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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版 前 言

《简明工程制图》(第一版)2007年出版至今已满10年,该教材在使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教

学效果,针对少学时工程制图课程少而精的教学要求,达到了培养学生阅读基本工程图样和

具有一定空间想象能力的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教材中的许多内容已明显陈旧,已不能

满足当今工程制图教学的需求。故作者对全书做了整体性的修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本书在编写中对传统的画法几何内容做了大幅删减,重点突出绘图和读图方面的

内容;
(2)全面修改采用了新颁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使得教学图样能符合当前的标准

和要求;
(3)在计算机绘图部分,系统介绍了最新的 AutoCAD2017版本;
(4)进一步体现了轻化工、生物工程、食品等专业特色,在介绍一般机械装配图的同时

还介绍了相关的化工设备图;
(5)与新标准相关性较强的零件图一章,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
本书的修订工作由马惠仙主持,钱自强、蔡祥兴对修订工作也提出了建议和意见。限于

作者水平,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7年6月



前　　言

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工业学校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的“工程制图”课程教

学基本要求,在我校多年来对少学时工程制图教学的改革和实践的基础上,以培养学生阅读

和绘制工程图样的基本能力以及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为目标而编写的。适用于高等学校轻

化工、工科及理科专业的少学时(36~48学时)工程制图教学。教师在教学时,可根据专业

特点、教学时数、教学方法的不同,对内容及顺序作适当的筛选和调整。
为处理好传统内容与现代技术、理论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系,本书在编写中体现了以下

特点:
(1)对传统的画法几何内容做了大幅删减,重点突出绘图和读图方面的内容;
(2)全部采用新颁布的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在计算机绘图部分介绍了最新的

AutoCAD2007版本;
(3)体现了轻化工、生物工程、食品等专业特色,在介绍一般机械装配图的同时还介绍

了相关的化工设备图。
本书在考虑系统性的前提下,各章内容相对独立,另编有《简明工程制图习题集》供配套

使用。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钱自强(第2、3章)、蔡祥兴(第4、8、9章)、马惠仙(第1、5、6、7

章)。
本书在编写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教材和标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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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的基本知识

工程图样是设计和制造机器、设备等的重要技术文件,为便于生产和技术交流,对图样

的内容、格式、画法、尺寸标注等都必须作统一规定。《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国家标准是

工程界重要的技术基础标准,在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时必须严格遵守。

1.1　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1.1.1　图纸幅面和格式(GB/T14689—2008)

绘制图样时,应优先采用表1 1中规定的基本幅面。表1 1中符号含义见图1 1、
图1 2。

表1 1　图纸基本幅面代号和尺寸

幅面代号 A0 A1 A2 A3 A4

B×L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e 20 10

c 10 5

a 25

　　在图纸上必须用粗实线画出图框线,图框格式分为不留装订边和留装订边两种,分别如

图1 1、图1 2所示。但应注意,同一产品的图样只能采用一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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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不留装订边的图框格式

每张图上都必须有标题栏,标题栏的位置位于图纸的右下角。看图方向与看标题栏的

方向一致。标题栏的格式、内容和尺寸在 GB/T10609.1—2008中作了规定,本教材建议采

用图1 3所示的简化标题栏。



图1 2　留装订边的图框格式

图1 3　简化标题栏格式

1.1.2　比例(GB/T14690—1993)

比例是指图中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的线性尺寸之比。绘制图形时,应由表1 2规定

的系列中选取适当的比例,一般优先选用1∶1的原值比例。表中n为正整数。
比值为1的比例称原值比例,比值大于1的比例为放大比例,比值小于1的比例为缩小

比例。图样无论采用缩小或放大比例,所注尺寸应是实物的实际尺寸。在同一张图样上的

各图形一般采用相同的比例绘制,并在标题栏中填写。当某个视图需要采用不同比例时,必
须另行标注。

表1 2　绘图比例

原 值 比 例 1∶1

缩小比例

优　　先 1∶2,1∶2×10n; 1∶5,1∶5×10n; 1∶10,1∶10×10n

必要时采用
1∶1.5,1∶1.5×10n;
1∶4,1∶4×10n;

1∶2.5,1∶2.5×10n;
1∶6,1∶6×10n

1∶3,1∶3×10n

放大比例
优　　先 5∶1,5×10n∶1; 2∶1,2×10n∶1; 1×10n∶1

必要时采用 4∶1,4×10n∶1; 6∶1,6×10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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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字体(GB/T14691—1993)

国家标准规定图样中书写的字体必须做到:字体工整、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整齐。
字体号数即字体的高度(用h表示),分为:1.8mm,2.5mm,3.5mm,5mm,7mm,

10mm,14mm,20mm8种。

汉字应写成长仿宋体,高度不应小于3.5mm,字宽一般为h/2。
字母和数字按笔画宽度情况分为 A型(笔画宽度b为字高的1/14)和B型(笔画宽度b

为字高的1/10)两种。同一图样上,只允许选一种形式的字体。
字母和数字可书写成正体或斜体。斜体字头向右倾斜,与水平基准线成75°。在同一张

图纸上用作指数、分数、注脚、极限偏差等的数字和字母一般应采用小一号的字体。汉字、字
母和数字的示例见图1 4。

图1 4　各种字体示例

1.1.4　图线(GB/T4457.4—2002)

机械制图《图样画法　图线》的国家标准规定了绘制图样时,可采用15种基本线型。并规定:
(1)机械工程图样上采用的图线分粗、细两种,其宽度比例为2∶1。
(2)图线宽度d的推荐系列为0.13mm,0.18mm,0.25mm,0.35mm,0.5mm,0.7mm,

1mm,1.4mm,2mm。粗线宽度应根据图形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在0.5~2mm之间选择。优先

采用0.7mm和0.5mm的粗线宽度。同一图样中的同类图线的宽度应基本保持一致。
(3)虚线、点画线及双点画线的线段长度和间隔应大致相等。
(4)点画线的首末两端是线段而不是短画,并超出图形轮廓2~5mm。
(5)当细点画线和双点画线长度较短如小于8mm时,可用细实线代替。
(6)点画线相交处应是画,而不能是点和间隔。如图1 5所示。

·3·1　制图的基本知识



(7)当虚线直线处于粗实线的延长线上时,在连接处应留有间隙,除此之外,连接处应

相交。当虚线圆弧与虚线直线相切时,虚线圆弧应画到切点,而虚线直线应留有间隙。如图

1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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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　图线的画法

当几种线条重合时,应按粗实线、虚线、点画线的优先顺序画出。
表1 3列出了绘制工程图样时常用的八种图线的名称、代号、图线形式、宽度及主要用

途。图线应用见图1 6。

表1 3　图线的种类及应用

名称 代号 形　　　式 宽度 主 要 应 用

粗实线 A d 可见轮廓线

细实线 B

波浪线 C

双折线 D  

虚　线 F

细点画线 G

0.5d

尺寸线、尺寸界线或引出线

剖面线

重合断面的轮廓线

断裂处的边界线

视图和剖视图的分界线

断裂处的边界线

局部剖视图的分界线

不可见轮廓线

轴线、对称中心线

轨迹线

粗点画线 J d 限定范围表示线

双点画线 K 0.5d
相邻辅助零件的轮廓线

可动零件的极限位置的轮廓线

·4· 简明工程制图(第二版)



　　　　　　

图1 6　图线应用示例

A1　可见轮廓线

B1　尺寸线及尺寸界线

B2　剖面线

B3　重合断面的轮廓线

C1　断裂处的边界线

C2　视图与剖视图的分界线

D1　断裂处的边界线

F1　不可见的轮廓线

G2　对称中心线

G3　轨迹线

K1　相邻辅助零件的轮廓线

K2　可动零件的极限位置的轮廓线

1.1.5　尺寸标注(GB/T4458.4—2003)

机件的大小是以图样上标注的尺寸数值为制造和检验依据的,所以标注尺寸时,应严格

遵照国家标准的有关尺寸注法的规定,做到正确、完整、清晰、合理。

1.基本规则

(1)机件的真实大小应以图样上所注的尺寸数值为依据,与图形的大小、绘图的精确度

无关。
(2)图样(包括技术要求和其他说明)中的尺寸,以毫米为单位时,不需标注计量单位的

代号或名称,如采用其他单位,则必须注明相应的计量单位的代号或名称。
(3)图样中所标注的尺寸,为该图样的最后完工尺寸,否则应另加说明。
(4)机件的每一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反映该结构最清楚的图形上。

2.尺寸要素

完整的尺寸一般由尺寸界线、尺寸线和尺寸数字三个要素组成。

1)尺寸界线

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绘制,并应由图形的轮廓线、轴线或对称中心线处引出。也可以利用

轮廓线、轴线或对称中心线作尺寸界线。尺寸界线必须超越尺寸线2~5mm,如图1 7
所示。

2)尺寸线

尺寸线用细实线绘制,不能用其他图线代替,也不得与其他图线重合或画在其延长线

上。应尽量避免尺寸线与尺寸线或尺寸界线相交。尺寸线终端用箭头或45°细斜线两种形

式表示。
(1)箭头　箭头指向尺寸界线并与其接触,且不得超出尺寸界线或留空缺。箭头形式

如图1 8(a)所示,其中宽度d为粗实线的宽度。在同一张图样上箭头的大小应基本一致。

·5·1　制图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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