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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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 

本文件代替QB/T 1753.1—1993《轻机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规定 术语》，与QB/T 17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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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了术语“产品”的定义（见3.1,1993年版的3.1）； 

——增加了术语“生产线”（见3.4）； 

——增加了术语“模块”（见3.8）； 

——更改了术语“外购件”的定义（见3.14,1993年版的3.12）； 

——增加了术语“开发决策”（见4.1）； 

——更改了术语“初步设计”的定义（见4.2,1993年版的4.1）； 

——增加了术语“三维设计”（见4.8）； 

——增加了术语“三维建模”（见4.9）； 

——增加了术语“总布置图”（见5.1.4）； 

——更改了术语“表格图”的定义（见5.1.12,1993年版的5.1.7）； 

——增加了术语“副底图”（见5.2.3）； 

——增加了术语“CAD图”（见5.2.5）； 

——增加了术语“CAD文件”（见5.2.6）； 

——增加了术语“施工图样”（见5.3.3）； 

——增加了术语“竣工图样”（见5.3.4）； 

——增加了术语“市场预测报告”（见6.1）； 

——增加了术语“技术调研报告”（见6.2）； 

——增加了术语“可行性分析报告”（见6.3）； 

——增加了术语“可行性分析评审报告”（见6.4）； 

——增加了术语“产品开发项目建议书”（见6.5）； 

——增加了术语“技术报价书”（见6.6）； 

——更改了术语“技术协议书”的定义（见6.8,1993年版的6.2）； 

——更改了术语“技术任务书”的定义（见6.9,1993年版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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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术语“技术建议书”的定义（见6.10,1993年版的6.4）； 

——更改了术语“产品标准”的定义（见6.17,1993年版的6.11）； 

——增加了术语“产品技术条件”（见6.18）； 

——增加了术语“质量证明书”（见6.25）； 

——增加了术语“包装文件”（见6.26）； 

——更改了术语“试制总结”的定义（见6.30,1993年版的6.21）； 

——增加了术语“早期故障分析报告”（见6.33）； 

——更改了术语“设计评审报告”的定义（见6.35,1993年版的6.25）； 

——增加了术语“用户验收报告”（见6.36）； 

——增加了要素“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 

——增加了要素“索引”（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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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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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得

利时泵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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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3年首次发布为QB 846.1—1983，1993年第1次修订为QB/T 1753.1—1993； 

——本次为第2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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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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部分：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轻工机械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中的产品及其组成部分、产品设计试制过程、产品图样、

设计相关文件的术语。 

本文件界定的术语适用于轻工机械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产品及其组成部分 

本次征求意见稿，术语定义中包含其所在文件的术语条目中已定义的术语，暂时未将条目编号在该

术语后括号中全部给出，只给出了3.1产品术语作为示例。 

3.1  

产品  product 

制造商（或供应商）向用户（或订货方）以商品形式提供的制成品。 

3.2  

单机  single machine 

由若干个零件、部件装配在一起，组成具有独立使用功能的产品（3.1）。 

3.3  

成套设备  complete set of equipment  

成套装置  

在生产企业一般不用装配工序连接，但用于完成相互联系的使用功能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品（3.1）

的总和。 

3.4  

生产线  processing line 

由若干台单机、机组和其他辅助设备等相互组合连接，能完成一系列加工工艺过程的作业线。 

3.5  

零件  part、detail 

不采用装配工序制成的单一成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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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subassembly 

由若干个组成部分(零件、分部件)以可拆或不可拆的形式装配在一起的成品。分部件可按其从属关

系划分为1级部件、2级部件⋯⋯。 

3.7  

结合件  combine 

以不可拆形式连接成的产品（3.1）组成部分。 

结合件中组成的零件称为结合零件。 

3.8  

专用件  special-parts 

产品（3.1）中专用的零件或部件。 

3.9  

模块  module 

模块是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和通用接口的单元。 

3.10  

复用件  compound-parts 

产品（3.1）中不同组成部分的相同零件或部件。 

3.11  

借用件  grafting part 

在隶属编号的产品图样中，使用已有的其他产品（3.1）的零件或部件。 

3.12  

通用件  general part 

在不同类型或同类型不同规格的产品（3.1）中具有互换性的零件或部件。 

3.13  

标准件  standard parts 

经过优选、简化、统一，并给予标准代号的零件或部件。 

3.14  

外购件  bought-in component 

本企业产品（3.1）及其组成部分中采购其他企业的产品（3.1）。 

3.15  

附件  accessory 

供用户安装、调整和使用产品（3.1）所必需的专用工具和检测仪表，或为产品（3.1）完成多种功

能(用途)必需的，而又不能同时装配在产品（3.1）上的组成部分。 
附件可分随机附件和特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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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易损件  wear parts 

产品（3.1）在正常使用(运转)过程中容易损坏和在规定期间内必须更换的零件或部件。 

3.17  

备件  spare parts 

为保证产品（3.1）的使用和维修，供给用户备用的易损件和其他件。 

4 产品设计、试制过程 

4.1  

开发决策  development policy 

为调研、确定产品（3.1）设计和开发的项目与目标而进行的工作。 

4.2  

初步设计  preliminary design 

为研究、确定产品（3.1）最佳设计方案而进行的工作。 

4.3  

技术设计  technical design 

设计、计算产品（3.1）及其组成部分的结构、参数，并绘制产品（3.1）总图及主要零、部件图的

工作。 

4.4  

工作图设计  working drawing design 

根据技术设计，绘制全部工作图样和编制必需的设计文件的工作。 

4.5  

样机（样品）试制  prototype(sample) trial production 

为验证新产品（3.1）的结构、参数和性能等所进行的试制工作。 

4.6  

小批试制  trial production in small numbers 

为验证正式生产的工艺、工装和经样机（样品）试制修改后的图样、文件所进行的试制工作。 

4.7  

正式生产  normal production 

按照经小批试制、最终修改后的图样、设计文件和确定的工艺要求进行的生产。 

4.8  

三维设计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应用三维机械CAD软件进行产品整机或零部件三维图样设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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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三维建模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应用三维机械CAD软件建立产品整机或零部件三维数字模型的过程。 

5 产品图样 

5.1 按表示的对象分类 

5.1.1  

零件图  detail drawing 

供制造与检验零件用的图样。应包括必要的数据和技术要求。 

5.1.2  

装配图  assembly drawing 

总装配图 
表达产品（3.1）、部件和结合件、零件之间连接关系的图样，包括装配(加工)与检验所必需的数据

和技术要求。总装配图中具有总图所要求的内容时，可作为总图使用。 

5.1.3  

总图  general drawing 

表达产品（3.1）及其组成部分结构概况、相互关系和基本性能的图样。 
当总图中注有产品（3.1）及其组成部分的外形、安装和连接尺寸时，可作为外形图或安装图使用。 

5.1.4  

总布置图  general arrangement drawing 

表示产品（3.1）结构概况、相互关系和基本性能的图样。当总布置图中注有产品（3.1）的外形、

安装和连接尺寸时可作为外形图和装置图使用。 

5.1.5  

外形图  overall drawing 

标注有产品（3.1）外形、安装和连接尺寸的产品（3.1）轮廓图样。必要时，尚应注明突出部分间

的距离，以及操作件、运动件的最大极限位置尺寸。 

5.1.6  

安装图  installation drawing 

用产品（3.1）及其组成部分的轮廓图形，表示其在使用地点进行安装的图样，并包括安装时所必

需的数据、零件、材料与说明。 

5.1.7  

简图  diagram 

用规定的图形符号、代号和简化画法绘制出的示意图样的总称。如原理图、系统图、方框图和接线

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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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原理图  schematic diagram ,elementary diagram 

表达产品（3.1）工作程序、功能及其组成部分的结构、动作等原理的一种简图，如电气原理图、

液压原理图等。 

5.1.9  

系统图  system diagram 

一般是以注释的方框形式，表达产品（3.1）或成套设备组成部分某个具有完成共同功能的体系中

各元器件或产品（3.1）间联接程序的一种简图。 

5.1.10  

方框图  square diagram 

一般是用带注释的图框形式，表明产品（3.1）或成套设备中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布置情况的

一种简图。 

5.1.11  

接线图  connection diagram 

根据电气原理图表明整个系统或部分系统中各电气元件间安装、连接、布线的工作图样。各连接部

位(端子)分别给予标示。 

5.1.12  

表格图  tabular drawing 

用图形和表格，表示结构相同而参数、尺寸、技术要求不尽相同的产品（3.1）的图样。 
[来源：GB/T 13361—2012，6.5] 

5.1.13  

包装图  package drawing 

为保证产品（3.1）安全储运，按照有关规定而设计、绘制的运输包装图样。 

5.2 按完成的方法和使用特点分类 

5.2.1  

原图  original drawing 

供制作底图或供复制用的图样（文件）。 

5.2.2  

底图  source drawing 

完成规定签署手续，供制作复印图的图样（文件）。 
注：原图可作为底图使用，但必须确认对图样（文件）责任人员的规定签署正确无误。 

5.2.3  

副底图  source drawing copy 

副底图是与底图完全一致的底图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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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复印图  duplicate 

蓝图 
用能保证与底图或副底图完全一致的方法制出的图样。 
用晒图方法复制的复印图称为蓝图。 
注：用缩微副底图制出的缩微复印图也属于复印图。 

5.2.5  

CAD图  CAD drawing 

在 CAD 过程中所产生的图样。用计算机以点、线、符号和数字等描绘事物几何特征、形态位置及

大小的形式，包括与产品（3.1）或工程设计相关的各类图样等。 

5.2.6  

CAD文件  CAD document 

在 CAD 过程中用计算机所产生的所有文件，实现产品（3.1）所必须的全部 CAD 图和设计文件等。 

5.3 按设计过程分类 

5.3.1  

设计图样  design drawing 

在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时阶段绘制的图样。 

5.3.2  

工作图样  working pattern 

在工作图设计阶段绘制的，包括产品（3.1）及其组成部分在制造、检验时所必须的结构尺寸、数

据和技术要求的图样。样机试制图样、小批试制图样和正式生产图样均是工作图样。 

5.3.3  

施工图样  production drawing 

表示施工对象的全部尺寸、用料、结构、构造以及施工要求，用于指导施工用的图样。 

[来源：GB/T 13361—2012，6.12] 

5.3.4  

竣工图样  as-built drawing 

产品（3.1）验收后，按照加工制造实际情况绘制的图样。 

6 设计相关文件 

6.1  

市场预测报告  market prediction 

企业营销、技术等部门通过对产品（3.1）需求、市场动态、经济效益、技术发展等信息的收集与

分析，为确定产品（3.1）结构、新产品（3.1）开发和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依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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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技术调研报告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 

企业技术部门对产品（3.1）水平发展趋势、产品（3.1）质量信息、经济效果等研究、分析，提出

新产品的设想、应执行的标准与法规，为新产品（3.1）开发决策提供依据的文件。 

6.3  

可行性分析报告  feasibility analysis report 

企业根据市场预测和技术调研内容，通过对产品（3.1）主要技术性能、寿命周期、企业生产条件、

生产能力以及生产成本与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为产品（3.1）开发决策提供依据的文件。 

6.4  

可行性分析评审报告  feasibility analysis appraise report 

通过对可行性分析报告进行评议、审查的结果而编制的文件。 

6.5  

产品开发项目建议书  product develop item suggestion book 

根据可行性分析、评审的结果提出的新产品（3.1）合理方案的文件。经企业法人批准后，作为新

产品（3.1）开发的依据。 

6.6  

技术报价书  technical quotation 

设计单位对用户标书的标的或产品（3.1）售前服务报价所编制的文件，是形成技术协议书的依据

之一。 

6.7  

计划任务书  planning task book 

研制单位根据调查综合分析报告(新产品（3.1）发展建议书)编制的文件，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

目的和根据，规模和指标，资金来源与估算，进度与期限等。 

6.8  

技术协议书  technical agreement 

供需双方对开发产品（3.1）的水平、结构性能、适用的法规等要求而编制的文件，为合同的附件，

是验收产品（3.1）的依据之一。 

6.9  

技术任务书  technical assignment 

根据新产品（3.1）市场预测报告、技术调研报告、技术协议、市场（用户）的需求或技术任务书，

为明确设计目标与水平而绘制的文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作为产品（3.1）设计的依据。 

6.10  

技术建议书  technical recommendation 

立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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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行性分析、评审和有关的技术认证提出产品（3.1）合理方案的文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

作为产品（3.1）开发的依据。 

6.11  

研究试验大纲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在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中对某些新的技术、原理、结构、材料以及达到某种性能而提出的研究试验

项目、要求的文件。 

6.12  

研究试验报告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根据研究试验大纲的要求进行试验验证所得到的数据、结论而编制的文件。 

6.13  

标准化综合要求  standardized comprehensive requirements 

在新产品设计过程中，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总要求。主要内容有： 
a）贯彻执行现行技术标准的要求； 
b）新产品设计应符合产品（3.1）系列标准的要求； 
c）新产品预期达到的标准化系数； 
d）对材料、零部件及结构的标准化的要求； 
e）与国内外同类产品（3.1）标准化水平的分析对比； 
f）预测的标准化经济效果。 

6.14  

计算书  calculation sheet 

对产品（3.1）的性能、主要结构、系统、安全、强度等方面进行理论计算，根据所得结果编制的

文件。 

6.15  

技术经济分析报告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运用系统工程、可行性工程和价值工程等方法，论证产品（3.1）及其组成部分在技术经济上合理

性的文件。 

6.16  

技术设计说明书  technical design description 

对技术设计中确定的产品（3.1）结构、工作原理、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说明性文件。 

6.17  

产品标准  product standard 

规定产品（3.1）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来源：GB/T 20000.1-2014，7.9] 

6.18  

产品技术条件  produc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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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产品（3.1）组成部分不适宜在施工图样中表示的制造、试验和检验等方面技术要求的文件。 

6.19  

文件目录  document list 

产品（3.1）的设计文件清单。 

6.20  

图样目录  drawing list 

产品（3.1）的全套工作图样的清单。 

6.21  

明细表  detail list 

表明产品（3.1）组成部分的表格。 

6.22  

汇总表  itemized list 

根据明细表或明细栏进行分类，综合整理而编制的表格，如标准件汇总表，外购件汇总表、系列产

品（3.1）模块汇总表等。 

6.23  

使用说明书  operation instraictions 

产品说明书 
供用户了解产品（3.1）、正确吊运、安装、调整、使用和维修产品（3.1）的文件。 

6.24  

合格证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合格证明书 
产品（3.1）经检验后，证明其合格的文件。 

6.25  

质量证明书  certificate of quality 

制造单位对用户提供有关产品（3.1）性能、安全和可靠性的各种测试数据、原始凭证等编制的文

件。 

6.26  

包装文件  packaging document 

为实现产品（3.1）安全储运而实施科学、合理包装而编制的文件。 

6.27  

装箱单  packing list 

产品（3.1）实物装箱的清单，供生产企业包装和用户开箱清点实物之用。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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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审查报告  examination report of standardization 

对新产品（3.1）在设计、试制过程中贯彻和实施标准化综合要求情况的审查结果所编制的文件。 

6.29  

试制鉴定大纲  appraisal program of trial production 

鉴定产品（3.1）时，对检验与试验的项目所需的设计文件、特殊仪表、试验场地以及试验的程序、

方法与要求等编制的文件。 

6.30  

试制总结  summary of trial production 

样机（样品）试制和小批试制时，对设计和工艺在试制过程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法及试验

验证等的分析总结所编制的文件。 

6.31  

型式试验报告  type-test report 

根据产品标准（或产品技术条件）的要求，对样机（样品）的各项质量指标进行全面检验后而编制

的文件。 

6.32  

试运行报告  trial operation report 

通过样机（样品）在实际工作条件下试用(运行)结果所编制的文件。作为进一步改进设计及样机（样

品）鉴定的依据。 

6.33  

早期故障分析报告  early phase fault analysis report 

为提高产品质量，系统地分析产品（3.1）可能发生的故障，及其对质量的影响，发生故障的原因

和改进措施而编制的文件。 

6.34  

产品质量特性重要度分级表  classification list of importance of products quality features 

根据产品（3.1）质量特性对适应性(性能、寿命、安全、可靠性、经济性等)影响的重要程度进行分

级的文件。 

6.35  

设计评审报告  design appraise report 

在产品（3.1）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的适宜阶段和结束时，为评价设计和开发的结果满足要求的能力，

识别任何问题并提出必要的措施，对设计和开发进行系统的评审结果所编制的文件。 

6.36  

用户验收报告  client acceptance report 

用户按技术协议书规定对产品（3.1）进行全面检验所得到的结果而编制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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