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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基础】

【Fundamental of Engineering Drawing】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80251】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课程性质：【院定课程】

开课院系：机电学院 机械工程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工程 CAD 基础与应用 杨松林等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第一版】

【工程CAD基础理论与上级操作习题集 于奕峰等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社 2014年10月 第一版】

辅助教材：【工程制图基础 王一军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9 月 第 1 版】

【机械制图基础习题集 孙根正等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参考教材：【工程制图 苑国强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先修课程： 无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械工程专业院定专业课，是一门实用的工程入门课。它研究如何用图样确切地表达机械

的结构形状、尺寸大小、工作原理和技术要求，确切表达建筑施工结构、装饰装修形状及尺寸，确切表

达过程控制工程系统和电气工程系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获得机械工程、建筑工程、自

动控制工程领域的看图、识图、绘图基本知识，为从事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维修、调试、产品开发

与管理，建筑工程、自动控制工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目标是培养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能力，以及利用计算机二维软件完成机械结构、建筑施工结

构、装饰装修以及工程控制工程系统和电气工程系统的构型与表达的能力，初步建立工程概念、培养工

程意识和工程素质。

本课程讲授了机械工程 CAD 图形绘制方法及实例、CAD 制图技术在建筑设计、自动控制工程中等方面

的应用。本课程所教授知识及所培养能力与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加工、工程领域标准化及其管理，

建筑结构、装修装饰，工程控制工程系统和电气工程工程系统设计等方面密切相关，是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专业及拓展课程，所涉及机械工程内容将在后续课程：机械设计、机械原理、液压与气动、

互换性与测量、现代设计方法、机械制造装备、CAD/CAM 等中均有广泛应用，所涉及建筑设计及自动控制

工程图形绘制内容有利于拓展学生知识面，从而拓宽就业面。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适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专业一年级的本科生学习，要求学生能够保证上机练习时

间，并认真完成教师所布置作业。最好自己准备电脑安装 Auto CAD 软件。

http://baike.haosou.com/doc/1851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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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五、课程学习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获得机械制造设计、建筑设计和自动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最基本的绘

图知识和技能，具体要达到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是：

1. 掌握螺纹紧固件绘图思路和方法。

2. 掌握键、销联接件图形绘图思路和方法。

3. 掌握轴承图形绘图思路和方法。

4. 掌握圆柱、圆锥齿轮图形的绘图思路和方法。

5. 掌握蜗杆、蜗轮图形的绘图思路与方法。

6. 掌握弹簧图形的绘图思路与方法。

7. 掌握轴类零件绘制步骤。

8. 掌握盘盖类零件绘制步骤。

9. 掌握叉架类零件绘制步骤。

10. 掌握箱体类零件绘制步骤。

11. 掌握装配图的尺寸标注及技术要求的注写。

12. 掌握装配图的一般绘制步骤。

13. 掌握装配图中零件的编号、标题栏和明细栏的书写。

14. 掌握装配图的绘制。

15. 掌握建筑总平面图的绘制方法。

16. 掌握绘制建筑平面图的一般步骤。

17. 掌握绘制建筑立面图的一般步骤。

18. 掌握绘制建筑剖面图的一般步骤。

19. 掌握绘制建筑详图的一般步骤。

20. 掌握管道及仪表流程图绘制。

21. 掌握仪表连接图。

22. 掌握电气符号绘制。

23. 掌握连接线图。

24. 掌握单元围框图。

25. 掌握图形符号标识图。

26. 掌握电气原理图。

27. 掌握电气装配图的绘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达到的业务目标是：能够胜任工程制图、机械制图、机械产品造型、

三维建模及渲染、建筑设计、室内装修装饰设计、过程控制系统设计、电气控制系统设计等岗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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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学习的情感目标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以

及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

六、课程内容

第 1章 工程制图基础概述

知道本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及重要性。

理解本门课程的基本要求、考试考核方法及学习方法。

知道获取 Auto CAD 软件的路径及安装方法。运用网络资源安装本课程所需软件的步骤。

知道机械工程及其设领域的图形主要种类。

知道一套完整的建筑施工图的组成部分及其作用。

知道自动控制工程图形包括的种类及其作用。

第 2章 常用机械工程标准件绘制方法

了解标准件绘制是装配图绘制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螺纹紧固件图形的图形特征。

掌握螺纹紧固件绘图思路和方法。

理解键、销联接件的图形特征。

掌握键、销联接件图形绘图思路和方法。

理解轴承的图形特征及分类特点。

掌握轴承图形绘图思路和方法。

第 3章 常用传动件绘制方法

了解齿轮在传动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分类及其分类特点。

理解圆柱、圆锥齿轮的图形特征。

掌握圆柱、圆锥齿轮图形的绘图思路和方法。

了解带轮在传动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理解带轮的图形特征。

了解蜗杆、蜗轮的机构特征及传动原理。

理解蜗杆、蜗轮的图形特征。

掌握蜗杆、蜗轮图形的绘图思路与方法。

理解弹簧的图形特征。

掌握弹簧图形的绘图思路与方法。

第 4章 常用零件绘制方法

了解常见机械零件种类轴套类、盘盖类、叉架类和箱体类

知道指导使用 AutoCAD 绘制的过程。

了解轴类零件试图特点。

掌握轴类零件绘制步骤。

分析盘盖类零件绘图特点。

掌握盘盖类零件绘制步骤。

分析叉架类零件特点。

掌握叉架类零件绘制步骤。

分析箱体类零件结构特点。

掌握箱体类零件绘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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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装配图的绘制方法

了解装配图的作用。

掌握装配图的一般绘制步骤。

掌握装配图的尺寸标注及技术要求的注写。

掌握装配图中零件的编号、标题栏和明细栏的书写。

了解装配体的绘制方法：零件图块插入法、设计中心插入法、直接绘制装配图和零件图形文件插入

法。

掌握装配图的绘制。

第 6章 建筑总平面图绘制方法

了解建筑总平面图的特点。

指导绘制总平面图的一般步骤。

掌握建筑总平面图的绘制方法。

第 7章 建筑平面图绘制方法

了解建筑平面的特点。

知道建筑平面图的类型。

掌握绘制建筑平面图的一般步骤。

第 8章 建筑立体图绘制方法

了解建筑立面图的图示内容。

知道建筑立面图的命名方式。

掌握绘制建筑立面图的一般步骤。

第 9章 建筑剖面图绘制方法

了解建筑剖面图的图示内容。

掌握绘制建筑剖面图的一般步骤。

第 10 章 建筑详图绘制方法

了解建筑详图特点和分类。

掌握绘制建筑详图的一般步骤。

第 11 章 自动控制 CAD 工程图形分类

了解工程控制工程设计图形分类。

了解电气工程图形分类。

第 12 章 过程控制工程 CAD 图形绘制

掌握管道及仪表流程图绘制。

掌握仪表连接图。

第 13 章 电气控制工程 CAD 图形绘制

掌握电气符号绘制。

掌握连接线图。

掌握单元围框图。

掌握图形符号标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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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电气原理图。

掌握电气装配图的绘制。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总评构成（X） 1 X1 X2

评价方式 课堂测验 绘图大作业（2次） 课堂互动、学习态度

X两项所占比例% 60% 30% 10%

撰写：刘立华 系主任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