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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启动

双击桌面“CAD 看图王”图标，打开软件，显示“CAD 看图王-DWG 关联”对话框，选择其中

的一个选项后启动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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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览图模式界面介绍

览图模式可为用户提供免费快速查看图纸的功能，支持 DWG 和 DXF 格式。打开软件后显示起

始页，如下图所示：

1) CAD 看图王软件图标，应用程序菜单包含：打开，新建，保存，另存为，邮件发送，打

印，图片输出，退出。

2) 快速入口工具栏。

3) 常用菜单栏：文件，窗口。

4) 状态栏：放大镜，全屏。

打开一个图纸后，显示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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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D 看图王软件图标，应用程序菜单包含：打开，新建，保存，另存为，邮件发送，打

印，图片输出，退出。

6) 快速入口工具栏。

7) 常用菜单栏：文件，览图，图层，窗口，帮助。

8) 扩展工具菜单栏：测量，图纸比较。

9) 多文档标签：起始页，依次打开的文件名。

10) 绘图区：鼠标在绘图区默认为手型，按下左键移动为平移，滚动鼠标滚轮为缩放。

11) 状态栏：模型空间，布局 1，布局 2，放大镜，全屏。

3 览图模式功能介绍

3.1 快速入口工具栏

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添加自定义工具。可自定义添加的工具包括：打开，打印，关闭，撤

销，重做，新建，另存为，邮件发送，打印，图片输出，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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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用程序菜单

应用程序菜单包含：打开，新建，保存，另存为，邮件发送，关闭，打印，图片输出，最近

打开，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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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常用菜单栏

菜单栏包括文件，览图，图层，窗口和帮助。

3.3.1 文件

1) 打开：

显示打开对话框，可以选择目录，选择打开类型，.dwg 和.dxf 格式。

2) 云图：

用户登录后显示保存在“云图”上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3) 分享：

将图纸以二维码和链接形式分享给他人，对方可“查看”或“下载”该图纸。

3.3.2 览图

1) 缩放

实时（R）：缩小或放大显示对象的外观尺寸；

上一个（P）：显示上一个视图；

窗口（W）：缩放以显示由矩形窗口指定的区域；

动态（D）：使用矩形框平移或缩放；

比例（S）：使用比例因子进行缩放，以更改视图的比例；

圆心（C）：缩放以显示由圆心点及比例值或高度定义的视图；

对象：缩放以在视图中心尽可能大地显示一个或多个选定对象；

放大（I）：使用比例因子 2 进行缩放，增大当前视图的比例；

缩小（O）：使用比例因子 2 进行缩放，减小当前视图的比例；

全图（A）：缩放以显示所有可见对象和视觉辅助工具；

缩放（E）：缩放以显示所有对象的最大范围。

2) 平移

平移（R）：在当前视口中移动对象；

选择实时功能时，使用鼠标滚轮往前旋转可以放大图纸，往后旋转可以缩小；

选择实时功能时，还可以通过小手图标的所在位置，进行局部的放大和缩小操作。

3) 全屏：打开或关闭全屏显示模式；按 Esc 退出全屏模式，工具栏的“全屏”与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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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图层

1) 图层关闭：选择该项，点击绘图区的对象，隐藏该图层上的所有对象。

2) 关闭其它图层：选择该项，点击绘图区的对象，仅显示放在该图层上的对象，其他对象

均隐藏。

3) 打开所有图层：打开图形中的所有图层；

图层工具栏：显示图形中所有图层的名称，颜色，状态等特性。如图：

3.3.4 窗口

1) 关闭：关闭当前图形；

2) 全部关闭：关闭全部图形；

3) 窗口层叠：使窗口重叠，保持标题栏可见；

4) 水平平铺：在水平方向上以不重叠的平铺方式排列窗口和图标；

5) 垂直平铺：在垂直方向上以不重叠的平铺方式排列窗口和图标；

6) 排列图标：排列窗口图标；

7) 文件列表：显示当前已打开的文件列表并标记当前活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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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窗口转换：显示窗口列表，可激活选择的窗口为当前活动窗口。

3.3.5 帮助

1) 问题反馈：提交用户反馈；

2) 检查更新：检查是否有可更新的版本；

3) 更多产品：显示更多产品信息；

4) 关于：显示关于本版本的信息；

设置：可以设置背景颜色、图纸字体显示设置、打开关联设置；如图：

3.4 扩展工具菜单栏

3.4.1 测量

距离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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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测距离”命令；

步骤 2：用鼠标左键单击需要测量的距离的起始位置；

步骤 3：从起始位置拖动鼠标；

步骤 4：用鼠标左键单击需要测量的距离的终点位置；

步骤 5：用鼠标右键单击退出本次测量。测量结果对话显示距离、角度和总计等数值；

如连续多段测量，可在“看记录”中导出“详细结果”查看各段长度；如图：

面积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测面积”命令。

步骤 2：单击或拖动指定一点作为测量面积的起点。

步骤 3：单击或拖动指定测量面积的下一点。

步骤 5：用鼠标右键单击最后一个端点。测量结果对话框显示周长和面积数值；如图：

快速

在封闭空间内，移动鼠标，直接显示测量水平距离、垂直距离和选择两条线的角度的数值。

角度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的“测角度”命令；

步骤 2：用鼠标左键选择需要测量角度的第一条线，作为起始线；

步骤 3：用鼠标左键选择需要测量角度的第二条线；测量结果对话框显示角度数值；如图：



CAD看图王 电脑版 9

半径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的“测半径”命令；

步骤 2：选择要测量的圆，用鼠标左键点击圆周。测量结果对话框显示半径、直径数值；如

图：

测量记录

所有的测量数据，都保存在测量记录里；测量记录可导出 Excel文件，也可清空数据。如图：

测量工具栏

打开测量工具栏，该功能包含：测量距离、测量角度、测量半径、测量面积、快速测量、测

量记录、参数设置等功能，此类功能与测量里的功能操作步骤一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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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可调整测量数据的小数显示位数。默认为按照系统变量；如图：

3.4.2 图纸比较

1）图纸比较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的“图片比较”命令；

步骤 2：选择添加新旧两张不同的图纸的路径，点击比较按钮；

步骤 3：会有两张图纸打开，并用颜色显示前后两张图纸的变化。如图：

3.5 多文档标签

起始页，依次显示打开的文件名。

说明：文档标签上的关闭按钮和菜单栏末的关闭按钮功能相同。点击关闭当前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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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绘图区

鼠标在绘图区默认为手型，按下左键移动为平移，滚动鼠标滚轮为缩放。

3.7 状态栏

第一张图，向前翻 1 张，向后翻 1 张，最后一张图，模型空间，布局 1，布局 2，实时点坐

标，放大镜，全屏。

3.7.1 模型空间

显示当前模型空间的图形对象。

3.7.2 Layout

显示 Layout 布局空间的图形对象。

3.7.3 实时点坐标

随着鼠标在绘图区移动，实时显示点坐标。

3.7.4 放大镜

点击“放大镜”然后在绘图区点击鼠标中键，可调用放大镜查看当前位置的对象。用户也可

以使用组合键 Ctrl+E 调用放大镜。再次按下鼠标中间取消放大镜。

3.8 其他功能

3.8.1 打开时文件关联提醒

 始终将 DWG 文件与 CAD 看图王重新关联（推荐）

确保始终使用 CAD 看图王打开 DWG 文件。此消息将不再显示

 此次将 DWG 文件与 CAD 看图王重新关联

此消息将在下次 DWG 文件关联丢失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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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跳过关联

DWG 文件将不与 CAD 看图王相关联，但此消息在将来仍出现

 不将 DWG 文件与 DWG FastView for Windows 相关联

CAD 看图王将不用作 DWG 文件的默认应用程序，此消息将不再出现

3.8.2 打开时更新提示

如有新版本，则提示更新信息，点击“确定”跳转到下载页面。

4 编辑模式功能介绍

4.1 扩展工具菜单栏

菜单栏包括绘图，修改，测量，图纸比较和 XlsTable。

4.1.1 绘图

直线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直线”工具；

步骤 2：点击鼠标左键定位直线起始点；

步骤 3：调整第一点或创建第二点；

步骤 4：调整第二点或确认输入。

多段线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多段线”工具；

步骤 2：点击鼠标左键定位多线段起始点；

步骤 3：调整第一点或创建下一点；

步骤 4：重复步骤 3，调整当前点或创建下一点；

步骤 5：鼠标右键点击进行选择，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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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圆”命令；

步骤 2：鼠标左键点击或拖动指定圆心；

步骤 3：调整圆心或指定圆半径；

步骤 4：调整圆半径或确认输入。

椭圆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椭圆”命令；

步骤 2：鼠标左键点击或拖动指定椭圆起点；

步骤 3：调整起点或指定椭圆端点；

步骤 4：调整端点或指定椭圆上一点；

步骤 5：调整当前点或确认输入。

矩形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矩形”命令；

步骤 2：点击鼠标左键定位矩形起始点；

步骤 3：拖动鼠标至定位终点，点击鼠标。

多行文字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多行文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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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鼠标左键点击或拖动指定文字输入的起点；

步骤 3：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文字内容，可输入多行文字，文字可换行；

步骤 4：点击确定按钮，结束文字命令。

修订云线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修订云线”命令；

步骤 2：点击鼠标左键定位修订云线起始点；

步骤 3：拖动鼠标至定位终点，点击鼠标右键；

步骤 4：选择是否反转。

手绘线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选择“手绘线”工具；

步骤 2：点击鼠标左键定位手绘线起始点；

步骤 3：拖动鼠标至定位终点，点击鼠标。

4.1.2 修改

删除

操作步骤：

步骤 1：选中要删除的实体；

步骤 2：点击“删除”命令，即可删除选中实体。

移动

操作步骤：

步骤 1：选择要移动的实体；

步骤 2：点击“移动”按钮；

步骤 3：单击或拖动指定一点为移动的基点；

步骤 4：调整当前点或指定第二点；

步骤 5：调整当前点或确认输入。

旋转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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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单击选择要旋转的实体。

步骤 2：选择“旋转”按钮。

步骤 3：单击或拖动指定一点为旋转的基点。

步骤 4：调整当前点或指定旋转角度。

步骤 5：调整旋转角度或确认输入。

复制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选择要复制的实体。

步骤 2：选择“复制”按钮。

步骤 3：单击或拖动指定一点为复制的基点。

步骤 4：调整当前点或指定第二点。

步骤 5：调整当前点或确认输入。

4.1.3 测量

距离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测距离”命令；

步骤 2：用鼠标左键单击需要测量的距离的起始位置；

步骤 3：从起始位置拖动鼠标；

步骤 4：用鼠标左键单击需要测量的距离的终点位置；

步骤 5：用鼠标右键单击退出本次测量。测量结果对话显示距离、角度和总计等数值；

如连续多段测量，可在“看记录”中导出“详细结果”查看各段长度；如图：

面积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测面积”命令。

步骤 2：单击或拖动指定一点作为测量面积的起点。

步骤 3：单击或拖动指定测量面积的下一点。

步骤 5：用鼠标右键单击最后一个端点。测量结果对话框显示周长和面积数值；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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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在封闭空间内，移动鼠标，直接显示测量水平距离、垂直距离和选择两条线的角度的数值。

角度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的“测角度”命令；

步骤 2：用鼠标左键选择需要测量角度的第一条线，作为起始线；

步骤 3：用鼠标左键选择需要测量角度的第二条线；测量结果对话框显示角度数值；如图：

半径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的“测半径”命令；

步骤 2：选择要测量的圆，用鼠标左键点击圆周。测量结果对话框显示半径、直径数值；如

图：

测量记录

所有的测量数据，都保存在测量记录里；测量记录可导出 Excel文件，也可清空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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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栏

打开测量工具栏，该功能包含：测量距离、测量角度、测量半径、测量面积、快速测量、测

量记录、参数设置等功能，此类功能与测量里的功能操作步骤一样。如图：

参数设置

可调整测量数据的小数显示位数。默认为按照系统变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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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图纸比较

图纸比较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工具栏上的“图片比较”命令；

步骤 2：选择添加新旧两张不同的图纸的路径，点击比较按钮；

步骤 3：会有两张图纸打开，并用颜色显示前后两张图纸的变化。如图：

4.1.5XlsTable

新建表格

操作步骤：

步骤 1：启动新建表格命令；

步骤 2：在安装 EXCEL 程序的情况下，系统自动起动 EXCEL 程序；

步骤 3：在 EXCEL 中完成表格的创建，如图：

步骤 4：点击加载项，在 EXCEL 的加载项中多了 AutoXlsTable 选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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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框选表格，并选择 AutoXlsTable 下拉列表中的“选区输出”，如图：

步骤 6：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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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返回软件，指定表格的插入点，完成表格创建，如图：

更新表格

操作步骤：

步骤 1：点击软件中的表格及其 EXCEL 关联表格，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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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修改关联的 EXCEL 表格内容，如图：

步骤 3：保存并关闭 EXCEL。

步骤 4：在软件中启动表格更新命令。

步骤 5：选择软件中与之前修改的 EXCEL 表格关联的表格对象，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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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回车确定，选定的表格自动更新，如图：

更新全部表格

执行该命令后，系统自动更新图纸中所有由“创建表格”命令所创建的表格对象。

路径设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启动路径设置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如图：

步骤 2：在对话框中可以设置 EXCEL 文件的路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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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表格

操作步骤：

步骤 1：启动编辑表格命令；

步骤 2：选择需要编辑的表格，这个表格必须是利用自动增强表格中“创建表格”命令创建

的对象，如图：

步骤 3：选中表格对象后，系统会自动将其在 EXCEL 中打开，如图：

步骤 4：在 EXCEL 中进行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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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 AutoXlsTable 下拉列表中的“整体输出”，如图：

步骤 6：返回软件，完成表格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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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链接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 1：启动文件链接管理命令。

步骤 2：选择表格对象，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如图：

步骤 3：单击“浏览”按钮，可打开文件选择对话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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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选择欲与表格对象建立连接的 XLS 文件，并单击“打开”，返回链接管理器对话框，

如图：

步骤 5：利用对话框中的“替换”、“删除”及“更新”按钮，可以完成链接相关编辑与管

理。

选区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 1：启动“选区管理”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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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在“名称”处输入“圆形”，并单击其右侧“新组”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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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圆形，如下图:

步骤 4：回车，“选区管理器”对话框列表中增加了“圆形”项，如下图:

步骤 5：利用相同的方法增加“矩形”项，并选定矩形为其关联对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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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单击“关闭”，退出选区管理器。

步骤 7：启用“编辑表格”命令，选中表格并回车，对表格进行编辑。

步骤 8：选中“圆形”右侧的单元格，单击加载项中的插入函数图标，如下图:

步骤 9：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指定实体为“圆形”，图层为“All”，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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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利用相同的方法插入矩形面积计算函数，如图：

步骤 11：单击 AutoXlsTable 下拉列表中的“整体输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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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2：返回软件，表格自动计算圆形及矩形的面积，如图：

步骤 13：缩放矩形，表格的数据自动发生变化，如图：

4.2 常用菜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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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文件

1）打开：

显示打开对话框，可以选择目录，选择打开类型，.dwg 和.dxf 格式。

2）云图：

用户登录后显示保存在“云图”上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3）分享：

将图纸以二维码和链接形式分享给他人，对方可“查看”或“下载”该图纸。

4）新建：

重新打开一个空白的 dwg 文档。

4.2.2 览图

1）缩放

实时（R）：缩小或放大显示对象的外观尺寸；

上一个（P）：显示上一个视图；

窗口（W）：缩放以显示由矩形窗口指定的区域；

动态（D）：使用矩形框平移或缩放；

比例（S）：使用比例因子进行缩放，以更改视图的比例；

圆心（C）：缩放以显示由圆心点及比例值或高度定义的视图；

对象：缩放以在视图中心尽可能大地显示一个或多个选定对象；

放大（I）：使用比例因子 2 进行缩放，增大当前视图的比例；

缩小（O）：使用比例因子 2 进行缩放，减小当前视图的比例；

全图（A）：缩放以显示所有可见对象和视觉辅助工具；

缩放（E）：缩放以显示所有对象的最大范围。

2）平移

平移（R）：在当前视口中移动对象；

选择实时功能时，使用鼠标滚轮往前旋转可以放大图纸，往后旋转可以缩小；

选择实时功能时，还可以通过小手图标的所在位置，进行局部的放大和缩小操作。

3）全屏：打开或关闭全屏显示模式；按 Esc 退出全屏模式，工具栏的“全屏”与之相同。

4.2.3 图层

图层关闭

操作流程：

步骤 1： 启动“图层关闭”命令，提示“选择对象”；

步骤 2：选择一个对象后，增加关键字“√”；可连续选择多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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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支持点击选择；选择一个对象后，立即关闭该图层。

步骤 3：点击关键字“√”结束命令。

关闭其它图层

操作流程：

步骤 1：点击“关闭其它”按钮；

步骤 2：提示“选择对象”；可连续选择多个对象；支持点击选择和框选，选中的对象褪色

显示；

步骤 3： 点击“√”执行关闭其它图层的操作。

打开所有图层

打开已关闭的图层；点击“全部打开”按钮，开启所有图层。

图层工具栏

显示图形中所有图层的名称，颜色，状态等特性。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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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管理器

可进行新建图层、删除图层、置为当前；开（关）图层、设置图层名字、颜色、线宽、线型

等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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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窗口

1）关闭：关闭当前图形；

2）全部关闭：关闭全部图形；

3）窗口层叠：使窗口重叠，保持标题栏可见；

4）水平平铺：在水平方向上以不重叠的平铺方式排列窗口和图标；

5）垂直平铺：在垂直方向上以不重叠的平铺方式排列窗口和图标；

6）排列图标：排列窗口图标；

7）文件列表：显示当前已打开的文件列表并标记当前活动窗口；

8）窗口转换：显示窗口列表，可激活选择的窗口为当前活动窗口。

4.2.5 帮助

1）问题反馈：提交用户反馈；

2）检查更新：检查是否有可更新的版本；

3）更多产品：显示更多产品信息；

4）关于：显示关于本版本的信息；

5）设置：可以设置背景颜色、图纸字体显示设置、打开关联设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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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软件卸载

开始>“控制面板”>“程序”>“卸载或更改程序”>CAD 看图王 电脑版，点击“卸载”并

确定卸载即可。

6 版权声明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C）2013-2016，保留所有权利。

本软件受中国著作权法、软件保护栏例及中国加入或承认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的保护。

其使用受软件包所附并在安装过程中接受的许可协议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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