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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尺度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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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尺度標註

工程製圖中，圖形可用來描述機件的形狀與位工程製圖中，圖形可用來描述機件的形狀與位
置。置。

如須生產製造，尚須標註其大小、加工方法與如須生產製造，尚須標註其大小、加工方法與
材料等事項，此即為尺度標註。材料等事項，此即為尺度標註。

正確與適當的標註能使加工過程更為順暢，降正確與適當的標註能使加工過程更為順暢，降
低生產成本與提高機件功能。低生產成本與提高機件功能。

不當或錯誤的標註可能導致生產不合需求的物不當或錯誤的標註可能導致生產不合需求的物
品，因而造成巨大的損失。品，因而造成巨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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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種類尺度種類 1/41/4

位置尺度。位置尺度。

形狀尺度形狀尺度。。

功能尺度功能尺度。。

非功能尺度非功能尺度。。

參考尺度參考尺度。。

多餘尺度多餘尺度。。

重複尺度重複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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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種類尺度種類2/42/4

功能尺度功能尺度：機件：機件的的一尺度若與他件組合時有關，一尺度若與他件組合時有關，
則此尺度稱為功能尺度則此尺度稱為功能尺度（標註（標註FF的尺度）。的尺度）。

非功能尺度非功能尺度：機件的尺度與他件組合時無關，其：機件的尺度與他件組合時無關，其
尺度在某種程度的變動下不會影響組裝的功能尺度在某種程度的變動下不會影響組裝的功能
（標註（標註NFNF的尺度）。的尺度）。

參考尺度參考尺度：機件所標註：機件所標註的的尺度僅供生產與檢驗參尺度僅供生產與檢驗參
考者，稱為參考尺度，參考尺度標註須以括弧括考者，稱為參考尺度，參考尺度標註須以括弧括
起（起（標註（標註（AuxAux）的尺度）的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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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種類尺度種類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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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種類尺度種類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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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單位尺度單位

尺度單位尺度單位標註之尺度單位有公制和英制，我國採標註之尺度單位有公制和英制，我國採
用公制的尺度單位。用公制的尺度單位。

在機械工程用的圖樣上，如全部用公釐為單位時在機械工程用的圖樣上，如全部用公釐為單位時
，尺度數字後不必標註，尺度數字後不必標註mmmm。。

如有其他單位混用時，則尺度數字後須加註其它如有其他單位混用時，則尺度數字後須加註其它
單位符號。單位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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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要素尺度標註要素1/21/2

尺度界線。尺度界線。 尺度線尺度線。。 箭頭箭頭。。

指線指線。。 尺度數字尺度數字。。 註解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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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要素尺度標註要素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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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原則尺度標註原則1/41/4

尺度標註應力求清晰與完整，尺度標註的基本要尺度標註應力求清晰與完整，尺度標註的基本要
求如下：求如下：

符合符合CNSCNS規範。規範。

尺度標註必須完整；不疏漏、不多餘、不重複尺度標註必須完整；不疏漏、不多餘、不重複
是完整的尺度標註之要件，疏漏會導致無法確是完整的尺度標註之要件，疏漏會導致無法確
定大小，多餘及重複則易產生混淆。定大小，多餘及重複則易產生混淆。

尺度安置必須合理；合理的尺度安置將使視圖尺度安置必須合理；合理的尺度安置將使視圖
更容易閱讀。更容易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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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原則尺度標註原則2/42/4

任何物體皆由基本幾何型體所組成，如圓柱、圓任何物體皆由基本幾何型體所組成，如圓柱、圓
錐與角柱等。錐與角柱等。

欲完整的標註一個物體的尺度，即相當於標註基欲完整的標註一個物體的尺度，即相當於標註基
本幾何型體的大小及其相對位置。本幾何型體的大小及其相對位置。

工程圖上標註一物體的尺度依其性質可分兩類：工程圖上標註一物體的尺度依其性質可分兩類：

大小尺度大小尺度：表示物體各基本型體的形狀與大小：表示物體各基本型體的形狀與大小
的尺度。的尺度。

位置尺度位置尺度：表示物體各基本型體間的相互關係：表示物體各基本型體間的相互關係
位置的尺度。位置的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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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原則尺度標註原則3/43/4

標註尺度用的數字及文字，於註寫時不得與任何標註尺度用的數字及文字，於註寫時不得與任何

線條相交。線條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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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標註原則尺度標註原則4/44/4

標註尺度依讀圖者的方便考量，應儘量標註在兩標註尺度依讀圖者的方便考量，應儘量標註在兩
個視圖間。個視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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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界線尺度界線1/41/4

又稱為延伸線，又稱為延伸線，用以指出輪廓限界的位置，在欲用以指出輪廓限界的位置，在欲
標註的輪廓兩端沿輪廓垂直線用細線延伸畫出，標註的輪廓兩端沿輪廓垂直線用細線延伸畫出，

但其兩端須與輪廓保留約但其兩端須與輪廓保留約 1 mm 1 mm 空隙，尾端須超空隙，尾端須超
出尺度線約出尺度線約 2~3mm2~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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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界線尺度界線2/42/4

表示中心點位置時，可以中心線代替尺度界線，表示中心點位置時，可以中心線代替尺度界線，
但中心線超出輪廓線後即不再中斷成鏈線。但中心線超出輪廓線後即不再中斷成鏈線。

尺度應盡可能繪於視圖外，但有時如標註於視圖尺度應盡可能繪於視圖外，但有時如標註於視圖
內更清楚時，則可用輪廓線或中心線代替尺度界內更清楚時，則可用輪廓線或中心線代替尺度界
線，使尺度能繪於視圖內。線，使尺度能繪於視圖內。

尺度界線在不得已時，可與其他線條相交，尺度尺度界線在不得已時，可與其他線條相交，尺度
界線如由視圖內引出跨越其他線條時，此時尺度界線如由視圖內引出跨越其他線條時，此時尺度
界線不必中斷。界線不必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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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界線尺度界線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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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界線尺度界線4/44/4

尺度界線與輪廓線近似平行時，可自標註尺度處尺度界線與輪廓線近似平行時，可自標註尺度處22
的兩端引出與尺度線約呈的兩端引出與尺度線約呈6060°°的傾斜平行線作為尺的傾斜平行線作為尺
度界線。度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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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線尺度線1/41/4

尺度線係以細線畫出，兩端帶有箭頭，表明尺度
的方向與範圍。

尺度線應和所標註的尺度平行，因此通常與尺度
界線垂直。

尺度線與輪廓線的間距約為字高2~3倍，尺度線與
尺度線間約為字高2倍。

尺度線以尺度界線為界，但必要時亦可以輪廓線尺度線以尺度界線為界，但必要時亦可以輪廓線
或中心線為界。或中心線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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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線尺度線2/42/4



20

尺度線尺度線3/43/4

輪廓線、中心線及剖面線等均不得作為尺度線。輪廓線、中心線及剖面線等均不得作為尺度線。

除半徑、直徑等尺寸外，形體的尺度線應與尺度除半徑、直徑等尺寸外，形體的尺度線應與尺度
兩端點間的輪廓線平行。兩端點間的輪廓線平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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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線尺度線4/44/4

最外側的尺度線距離尺度界線的端點約最外側的尺度線距離尺度界線的端點約2~3mm2~3mm。。

CNSCNS規定尺度線不可中斷。規定尺度線不可中斷。

輪廓線、中心線等其他線條不可當尺度線使用。輪廓線、中心線等其他線條不可當尺度線使用。

標註尺度時，應避免尺度線互相交叉。標註尺度時，應避免尺度線互相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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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箭頭1/31/3

箭頭用來表示尺度線的範圍，須繪於尺度線的兩箭頭用來表示尺度線的範圍，須繪於尺度線的兩
端。端。

箭頭尖端應接觸尺度界線（或尺度界線的替代線箭頭尖端應接觸尺度界線（或尺度界線的替代線
條，如中心線、輪廓線等），不可超出或不及。條，如中心線、輪廓線等），不可超出或不及。

箭頭有兩種畫法，即填實式與開尾式。箭頭有兩種畫法，即填實式與開尾式。

箭頭長度約箭頭長度約3~4mm3~4mm，角度約，角度約2020度。度。

同一張圖面應使用相同形式與大小的箭頭。同一張圖面應使用相同形式與大小的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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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箭頭2/32/3

填實式填實式

開尾式開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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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箭頭3/33/3

箭頭為尺度線的起訖，須繪製於尺度線的兩端。

當空間太小時，可將箭頭移至尺度界線外側。

尺度界線間的距離過小時，可用小圓點來取代箭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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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線與註解指線與註解1/61/6

指線用來指引視圖上某部位的特徵，一般使用與指線用來指引視圖上某部位的特徵，一般使用與
水平線約成水平線約成4545°°或或6060°°的細實線。的細實線。

指線儘量避免與其他線條（尺度線、尺度界線或指線儘量避免與其他線條（尺度線、尺度界線或
剖面線）平行。剖面線）平行。

指線的指示端帶有箭頭，尾端為一水平線，註解指線的指示端帶有箭頭，尾端為一水平線，註解
即寫在水平線的上方，水平線與註解等長。即寫在水平線的上方，水平線與註解等長。

註解較長時，可寫成多層，其指示端在最下層。註解較長時，可寫成多層，其指示端在最下層。

註解係以簡要方式提供所需的資料，凡無法以視註解係以簡要方式提供所需的資料，凡無法以視
圖或尺度表達時，即可以註解表示。圖或尺度表達時，即可以註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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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線與註解指線與註解2/62/6

註解的文字或數字一律以水平方向註寫。註解的文字或數字一律以水平方向註寫。

註解依性質可分兩種：註解依性質可分兩種：

一般註解：針對整張圖面，不用指線，而註解一般註解：針對整張圖面，不用指線，而註解
於圖面適當位置。於圖面適當位置。

特有註解：對視圖某部分有特別規定時，使用特有註解：對視圖某部分有特別規定時，使用
指線引出至視圖註解說明，如指線引出至視圖註解說明，如＂＂魚眼坑魚眼坑＂＂

註解應儘量接近其說明部位。註解應儘量接近其說明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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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線與註解指線與註解3/63/6

指線以細實線畫出，其指示端與水平線夾指線以細實線畫出，其指示端與水平線夾4545°°或或6060
°°，帶有箭頭部分與指示位置相接觸，其尾部為一，帶有箭頭部分與指示位置相接觸，其尾部為一
水平線，註解文字寫在水平線上方，並應與水平水平線，註解文字寫在水平線上方，並應與水平
線等長。線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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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線與註解指線與註解4/64/6

註解較長時，可將尾端的水平線折斷，書寫的註解較長時，可將尾端的水平線折斷，書寫的
文字續寫於上方並對齊。文字續寫於上方並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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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線與註解指線與註解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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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線與註解指線與註解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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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數字尺度數字1/61/6

數字用以表明尺度的實際大小。數字用以表明尺度的實際大小。

可用直體或斜體工程字書寫，並力求工整。可用直體或斜體工程字書寫，並力求工整。

數字的大小視視圖大小而定，但應保持大小一致數字的大小視視圖大小而定，但應保持大小一致
。。

數字應寫於尺度線的上方，尺度線不得因書寫數數字應寫於尺度線的上方，尺度線不得因書寫數
字而中斷；若尺度界線間的距離過小，則尺度線字而中斷；若尺度界線間的距離過小，則尺度線
的箭頭可畫在尺度線的外側，然數字也應寫在尺的箭頭可畫在尺度線的外側，然數字也應寫在尺
度線上方。度線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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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數字尺度數字2/62/6

尺度數字的方向應順著尺度線，即方向以朝上朝尺度數字的方向應順著尺度線，即方向以朝上朝
左為原則。若朝上朝左相衝突時，則以朝上朝右左為原則。若朝上朝左相衝突時，則以朝上朝右
為原則。為原則。

尺度數字應避免與中心線、剖面線相交，如不可尺度數字應避免與中心線、剖面線相交，如不可
避免，中心線或剖面線應讓開避免，中心線或剖面線應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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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數字尺度數字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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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數字尺度數字4/64/6

尺度線的方向儘量避免在斜線區。尺度線的方向儘量避免在斜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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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數字尺度數字5/65/6

同一張圖內不可混用兩種寫法同一張圖內不可混用兩種寫法 。。

對齊式 水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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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數字尺度數字6/66/6

尺度數字與符號應避免與其他線條交叉，如無法尺度數字與符號應避免與其他線條交叉，如無法
避免時，其他線條須中斷讓開。避免時，其他線條須中斷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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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度尺度標註長度尺度標註1/31/3

長度尺度標註的線條以細線繪製，文字以中線書長度尺度標註的線條以細線繪製，文字以中線書
寫。寫。

長度尺度又稱線性尺度，包含水平、垂直和傾斜長度尺度又稱線性尺度，包含水平、垂直和傾斜
三方向，用於標註物體的大小與位置尺度。三方向，用於標註物體的大小與位置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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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度尺度標註長度尺度標註2/32/3

大尺度在外，小尺度在內。大尺度在外，小尺度在內。

同層之尺度線保持對齊。同層之尺度線保持對齊。

箭頭畫在尺度界線外側時，其箭頭畫在尺度界線外側時，其
尺度線不中斷尺度線不中斷。。

尺度數字書寫於尺度線上方。尺度數字書寫於尺度線上方。

若尺度數字寫不下時，可將尺若尺度數字寫不下時，可將尺
度數字移到尺度界線外側書度數字移到尺度界線外側書
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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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度尺度標註長度尺度標註3/33/3

物件的寬度物件的寬度、高度與深度尺度，應儘量標駐在相、高度與深度尺度，應儘量標駐在相
關兩視圖之間關兩視圖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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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尺度與連續尺度標註全長尺度與連續尺度標註

物件的全長尺度為準備材料的資料物件的全長尺度為準備材料的資料，不可於視圖，不可於視圖
中省去，且應標註在最外側，避免尺度線與其他中省去，且應標註在最外側，避免尺度線與其他
線條相交線條相交。。

連續尺度應標註在同一層連續尺度應標註在同一層，不宜分成多層標註。，不宜分成多層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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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窄部位尺度標註狹窄部位尺度標註

多個連續狹窄部位在同一尺度線時，可以高低多個連續狹窄部位在同一尺度線時，可以高低
交錯，亦可局部放大。交錯，亦可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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稜角消失部位尺度標註稜角消失部位尺度標註

機件的稜角因圓角或去角而消失時機件的稜角因圓角或去角而消失時，其尺度仍應，其尺度仍應
標註在原來的稜角上。標註在原來的稜角上。稜角需用細實線繪出，並稜角需用細實線繪出，並
在交點處繪一小圓點。在交點處繪一小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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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厚尺度板厚尺度標註標註

用單一視圖表達厚度均勻的形態時用單一視圖表達厚度均勻的形態時，須標註厚度，須標註厚度
尺度。標註方法係於視圖內部或外部適當位置，尺度。標註方法係於視圖內部或外部適當位置，
並在尺度數字前加註並在尺度數字前加註““ｔｔ＂＂。。



44

正方形尺度標註正方形尺度標註

機件的截面為均勻正方形者，尺度標註時於尺度機件的截面為均勻正方形者，尺度標註時於尺度
數字前加註數字前加註““□□＂＂。方形符號的邊長為字高的。方形符號的邊長為字高的

2/32/3。。
正方形尺度以標示於方形視圖為原則正方形尺度以標示於方形視圖為原則。。



45

角度標註角度標註1/21/2

角度的尺度線為一圓弧，角度的尺度線為一圓弧，圓弧的圓心為該角的頂圓弧的圓心為該角的頂
點點。。

若原標註部位狹小，尺度可標於對頂角方向若原標註部位狹小，尺度可標於對頂角方向。。



46

角度標註角度標註2/22/2



47

去角標註去角標註1/21/2

去角的部分去角的部分，須標註去角寬度與，須標註去角寬度與角度角度。。

限用於去角限用於去角4545°°者。者。



48

去角標註去角標註2/22/2



49

斜度標註斜度標註1/41/4

斜度為兩端高度差與長度的比值。斜度為兩端高度差與長度的比值。

斜度斜度tanβ＝（＝（HH--hh））÷÷LL。。
斜度以斜度符號及其比值表示。斜度以斜度符號及其比值表示。

斜度也可以一般尺度標註法標註。斜度也可以一般尺度標註法標註。



50

斜度標註斜度標註2/42/4

斜度符號粗細與數字相同，其高為數字的一半，斜度符號粗細與數字相同，其高為數字的一半，
長度約為其高的三倍，其尖端恒指向右方。長度約為其高的三倍，其尖端恒指向右方。



51

斜度標註斜度標註3/43/4



52

斜度標註斜度標註4/44/4



53

錐度標註錐度標註1/51/5

錐度為錐體兩端直徑差與長度的比值。錐度為錐體兩端直徑差與長度的比值。

錐度錐度 2tan2tanθθ/2 /2 ＝（＝（DD--dd））÷÷LL。。

錐度以錐度符號及其比值表示。錐度以錐度符號及其比值表示。



54

錐度標註錐度標註2/52/5

錐度符號高度、粗細與數字相同，符號長度約為錐度符號高度、粗細與數字相同，符號長度約為
高的高的1.51.5倍。倍。

其尖端恒指向右方，中間須畫中心線。其尖端恒指向右方，中間須畫中心線。



55

錐度標註錐度標註3/53/5

錐度以錐度符號及其比值表示。錐度以錐度符號及其比值表示。

須以指引線方式標註錐度，若同時標註須以指引線方式標註錐度，若同時標註θθ角時，角時，
須括弧為參考角度。須括弧為參考角度。



56

錐度標註錐度標註4/54/5



57

錐度標註錐度標註5/55/5

特殊規定的錐度，如莫氏錐度、白氏錐度，則在特殊規定的錐度，如莫氏錐度、白氏錐度，則在
錐度符號後寫上代號以代替比值。錐度符號後寫上代號以代替比值。



58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1/81/8

標註直徑的大小時，須在數字前加上直徑符號標註直徑的大小時，須在數字前加上直徑符號
ΦΦ，不得省略。，不得省略。

直徑符號其粗細及高度與數字相同，符號中的直直徑符號其粗細及高度與數字相同，符號中的直
線與尺度線約呈線與尺度線約呈7575°°，其封閉曲線為一正圓形。，其封閉曲線為一正圓形。

凡圓或大於半圓凡圓或大於半圓的的圓弧應標註其直徑，半圓標直圓弧應標註其直徑，半圓標直
徑或半徑皆可徑或半徑皆可。。



59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2/82/8

由圓周引出尺度界線標註圓直徑時，尺度界線須由圓周引出尺度界線標註圓直徑時，尺度界線須
平行於中心線平行於中心線。。

大於大於180180∘∘的圓弧（非全圓者），直徑須標註於圓的圓弧（非全圓者），直徑須標註於圓

形視圖上。形視圖上。



60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3/83/8

直徑以標註於非圓形的視圖上為原則。直徑以標註於非圓形的視圖上為原則。必要時亦
可標於圓形視圖。

半圓以上的圓弧應標註直徑尺度，且標註在圓形半圓以上的圓弧應標註直徑尺度，且標註在圓形
視圖上。視圖上。半圓則可視情況標註直徑或半徑。半圓則可視情況標註直徑或半徑。



61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4/84/8

全圓的直徑尺度亦可標註在圓形視圖上，可不用全圓的直徑尺度亦可標註在圓形視圖上，可不用
尺度界線，直接令尺度線通過圓心與中心線。若尺度界線，直接令尺度線通過圓心與中心線。若
由圓周引出尺度界線標註直徑，則尺度線須與中由圓周引出尺度界線標註直徑，則尺度線須與中
心線平行。心線平行。



62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5/85/8

直徑標直徑標註註於非圓視圖。於非圓視圖。



63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6/86/8

直徑直徑標於標於圓形視圖圓形視圖。。



64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7/87/8

半視圖或半剖視圖，可不畫另一尺度界線及尺度半視圖或半剖視圖，可不畫另一尺度界線及尺度
線的另一端箭頭，但尺度線必須超過中心線線的另一端箭頭，但尺度線必須超過中心線。。



65

直徑標註直徑標註8/88/8



66

半徑標註半徑標註1/51/5

半圓以下的圓弧以半徑表示，半徑標註由半徑符半圓以下的圓弧以半徑表示，半徑標註由半徑符
號號RR與半徑數字連寫而成。與半徑數字連寫而成。半徑符號其粗細、高半徑符號其粗細、高

度與數字相同。度與數字相同。

半徑尺度應於圓形視圖上。半徑尺度應於圓形視圖上。



67

半徑標註半徑標註2/52/5

半徑尺度線應畫在圓心及圓弧間為原則，其尺度半徑尺度線應畫在圓心及圓弧間為原則，其尺度
線僅與圓弧接觸端有箭頭線僅與圓弧接觸端有箭頭。。



68

半徑標註半徑標註3/53/5

圓弧半徑過小時，則半徑尺度線可以伸長超過圓圓弧半徑過小時，則半徑尺度線可以伸長超過圓
心，將箭頭或數字移置於圓弧外側，唯尺度線心，將箭頭或數字移置於圓弧外側，唯尺度線的的
延伸必須通過圓心延伸必須通過圓心。。



69

半徑標註半徑標註4/54/5

圓弧半徑很大時，若圓心位置不需註明，則半徑圓弧半徑很大時，若圓心位置不需註明，則半徑
尺度線可以適當縮短，但尺度線尺度線可以適當縮短，但尺度線的的延長必須通過延長必須通過
圓心圓心。。



70

半徑標註半徑標註5/55/5

需註明圓心需註明圓心的的位置時，則可將尺度線作兩次轉折位置時，則可將尺度線作兩次轉折
，以縮近圓心的位置，以縮近圓心的位置。。

帶箭頭帶箭頭的的一段尺度線必須對準原有一段尺度線必須對準原有的的圓心，另一圓心，另一
段則須與此段平行段則須與此段平行。。

半徑數字及符號須標註於帶箭頭半徑數字及符號須標註於帶箭頭的的尺度線上尺度線上。。



71

球面標註球面標註1/21/2

球面大小以圓半徑或直徑標註，惟必須在前面球面大小以圓半徑或直徑標註，惟必須在前面
加註球面符號加註球面符號『『SS』』。。

常用零件的端面，如圓桿端面、鉚釘頭、手柄常用零件的端面，如圓桿端面、鉚釘頭、手柄
端等，其球面符號可予以省略。端等，其球面符號可予以省略。



72

球面標註球面標註2/22/2



73

半圓與直線相連形態的標註半圓與直線相連形態的標註



74

曲線標註曲線標註

曲線如由不規則線段組成，可採基準座標法或支曲線如由不規則線段組成，可採基準座標法或支
距法標註。距法標註。



75

不規則曲線的尺度標註不規則曲線的尺度標註1/21/2

座標法座標法



76

不規則曲線的尺度標註不規則曲線的尺度標註2/22/2

支距法支距法



77

弧長標註弧長標註

弧長標註弧的長度，由弧長符號與數字組成。弧長標註弧的長度，由弧長符號與數字組成。

弧長標註的尺度線為圓弧，與弧線同一圓心。弧長標註的尺度線為圓弧，與弧線同一圓心。

若有兩個以上的同心圓弧，須用箭頭表示弧長的若有兩個以上的同心圓弧，須用箭頭表示弧長的
尺度數字所指定的弧，該箭頭的尾端與尺度線或尺度數字所指定的弧，該箭頭的尾端與尺度線或

弧長符號間應留弧長符號間應留 1 mm 1 mm 的空隙。的空隙。



78

小角度弧長標註小角度弧長標註

弧長符號：以弧長符號：以““⌒⌒””表示，標註於尺度數字上方，表示，標註於尺度數字上方，

粗細與數字相同，其長度涵蓋尺度數字粗細與數字相同，其長度涵蓋尺度數字。。

弧長的尺度線為一圓弧，須與弧線同心，標註同弧長的尺度線為一圓弧，須與弧線同心，標註同
心圓弧時，須使用箭頭標示所指的弧。心圓弧時，須使用箭頭標示所指的弧。

若圓心角小於若圓心角小於9090°°時，兩尺度界線互相平行。時，兩尺度界線互相平行。



79

大角度弧長標註大角度弧長標註

若圓心角大於若圓心角大於9090°°，弧長的兩尺度界線的延長須通，弧長的兩尺度界線的延長須通

過圓心過圓心。。



80

坑座標註坑座標註

坑座常用於機件上與螺釘或螺帽接觸的部分坑座常用於機件上與螺釘或螺帽接觸的部分，，有有
魚眼坑、錐坑、柱坑等三種。魚眼坑、錐坑、柱坑等三種。

坑座的標註採用一般尺度標註法坑座的標註採用一般尺度標註法。。



81

表面處理標註表面處理標註

機件表面局部施以特殊加工者機件表面局部施以特殊加工者，在視圖上應將該，在視圖上應將該
部分繪製粗鏈線，平行而稍離開輪廓線表示，並部分繪製粗鏈線，平行而稍離開輪廓線表示，並
用指線及文字或符號註明其加工方法用指線及文字或符號註明其加工方法。。



82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當一尺度的標註位置有多種選擇時，當一尺度的標註位置有多種選擇時，良好的安置良好的安置
位置可使標註清晰、簡單易懂，減少讀錯尺度的位置可使標註清晰、簡單易懂，減少讀錯尺度的
機會機會。。

尺度應儘量標註於圖形外，以避免跟外形線混雜尺度應儘量標註於圖形外，以避免跟外形線混雜
，並使讀圖者容易發現尺度，並使讀圖者容易發現尺度。。

但尺度界線延伸過長會影響尺度清晰時，如空間但尺度界線延伸過長會影響尺度清晰時，如空間
夠大亦可標註於圖形內夠大亦可標註於圖形內。。



83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物體的全長尺度不可省略。物體的全長尺度不可省略。

標註尺度時標註尺度時，，應儘量避免與尺度線與尺度界線相應儘量避免與尺度線與尺度界線相
交。交。

較長的尺度應在最外側。較長的尺度應在最外側。



84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尺度線的層數不宜太多。尺度線的層數不宜太多。

尺度線延伸過長或可能與其他線條交錯時，尺度尺度線延伸過長或可能與其他線條交錯時，尺度
可以標註在視圖內部。可以標註在視圖內部。

內部與外部尺度宜分別標註在視圖兩側。內部與外部尺度宜分別標註在視圖兩側。



85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尺度標註於視圖內尺度標註於視圖內。。



86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尺度標註應安置於最能顯現物體特徵的視圖尺度標註應安置於最能顯現物體特徵的視圖（（凹凹
槽尺度安置於前視圖較佳）槽尺度安置於前視圖較佳）。。



87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直徑標註於非圓的視圖較佳直徑標註於非圓的視圖較佳。。



88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尺度標註於兩視圖間。尺度標註於兩視圖間。



89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物體某部份的特徵尺度集中標註，讀圖者不需到物體某部份的特徵尺度集中標註，讀圖者不需到
其他視圖尋找尺度其他視圖尋找尺度。。



90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物體內外部加工方法或形狀明顯不同時，內外尺物體內外部加工方法或形狀明顯不同時，內外尺
度應分開兩邊標註較為清晰度應分開兩邊標註較為清晰。。



91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尺度應儘量標註於實線上，避免標註於虛線尺度應儘量標註於實線上，避免標註於虛線。。



92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尺度應儘量標註於呈尺度應儘量標註於呈
現實形的部位，避免現實形的部位，避免
標註於縮短變形的視標註於縮短變形的視
圖上。圖上。



93

尺度安置原則尺度安置原則

可避免尺度線與尺度界線交叉。可避免尺度線與尺度界線交叉。



94

尺度基準尺度基準1/41/4

尺度標註的基準尺度標註的基準，須與機件加工或檢測的基準面，須與機件加工或檢測的基準面
或基準線一致或基準線一致。。



95

尺度基準尺度基準2/42/4

以加工面為基準。以加工面為基準。 單一尺度線，以基準單一尺度線，以基準
 面為起點單向標註。面為起點單向標註。



96

尺度基準尺度基準3/43/4



97

尺度基準尺度基準4/44/4



98

相同形態的尺度基準相同形態的尺度基準

工件上有多個相同形態者，應擇一標註其大小尺工件上有多個相同形態者，應擇一標註其大小尺
度。度。

若相同形態者間隔距離或角度也相等，則可簡化若相同形態者間隔距離或角度也相等，則可簡化
其位置尺度的標註。其位置尺度的標註。



99

對稱形態的尺度基準對稱形態的尺度基準

工件完全對稱者，則以中心線為基準線，省略其工件完全對稱者，則以中心線為基準線，省略其
位置尺度。位置尺度。



100

參考尺度參考尺度

機件的某一尺度僅供參考機件的某一尺度僅供參考，須加括弧表示，不標，須加括弧表示，不標
註專用公差，不受一般公差的約束，也不作為驗註專用公差，不受一般公差的約束，也不作為驗
收的依據收的依據。。



101

多餘尺度多餘尺度

機件的某一尺度僅允許選用一種標註方式機件的某一尺度僅允許選用一種標註方式，其他，其他
應予省略，否則即為多餘尺度應予省略，否則即為多餘尺度。。



102

重複尺度重複尺度

同一部位的尺度在一個視圖中僅標註一次即可同一部位的尺度在一個視圖中僅標註一次即可，，
不得在其他視圖重複標註，否則即為重複尺度不得在其他視圖重複標註，否則即為重複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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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尺度線標註單一尺度線標註

為減少層數，可採單一尺度線的標註法。為減少層數，可採單一尺度線的標註法。

以基準面為起點，畫一小圓點表示。以基準面為起點，畫一小圓點表示。

所有尺度皆用同一條尺度線，尺度線僅一端有箭所有尺度皆用同一條尺度線，尺度線僅一端有箭
頭。頭。

尺度數字標註於尺度界線的延伸處。尺度數字標註於尺度界線的延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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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的單一尺度線標註角度的單一尺度線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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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形態的位置標註相同形態的位置標註

當機件上有多處相同特徵時，可僅選擇一處標註當機件上有多處相同特徵時，可僅選擇一處標註
，但勿用指線標註。，但勿用指線標註。

特徵亦可僅繪出頭尾處，其餘繪出其中心線。特徵亦可僅繪出頭尾處，其餘繪出其中心線。

特徵間的距離或角度相等時，可以簡化方式標註特徵間的距離或角度相等時，可以簡化方式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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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型態角度的標註相同型態角度的標註



107

未按比例的尺度標註未按比例的尺度標註

未按比例繪製時，須於尺度數字下方加繪一橫線未按比例繪製時，須於尺度數字下方加繪一橫線
，其粗細與文字相同，以示其差別，其粗細與文字相同，以示其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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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體圖的尺度標註立體圖的尺度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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