什么地方需有一个阀,
而且还要表明阀门的类型。如表1 3所示。

表1 3 管道符号

名  称 图 例 符 号 备  注

裸管
 单线表示小直径管,双线表示大直径

管,虚线表示暗管或埋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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