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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标准由乐清市工业电器工程师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环宇高科有限公司、乐清市工业电器工程师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刚、陈绪军、陈先瓶。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乐清市工业电器工程师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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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样及技术文件应用规范 

1 目的与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图样、设计文件、工艺文件、企业标准）的格式、更改、会签审批程序、归档和发

放等。 

本规范适用于图样及技术文件的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 1.2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份：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确定方法 

GB/T 131  机械制图 表面粗糙度符号、代号及其注法 

GB 4458.4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 

GB/T 14665  机械工程 CAD制图规则 

GB/T 17825.2  CAD文件管理 基本格式 

JB/T 5054.2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图样的基本要求 

JB/T 5054.3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格式 

JB/T 5054.6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更改办法 

JB/T 9165.2  工艺规程格式 

JB/T 9165.3  管理用工艺文件格式 

JB/T 9165.4  专用工艺装备设计图样及设计文件格式 

3 总则 

图样、技术文件以及标准编写必须符合GB/T 14665、GB/T 1.1、GB/T 1.2及其它相关标准或规定，

达到正确、完整、统一、简明，尽量采用新技术。 

4 图样格式 



图样的格式与要求，除按照以下的规定外，还应遵守GB/T 17825.2、JB/T 5054.2、JB/T 5054.3

中的规定。 

4.1 图幅尺寸 

绘制CAD、Pro/e图样，应采用表1规定的基本幅面。 

表1 CAD、Pro/e 图样的基本幅面 

图幅代号 A0 A1 A2 A3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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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0 5 

a 25 

4.2 图框格式 

绘制CAD、Pro/e图样，采用图1、图2两种格式，尺寸按表1的规定。 

 

图1 图样格式     

 

图2 图样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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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标题栏 

标题栏置于幅面右下角，格式按图3的规定。 

 

图3 标题栏 

4.4 明细表 

明细表的字高4.2，字宽为字高的0.707倍，字名为JCQ（修改）（romans.shx中intecad.shx）。 

明细栏格式按图4的规定编制。 

 

图4 明细栏 

4.5 图层、格式及图线设置 

4.5.1 CAD 图层设置 

CAD图层设置按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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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AD 图层设置 

图层 内       容 线 宽 屏幕上颜色 备        注 

0 粗实线、粗点划线 0.4 绿色  

1 细实线 0.2 红色 
标注尺寸（尺寸线、尺寸界线为红

色，数字为黄色，字名为DIM） 

2 
波浪线、剖面线、中心线、

虚线、细双点画线、双折线 
0.2 白色 

 

3 文本层 0.25 黄色  

TF 图幅层   
用预先印制的图幅出图时，该层冻

结、关闭。 

LOGO 标志层 0.01 252 

已在图框中设定。绘图时，该层冻

结、关闭；出图时，该层解冻、打

开。 

15 更改层  紫色 
该层一般关闭。在更改时，该层打

开，其方法按JB/T 5054.6的规定。 

FM 封面层   按本规范4.6 f 的规定。 

注：凡计算机出图的 CAD 图样或技术文件，在出底图时必须要有 LOGO 标志。 

4.5.2 Pro/e 格式设置 

Pro/e格式设置按表3的规定。 

表3 Pro/e 格式设置 

内       容 线 宽 屏幕上颜色 备        注 

粗实线、粗点划线 0.5 白色  

细实线、波浪线、剖面线、中心线、

虚线、细双点画线、双折线 
0.2 黄色 

 

文本 0.25 蓝色 绘制时可调整其它颜色。 

图幅、公司标志   
已在图框中设定。绘图时选择页面2；出底

图时选择页面1。 

注：凡计算机出图的Pro/e图样或技术文件，在出底图时必须要有LOGO标志,且相切边设为不显示。 

4.5.3 图线设置 

图线设置按4.5.1和4.5.2的规定外，其余符合GB/T 14665中第4章的规定。 

4.6 字体 

4.6.1 CAD 字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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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图样及技术文件的字体除按以下规定外，其余为JCQ（修改）（romans.shx中intecad.shx字体，

字高4.2。字宽为字高的0.707倍）。 

a) 标注尺寸的字体为斜体，倾斜角度为 15°，字高 2.5，字名为 DIM（romans.shx 字体）； 

b) 装配序号、剖切符号、缩放比例、形位公差字体字高 4.2 均为斜体，字宽为字高的 0.707 倍，

字名为 JCQ（修改）。技术要求置于图样右上角距边框 15mm～25mm，其书写内容符合 JB/T 5054.2

中第 5 章的规定； 

c) 图样名称栏字高 5.9，字宽为字高的 0.707 倍，字名为 JCQ（修改）； 

d) 对外来软盘进行图样工厂化时，如字体转换确有困难，可不采用 JCQ 字体； 

e) 所有幅面提示框文字的高度为 3.0，宽高比为 1.0，字名为 JCQ（修改）； 

f) 封面文字应放在适中位置，产品名称和公司名称字高为 8, 文件名称字高为 12，文件代号和日

期字高为 6，宽高比均为 1.0，公司名称为绿色、文件名称为紫色,其余为黄色； 

g) 汉字均为直体。 

4.6.2 Pro/e 字体设置 

Pro/e字体设置的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所有字体字名（包括幅面提示字体）均为 font，宽度因子除提示字体为 1外，其余均为 0.8； 

b) 所有 Pro/e 幅面(包括:图样目录、明细表、标准件汇总表) 提示字体字高 4； 

c) 标注尺寸、表面粗糙度的字体为斜体，倾斜角度为 15°，字高 2.5； 

d) 装配序号、剖切符号、缩放比例等字高为 3.5 斜体，倾斜角度为 15°；其余数字、字母为直

体，字高 3.5；所有汉字均为直体，除图样名称栏字高为 7 外，其余字高 5； 

4.7 尺寸注法 

4.7.1 CAD 尺寸注法 

尺寸界线延长（Extension）1.5，偏离(Origin offset)为0；箭头(Arrow Size)为2，实心；尺寸

均标注在尺寸线的上方，数字与尺寸线间隔（Gap）为1；对称配置公差数字大小与基本尺寸一致，非对

称配置公差数字字高0.8，设置（Mothod）为（Deviation）,(Vertical)为(Bottom)；中心点标记为0.5。 

图形真实大小与所注尺寸应一致；角度尺寸应写成水平方向，一般注写在尺寸的中断处，如果图样

位置不够，允许标注在尺寸的上方，或拉出尺寸界限外水平注写；尺寸数字不可被任何图线通过，否则

应将图线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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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           （对于倒角）”这样两种情况，应采用“        ” 

“           ”等格式。 

对于基本尺寸精度精确到十分位，所有数字无效零应去掉。其余符合GB 4458.4的规定。 

4.7.2 Pro/e 尺寸注法 

基本符合4.7.1的规定，其中箭头为2.5,尺寸与尺寸间隔即偏距和增量均为7。 

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偏距和增量。 

4.8 表面粗糙度注法 

表面粗糙度的标注除按以下规定外，还应遵守GB/T 131的规定。 

a) 表面粗糙度符号、代号一般注在可见轮廓线、尺寸界线、引出线或它们的延长线上，当位置狭

小或不便标注时，可以引出标注； 

b) 当零件的大部分表面具有相同的表面粗糙度要求时，对其中使用最多一种符号、代号可以统一

注在图样的右上角距边框 10mm～15mm 处，并加注“其余”两字； 

c) 表面粗糙度的画法按图 5 的规定。 

d)                               

图5 表面粗糙度画法 

5 设计文件 

5.1 文件目录 

5.1.1 格式 

按JB/T 5054.3中4.1a格式6的规定。 

5.1.2 填写要求 

文件目录是表明产品或部件的设计文件清单，供核对查找文件使用，应将设计文件成套填写并写清

每份文件的代号、名称及其总页数。 

5.1.3 其余 

按本规范第4章有关规定。 

7.2 

2×45° 

7.2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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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图样目录 

5.2.1 格式 

按JB/T 5054.3中4.1b格式7的规定。 

5.2.2 填写要求 

图样目录中的“图样”仅指工作图样即产品全套工作图的清单，供存档或发放图样时核对与查找图

样成套性之用。属必备文件。图样目录是按图样代号自左至右按数字大小由小到大依次逐张填写，并统

计总张数（总张数是指图样总张数，不包括图样目录、明细表、汇总表等设计文件）。当同一代号而有

数张不同副面的图样则应按幅面大小分别填写，序号应填满全部空格。其余按本规范第4章有关规定。 

下列图样应编入图样目录： 

a) 总装配图； 

b) 原理图、系统图、接线图等；  

c) 部件装配图； 

d) 零件图； 

e) 包装图样； 

f) 安装图（用于成套设备）。 

5.3 明细表、汇总表 

5.3.1 格式 

按JB/T 5054.3中4.1Cc格式10。 

5.3.2 填写要求 

按本规范第4章有关规定。 

5.4 设计文件封面、首页、续页 

a) 封面按 JB/T 5054.3 中 4.1e 格式 12 的规定。 

b) 首页按 JB/T 5054.3 中 4.1e 格式 14 的规定。 

c) 续页按 JB/T 5054.3 中 4.1e 格式 16 的规定。 

d) 其余按本规范第 4 章有关规定。 

6 工艺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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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文件的格式与要求按JB/T 9165.2～JB/T 9165.４，其余按本规范第4章的规定。 

7 企业标准格式 

产品企业标准的格式与要求按GB/T 1.1和GB/T 1.2，以TDS 1.0作为标准文本的编写平台。 

8 尺寸公差 

8.1 注出公差 

8.1.1 塑料件 

一般采用GB/T 14486-MT1和MT2。 

8.1.2 冲压件 

一般采用GB/T 13914-ST2、ST3和FT2、FT3。 

8.1.3 机加工件 

一般采用GB/T 1804-f或GB/T 1804-m。 

注：对配合要求比较高或有特殊要求的尺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公差等级。 

8.2 未注公差 

8.2.1 塑料件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按GB/T 14486-MT3。 

8.2.2 冲压件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按GB/T 15055-f、m。 

8.2.3 机加工件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按GB/T 1804-m。 

8.2.4 其它公差 

一般采用GB/T 1804。 

注：因材料或加工方法的不同，在不影响产品性能和装配的前提下，尺寸公差可以比以上规定低1～2级。 

9 编号 

9.1 图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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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样编号按下示方法： 

            .        .              

                                   序号 

                                   特征代号（部、类、组） 

                                   企业代号（如：ZTJ、ZTT、ZTD等） 

                                   特征代号（级） 

9.2 技术文件编号 

技术文件编号除企业代号外，其余按要求按企业的规定。 

9.3 更改通知单编号 

a) 更改通知单编号：（年份）改技（J）序号。 

a) 临时更改通知单编号：接技（年份）月份 序号。 

注：图形相同或（基本相同）而尺寸不同，采用表格图时，图样代号应采用分序号。 

10 更改 

图样及技术文件的更改除按以下规定外，还应遵守JB/T 5054.6中的规定。 

10.1 更改方法 

图样及技术文件出现错误或其他原因必须对底图进行更改时，应填写更改通知单，更改方法如下： 

10.1.1 对手工描制底图的更改 

手工描制的底图一般采用划改的方法，即用一横线将原来内容划掉，填写更改后的内容，并在其附

近做上更改标记，如更改处位置不够，可将更改标记移往近旁空白处，并在更改内容和更改标记间画一

条细实线；当更改内容很多或对图形的更改，允许采用刮改或重描。 

10.1.2 CAD 文件的更改 

10.1.2.1 带更改标记的更改 

采用CAD绘制的底图一般采用洗改的方法，即删除原来的内容，填写更改后的内容，并在更改内容

附近做上更改标记，如没有新内容，则采用划改方法。当更改处位置不够时，可将更改标记移往近旁空

白处，并在更改内容和更改标记间画一条细实线。设置更改层以放置被更改的内容，应符合表2的规定。 

10.1.2.2 不带更改标记的更改(重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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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CAD绘制的底图进行重描时,删除被更改部份,在相应的位置输入新的内容。在更改层相应的部位

输入指引线（即细实线）的圆及被删去的部份，圆内填写更改标记，关闭此层，该层的内容既不显示，

也不被绘制出来。设置更改层以放置被更改的内容，应符合表2的规定。 

10.1.2.3 对多页文件的更改 

对多页文件(技术文件)进行更改时，除了在被更改的该页上进行更改登记外，在第1页上即使本次

未进行更改，也必须进行更改登记，但更改处数栏不填。更改标记在第1页上应连续，其它各页可以不

连续； 

10.1.3 更改后文件的保存 

对CAD绘制的底图进行更改时，应在更改后的底图的文件名后面加上本次更改标记，将更改后底图

和其他未更改的底图（中有的话）用更改后文件名存入软盘，将相关的更改前的底图用原文件名存入软

盘； 

注：更改标记采用小写汉语拼音字母a、b、c……,并在字母外加一细实线圆。如: ○a 、○b 、○c ；更改标记圆直

径为φ4，圆内字母为小写汉语拼音，均水平书写，字体与尺寸标注（DIM）一致。 

10.2 临时更改 

下列情况应填写临时更改通知单： 

a) 生产过程中发现图样及技术文件出现错误； 

b) 更改内容需要进行生产技术准备的；如工艺装备修改、改变材料及其它不能立即实施的更改。 

10.3 试制过程中的更改 

新产品试制过程中，允许在复制图上用钢笔或圆珠笔更改，并签署姓名和日期，在鉴定前统一更改。 

10.4 临时更改的有效期 

临时更改通知单的有效期最多为六个月，更改通知单的实施日期应考虑通知单后续程序所需时间。 

10.5 更改注意事项 

—— 填写更改通知单时，更改前与更改后内容应一一对应，当有可能引起误解时，应用一横线隔

开。 

—— 当图样代号或其它与 ERP 管理系统有关的内容进行更改时，更改通知单必须发给生产处。 

—— 当更改牵涉其它资料时，应在更改通知单“同时更改”栏列出，并进行相应的更改，保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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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的一致性。 

11 会签审批程序 

零部件图样经审定后有效，总装配图和设计文件经批准后有效，工艺文件经审核后有效，图样审定

栏和工艺文件审核栏由技术部门负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总装配图和设计文件批准栏由技术总工（或

授权委托人）签字。 

11.1 更改通知单的会签审批程序 

更改通知单的会签审批程序与相应的图样或文件相同，还应经制造部生产运营处处长会签，将更改

后的底图存入软盘后，需经资料员签字确认； 

11.2 临时更改通知单的会签审批程序 

临时更改通知单不需经工艺和标准化会签，但应经生产部负责人会签，其余会签审批程序与更改通

知单相同。 

12 归档和发放 

12.1 归档 

图样及技术文件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填写资料入库单交资料室归档。 

12.2 发放 

图样及技术文件的复制件按《图样及技术文件发放规定一览表》的规定进行发放，考虑本公司生产

的特殊性， 

有关工艺文件的发放份数可按由使用单位申请经总经理批准的份数发放。发放资料应予以登记，领

用人应在登记簿上签字。 

发放的资料应加盖使用部门印章、确认章和日期章，新产品试制期间的图样还应加盖试制用图章，未盖

上述印章的资料均为无效资料。 

当将更改的资料发给有关部门或新产品鉴定后发放批量生产用图时，应将旧图或试制用图收回，盖

上作废章后进行登记，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定期进行销毁，登记明细应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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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协厂加工零部件用图应填写领取技术资料申请单，经有关部门签字后发给，并在领取技术资料登

记本上签字，当图样更改与外协厂有关时，生产公司负责人或负责外协人员应及时通知外协厂，前来领

取通知单和更改后的图样，并交回旧图。 

13 其它 

13.1 技术要求的书写 

技术要求的书写除按以下规定外，还应符合JB/T 5054.2中第5章的规定； 

a) 置于图样右上角距边框 15mm～25mm；  

b) 编写顺序按加工顺序排列； 

c) 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对条编号，编号后用小圆点隔开，条的结束标点符号除最后一条用句号外，

其余用分号，仅一条时不编号。 

13.2 表面粗糙度 

热固性塑料件的表面粗糙度为 ，热塑性塑料件的表面粗糙度为 ，放在技术要求的右上

角，冲压件不标表面粗糙度。 

13.3 弹簧绘制 

弹簧采用统一的标准图，不标比例，技术要求中填写制造及验收。 

13.4 借用件管理 

借用件的更改必须经借用人会签，如因更改致使不能继续借用，则更改者应该用新的图样代号重新

绘制图样。 

13.5 CAD、Pro/e 单张图样电子文档保存方式 

13.5.1 CAD 单张图样电子文档保存方式 

CAD单张图样的电子文档保存文件名采用三段式保存方式，即前三段（包括类别号和企业特征代号、

产品部件零件特征号、顺序号），有尾注号图样在保存文件名时尾注号不必写出。 

下列情况不应作为单张图样代号绘制或保存: 

a) 将顺序号以范围的方式作为单张图样代号； 

示例：2ZTJ.400.001～010 、2ZTJ.400.001～005 、2ZTJ.400.006～010； 以两种方式正确表示，采用一张图

样即：2ZTJ.400.001.1～10 或采用两张图样即：2ZTJ.400.001.1～5 、2ZTJ.400.002.1～5。



13 

b) 将尾注号以范围的方式作为单张图样代号； 

示例：2ZTJ.400.001.1～5、2ZTJ.400.001.6～10；以两种方式正确表示，将两张图样合并即：2ZTJ.400.001.1～

10 或重新申请一个图号即：2ZTJ.400.001.1～5 、2ZTJ.400.002.1～5。 

c) 将尾注号以单序号方式作为单张图样代号； 

示例：2ZTJ.400.001.1 、2ZTJ.400.001.2 、2ZTJ.400.001.3 以两种方式正确表示，将三张图样合并即：

2ZTJ.400.001.1～3或重新申请两个图号即：2ZTJ.400.001 、2ZTJ.400.002 、2ZTJ.400.003。 

注：前三段必须完整包括企业代号(用大写字母)和各段之间的点，如：2ZTJ.400.001.1～5 文件名为：

2ZTJ.400.001。 

13.5.2 Pro/e 单张图样电子文档保存方式 

Pro/e单张图样电子文档保存方式,将完整图号取消企业代号、尾注号和间隔点即可。 

示例：：如 5ZTJ.520.001.1～5 ，三维零（部）件文件名为：5520001，二维零（部）件文件名为：5520001a1（+

幅面以便出图），若零（部）更改需在文件名后加 a、b、c，以示区分版次。 

14 出图 

除全套产品图样、工艺文件以及部份设计文件（如：产品质量特性重要度分级表、出厂检验细则）

入库时出底图外，其余均出白图； 

所有用Pro/e绘制的二维图纸统一要求增加立体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