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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9 至 2020学年第二学期

__工程制图及 CAD 课程

教

案

总学时／周学时： 40 / 4

开课时间：2020 年 5月 6日至 6月 28日

授课年级、专业、班级：____19热动三_______

使用教材：__________ 《工程制图及 CAD》__

授课教师：________________贾静静__________

系 部：________________动力系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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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首页）
课程

名称
工程制图 总计： 40 学时

课程

类别
职业基础课 考核性质 考试 讲课： 38 学时

实验： 学时

机动： 2 学时
任课

教师
贾静静 职称 贾静静

授课

对象
专业班级：19 热动三班 共 1 个班

教材

参考

资料

《工程制图》 ，李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教学

目的

要求

1、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物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2、掌握绘图工具、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具有绘制图形的能力。

3、能按照国标规定，根据投影理论和方法，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

4、培养和提高空间想象力和空间分析力。

5、培养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

教学

重点

难点

教学重点：

1、正投影基础和三视图的画法；

2、基本体的投影及表面交线；

3、组合体的画图和读图；

4、视图、剖视图和断面图的画法；

5、螺纹及螺纹紧固件；

6、零件图的技术要求和读零件图。

教学难点：

1、三视图的画法；

2、组合体的读图；

3、剖视图的画法；

4、螺纹连接的画法；

5、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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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制图国标的基本规定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本课程的任务和要求

2、掌握制图国标中关于图纸、比例、字体、图线的基本规定

3、绘图工具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国标中关于图线的基本规定

难点：各种图线的应用，图线画法细节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绪 论

讲解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学习任务、学习方法。

第 1 章 制图基本知识与技能

1.1 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1.1.1 图纸幅面和格式（GB/T 14689-1993）——使用挂图或课件讲解。

1.1.2 比例（GB/T 14690-1993）——从地图比例尺引入讲解。

1.1.3 字体（GB/T 14691-1993）——文字、数字、字母的写法，板书示教。

1.1.4 图线（GB/T 17450-1998）——使用挂图或课件举例，板画示教，讲授各

种图线的画法、应用。

1.2 绘图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讲解并示范铅笔的削法，及圆规、三角板、丁字尺、图板等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15

10

10

10

35

1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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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2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几何图形画法

教学目的、要求：

掌握常见几何图形画法、平面图形分析与画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1、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和线段分析

2、平面图形的绘制方法和步骤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1 章 制图基本知识与技能

1.3 几何图形画法

1.3.1 等分作图

1、等分线段——三等分为例板画示教

2、等分圆周——三等分、六等分、五等分板画示教，五等分详解

1.3.2 圆弧连接

1、圆弧连接的概念：讲解

2、连接中心的作图方法：原理、方法，重点讲解，举例说明，板画示教

3、确定连接点（即切点）：讲解、板画示教

4、圆弧连接举例：一直线一圆弧相切、两圆弧外切、两圆弧内切，板画示教。

1.3.5 平面图形画法

1、平面图形分析

⑴ 尺寸分析：定形尺寸、定位尺寸，尺寸基准的确定原则——挂图（课件）

讲解，举例说明。

⑵ 线段分析：已知线段、中间线段、连接线段的划分及作图方法和顺序——

挂图（课件）讲解，举例说明。

2、平面图形的画法与步骤

画法举例：以作业 1-6（1）为例进行分析并按 5：1板画示教。

25

45

2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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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4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立体的投影、相贯线的投影

教学目的、要求：

1、熟悉各种基本立体的投影特性

2、掌握基本立体的画法 3、掌握相贯线的画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1、基本立体的投影特性

2、基本立体的画法 3、正交圆柱及圆筒相贯线的简化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2 章 投影法基础

（准备模型如下：五棱柱、三棱锥、圆柱、圆锥、圆球）

2.3 基本立体的投影

2.3.1 平面立体

1、棱柱 使用挂图（课件）讲授棱柱的组成、投影分析、画法。

2、棱锥 使用挂图（课件）讲授棱锥的组成、投影分析、画法。

2.3.2 回转面立体

1、圆柱 使用挂图（课件）讲授圆柱的组成、投影分析、画法。

2、圆锥 使用挂图（课件）讲授圆锥的组成、投影分析、画法。

2.4 立体表面交线的投影

2.4.2 相贯线的投影

1、相贯线的性质

使用模型介绍相贯、相贯线的概念；分析相贯线的性质，并与截交线的性质联

系对照，总结其相同与不同点。

2、相贯线的画法

⑴ 两不等径圆柱正交相贯

列举不同的例子（实体圆柱、空心圆柱、圆筒相贯）讲授求相贯线的简化方法，

注意圆弧的半径和弯曲方向。

⑵ 两等径圆柱正交相贯

使用模型和挂图举例讲解，注意相贯线的变化

45

4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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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3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投影法和三视图

教学目的、要求：

1、熟悉三面投影及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2、掌握三视图的画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1、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2、三视图的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2 章 投影法基础

（准备若干较简单的立体模型）

2.1 投影法与三面视图

2.1.1 三面投影

2.1.4 三视图

1、三视图的概念

2、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3、三视图的画法示例

先用挂图讲解，再结合模型举例说明三视图的画法，板画示教。

30

6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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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5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组合体视图画法

教学目的、要求：

掌握并运用形体分析法、画组合体视图、组合体尺寸标注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运用形体分析法画组合体视图、组合体尺寸标注方法。

难点：组合体表面连接关系的正确表达做到正确、完整、清晰、合理地标注尺寸。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3 章 组合体

3.1 组合体的形体分析

3.1.1 组合体的组合形式

使用挂图讲解组合体的三种组合形式。

3.1.2 组合体表面连接关系

使用挂图结合模型讲解共面、不共面、相切、相交等四种表面连接关系，明确

其在视图中的表达方法。

3.1.3 形体分析法

讲解形体分析法，指出其关键所在，即化整为零原则。使用模型举例说明。

3.2 组合体视图画法

3.2.1 运用形体分析法画图

使用挂图讲解。

3.2.2 组合体视图画法步骤

模型讲解，板画示教。重点注意表面连接关系的正确表达。

3.4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3.4.1 标注尺寸的要求

正确、完整、清晰、合理地标注尺寸。

3.4.2 常见形体的尺寸标注

板画示教讲解常见基本体、切割基本体等常见形体的尺寸标注。

3.4.3 标注方法及步骤

⑴ 形体分析⑵ 确定尺寸基准⑶ 标注定形尺寸、定位尺寸、总体尺寸

⑷ 标注尺寸的注意事项举例标注。

30

45

1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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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6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读组合体视图

教学目的、要求：

1、掌握并运用形体分析法读组合体视图

2、培养空间想象能力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运用读图方法分析组合体视图，想象其空间结构

难点：想象组合体的空间形状结构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3 章 组合体

3.3 读组合体视图

（课题的导入：从本课程的主要任务谈起，导入本课题，同时将画图与读图作

比较，指出读图的重要性及难点所在。）

3.3.1 读图的基本要领

从熟悉基本体及其简单切割体的视图、几个视图联系起来看图、明确视图中线

框及图线的含义等三个方面详解读图的基本要领，在教材示例基础上，增加举例，

结合模型，板画示教。

3.3.2 读图方法及步骤

结合挂图 42(课件)，讲授读图方法和步骤，即运用形体分析法掌握读图的三

个步骤。详解每一步骤要点。

3.3.3 读图练习

通过补视图、补漏线两类读图练习的实例分析，学习读图方法的运用。采用启

发式教学，注意互动，在想象物体形状结构时，要求学生用语言描述，以利于其空

间想象力的提高。

30

15

4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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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7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读组合体视图

教学目的、要求：

1、应用形体分析法补画组合体视图、漏线

2、根据轴测图或模型画组合体视图并标注尺寸

教学重点及难点：

补视图、补漏线、标注尺寸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3 章 组合体

3.3 读组合体视图

1、补画三视图中缺漏的图线

以作业解答为例讲授。

2、根据二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以作业解答为例讲授。

3、根据轴测图或模型画组合体视图并标注尺寸

举例讲授，板画示教，课件辅助。

15

15

6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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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8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正等轴测图画法

教学目的、要求：

1、掌握轴测图的基本概念

2、掌握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难点：圆的正等测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4 章 轴测图

4.1 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4.1.1 轴测图的形成与分类

挂图讲解轴测图的形成过程、投影原理，及轴测图的分类。

4.1.2 轴测轴、轴间角、轴向伸缩系数

讲解轴测轴、轴间角、轴向变形系数的概念。

轴测图的投影特性

挂图讲解轴测图的投影特性，揭示该投影特性反映了轴测图的作图方法。

4.2 正等轴测图

4.2.1 正等轴测图的参数

介绍轴间角、轴向伸缩系数。

4.2.2 正等轴测图画法

⑴ 平面体正等侧画法

采用坐标法绘制，举例说明，板画示教。

⑵ 圆的正等测图画法

采用菱形四心法绘制，板画示教各坐标面上的圆的正等测图。

⑶ 圆角的正等测图画法

板画示教钝角圆弧和锐角圆弧的正等测图画法

25

6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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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9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斜二轴测图画法

教学目的、要求：

掌握斜二轴测图的画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斜二轴测图的画法

难点：斜二测图的应用，注意轴间角、轴向变形系数与正等测图的区别

在多个表面含有圆柱、圆孔、圆角的组合体轴测图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4 章 轴测图

4.3 斜二轴测图

4.3.1 斜二轴测图的参数

挂图讲解斜二轴测图的轴间角、轴向变形系数。注意与正等测图的比较。

4.3.2 斜二轴测图的画法

斜二轴测图主要用于绘制 XOZ 坐标面上有圆的物体。

⑴ 平面体的斜二测图画法

例 1、挂图讲解，板画示教。

⑵ 回转体的斜二测图画法

通常选择 XOZ 面为圆形所在平面，这样绘图简单。

例 2、板画示教。

1、平面组合体正等侧画法

板画举例讲授。

2、回转组合体正等侧画法

板画举例讲授。

3、平面组合体的斜二测画法

板画举例示教。

4、回转组合体的斜二测画法

通常选择 XOZ 面为圆形所在平面，这样绘图简单。板画举例示教。

10

8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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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0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视图

教学目的、要求：

掌握各种视图的画法、标注及其应用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视图的画法、标注及应用。

难点：斜视图、局部视图的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5章 机件表达方法

5.1 视图

5.1.1 基本视图

挂图讲解基本视图的概念、画法、投影对应关系等，并根据模型板画示教。

5.1.2 向视图

讲解向视图的概念、标注方法，板画示教。

5.1.3 局部视图

使用挂图讲解局部视图的概念、画法与标注、应用范围等，注意断开线（波浪

线）的画法，并板画示教。

5.1.4 斜视图

使用挂图讲解斜视图的概念、画法与标注、应用范围等，尤其注意旋转后的画

法与标注，并板画示教。

35

10

25

2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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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1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剖视图的概念、画法与标注、全剖、半剖、局剖

教学目的、要求：

1、熟悉剖视图的概念和作用

2、掌握剖视图的画法、标注

3、掌握半剖、局剖、斜剖视图的画法、标注及应用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剖视图的画法

难点：剖视图的空间想象、全剖、半剖、局剖的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5 章 机件表达方法

5.2 剖视图

5.2.1 剖视图的概念

模型、挂图（课件）结合板画讲解剖视图的概念。

5.2.2 剖视图的画法

使用挂图讲解剖视图的画法，并结合模型板画示教。详细讲解画剖视图的注意

事项，

5.2.3 剖视图的标注

使用挂图讲解剖视图的标注，并板画示教。注意标注的省略原则。

5.2.4 剖视图的种类

1、全剖视图

使用挂图讲解全剖的概念、画法、应用。

2、半剖视图

使用挂图、模型讲解半剖的概念、画法、应用。

注意半剖的画法以及应用条件是难点，多举例说明。

3、局部剖视图

使用挂图讲解局剖的概念、画法、应用。

注意波浪线的画法，此为难点，将正确与错误的画法反复比较讲解并板画示教。

5

40

30

1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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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2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断面图和其它表达方法

教学目的、要求：

1、掌握断面图的概念、画法、标注及其应用。

2、了解规定画法、简化画法以及局部放大图等其它表达方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断面图的画法、标注。

难点：含有特殊回转结构的断面图的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5章 机件表达方法

5.3 断面图

5.3.1 断面图的概念

使用挂图讲解断面图的概念、应用，并结合模型板画示教，注意分析与剖视图

的异同点。

5.3.2 断面图的种类与画法

1、移出断面图

使用挂图讲解移出断面的概念、画法和标注。注意含有回转结构的断面图画法，

此为难点，举例板画示教。注意不同配置的断面图的标注方法，和省略条件。

2、重合断面图

使用挂图讲解移出断面的概念、画法和标注。注意其画法的特殊性，举例说明，

板画示教。

5.4 局部放大图

使用挂图讲解局部放大图的概念、画法和标注。

5.5 简化画法

使用挂图讲解各种简化画法。

10

35

25

10

1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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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3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螺纹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螺纹的结构要素

2、掌握螺纹的规定画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螺纹的规定画法

难点：螺纹连接的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6 章 标准件和常用件

6.1 螺纹

6.1.1 螺纹的形成及分类

1、螺纹的形成：挂图讲解，给出螺纹结构的定义以及外螺纹、内螺纹、牙顶、

牙底的概念。

2、螺纹的分类：分别按标准分类和按作用分类，讲解各类螺纹。

6.1.2 螺纹结构要素

挂图和模型讲解螺纹的牙型、直径、线数、螺距和导程、旋向等 5大基本要素。

强调公称直径用螺纹基本大径表示；注意螺距与导程的区别与联系；旋向的判断方

法，请同学们举出生活中所见到的右旋螺纹和左旋螺纹的例子（形成互动，可间接

考查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指出内外螺纹旋合的条件。

6.1.3 螺纹规定画法

本次课的重点。使用挂图 64 分别讲授外螺纹的画法，通孔内螺纹的画法，不

通孔内螺纹的画法（难点，强调螺纹、光孔、锥角及剖面线的画法，板画示教），

内外螺纹旋合的画法（难点，板画示教），螺纹孔相交的画法。

10

35

4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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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4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螺纹紧固件

教学目的、要求：

1、熟悉螺纹的标记和标注方法 2、掌握螺纹紧固件的规定画法 3、齿轮

教学重点及难点：

螺纹的标记、标注，螺栓连接画法、齿轮各参数计算，齿轮及其啮合画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6 章 标准件和常用件

6.1 螺纹

6.1.4 螺纹的规定标记与注法

1、螺纹的标记

举例说明普通螺纹、梯形螺纹、管螺纹的标记内容，注意管螺纹尺寸代号的特

别。注意标记中省略内容的含义。

2、螺纹在图样中的注法

讲授螺纹标记在图中的标注方法（与尺寸标注相同），但管螺纹例外，它在图

中的标注方法有其特殊性。

6.2 螺纹紧固件

6.2.1 螺纹紧固件的类型 介绍常用的螺纹紧固件联接形式。

6.2.2 螺纹紧固件的联接画法

使用挂图（课件）结合模型讲解画出螺栓联接、螺柱联接、螺钉联接的画法，

采用比例画法，注意各尺寸的比例，以及画连接装配图的注意事项。局部板画示教。

6.3 齿轮 6.3.2 圆柱齿轮及其规定画法

1、直齿圆柱齿轮结构 2、直齿圆柱齿轮轮齿的尺寸关系 3、直齿圆柱齿轮的规

定画法

⑴ 单个齿轮画法

讲解齿顶圆（齿顶线）、分度圆（分度线）、齿根圆（齿根线）在主视图和左视

图中的画法，以及轮齿部分在剖视图中的画法。

⑵ 齿轮啮合画法

非啮合区的画法同单个齿轮相同；讲解啮合区在主、左视图中的画法，以及在剖视

图中的画法（重点讲解）。

20

40

30

作业：

课后小结：



17

课次 15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零件图概述及典型零件视图分析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2、掌握零件图的视图选择原则和典型零件的表达方法 3、、掌握零件图的尺寸标注方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零件的视图选择，典型零件的表达方法 难点：零件的视图选择和表达方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7 章 零件图

7.1 零件图概述

7.1.1 零件图的作用——讲解零件图的概念、作用。

7.1.2 零件图的内容——使用挂图 81，讲解零件图的四个内容。

7.2 零件的视图选择及典型零件的视图分析

7.2.1 零件的视图选择

1、零件的形体分析

首先说明与组合体三视图的视图选择有所不同，选择时考虑的因素更多一些。

本次课重点，使用模型举例说明。

2、主视图的选择

零件主视方向应与零件的加工位置或工作位置相一致，且反映零件的形状特

征。

3、其他视图的选择

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法，以清楚表达零件的形状、结构为原则，优先选择基本

视图，尽量减少视图个数。

7.2.2 典型零件的视图分析

本次课重点。将各种零件按照主要的形体特征划分为轴套类、盘盖类、叉架类、

箱壳类等四大类零件，然后根据其结构特点选择合理的表达方法和视图个数。

7.3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讲解选择尺寸基准的原则和方法。

结合表 7-1 讲解各种常见孔的尺寸标注方法。

20

50

20

思考题：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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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6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工艺结构，表面结构要求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零件上的工艺结构

2、掌握表面结构要求的标注方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表面结构要求的标注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7章 零件图

7.4 零件的工艺结构及其画法

挂图讲解铸造工艺结构的意义及其画法。

挂图结合表 7-2 讲解机械加工工艺结构的意义及其画法。

7.5 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7.5.1 表面结构要求

1、基本概念

讲解表面结构要求的概念，主要评定参数及取值，表面结构代号，板画示教。

2、表面结构要求在图样中的标注

使用课件，讲解表面结构要求在图样上的标注方法，板画示教。

注意：讲授时要与老国标进行对照比较。

30

60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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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7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极限与配合

教学目的、要求：

1、掌握极限与配合的概念

2、掌握极限与配合的标注方法

教学重点及难点：

极限与配合的概念和标注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7 章 零件图

7.5 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7.5.2 极限与配合

1、零件的互换性

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自行车的螺栓坏了，买个新的换上）引入，讲解零

件互换性的含义，进而引出“公差”的概念。

2、尺寸公差的基本概念

举例讲解公差的概念，以及有关公差的一系列概念：

公称尺寸、极限尺寸、偏差、极限偏差、尺寸公差、公差带和零线、标准公

差、基本偏差、孔和轴的公差带代号等。

此为本节重点，也是难点，讲解要仔细，举例要充分，有代表性。

3、配合的基本概念

讲解配合的概念。

⑴ 配合种类：用公差带图举例讲解间隙配合、过盈配合、过渡配合等三种

配合形式。

⑵ 配合制：讲解配合基准制的概念及基孔制、基轴制两种配合制度。

4、极限与配合在图样上的标注

挂图讲解在零件图上的标注和在装配图上的标注，并板画示教。

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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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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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8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读零件图

教学目的、要求：

掌握读零件图的一般方法，能够读懂零件图

教学重点及难点：

读零件图的要求和方法

教 学 过 程 时间

第 7 章 零件图

7.6 读零件图

7.6.1 读零件图的目的和要求

从零件的名称、用途、材料、数量、结构、尺寸、制造方法、技术要求等方

面提出阅读零件图的目的和要求。

7.6.2 读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

1、读标题栏：从标题栏了解零件的基本信息。

2、分析视图，想象结构形状： 要使学生弄清采用什么方法来表达零件的结

构，用了几个视图，每个视图的表达重点等，读懂零件结构。此乃重点，是读图

的关键。

3、分析尺寸： 讲授尺寸基准的判断方法，找出长、宽、高各方向的尺寸基

准；分析尺寸标注，找出各部分定形尺寸和定位尺寸。

4、分析技术要求： 弄清表面结构要求、尺寸公差、几何公差、热处理以及

检验等要求，分析制造加工方法。

5、综合归纳： 将零件的结构、尺寸、技术要求等各方面综合起来，全面正

确读懂零件图表达的全部内容。

7.6.3 读图举例

使用挂图（课件）进行读图练习。

5

40

45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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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19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机动

教学目的、要求：

教学重点及难点：

教 学 过 程 时间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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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20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授课题目：总复习

教学目的、要求：

教学重点及难点：

教 学 过 程 时间

作业：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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