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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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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卓创至诚技术有限公司、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上海江南造船嘉江船舶机械制

造厂、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北京东方波泰无线电频谱技术研究所、河

南省路桥建设集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天津职业大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山东职业学院、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沈阳职业

技术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淄博职业学院、滨州

职业学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莱西市机械工程

学校、福建工业学校、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青岛工贸职业学校、承德应

用技术职业学院、重庆龙门浩职业中学、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祥国、李建国、陈进、高曙明、徐春林、陶冶、范家

柱、利歌、孙簃、邰鑫、张东洲、于万成、陈勇、董雷、黄忠、阮春红、王小晋、

张德龙、江方记、徐勇军、赵宇、于星胜、覃群、吕江毅、缑庆伟、南黄河、田

春来、盛步云、陈计划、韩玉铭、丛迎九、程美、邸玉峰、张亚龙、李旭鹏。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卓创至诚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北京卓创

至诚技术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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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

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458.1-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视图

GB/T 4458.2-2003 机械制图 装配图中零、部件序号及其编排方法

GB/T 4458.4-2003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

GB/T 4458.5-2003 机械制图 尺寸公差与配合注法

GB/T 4458.6-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剖视图和断面图

GB/T 14665-2012 机械工程 CAD 制图规则

GB/T 4457.5-2013 机械制图 剖面区域的表示法

GB/T 1182-2018 产品几何级数规范（GPS） 几何公差形状、方向、位置和

跳动公差标注

GB/T 15751-1995 技术产品文件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图 词汇

GB/T 18229-2000 CAD 工程制图规则

GB/T 18726-2011 现代设计工程集成技术的软件接口规范

GB/T 13361-2012 技术制图 通用术语

GB/T 26099.1-2010 机械产品三维建模通用规则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6099.2-2010 机械产品三维建模通用规则 第 2部分：零件建模

GB/T 26099.3-2010 机械产品三维建模通用规则 第 3部分：装配建模

GB/T 31053-2014 机械产品逆向工程三维建模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726-2011、GB/T 13361-2012 和 GB/T 31053-2014 界定的以及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高速处理大容量存储和图形功能来辅助产品设计的技术，

英文缩写CAD。广义地说，CAD是指一切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的设计和分析工作。

[GB/T 18726-2011，定义 3.3]

3.2

零件图 part drawing

表示零件结构、大小及技术要求的图样。

[GB/T 13361-2012，定义 6.1]

3.3

装配图 assembly drawing

表示产品及其组成部分的连接、装配关系及其技术要求的图样。

[GB/T 13361-2012，定义 6.2]

3.4

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

对产品实物进行测量、拟合、编辑和重构等一系列分析方法和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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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1053-2014，定义 3.1]

3.5

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对数据测量的结果进行特定处理的过程，如噪声滤除、平滑、对齐、缝合、

插值补点等。

[GB/T 31053-2014，定义 3.4]

3.6

点云 point clouds

同一坐标系下表达目标空间分布和目标表面特性的海量点集合。

[GB/T 31053-2014，定义 3.5]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

用、模具制造技术、智能设备运行与维修、有色金属冶炼、汽车制造与检修、汽

车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车身修复、新能源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汽

车运用与维修、船体修造技术、船舶机械装置安装与维修、金属热加工、焊接技

术应用、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金属智能加工技术、钢铁装备运行与维护、钢

铁冶炼技术、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医疗设备安

装与维护、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应用、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

与维修、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术、精密机械

技术、特种加工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锻压技术、

铸造技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装备制造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改装技术、汽车造型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智能产品开发、机电设备维修与管

理、矿山机电技术、制冷与空调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试验技术、新能源

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智能控制技术、

电梯工程技术、飞行器制造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工业设计、

工业工程技术、精密医疗器械技术、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电机与电器技术、材

料成型与控制技术、钻探工程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机械电

子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机器人技术、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

应用型本科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工艺技术、金属材料工程、冶金

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复合材料

工程技术、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工程、焊接技术与自动化、纳米材料与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设计、汽车服务工程、微机电系统工程、

机电技术教育、汽车维修工程教育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

用、模具制造技术、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有色金属冶炼技术、汽车制造与检测、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车身修复、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制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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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汽车运用与维修、船体修造技术、船舶机械装置安装与维修、金属热加工、

焊接技术应用、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钢铁装备运行与

维护、钢铁冶炼技术、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医疗设

备安装与维护、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应用、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制冷和空调设备

运行与维护、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化工机械与设备、飞

机设备维修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机械设计与制造、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数控技术、特种加工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金属智能加工技术、现代

锻压技术、现代铸造技术、智能焊接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机电设备技术、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制冷与空调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电梯工程技术、飞行器数字化

制造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工业设计、工业工程技术、医用电

子仪器技术、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电机与电器技术、水电站机电设备与自动化、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热能动力工程技术、钻探工程技术、增材制造技术、金属精

密成型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数控

技术、工业设计、工业工程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装备智能化技术、机械

电子工程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

应用、金属智能成型技术、航空智能制造技术、飞行器维修工程技术、汽车工程

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汽车服务工程技术、轮机工程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工艺技术、金属材料工程、冶金

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复合材料

工程技术、智能车辆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

源与动力工程、工业设计、汽车服务工程、微机电系统工程、机电技术教育、汽

车维修工程教育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机械工程制图】（初级）：主要面向工业领域的机械加工企业、机械制造

企业、汽车制造企业、航天航空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在生产管理、

质量管理及营销服务等岗位，从事绘图、加工、制造、装配与调试、质量检验、

设备维修及售后服务等基本技术工作。

【机械工程制图】（中级）：主要面向工业领域的机械制造企业、机械设计

企业、汽车制造企业、航天航空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在机械设计、

技术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及营销服务等岗位，从事机构设计、成图、加工、

制造、装配与调试、质量检验、设备维修及售后服务等工作。

【机械工程制图】（高级）：主要面向工业领域的机械制造企业、机械设计

企业、工业设计企业、汽车制造、航天航空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

在设计管理、技术管理、数据管理及培训服务等岗位，从事产品设计、成图、三

维数据处理、三维数据成图及企事业单位技术文件标准化管理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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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机械工程制图】（初级）：主要面向工业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机械

工程制图相关工作，掌握机械典型零件的工程图及装配图的识读和绘制方法，能

够完成简单零件图的绘制。了解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等国家标准，掌握机械制图

的基本方法；能正确识读机械类典型零件图零件工程图；能正确识读装配工程图，

了解简单部件及机器的工作原理；能正确绘制简单零件工程图。

【机械工程制图】（中级）：主要面向工业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机械

工程制图相关工作，掌握机械零件的工程图绘制和三维建模方法，能够独立完成

零件的三维建模、工程图绘制和二维装配图绘制。能正确识读复杂零件和复杂装

配图；能正确使用各类工、量具，测绘典型机械零、部件；能熟练使用二维计算

机绘图工具，遵循 CAD 制图国家标准，绘制规范的机械工程图样；掌握计算机三

维建模工具的使用方法，构建零部件三维模型和三维装配模型；掌握并运用快速

成型方法进行实物验证。

【机械工程制图】（高级）：主要面向工业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机械

工程制图相关工作，掌握机械部件设计思路，理解产品设计方案的详细内容，能

够组织和指导其他设计人员完成机械部件的设计工作。具备优化机构设计的能

力，能将设计方案优化为符合国家标准的二维工程图；能严格遵循机械产品逆向

工程三维建模技术要求等国家标准，采集机械部件点云数据，将点云数据转化为

三维模型，并转化为二维工程图；能严格遵循 CAD 文件管理及机械产品三维模型

通用规则等标准，对数字文件实施标准化管理。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工程图识读与

抄绘

1.1 基础图素认知

1.1.1 依据点、线、面的空间投影规范和要求，

能正确判别其在空间或几何形体上的投影关

系。

1.1.2 能运用三视图相关标准和规范，正确识

读其基本视图。

1.1.3 能正确识读向视图、局部视图和斜视图

表达方法。

1.1.4 能正确识读全剖、半剖和局部剖视等剖

视图表达方法。

1.1.5 能正确识读移出断面图、重合断面图表

达方法。

1.1.6 能正确识读局部放大图等表达方法。

1.2 典型零件图识

读（轴套类，盘盖

类、支架类、箱体

类）

1.2.1 能正确读取零件的名称、材料、绘图比

例等信息。

1.2.2 能正确识读零件的结构形状。

1.2.3 能准确识读零件的三个方向的尺寸基

准，正确区分尺寸类型。

1.2.4 能准确识读零件中的尺寸公差、表面粗

糙度、几何公差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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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能正确判断零件的加工要素。

1.3 典型零件图抄

绘

1.3.1 能选择正确的零件图图纸图幅，并确定

其绘图比例。

1.3.2 能正确抄绘零件的视图。

1.3.3 能正确抄绘零件相关尺寸、技术要求等

要素。

1.3.4 能正确抄绘零件相关尺寸公差等级等

技术要素。

1.3.5 能准确填写零件的标题栏信息。

2. 装配图识读与

抄绘

2.1 常见机械机构

装配图识读

2.1.1 能从标题栏和明细表中读取装配图的

名称、各零件名称、材料等信息。

2.1.2 能分析装配图中的各个视图，读懂机构

的结构形状、零件与数量等信息。

2.1.3 能分析装配机构的结构形状，读懂机构

的工作原理。

2.1.4 能分析装配图中的装配、外形等各类尺

寸，读懂各零件的配合性质以及精度要求等

信息。

2.1.5 能分析装配图中的技术要求，了解机构

的装配方法、装配质量以及安装、使用的注

意事项等信息。

2.2 标准件装配图

识读

2.2.1 依据螺纹及螺纹紧固件表示法，能正确

识读螺纹牙型、螺距、旋向等技术参数。

2.2.2 依据键联接表示法，能正确判断键联接

类型、配合关系。

2.2.3 依据齿轮表示法，能正确判别齿轮类

型、配合关系，并能计算齿轮基本参数。

2.2.4 依据弹簧表示法，能正确判断弹簧类

型、性质及作用。

2.2.5 依据滚动轴承表示法，能正确判断滚动

轴承型号、类型及其装配关系。

2.3 典型机械机构

装配图抄绘

2.3.1 能依据 CAD 制图国家标准，合理布置装

配图的各视图。

2.3.2 能正确抄绘装配图的各视图。

2.3.3 能正确抄绘装配图上的各零部件序号

并生成零件明细栏。

2.3.4 能正确抄绘装配图的装配尺寸、外形尺

寸、性能尺寸、安装尺寸等内容。

2.3.5 能正确抄绘机构的装配方法、检测、安

装及保养注意事项等技术要求。

2.3.6 能正确填写装配图标题栏上的机构名

称、图号、绘图比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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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零件图绘制

3.1 二维图样设置

3.1.1 能在 CAD 二维绘图软件中建立新文件，

并按要求保存到指定位置。

3.1.2 能根据图样绘制要求，设置图幅、标题

栏、图层等参数。

3.1.3 能使用绘图、标注与修改等相关指令，

绘制图样。

3.1.4 能够按照出图要求，打印出图。

3.2 简单零件工程

图绘制

3.2.1 依据零件结构特征，能够定位零件图视

图基准。

3.2.2 能正确绘制零件的各视图。

3.2.3 能正确标注零件的各类尺寸。

3.2.4 能正确标注零件的尺寸精度、表面粗糙

度、几何公差等技术要求。

3.2.5 能正确编制热处理等文字性技术要求。

3.2.6 能正确填写标题栏中零件名称、代号、

材料、绘图比例等信息。

3.3 二维图样输出

3.3.1 能正确设置打印纸张规格、打印范围、

打印比例。

3.3.2 能正确添加绘图仪，并设置绘图仪的打

印样式、打印范围等参数。

3.3.3 能将工程图图样虚拟打印为 pdf 文件。

3.3.4 能正确连接计算机和打印机，选择打印

机和纸张，完成工程图图样的打印输出。

表 2 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二维工程图识

读与绘制

1.1 绘图环境设置

1.1.1 能正确设置图层、线型等参数。

1.1.2 能正确设置字体、字高等文字样式。

1.1.3 能正确设置尺寸等标注样式。

1.1.4 能正确设置粗糙度、几何公差等符号标

注样式。

1.1.5 能正确选择图幅、标题栏样式，并确定

图纸比例。

1.2 复杂零件图的

识读与绘制

1.2.1 能正确识读复杂零件图的基本视图、剖

视图、局部放大图、简化画法等视图，读懂

零件的结构特征和加工要素。

1.2.2 依据零件结构特征，能够定位零件图视

图基准。

1.2.3 能正确绘制复杂零件的基本视图、剖视

图、局部放大图、简化画法等视图。

1.2.4 能正确标注复杂零件的各类尺寸。

1.2.5 能正确标注复杂零件的尺寸精度、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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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度、几何公差等技术要求。

1.2.6 能正确编制热处理等文字性技术要求。

1.3 复杂装配图的

识读与绘制

1.3.1 能正确识读复杂装配图的基本视图、剖

视图、局部放大图、简化画法等视图，读懂

机构的运动关系和结构特征。

1.3.2 能合理布置并绘制复杂装配图的基本

视图、剖视图、局部放大图、简化画法等视

图。

1.3.3 能正确标注复杂装配图上的各零部件

序号并生成零件明细栏。

1.3.4 能正确标注复杂装配图的装配尺寸、外

形尺寸、性能尺寸、安装尺寸等内容。

1.3.5 能正确标注机构的装配方法、检测、安

装及保养注意事项等技术要求。

2.三维模型零件

建模与装配

2.1 高级建模环境

设置

2.1.1 能设置三维建模或三维装配的文件类

型。

2.1.2 能设置三维建模的工作路径。

2.1.3 能设置命令快捷键。

2.1.4 能设置三维建模环境的缺省参数。

2.1.5 按照材质信息，能正确设置零件的单

位、材质、密度等基本量纲。

2.2 零件三维建模

2.2.1 能构建由基本体组合而成的简单零件

模型。

2.2.2 能绘制零件模型的二维草图，并使用图

形编辑命令编辑草图。

2.2.3 能运用基础建模功能，构建零件的三维

模型。

2.2.4 能运用基础编辑功能编辑三维模型。

2.2.5 能将三维模型自动生成二维工程图，并

能够插入三维模型的轴测图。

2.2.6 能将三维模型转存为数字化加工所需

的格式。

2.3 机构三维装配

2.3.1 依据装配体各零件的装配关系，能正确

导入零件模型并组装成部件三维装配体。

2.3.2 依据装配体的运动原理，能运用仿真约

束功能实现虚拟运动，并进行静态干涉检查。

2.3.3 按照工作任务要求，能自动生成三维装

配体的二维装配图，并在二维装配图中插入

三维装配体的轴测图。

2.3.4 按照工作任务要求，正确绘制三维装配

体的二维爆炸图。

2.3.4 按照工作任务要求，正确绘制三维装配

体的二维爆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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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构测绘与绘

制

3.1 机构拆卸

3.1.1 能分析机构的用途、性能和工作原理。

3.1.2 掌握机构的装配关系和结构特点。

3.1.3 掌握一种快速成型零件的制造方法。

3.1.4 能正确使用工具完成对机构的拆卸。

3.1.5 能按照 7S 工作规范要求，对零件编号、

维护和保存。

3.1.6 能根据机构的装配关系和结构特点设

计工装夹具，并采用快速成型方法制造。

3.2 典型零部件测

绘与建模

3.2.1 能读懂部件说明书，了解部件结构、工

作原理、性能、规格、用途、使用方法、维

修保养等信息。

3.2.2 能准确判断部件中各零件的功能及装

配关系。

3.2.3 能正确选择拆装工具，正确、有序地拆

卸机构的各零件，进行编号登记，并能复原

部件。

3.2.4 能通过查阅设计手册，确定各零件间的

配合关系、技术要求等要素，绘制部件装配

简图。

3.2.5 能正确使用测量工具测量各零件的尺

寸，确定零件视图表达方案，绘制零件草图

并标注尺寸及技术要求。

3.2.6 能规范绘制完整的装配图与建模，完成

模型验证。

3.3 零件文件编码

及管理

3.3.1 能按照国家制图标准对工程图等正确

编码。

3.3.2 能将零件图的电子文档等资料存到指

定位置。

3.3.3 能按照图纸折叠规范，对图纸折叠成 A4

标准大小。

3.3.4 能按照图纸规范管理要求，对纸质图纸

进行装订和存档。

表 3 机械工程制图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方案设计与实

施
1.1 设计方案优化

1.1.1 能读懂机械部件的设计说明。

1.1.2 依据工作任务要求，能对机械部件的设

计方案进行分析，准确指出设计不合理的地

方。

1.1.3 依据工作任务要求，能合理优化机械部

件设计方案。

1.1.4 依据机械部件的设计说明，能结合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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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优化方案，绘制优化后的装配简图。

1.2 装配图设计

1.2.1 能确定部件装配图的比例、各零件名称

和图号等信息。

1.2.2 能确定机械部件中各零件间的装配关

系，设计关键零件间的配合尺寸和配合精度。

1.2.3 能确定部件装配图的实际结构尺寸。

1.2.4 能结合装配简图设计并绘制装配图的

各视图。

1.2.5 能正确标注零件序号，并生成零件明细

栏。

1.2.6 能正确标注装配尺寸、外形尺寸、性能

尺寸以及技术要求，并正确填写标题栏相关

信息。

1.3 零件图设计

1.3.1 能确定部件装配图中各零件的名称、材

料、图号等信息。

1.3.2 能正确分析装配图中各零件间的结构

形状特征，拆绘零件图。

1.3.3 能结合各零件的加工要素，准确标注尺

寸。

1.3.4 能查阅机械设计手册，设计并标注各零

件的尺寸精度、几何精度等技术要求。

1.3.5 能根据产品装配图的相关信息，能正确

填写标题栏。

2.装配体逆向测

绘与成型

2.1 点云数据处理

2.1.1 能对被测实物进行数据采集。

2.1.2 能选用滤波算法，对测量结果进行滤波

处理。

2.1.3 能运用平滑处理功能，对测量结果进行

平滑处理。

2.1.4 能运用点云数据处理功能，对测量结果

中的点云进行拼合、变换及修约处理。

2.1.5 能运用半径补偿功能，对采用接触式测

头获得的数据的球心坐标进行半径补偿处

理。

2.1.6 能依据被测实物曲面特征，运用不同数

据分割方法，对同一子曲面的数据进行分割

处理。

2.2 曲面重构

2.2.1 能准确判断曲面的类型。

2.2.2 依据曲面精度相关要求，能运用曲面精

度检测功能，准确判断测量结果曲面的精确

度与光滑度。

2.2.3 依据曲面结构要求，能运用点云、曲线、

曲面或综合体等功能，创建曲面。

2.2.4 依据曲面精度相关要求，能运用曲面编

辑功能，对重构后的曲面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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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能依据曲面位置相切或曲率连续等要

求，能运用缝合、合并等功能，重新创建曲

面模型，完成模型验证。

2.3 三维模型精度

评估与绘制

2.3.1 能依据采集模型的点云数据与数字模

型比对生成精度偏差报告。

2.3.2 依据模型精度评估要求，能采用整体指

标，评估模型结构、形状尺寸、几何特征间

的约束关系及孔槽间的尺寸与定位关系。

2.3.3 依据模型精度评估要求，能采用局部指

标，评估模型曲面与实物对应曲面的偏离程

度。

2.3.4 依据模型精度评估要求，能采用量化指

标，评估模型精度数值大小。

2.3.5 依据模型精度评估要求，能采用高斯曲

率分布等非量化指标，评估曲面属性。

2.3.6 根据工作任务要求，能运用计算机绘图

工具，设计该模型的二维工程图。

3.技术文件管理

与培训

3.1 二维图样管理

3.1.1 根据工作任务要求，能采用分类编号、

隶属编号或行业有关标准，对二维图样进行

标准化编号。

3.1.2 依据授权部门的文件更改通知，能对文

件信息进行修改。

3.1.3 按照标准化管理要求，能完成设计、审

核、工艺、标准化等各级部门的审查签署工

作。

3.1.4 能完成文件设计以及信息修改的记录

工作。

3.2 三维模型数据

管理

3.3.1 按照行业或企业规则，能对三维数字模

型文件进行命名，设置编码，保证数据的管

理与跟踪。

3.3.2 能对三维数字模型的数据设置安全管

理权限，保证数据资料的安全、完整。

3.3.3 依据授权部门的文件更改通知，能对数

据信息进行修改。

3.3.4 能发布工程分析、二维工程图及宣传与

培训等格式文件。

3.3 技术文件培训

3.3.1 能根据二维图样中技术要求，对生产技

术员进行生产工艺培训.

3.3.2 能根据授权图纸管理制度对采购、行政

人员进行图纸管理培训。

3.3.3 能根据产品生产物料清单对生产计划

员进行生产进度培训。

3.3.4 能依据三维数字模型安全管理权限对

生产员工进行无纸化生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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