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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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B/T 1753《轻工机械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分为六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图样要求； 

——第3部分：格式及填写要求； 

——第4部分：编号原则； 

——第5部分：完整性； 

——第6部分：更改办法。 

本文件为QB/T 1753的第2部分。 

本文件代替QB/T 1753.2—1993《轻机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规定 工作图样基本要求》，与QB/T 1753.2

—1993相比，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文件名称（见1993年版）； 

——增加了要素“引言”（见引言）； 

——更改了范围的内容（见第1章，1993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见第2章，1993年版的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3章）； 

——增加了CAD制图及CAD软件的要求（见4.2）； 

——增加了计算机交换图样和信息的管理要求（见4.10）； 

——增加了结构相似零部件的图样表达要求（见4.12）； 

——增加了含有嵌入式软件的零部件的图样表达要求（见4.13）； 

——增加了重要零部件在图样的表达要求（见4.14）； 

——增加了技术要求的内容（见4.15）； 

——增加了零件图包含的内容（见5.1.1）； 

——更改了未注公差的标注要求（见5.1.9,1993年版的4.1.8）； 

——增加了图样标注尺寸基准面选择的要求（见5.1.12）； 

——增加了三维设计软化绘制零件图的要求（见5.1.13）； 

——增加了零部件装配关系的内容（见5.2.1）； 

——更改了图样上焊缝符号的内容（见5.2.7,1993年版的4.2.4.4）； 

——增加了零件图上成形材料的填写要求（见5.2.9）； 

——增加了外购件、需改制的外购件的图样要求（见5.2.13）； 

——增加了外形图简化图样的要求（见5.3.2）； 

——增加了外协件外形图的要求（见5.3.4）； 

——增加了安装图简图画法的要求（见5.4.1）； 

——更改了产品及附件包装的要求（见5.5.2,1993年版的4.5.2）。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轻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01）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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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新美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大指

造纸设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得利时泵业有限公司、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市弘驰科技

有限公司、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机械设计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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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轻工机械包罗万象，门类众多，是分支最多和企业数量最多的行业。为了保证轻工机械产品的开发

和设计有序开展，规范轻工机械行业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的使用和管理，促进轻工机械产品的质量提升，

对轻工机械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确立规则已经成为迫切的任务。QB/T 1753旨在确立轻工机械产品图样

及设计文件的编制、使用和更改等规则，拟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图样要求。 

——第3部分：格式及填写要求。 

——第4部分：编号原则。 

——第5部分：完整性。 

——第6部分：更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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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机械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第2部分：图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轻工机械产品图样(以下简称“图样”)，包括 CAD 图样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轻工机械产品图样。采用 CAD 绘制的图样也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其他图样可参照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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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24  焊缝符号表示法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3102（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  

GB/T 12212  技术制图 焊缝符号的尺寸、比例及简化表示法 

GB/T 13385  包装图样要求 

GB/T 14665  机械工程 CAD制图规则 

GB/T 16675.1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1部分：图样画法 

GB/T 17825.7  CAD文件管理 签署规则 

QB/T 1588.5  轻工机械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QB/T 1753.1  轻工机械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第1部分：术语 

QB/T 1753.3  轻工机械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第3部分：格式及填写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QB/T 175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4.1 图样应按照《机械制图》、《技术制图》、《电气制图》等现行国家标准及其它相关标准或规定

绘制，并达到正确、完整、统一、清晰。 

4.2 采用 CAD制图时，应符合 GB/T 14665及其它相关标准或规定；采用的 CAD软件应经过标准化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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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图样上的术语、代号、文字、图形符号和结构要素等均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4.4 图样上使用的量、单位和符号应符合 GB 3100、GB/T 3101、GB/T 3102（所有部分）的规定。 

4.5 图样上的视图与技术要求，应能表明产品和零、部件的结构、轮廓及制造、检验时所必要的技术

依据。 

4.6 图样在能清楚表达产品和零、部件的结构、轮廓、尺寸及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前提下，视图的数量

宜尽可能少。 

4.7 每个产品或零、部件，宜尽可能分别绘制在标准幅面的单张图样上。当分布在数张图样上时，主

要视图、明细栏、技术要求一般应置于第一张上。其中同一视图中的局部视图应绘制在同一张图样上。 

4.8 图样上的产品及零、部件名称，应符合有关标准或规定，如无规定时，宜尽可能简短、确切。 

4.9 图样上一般不列入限制工艺要求的说明。必要时，可标注采用一定加工方法的工艺说明，如“同

加工”、“配研”、“车削”等。 

4.10 图样标题栏的填写应按 QB/T 1753.3的规定。 

在计算机上交换的图样和信息，应按照GB/T 17825.7的规定或按产品数据或工程图档案管理系统进

行授权管理。 

4.11 图样上的零、部件，按其使用要求，宜尽可能采用标准件、通用件、借用件和外购件，且选用的

标准件、外购件的品种和规格宜尽可能少。 

4.12 结构相似的一组零、部件可通过一张图样表达，图样上表达具体结构和参数，参数值通过表格图

实现。 

4.13 含有嵌入式软件的零部件通常视作部件，可给予软件编号并体现在部件图上。 

4.14 零部件的关键、重要特征和特性应在图样上注明。 

4.15 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内容宜注明所使用的标准。 

5 图样的绘制 

5.1 零件图 

5.1.1 零件图上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a) 零件轮廓； 

b) 尺寸及公差； 

c) 形位公差； 

d) 表面结构； 

e) 材料及性能要求； 

f) 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g) 净质量； 

5.1.2 每个专用零件一般应绘制单独零件图样，下列情况可不绘制： 

a) 结合件中结合前无切削加工，在结合件图中已完全表明其形状、尺寸的结合零件； 

b) 型材垂直切断和板材经裁切后不再进行切削加工的零件； 

c) 形状和最后尺寸均需根据安装位置确定的零件。 

5.1.3 零件图一般应根据装配时所需要的几何形状、尺寸和表面粗糙度绘制。零件在装配过程中加工

的尺寸，应标注在装配图上，如必须在零件图上标注时，应在有关尺寸近旁注明“配作”等字样或在技

术要求中说明。对装配尺寸链的补偿量，一般标注在有关零件图上。 

5.1.4  两个呈镜像对称的零件，应分别绘制图样。如采用简化画法，应符合 GB/T 16675.1 的规定。

如需绘制在一张图样上时，应标明不同代号，必要时可加文字说明，并在明细表中注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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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必须整体加工成对或成组使用、形状相同且尺寸相等的分切零件，可视为一个零件绘制在一张

图样上，标明一个代号，视图上分切处的连线采用粗实线；当有关尺寸不相等时，也可绘制在一张图样

上，但应标明不同的代号，并按本文件 5.6的规定绘制表格图。 

5.1.6 单个使用但采用整体加工比较合理的零件，在视图中一般可用双点划线表示零件以外的其他部

分。 

5.1.7 能够标注出型号(代号)、名称、规格的外购件可不绘制图样。 

5.1.8 有特定要求的零件图绘制。 

a) 零件有正反面（如皮革、织物）或加工方向（如硅钢片、电刷等）要求时，应在视图上注明或

在技术要求中说明； 

b) 对零件的局部有特殊要求（如不准倒钝、热处理）及标记时，应在图样上所指部位近旁标注说

明。 

5.1.9 图样上尺寸的未注公差和形位公差的未注公差等，应按 GB/T 1804、GB/T 1184 的规定，在图

样标题栏附近或技术要求、技术文件中注出标准号及公差等级代号。 

5.1.10 同一结构要素和加工尺寸宜尽可能标注在一个视图上。在满足加工、检验要求的前提下，尺寸

数量应最少。 

5.1.11 对有文字、符号、刻线等标记要求的零件: 

a) 在平面上文字、符号、刻线等标记，宜完整地画出。如采用局部简化表达方法，应在图样有关

视图上引出说明或在技术要求中说明； 

b) 在圆柱(锥)面上文字、符号、刻线等标记，宜画出其平面展开图，也可用文字补充说明。 

5.1.12 在满足尺寸检验的前提下，在图样上应以零件结构基准面作为标注尺寸的基准。 

5.1.13 使用三维设计软件绘制的图样，可将形状复杂的零件三维图形绘制在零件图上，其位置宜在标

题栏上方或左侧的空白处。 

5.2 装配图及总图 

5.2.1 产品、部件装配图应能清楚表达下列内容： 

a) 产品或部件结构及装配位置的图形； 

b) 零部件间的装配关系； 

c) 主要装配尺寸和配合代号； 

d) 装配时需要加工的尺寸、极限偏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等； 

e) 产品或部件的外形尺寸、连接尺寸及技术要求等； 

f) 组成产品或部件的明细栏。 

5.2.2 总图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轮廓及主要部件的装配位置，成套设备的组成部分的安装位置图形； 

b) 产品或成套设备的基本特性、类别、主要参数、装配要求及型号、规格等； 

c) 产品的外形尺寸（无外形图时）、安装尺寸（无安装图时）及技术要求或成套设备正确安装位

置的尺寸及安装要求； 

d) 机构运动部件的极限位置； 

e) 操作机构的手柄、旋钮、指示装置等； 

f) 组成成套设备的明细栏。 

5.2.3 产品的部件划分应能清楚表达组成部分相互连接关系，又应满足部件装配、调试、检验等要求，

并便于装配图样绘制与装配工艺编排。 

5.2.4 采用改变形状或粘结等方法组合连接的结合件图绘制应满足如下要求： 



QB/T 1753.2—XXXX 

5 

a) 结合件图中变形、粘合部位，应用引出线注明具体连接方法(如翻边、扩管、铆平、凿毛等)，

或在技术要求中说明； 

b) 连接中变形的结合零件图，按装配变形前状态要求绘制。 

5.2.5 采用浇铸、包胶、注塑、喷涂等工艺方法连接的结合件图绘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附属在成型零件上的结合零件(材料)不绘制图样，其材料填写在结合件图样明细栏内； 

b) 简单的成型零件能在结合件图上直接表明其形状、尺寸及加工要求的，允许不单独绘制零件图； 

c) 复杂的成型零件，宜单独绘制图样。 

5.2.6 采用焊接方法连接的结合件图绘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焊接前要机加工的结合零件，一般应按焊接图中的规定绘制零件图； 

b) 焊接前无机加工要求的结合零件，一般不需绘制零件图，其形状、尺寸及加工要求应在焊接件

图上表明。 

5.2.7 图样上焊缝符号应符合 GB/T 324和 GB/T 12212 的规定。 

5.2.8 结合件图中表达不完全，又不单独出图的，可在图样空白处单独绘出，该图上方应注明零件序

号及名称。 

5.2.9 材料与零件组成一体时（如双金属浇注嵌件等），其附属在零件上的成形材料，可填写在图样

的明细栏内，不绘制零件图。 

5.2.10 装配图、总图中有外部连接要求的管道图，可加注有关标记(如表示进出口方向的箭头、符号、

连接对象的位置编号)或文字说明。标记、说明应和相关图样（工艺布置图、管道安装图)对应一致。当

多种介质管道连接，可列表说明。 

5.2.11 有左、右或多种排列的产品、部件装配图，可只绘出一种排列的图形。其他排列可用示意图表

明，并注明排列型式。 

5.2.12 变型(派生)产品、系列产品的装配图，应分别单独绘制，其通用组成部分，在图样上按借(通)

用件处理。 

5.2.13 外购件可不绘制图样，但应标注型号（代号）、名称、规格。需改制的外购件应绘制图样，视

图中除改制部位应标明结构形状、尺寸、表面粗糙度及必要的说明外，其余部分均可简化绘制。 

5.3 外形图 

5.3.1 绘制轮廓图形，应标注必要的外形、安装和连接尺寸。 

5.3.2 外形图的简化图样应符合 GB/T 16675.1的规定。必要时，应绘制机构运动部件的极限位置轮廓，

并标注其尺寸。 

5.3.3 当产品的重心偏移较大而影响吊装及包装时，应标注出重心的位置和尺寸。 

5.3.4 外协件的外形图宜标注出型号（代号）、名称、规格及技术要求。 

5.4 安装图 

5.4.1 应绘制产品及其组成部分的轮廓图形，标明安装位置及尺寸。必要时，用简图表示出对基础的

要求，简图应符合 GB/T 16675.1 的规定。 

5.4.2 应有安装技术要求，必要时可附接线图及符号等说明。 

5.4.3 有关零、部件或配套产品应列入明细栏（有明细表时可省略）。 

5.4.4 有特殊要求的吊运件，应表明吊运要求。 

5.5 包装图 

5.5.1 应绘制包装箱图及内包装图，标注其必要的尺寸，并符合 GB/T 1338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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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产品及附件的包装应符合 QB/T 1588.5的规定，产品及附件在包装箱内的轮廓图形、安放位置

和固定方法的包装图应符合 GB/T 13385的规定。必要时，在明细栏内标明包装材料的规格及数量。 

5.5.3 包装箱面应按 GB/T 191的规定或按合同要求，标出包装、储运图示等标志。 

5.6 表格图 

5.6.1 一系列形状相似的同类产品或零、部件，宜绘制表格图。 

5.6.2 表格图中的变动参数，可包括尺寸、极限偏差、材料、质量、数量、覆盖层、技术要求等。表

格中的变动参数可用字母或文字标注，标注的字母与符号的含义应统一。 

5.6.3 形状基本相同，仅个别要素(如孔数、槽数、孔或槽的位置)有差异的产品或零、部件，在绘制

表格图时，应分别绘出差异部分的局部图形，并在表格的图形栏内，标注与局部图形相应的标记代号。 

5.6.4 表格图的视图，应选择表格中较适当的一种规格，按比例或简图绘制应符合 GB/T 16675.1的规

定，凡图形失真或尺寸相对失调易造成错觉的规格，不应列入表格。 

5.7 简图 

5.7.1 系统图 

5.7.1.1 一般绘制方框图，应概略表示系统、分系统、成套设备等基本组成部分的功能关系及其主要

特征。 

5.7.1.2 系统图可在不同的层次上绘制，信息与过程流向应布局清晰，代号（符号）及术语应规范、

准确。 

5.7.2 原理图 

5.7.2.1 应标示出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连接，并清楚地表明产品动作及工作程序等功能。 

5.7.2.2 图形符号（代号）应规范、准确。 

5.7.2.3 元件的可动部分应绘制在正常位置上。 

5.7.2.4 应注明各环节功能的说明，复杂产品可采用分原理图。 

5.7.3 接线图 

5.7.3.1 接线图应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 

5.7.3.2 应标明系统内部各元件间相互连接的回路标号及方位序号，必要时加注接线的图线规定及色

别。 

5.7.3.3 较复杂的产品或设备可使用若干分接线图组成总接线图。必要时，应标示出固定位置与要求。 

6 技术要求的编写 

6.1 产品及零、部件，当不能用视图充分表达清楚时，应在“技术要求”标题下用文字说明，其位置

宜置于标题栏的上方或左方。若技术要求的内容较多，也可单独编制产品技术条件并在图样上直接引用。 

6.2 技术要求的条文，应编顺序号。 

6.3 技术要求的内容，应简明扼要、通顺易懂，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a) 对材料、毛坯、热处理的要求（如电磁参数、化学成分、湿度、硬度、金相要求等）； 

b) 视图中难以表达的尺寸公差、形状和位置公差，表面粗糙度等； 

c) 对有关结构要素的统一要求（如圆角、倒角、尺寸等）； 

d) 对零、部件表面质量的要求（如涂层、镀层、喷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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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间隙、过盈及个别结构要素的特殊要求； 

f) 对校准、调整及密封的要求； 

g) 对产品及零、部件的性能和质量的要求（如噪声、耐振性、自动、制动及安全等）； 

h) 试验条件和方法； 

i) 其他说明。 

6.4 技术要求中引用各类标准、规范、专用技术条件以及试验方法与验收规则等文件时，应注明引用

文件的编号和名称。在不致引起辨认困难时，允许只标注编号。只引用部分条款时，应注明文件年代号

和条款编号。 

6.5 技术要求中引用图样明细栏内的零、部件时，可只标注零、部件编号或序号。 

6.6 产品总图当需表达技术特性时宜在标题栏的上方或左方写出，其内容包括： 

a) 性能参数:生产能力、工艺范围、物料浓度等； 

b) 工况参数:转速、压力、温度、振动频率等； 

c) 结构参数:最大直径、过滤面积、轨距等； 

d) 主要配套件:主电机、减速器型号、规格等； 

e) 产品外形尺寸、总质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