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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IEC/TC3名称：
INFORMATION STRUCTURES, DOCUMENTATION AND GRAPHICAL SYMBOLS 
（信息结构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

IEC/TC3秘书国:
瑞典

IEC/TC3构成情况：
19个P成员和11个O成员。

IEC/TC3活跃的P成员国：
主要包括捷克、德国、中国、日本、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意大利、荷兰、
挪威、巴基斯坦、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瑞典、西班牙、英国。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IEC 内部联络
SC 17B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TC 44             机械安全 –电工方面
TC 57             电力系统管理及其信息交换
TC 65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技术
TC 94             有或无电器继电器 与ISO的联络

ISO/TC 10                  技术产品文件
ISO/TC 10/SC 10       工业装置文件
ISO/TC 184/SC 4       工业数据

与其他组织的联络
ETSI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ITU                国际电信联盟
ITU-R            国际电信联盟- 无线电通信局
ITU-T            国际电信联盟- 通信标准化局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分技术委员会

SC 3C 设备用图形符号分技术委员会
SC 3D 产品属性类别及标识

项目组

PT 39 标识系统基本规则
PT 62515 CAx系统中机电和电气应用之间的互操作要求
PT 62569 IEC 62569 系列标准的发展
PT 62666 IEC/ISO 文件编制系统
PT 62744 项目状态的图形符号表示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维护组和确认组

MT 18 护IEC 81346 系列标准（与ISO/TC10/SC10合作）和IEC 61666

MT 20 维护IEC 62023 和 IEC 62027

MT 60617 维护IEC 60617DB数据库标准

MT 60848 维护IEC 60848

MT 61082 电气文件编制

MT 61175 信号和代号的标识

MT 61355 维护IEC 61355

MT 62491 电缆和电线的标签

MT 81714 维护IEC 81714 系列（与ISO/TC145）

MT 82045 维护IEC 82045 （与ISO/TC10合作）

MT 82079 维护IEC 82079 系列（与ISO/TC10/SC10合作）

VT 60617 IEC 60617 – 简图用图形符号数据库确认组



1) 解释信息相关的方法和规则。
——技术文件中的信息表示；
——用于技术文件图形符号；
——人机交互的图形符号。
2) 与计算机信息处理相关的方法和规则。
——技术文件和技术信息交流为目的的信息模型，以及模型进一步需要的标识，
——数据元素类型定义和数据集，用于信息模型和技术文件以及技术信息交换。
它包括定义和协调设备，系统，或装置在整个生命周期所需的信息。

IEC/TC3的工作范围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起草电工和相关领域标准：



人机界面、电气装置和设备的标志标识、标识系统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当用于标志和标识时，颜色的意义及替代方法；
——指示装置和执行机构的安排；
——指示和驱动设备编码原则；
——电气、电子元器件、装置和设备端子代号
——某些指定导体的终止指示；
——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电源以及其特性额定值的标志；
——裸露和绝缘的导体标志。
这些标准主要是用于技术委员会按照下面指南中的原则制定标准：IEC指南104：起草安全标准指南，
以及安全试点功能和安全组织功能委员会的作用，和ISO / IEC指南51：包含安全方面的标准化。

IEC/TC3的工作范围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起草电工和相关领域标准：



平行的安全功能：
有关安全以避免歧义和确保安全运行的标识系统，包括：
——电气设备终端标志；
——绝缘和裸导体的标识；
——指示装置和执行机构编码的颜色意义和辅助手段；
——人机界面驱动原则；
——电力设备电源额定值标记的最低要求。

IEC/TC3的工作范围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起草电工和相关领域标准：



——结构与标识系统的规则：IEC81346，IEC61175
——文件编制规则：IEC 61082 ，IEC82079，IEC 60848和IEC 62027。
——文件管理的规则：这一领域变得日益重要，加强与ISO/TC 10的合作进行IEC 82045标准

的制定。IEC 62023起到桥梁的作用。
——简图用图形符号：多语种的数据库的完善受到IEC中央办公室的重视。计划增加告警和信

号系统图形符号。并且将用简单清晰的图形符号代替原来复杂的符号。

目前IEC/TC3的标准结构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成套文件的发展：与ISO/TC10合作。
——多语种数据库：计划用几年时间完成IEC 60617、IEC 60417、 IEC 61355和IEC 61360 

的多语种数据库。完善数据库形式的标准制修订模式。
IEC60617系列标准的制修订就是以一种新的标准申请、确认、批准、发布程序，并以网络运

行方式在互联网上进行工作。另还有IEC60417、IEC61355、IEC61360等数据库标准。

目前IEC/TC3的标准结构

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EC/TC3基本概况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代号：SAC/TC27

名称：全国电气信息结构 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英文名称：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for Electrical Information 

Structures ,Documentation and Graphical Symbols 

下设机构：

SAC/TC27/SC3——设备用图形符号分技术委员会

SAC/TC27/SC4——数据库用数据集分技术委员会

国内对口组织



SAC/TC27挂靠单位：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SAC/TC27主任委员：一名

SAC/TC27副主任委员：6名

SAC/TC27委员：来自于企业、高校、设计院所的从事电气设计、科研、运行、生

产管理等工作的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专家共计59位。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国内对口组织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电气文件编制

简图用图形符号

文件代号、参照代
号、端子代号、信
号名（信息结构）

设备用图形符号

技术文件用图形
符号的设计

电气元器件建库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GB/T 6988 .1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第1部分：规则

 GB/T 6988 .5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第5部分:   索引

 GB/T 21654  顺序功能表图用GRAFCET规范语言

 GB/T 19045  明细表的编制

 GB/T 19678  说明书的编制、构成、内容和表示方法

 GB/T 18135  电气工程CAD制图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电气文件编制
（6项）



 GB/T5094.1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产品 结构原则和参照代号 第1部分： 基本规则

 GB/T5094.2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产品 结构原则和参照代号第2部分：项目分类和分类码

 GB/T5094.3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产品 结构原则和参照代号 第3部分：应用指南

 GB/T5094.4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产品 结构原则和参照代号 第4部分： 概念的说明

 GB/T 20939  技术产品及技术产品文件结构原则字母代码-按项目用途和任务划分的主类和子类

 GB/T18656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系统内端子的标识

 GB/T16679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信号代号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文件代号、参照代
号、端子代号、信

号名



 GB/T 16901.1——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1部分：基本规则

 GB/T 16901.2——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2部分：计算机电子文件格式

规范及交换要求

 GB/T 16901.3——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2部分：连接点、网络及代码

的分类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技术文件用图形
符号的设计



 GB/T 4728.1——一般要求

 GB/T 4728.2—— 符号要素、限定符号和其他常用符号

 GB/T 4728.3—— 导体和连接件

 GB/T 4728.4—— 基本无源元件

 GB/T 4728.5—— 半导体管和电子管

 GB/T 4728.6—— 电能的发生与转换

 GB/T 4728.7—— 开关、控制和保护器件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电气简图用图形
符号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电气简图用图形
符号

 GB/T 4728.8—— 测量仪表、灯和信号器件

 GB/T 4728.9—— 电信：交换和外围设备

 GB/T 4728.10—— 电信：传输

 GB/T 4728.11—— 建筑安装平面布置图

 GB/T 4728.12—— 二进制逻辑元件

 GB/T 4728.13—— 模拟元件

 GB/T 20295——GB/T 4728.12和GB/T 4728.13的应用

 GB/T 20296 ——集成电路记忆法与符号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设备用图形符号

 GB/T 23371.1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基本规则 第1部分:注册用图形符号的生成

 GB/T 23371.2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基本规则 第2部分: 箭头的形式与使用

 GB/T 23371.3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基本规则 第3部分: 应用导则

 GB/T 23371.4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基本规则 第4部分: 用于屏幕和显示器的图形符号

生成的补充原则

 GB/T 5465.1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概述与分类

 GB/T 5465.2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国内标准现状

本领域国内标准结构

 GB/T17564.1-2011 电气元件标准数据元素类型和相关分类

模式—第1部分定义：原则和方法

 GB/T17564.2-2013 电气元件标准数据元素类型和相关分类

模式—第2部分：Express字典模式

 GB/T17564.4-2009 电气元件标准数据元素类型和相关分类

模式—第4部分:IEC标准数据元素类型、元器件分类和项的基准集

 GB/T17564.5-2007 电气元件标准数据元素类型和相关分类

模式—第5部分:Express字典模式扩展

电气元器件建库



国内对口组织SAC/TC27基本概况

SAC/TC27的发展历程

全国电气信息结构 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委会成立于1983年，已第六届。第一

至第三届的名称均为全国电气图形符号标委会，第四届改为全国电气文件编制和图形

符号标委会，第五届改为现名。标委会由原国家标准局统一规划组建，现直属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领导并直接管理。在电气信息结构、电气图形符号、电气文件编制、

和电气制图等专业领域从事全国性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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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订计划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为 什 么 要 修 订?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标准范围

规定了设计和编写各类使用说明书的通则

和详细要求。

适用于参与使用说明书编制工作的各方。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
书的编制

原则

使用说明
书的内容

使用说明书
表示方法

合规性
评估术语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技术内容

盲文系统（braille）、合规性（conformity）、标签

（label）、标志（marking）、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成套设备（plant）等等进行的规

定。

术语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通俗易懂

使用说明书是产品的组成部分

销售产品后提供的信息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
书的编制

原则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特殊预防措施

使用说明书应考虑的事项

使用说明书的编制

具有特殊需求的目标群体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
书的编制

原则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通则

使用说明书的标识

产品标识

产品修改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
书的内容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
书的内容

相关安全信息

产品合规性

 保留使用说明书的重要性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为产品使用做准备

 产品运行

 产品维修

 提供的附件、消耗品和备件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
书的内容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
书的内容

 专用工具、设备和材料的信息

 产品修理及零件更换的信息

 停止产品使用时的所需信息

 使用说明书的构成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可理解性、可读性

 插图和支持文本、图形符号，包括安全标志

 表格、适当文件类型的使用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书
表示方法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电子媒体的使用

 相关安全信息突出且引人注意

 颜色

技术内容

使用说明书
表示方法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本部分合规性评判应以供应商提供的证据为准。供应商应

确保使用说明书（包括安全信息）已经经专家进行案头研

究或者已经在遵循附录A、B和C的要求和指导的情况下进

行了易用性测试等评估。

技术内容

合规性
评估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附录A（规范性）使用说明书评估

附录B（资料性）合规性评价清单

附录C（资料性）交流效果检查表

附录D（资料性）使用说明书的编制规划

附录E（资料性）使用说明书编制经验法

技术内容

合规性
评估



GB/T 19678：2005修订介绍

修订计划

该标准的修订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以上内容主要以IEC 

82079-1为依据，但这也只是对该项标准的初步设想，同

时也欢迎对本标准兴趣的个人或单位参与该标准的修订工

作，提出宝贵意见。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高永梅

联系方式：010-88301727

E-mail：gaoym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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