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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B5_84_c47_645504.htm class="mar10" id="tb42">一、 单

选题（每题1分共30题） 1、 在机器生产的过程中，产品的调

试在（ ）中进行。 A． 生产技术准备过程 B． 生产服务过程

C． 产品的营销过程 D． 产品的装配过程 2、 当轴与孔要靠

配合而传递载荷时，应该选用（ ）。 A． 间隙配合 B． 过渡

配合 C． 过盈配合 D． 紧密配合 3、 以下关于螺旋传动的说

法中，错误的是（ ）。 A． 螺旋传动主要用于将旋转运动变

为直线运动。 B． 机器中多采用右旋螺纹。 C． 普通螺旋结

构的导程为螺杆绕轴线旋转一周螺母沿轴线方向移动的距离

。 D． 曲柄滑块机构是曲柄连杆机构的一种演化形式。 4、 

暂缺 5、 液压职能符号 B 表示的液压传动系统的。 A． 控制

部分 B． 执行部分 C． 动力部分 D． 辅助部分 6、 下列关于

液压泵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齿轮泵成本较低，输

出压力一般不高。 B． 双作用叶片泵不能做成变量泵。 C． 

单作用叶片泵通过改变定子和转子之间的偏心距，可以改变

输出的排量。 D． 漏抄了，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7、 下列各项

中，（ ）是中、小型电力变压器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A． 

油箱 B． 铁心和绕组 C． 储油柜 D． 变压器油 8、 下列关于

异步电动机额定数据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 在额定

运行情况下，电动机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称为额定功率。 B

． 在额定运行情况下，外加于定子绕组上的线电压称为额定

电压。 C． 在额定电压下，定子绕组的线电流称为额定电流

。 D． 在额定运行情况下，电动机的转速称为额定转速。 9



、 下列电器中，只有（ ）可以起过载保护作用。 A、 交流接

触器 B、时间继电器 C、熔断器 D、热继电器 10、 靠工件的

旋转主运动，刀具做横向进给运动来完成平面加工的机床是

（ ）。 A、车床 B、铣床 C、刨床 D、磨床 11、 与其它种类

的镗床相比，坐标镗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 A、 万能性

较强 B、 主轴的回转精度很高 C、 工作台定位精度很高 D、 

主轴的转速很高，进给量大 12、 电火花切割加工机床上有，

而电火花成形加工机床上没有的部件是（ ）。 A、 工作液循

系统 B、 间隙自动调节器 C、 脉冲电源 D、 由伺服电动机驱

动的坐标工作台 13、 下列关于组合机床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 组合机床是以通用部件为基础，配以少量的专用

部件组合成的。 B、 组合机床的通用部件包括动力部件、支

撑部件、输送部件、控制部件和辅助部件等。 C、 主轴箱、

动力滑台是组合机床中重要的通用部件。 D、 组合机床通常

采用多刀、多面、多工位同时对工件进行加工的方法。 14、 

多微处理器结构CNC装置的基本功能模块不包括（ ）。 A、

CNC管理模块 B、 CNC插补模块 C、 总线制服模块 D、 位置

模块 15、 下列关于PLC特点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

PLC功能完善，不仅具有逻辑运算功能，还具有插补功能。 B

、 PLC可以提供数据传送，网络通信功能。 C、 PLC可以采

用面向过程的语言编码，编程方便。 D、 PLC抗工业环境干

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16、 下列关于永磁直流伺服电动机，

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电动机结构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

、 两种电动机的转子都为永磁体。 B、 两种电动机的定子都

是永磁体。 C、 永磁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定子为永磁体，永磁

同步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为永磁体。 D、 永磁直流伺服电



动机的转子为永磁体，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定子为永

磁体。 17、 柔性制造单元是在加工中心的基础上增加了某些

装置发展起来的，所增加的装置中不包括（ ）。 A、 机器人

或托盘自动交换装置 B、 刀具和工件自动测量装置 C、 刀具

自动交换装置 D、 加工过程监测装置 18、 内燃机压缩比等于

（ ）。 A、 燃烧室容积与汽缸的工作容积之比值加1 B、 汽

缸的工作容积与燃烧容积之比值加1 C、 燃烧室容积与汽缸总

积的比值 D、 汽缸总工作容积与燃烧室总容积的比值 19、 摩

擦压力机的冲击能量主要由（ ）生产。 A、 储存在两个同轴

摩擦轮中的旋转动能 B、 储存在飞轮中的旋转动能 C、 储存

在滑块中的动能 D、 摩擦盘所产生的摩擦力 20、 压力容器按

其压力等级，品种划分及介质的危害程度分为三类，下列压

力容器中，（ ）不属于第三类压力容器的有。 A、 搪玻璃压

力容器 B、 中压管壳式余热锅炉 C、 毒性程度为极度或高度

危害介质的中压容器 D、 易燃或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介质的

中压反应容器 21、 按（ ），锅炉可以分为快装锅炉、组装锅

炉、散装锅炉。 A、 燃料的装填方式 B、 水系统的给水方式

C、 燃烧室的方式 D、 出厂方式 22、 在电站，机车和船用锅

炉中，（ ）对提高整个蒸气动力装置的循环效率影响最大。

A、燃烧器 B、过热器 C、省煤器 D、空气预热器 23、 为了设

计制造的标准化，国家制定了起重机械起重量系列标准，一

般新设计的起重机的（ ）应符合标准系列数值。 A、额定起

重量 B、最大起重量 C、总起重量 D、有效起重量 24、 下列

关于设备检查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日常检查是由

操作工人利用感官或简单工具进行的检查。 B、 定期检查是

以操作工人为主，专业维修人员配合对设备进行的检查。 C



、 精度检查是有计划地对设备几何精度及加工精度做定期检

查，以确定设备的实际精度。 D、 法定检查是按照国家制定

的有关劳动安全规程的要求，由指定人员执行的检查。 25、 

下列关于设备磨损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26、 通过对（ 

）的监测，不仅可以判断故障的存在，还可以判断故障的发

展趋势。 A、 设备输出变量变化 B、 设备零、部件损伤量 C

、 设备输入、输出关系变化 D、 设备两个输出变量间关系变

化 27、 暂缺 28、 光电探测器和热敏探测器（ ）。 A、 都能

把入射的红外辐射变为电能 B、 使用起来同样很方便 C、 同

样具有高的灵敏度 D、 具有同样高的响应速度 29、 机床的几

何精度不包括（ ）。 30、 锅炉空气预热器的主要腐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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