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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理念在机械设计制造中的渗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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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使得民众的思想意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了良好的认识。在我
国机械制造行业中，长期以来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缺少环境保护工作，最终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的情况的发生。
再加上后续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缺少专门的处理，最终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并且对于整个机械制造行
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将绿色理念切实的引用到机械设计制造行业之中，不但能够有效的缓解上述问题，并且
能够有效的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鉴于此，这篇文章主要围绕绿色理念在机械设计制造中的切实运用展开全面的分析
研究，希望能够促进机械制造行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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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ideology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people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for a long time, the lac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will eventually cause a serious waste of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lack of special treatment for the waste generat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t will eventually cause som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s very detrimental to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ctually introducing the green concept into the machinery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above problems,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human society.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concept in mechanic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hoping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 green concept; mechanic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penetration

引言
将绿色理念切实的引入到机械设设计制造之中，其作用是十分显著的，相关工作人员务必要针对这一问题加以正
确的对待，要想将绿色理念的作用全面的施展出来，最为关键的是要将绿色理念渗透到机械设备制造的各个环节之中，
这样才能确保制造出的产品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的损害。

1 绿色理念机械设计的基本概念
绿色理念其实质就是秉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开展各项工作，其也是在当前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为了解决现如
今因为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大而引发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最前沿的设计理念。机械设备与制造是线下人
类从繁琐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核心工业流程，不但可以有效的缓解机械生产对人们的压力，并且还促进了整个行业的
生产效率的提升。要想有效的针对陈旧的能耗大，污染严重的机械设备进行优化，务必要针对机械设备和制造加以完
善。在整个产品的生产周期中，在针对产品实施设计和制造工作的时候，要综合的考虑产品环境的良好程度以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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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 。

2 绿色理念在机械设计制造中的应用价值
在绿色理念的影响下，人类、环境以及相关事项都共同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之中，在机械设计制造中，需要保证
工作人员、生产环境以及生态环境都需要保证良好的统一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通常需要运用到大量的专业技术和
方法，来对机械设备制造各个工序进行完善，从整体上提升机械设备制造水平，将绿色理念的优越性充分的凸显出来，
从而确保机械设备制造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在开展机械设计制造工作的时候，针对各个工序都制定了专门的标
准，而国内外的设计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将绿色理念渗入到国内机械设置制造之中的时候，需要针对所有因素加以
72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工程建设·2020 第3卷 第1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0,3(1)
[2]

综合分析，促使整个行业能够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这些方面不但涉及到产品市场，并且还牵涉到后续的多个方面，
只有在进行机械设计制造工序的时候，切实的运用最前沿的节能理念和环保技术，才能保证机械能源利用效率的逐渐
提高，从而将绿色理念的价值充分的挖掘出来。

3 绿色设计理念的作用
3.1 降低原料消耗
当前，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企业在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的节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要想有效的控
制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就需要从原材料的环节入手加以管控。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要切实的利用最前沿的工艺技术，
提升物料的使用效率，避免出现物料的浪费，这样对于成本节省也能够发挥出积极的影响作用。在机械设计制造中运
用最前沿的生产技术，不但可以起到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的作用，并且可以有效的提升原材料的利用效率，最终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要实时关注生产过程中的物料利用的情况，从根本上规避物料浪费问题的发生，要
在确保生产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缩减物料的使用量。不得不说的是，节省生产原材料的使用量固然是好，但是如
果生产企业一味的追求节省物料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那么势必会对生产产品的质量造成一定的损害，从而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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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不良后果，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
3.2 降低能源消耗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使得我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各个行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量在不断的提升，从而使得资源匮乏的问题越发的凸显出来。针对这一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控制自然能源的消耗，需
要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制造工艺技能型不断的优化和创新，推动制造行业的稳步发展，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将绿
色理念切实的运用到机械设计制造行业之中，能够有效的起到能源消耗控制的作用。所以在机械制造行业之中，务必
要针对控制能源损耗的问题加以重点关注，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真正的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
3.3 保护环境绿色理念
环境保护、绿色理念在机械设计制造中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绿色理念能够有效的提升机械制造行业企业的综
合实力，控制环境污染问题。要想针对自然生态环境加以切实的保护，需要结合行业发展情况，研发出高效的制造工
艺，并利用最前沿的理念，对生产技术进行优化创新，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推动人类社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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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

4 绿色理念在机械设计制造中的应用
4.1 对产品进行绿色设计
在针对生产产品实施设计工作的时候，要将绿色理念加以切实的引用，促进绿色生产理念能够全面的落实。在机
械产品生产制造中，要加强资源的使用量的控制，最大限度的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其次，还需要结合生产产品的性
质，提升产品可循环利用的性能。将绿色理念运用到机械设计制造各个环节之中，需要工作人员务必要具备良好的绿
色设计理念，将绿色产品当做是设计生产的核心目标。设计工作人员要对产品的性能、能源需求进行综合考虑，不管
是产品自身质量，还是原材料的质量都要加以严格的管控，要达到可回收再利用的水平。在实施绿色设计工作的时候，
设计工作人员需要结合市场发展动态，对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做好调查工作，提升产品的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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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应用绿色环保制造材料
在制造过程中，要对制造材料所具备的环保性能加以提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产品能够达到环保的要求。绿
色材料挑选工作是各项工作中的核心内容，良好的质量和性能是进行材料挑选工作的时候的最为基础的原则，在这一
原则的前提下，需要确保物料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损害。在新型机械制造工艺之中，企业要尝试借助环保物料来取
代传统的施工物料，提升保证物料能够实现重复利用的目标。绿色环保物料还需要达到机械制造产品自身的功能性需
要，能够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具备良好的价值。环保型物料与传统物料相对比来说，在抗腐蚀能力以及整体强度
方面都具备更强的优越性，在将环保型物料加以实际运用能够有效的规避环境污染情况的发生，这样对于社会和谐健
康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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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产品的可拆卸性设计
部分在生产制造中产生的废弃物，还是具备一些可用的价值的，诸如：部分零部件整体构造并没有破损，如果机
械制造产品无法拆卸，这些零部件就会遭到遗弃，从而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这与当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悖的。所
以在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要重视产品和组装和拆卸性能，这样才能有效的实现物料的循环使用，从而提升资源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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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在实施拆卸设计的时候，要确保零部件的拆卸规律化、有序化和一体化，这样才可以确保拆卸下来的废物零
部件能够实现重复利用。其次，在实施拆卸操作的时候，要保证良好的简洁化，保证将绿色物料的本质价值充分的发
挥出来。不一样的设计方法，拆卸花费以及拆卸效果也也是不一样的，设计工作人员需要设计出不同的方案，针对不
同的情况从中选择最恰当的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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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产品的可回收性设计
这一设计工序通常都是存在于设计刚刚开始的阶段，在实施草图设计工作的时候，设计工作人员要拥有良好的回
收理念和再利用意识，尽可能的提升物料回收再利用的效率，增强物料的回收价值，保证整个回收程序的精简化和高
效化。最后还要综合其他回收问题，保证将绿色理念的作用彻底的发挥出来。
4.5 培养人员绿色理念
建立高效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是实现绿色机械设计制造的重要物质手段，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软件方面的重要性，
机械设计制造的操作者是人，使用者也是人，所以应该培养工作人员的绿色理念。首先加强政策的支持力度，相关管
理部门尽快出台落实绿色理念的政策，建立监管制度和体质，从法律法规高度树立环保意识。其次配合绿色环保意识
提升技术水平，这里包括机械设计技术的提升、节能体系的建立和降低排污的含量，不断加强机械设计制作方案的优
化。最后人才培养，当前行业操作人员多使用传统机械设计制造方法，没有经过系统、详细的绿色机械设计制造训练，
因此可以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方式培养定向人才，或者企业开办培训部门进行训练，对于刚进入车间的理论人才可以与
经验丰富的员工结成一对一关系。

5 结论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绿色理念已经成为了当前机械设计制造领域中的核心理念，
有效的解决了传统设计制造工序中存在的不良问题，从根本上提升了产品的综合质量。所以在实际开展工作的时候，
企业务必要秉承绿色理念，大范围的运用绿色物料进行生产，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升产品的实用性
和环保型。其次，在实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的时候，也要针对所有环节加以综合考虑，最终设计出详尽的绿色制造方
案。秉承质量第一的原则，提升制造过程的绿色化，提升资源的实际利用效率。通过对技术、人才各个方面的强化，
从而促使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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