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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浩辰CAD 2020安装启动

1.1 硬件配置、系统和运行环境

配置：

CPU：Intel 或 AMD（主频高于 1.5GHz）；

内存：高于 1G，32 位操作系统建议 2G 以上，64 位操作系统建议 4G 以上；

显卡：支持屏幕分辨率 1024*768 32 位真彩（至少）；

硬盘：C 盘和安装盘需要 500MB 以上的硬盘空间。

提示：由于安装时需要在注册表中写入相关信息，如果杀毒软件出现相关提示，请选择允许所有操作，

以保证正常安装。

操作系统：

微软操作系统 Windows 7/ 8/10 （含 32 位及 64 位系统）

（提示：请用管理员身份安装或注册软件，如果使用 Win7 或 Win8 操作系统的用户安装和注册时请右

键单击安装或启动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辅助软件：Excel 2000-2013 版本，扩展工具中的自动增强表格与 Excel 交互。

1.2 软件安装

浩辰 CAD2020 用户在运行安装程序后，会弹出安装向导，用户只需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1、执行浩辰 CAD 安装程序。

安装文件解压后会正式开始安装，会弹出安装向导界面指导您一步步完成操作，如下图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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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注：请用管理员身份安装或注册软件，如果使用 Win7 或 Win8 操作系统的用户安装和注册时请右键单

击安装或启动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1) 在此页面中勾线“同意用户许可协议”后即可直接单击“立即安装”按钮按默认设置进行安

装。

2) 在此页面可以修改安装路径或者点“选项设置”按钮修改其他设置，“选项设置”页面如图 1-2-2

所示。在选项页面中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安装 VBA（32 位可选，64 位暂不支持 VBA）或天正接口还有扩展

工具。

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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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安装界面首页可以单击“用户许可协议“链接可打开查看许可文件的页面，然后再单击“我

接受”后单击“下一步”继续安装，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2、单击“ 立即安装”继续安装。

提示：由于安装时需要在注册表中写入相关信息，如果杀毒软件出现相关提示，请选择允许所有操作，

以保证正常安装。

3、在安装结束的时候会弹出“工作空间”选择的页面，习惯使用传统界面的用户可以在此设置，如下

图 1-2-4 所示。

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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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完成”按钮，安装结束

1.3 软件启动

启动：鼠标双击桌面浩辰 CAD2020 平台图标 图 1-3-1，即可以启动软件。

图 1-3-1

1.4 软件注册授权

安装浩辰 cad 2020 并启动软件后，系统会提示您选择激活或试用。在这两种情况下，请先相应选择一

个版本。

图 1-4-1

（一） 注册对话框

第一次启动软件时单击激活按钮可打开注册对话框，或者启动软件在菜单帮助-注册，注册对话框如图

1-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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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二）选软件版本

在图 1-4-2 所示对话框最下面位置，先选购买版本，位置如图 1-4-3 所示。

图 1-4-3

（三） 选择注册方式

根据图 1-4-4 选择对应的注册方式

图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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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USB 锁

USB 锁分单机锁和网络锁方式激活，另外还包含老版本单机锁升级。这三个选项

图 1-4-5

一、单机锁

 将锁插入计算机的 USB 端口。

 单击“单机锁”并选择浩辰 CAD 版本（专业版，标准版和教育版）。

 许可信息会提示相关版本信息，选中然后单击“激活”按钮以激活软件。

 重启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注意使用过程不要拔下锁，否则会激活失效。

图 1-4-6

二、网络锁

需要把网络锁插在服务器端（局域网内任何一台机器），客户端需要安装软件，使用端口 6002 和 6001，
必须保证这两个端口可正常访问。

 服务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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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安装网络锁驱动程序。需要安装网络锁驱动程序。安装程序可以在安装光盘里面查找，或者从浩

辰网站下载，网络锁驱动安装文件名称如图图 1-4-7 所示。

图 1-4-7

双击网络锁驱动的执行文件即可开始安装，安装程序首先会检查操作系统版本，如图所示。

图 1-4-8

检查完操作系统版本后会弹出如图 1-4-8 所示的安装向导页面。

图 1-4-9

单击 Next 按钮继续，会弹出安装类型页面，如下图所示。



目录

8

图 1-4-10

通常不修改选项，直接采用完整（Complete）安装，单击 Next 按钮继续，会弹出准备安装的页面，如

图所示。

图 1-4-11

单击 Install 按钮，正式开始安装。

安装过程可能会出现检测到防火墙的警告界面如图 1-4-12 所示，如出现此页面，需要单击 Yes 按钮，

同意修改，如果单击 No 可能会引起错误导致无法使用网络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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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2

安装结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安装完成的页面。

图 1-4-13

单击 Finish 按钮完成驱动安装，安装完驱动后请重启服务器。

注意：插加密锁和安装网络锁驱动，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不能阻止网络锁正常安装和运行。

 客户端

安装浩辰软件，点注册对话框，选 usb 锁-网络锁硬注册，ip 地址填写服务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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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4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注册，重新启动软件就不会再提示软件试用或已过期。

注意：使用过程服务器网络不能断开，如果断开无法找到网络锁可能出现异常无法保存图纸情况。

三、锁升级

如果您的加密是单机锁并且您已购买了升级软件，则需要升级锁，以便激活新版本软件。 您可以按照

以下步骤升级锁，此操作之前需要跟销售联系确定升级版本和安装正确。

1.将锁插入计算机的 USB 端口。

2.单击“锁升级”并选择浩辰 CAD 版本（专业版，标准版和教育版）。

3.单击“生成”按钮以获取 LOV文件，然后将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

4.将 LOV 文件发送给您购买浩辰 CAD 产品的当地经销商/经销商，并获取 LIV 文件。

5.单击“加载”以加载 LIV 文件，然后单击“升级”按钮以升级锁。

1.4.2 许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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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码总体也是分单机和网络激活方式，具体的方式为：

单机许可码分：在线激活和手动激活。网络许可码：也是分在线和手动，另外网络版还可以租借许可

激活。

一、单机许可码

单机许可码分两类，在线激活和手动激活下面具体详细介绍操作：

1）在线激活

说明：确保您的计算机已连接到互联网。

1. 单击在线激活，并选择浩辰 CAD 2020（专业版，标准版和教育版）的版本。

2. 输入许可码，然后单击 “激活”按钮。

3. 几秒钟后出现以下消息。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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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动激活

说明：如果您的计算机未连接到互联网，您可以使用激活文件（xml 文件）手动激活浩辰 CAD 2020。

1. 单击手动激活，并选择浩辰 CAD 版本（专业版，标准版和教育版）

2. 输入许可码密钥（许可码），然后单击“生成”按钮以获取请求文件并保存。



目录

13

3.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保存的请求文件获取许可码文件。

选项 1：电子邮件

您可以将请求文件发送到本地 GstarCAD 经销商以获取许可码文件。

选项 2：在线服务

（1）登录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心

（2）输入许可码密钥（序列号），然后单击“登陆”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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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激活”按钮继续。

（4）单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已保存的请求文件，然后单击“提交”按钮继续。

（5） 单击“Download”按钮并保存许可码文件（相应X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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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返回 GstarCAD 许可码激活向导，请单击“生成”按钮并选择刚刚保存的许可码文件，然后单击“激活”
按钮。

5、几秒钟后出现以下消息窗口。单击“ok”按钮完成激活。

二、网络许可码

网络许可码，也是有在线和手动之分，另外网络许可码还可以租借使用。

1）网络许可

通过网络激活，您可以在公司局域网上共享许多 GstarCAD 许可码。它为工作组中的许可码提供了灵活

性。 在网络安装之前，需要进行以下确认：

1.您要购买的产品信息，包括版本语言，版本类型（标准或专业）和许可码的数量。

2.指定服务器计算机以安装和执行 GStarcad_LMS.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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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服务器端管理程序安装

1.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装 GstarCAD Network License Manager，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在指定的服务器计算机上双击 GstarCAD_LMS，打开以下窗口，单击“next”指定 GstarCAD Network
License Manager 的安装目录。

（2）指定目录后单击“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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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下面窗口中的第一个选项，单击“next”和“finish”以完成编程语言维护。

（4）单击“Finish”以完成GstarCAD Network License Manager安装。

B、服务器端激活

安装完成后，将在 Windows 程序中找到一个名为 GstarCAD Network License Manager 的程序。

GstarCAD License Manager (server):管理服务器计算机上的许可码列表。

LMTools：用于管理网络许可服务器的工具。

Uninstall：卸载程序。

单击 GstarCAD License Manager（erver）以设置许可码服务器

在线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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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确保您的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

1．单击以运行 GstarCAD License Manager（server）。 单击“Activation”按钮。

2. 输入您的序列号并指定许可码数量，然后单击“Activate On-line”在线按钮。

3.单击“OK”按钮以关闭“激活成功”窗口。

4.然后单击“OK”按钮完成激活。

离线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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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以运行 GstarCAD License Manager (server), 单击“Activatio”钮

2.单击“click here”以打开手动激活指南

3.然后打开以下窗口：

4. 输入购买浩辰 CAD 2020 时提供给您的网络许可序列号，以及您购买的许可码数量，单击“Generate”
（生成）以生成请求文件，其文件名由网络许可序列号和.xml 扩展名组成。

（e.g.3401-DF07-0000-0100-C9D9-9801-0000-0400.xml）

5.单击“保存”将生成的请求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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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到另一台具有互联网连接的计算机，并使用您保存的请求文件获取相应的激活文件，通过以下两个

选项之一。

选项 1：电子邮件

您可以将生成的应用程序文件发送给您的本地经销商以获取激活文件。

选项 2：在线服务

您可以访问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

获取激活文件。

（1）通过具有互联网连接的计算机登录 GstarCAD 在线服务中心输入序列号，然后单击“登录”按钮

继续。

（2）单击“Activate”按钮继续。

单击“选择文件”按钮，确定后，点击 “提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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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Download”按钮，将许可码文件保存到您选择的位置。

7.收到许可码文件后，重新启动激活窗口并单击“Browse”以应用许可码文件，然后单击“Activate”按钮。

8.然后，您可以看到激活成功窗口。 单击“OK”按钮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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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然后，您可以从 GstarCAD License Manager 检查产品信息。 单击“OK”按钮退出。

C、服务器端设置

1.前往设置 LMTools（此实用程序只能由管理员设置）

2.单击“Start/Stop/Reread”(开始/停止/重读)按钮以管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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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保持其他选项卡的所有信息都是默认的，您只需要在“Start/Stop/Reread”选项卡中操作来管理服

务器。

3.单击“Start Server ”按钮。 现在您可以转而激活客户端。

注意：您可以手动或自动启动服务器，选择“启动/停止/重新读取”选项可以在“启动/停止/重新读取”选
项卡中控制服务器，或者通过在启动计算机时检查“启动时启动服务器”，在“配置服务”选项卡中自动控制服

务器。

D、客户端激活

1.服务器设置后，您已将服务器连接到用户客户端。 然后您可以从用户客户端计算机激活 GstarCAD
2020。

单击网络许可（N）并选择 GstarCAD（专业版，标准版和教育版）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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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服务器 IP 地址”窗口中指定服务器 IP 地址和端口，然后单击“激活”按钮激活软件。

2）网络租借许可

1.单击许可码>租借许可，然后选择 GstarCAD（专业版，标准版和教育版）的版本。

2.按照屏幕上的介绍进行操作。 输入服务器编号/ IP 和端口，单击“查询”。 然后您就可以获得许可码

信息。 输入到期日期并选择许可信息，然后单击“租借”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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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期：您只需要填写到期日期，因为它是从您借用的日期开始计算的天数。

3.然后您可以看到以下消息，表示您已成功租借许可。 单击“确定”按钮并重新启动软件以完成该过程。

1.4.3 关于网络许可租借返回

如果您不需要，最好将节点返回到服务器。

1.单击返回> 租借返回并选择要返回的许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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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返回”，返回您借用的许可码

3.单击“OK”按钮完成返回，您可以看到许可码消失

1.4.4 单机许可码的返回

返回许可

当您要更换另一台计算机或升级系统时，为确保在更换系统后可以再次使用该软件，您可以在更改系

统之前返回许可码，并在更改系统后获取新系统。

单机返回许可码有 2 种类型：

在线返回：确保您的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

手动返回：无需互联网连接。

从 Windows“开始”按钮>“所有程序”>“浩辰 cad2020”>“GstarCAD License Manager”中单击“GstarCAD 许可

码管理器”。 或者，您可以单击 帮助菜单>注册

然后打开以下窗口并单击“返回许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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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返回

说明：确保您的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

1、单击“在线返回”并选择要返回的许可码，然后单击“返回”按钮。

2.几秒钟后，您可以看到您选择返回的许可码已从许可码信息中消失，单击“退出”按钮关闭窗口。

 手动返回

1.单击“手动返回”并选择要返回的许可码。

2.单击“生成”按钮以获取请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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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传请求文件并获取返回文件(方法同注册)并将返回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

4.单击“加载”以加载-return.xml 文件，然后单击“返回”以返回许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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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注意，处理文件-resp-return.xml 用于清除返回许可码的工作站中的注册信息。 如果您想将许可权

转移到另一个工作站，请生成一个新的请求文件.xml 并发送给我们。 您可以在许可码管理器中看到状态已

禁用。

1.4.5 如何判断是否激活

无论您以何种方式激活浩辰 cad，当您完成激活后，系统将提示您：激活信息已经提交，请重新启动产

品。

您可以单击“帮助”菜单>“注册”以查看是否确实激活了软件，可以看到以下图片以确保完成激活浩辰

CAD。（注意到期日期）

或者您可以从软件顶部检查。 没有提示剩余日期......

过期提示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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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界面操作基础和设置

2.1 浩辰CAD操作界面与操作基础

浩辰 CAD 从 2011 版开始采用全新的 Ribbon 界面。Ribbon 界面有着传统的工具栏菜单界面无可比拟的

优势，界面更加美观，功能组织也更为有效合理，可最小化的功能区，还能为工作区域提供更多的显示空

间，丰富的命令布局也可以帮助用户更容易地找到重要、常用的功能，这些优势将大大改善用户对软件的

使用体验。浩辰 CAD 新界面主要有下面几个特点。

1、 可选的配色方案

图 2-1-1 配色方案

浩辰 CAD 界面支持色彩主题切换，浩辰 CAD 2020 版包括 GstarCAD 、浅蓝和蓝色、黑色、银色、水绿

色六种配色方案，默认为 GstarCAD 。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用颜色方案。

2、 可配置、可扩展的功能区

功能区旨在帮助用户快速找到完成某一功能所需的命令。命令被组织在逻辑组中，逻辑组集中在选项

卡下。每个选项卡都与一种类型的活动相关。用户可以将功能区最小化，以获取更多的显示空间。在功能

区右键菜单中选择“最小化功能区”，将经常使用的选项板，如属性框设置为自动隐藏，这样就可以使图形

窗口最大化，（注：功能区只在二维草图模式下显示，所以用户只有在二维草图模式下工作下，方能实现功

能区的最小化。）

在浩辰 CAD 中还提供了全屏显示（CTRL+0）的功能，按 CTRL+0 或按状态栏右下角的全屏显示按钮即可

快速将各种控件隐藏，并使图形窗口最大化，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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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全屏显示

3、 可定制的快速访问工具栏

快速访问工具栏是一个可自定义的工具栏，它包含一组独立于功能区选项卡的命令，通常是使用频率

最高的命令，如下图所示。

图 2-1-3 快速访问工具栏

用户可以向快速访问工具栏中添加其他命令按钮，添加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自

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此时会打开自定义界面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需要添加到此工具栏中的命令；

另一种是在功能区某个按钮上直接右键，选择“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直接将此功能添加到快速访问工

具栏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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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

4、 Ribbon 界面与传统界面自由切换。

虽然 Ribbon 界面相对于老界面有很多优点，但很多设计人员已经习惯了老的界面，熟悉新界面需要一

个过程，因此，浩辰 CAD2020 仍保留了传统界面，同时提供了一种中间方案：二维草图+传统菜单。用户可

以在快速访问工具栏右侧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二维草图或者是传统界面，还可以点击功能区右方的外观下拉

菜单，选择是否显示菜单栏。

图 2-1-5 切换界面样式及菜单栏的选择

浩辰 CAD 版的经典界面和旧版界面基本相同，也支持配色方案，可以从六种方案中选择一种自己喜欢

的颜色方案。

5、 浩辰 CAD 经典界面

经典界面主要由标题栏、下拉菜单、工具条、命令行、绘图区和状态栏几部分组成。经典界面相关说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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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浩辰 CAD 的操作界面

1）下拉菜单：可以调用大多数命令。

2）工具条：可以通过单击图标按钮调用命令。工具栏可以打开或关闭，通常在界面里只显示常用的工

具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添加或者删除相应工具栏。

3）多文档标签：当打开多个文档时，此标签可显示打开文档的文件名，通过单击此标签上显示的文件

名可快速切换或关闭文档。

4）布局标签：显示模型空间和各个布局的名字，单击名字可在不同的布局和模型空间之间切换。

5）命令行：在底部命令行可输入命令，上面几行可显示命令执行历史。

6）属性框：用于显示和编辑对象的属性，选择不同对象属性框将显示不同的内容。在属性框顶部还有

三个功能按钮，分别是：切换 PICKADD 参数的按钮（多重选择模式的开关）、对象选择按钮和快速选择按钮。

7）状态栏：状态栏中包括一些绘图辅助工具按钮，如栅格、捕捉、正交、极轴、对象追踪等，此外状

态左侧会显示命令提示和光标所在位置的坐标值。

6、浩辰 CAD 的命令输入方式

1）浩辰 CAD 中很多命令可以利用多种方式输入，如：在命令行输入命令、在下拉菜单中选取、在工具

条上单击按钮、快捷键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决定输入方式。

2）命令行支持命令提示

浩辰 CAD 在图形窗口动态输入命令时可以显示命令提示，到浩辰 CAD 2020 版在命令行输入命令时也会

显示相关命令和变量的列表，用户可从列表中选择相关的命令和变量，不必输入完整的命令和变量名。一

些命令和变量名字比较长，不太容易记忆，我们只需输入前两三个字母，就可以找到这个命令或变量。

比如在命令行输入 H，就会显示下图所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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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表中最上方我们看到 H 是 HATCH 填充命令的别名，可以直接执行。下面的命令和变量按照字母顺

序向下排列，前面带 V 图标的是变量，带功能图标或不带图标的则是命令。

由于 H 开头的命令和变量非常多，在当前列表中无法完全显示，我们可以拖动滚动条来查看其它命令，

也可以继续输入第二、三字母，缩小搜索范围，如下图所示。

列表中最上部的命令或变量会自动显示到命令行，如果直接按回车或空格，就会执行此命令。用将光

标移动到列表上，选中列表中命令或变量，命令或变量名就会显示到命令行，单击或按回车或空格就可以

执行选定的命令或变量。

7、浩辰 CAD 命令行中各种符号的约定

“/”：分割符号，将命令中的不同选项分隔开，每一选项的大写字母表示缩写方式，可直接键入此字母

执行该选项。

“<>”：此括号内为默认的输入值或当前要执行的选项，如不符合用户的绘图要求，可输入新值。

执行完某个命令后，使用回车键、空格键或鼠标右键，可重复执行该命令。

8、打开和关闭命令面板（RIBBON, RIBBONCLOSE）

在二维草图工作空间打开和关闭功能区面板。 命令 RIBBONCLOSE 可关闭命令面板，RIBBON 命令可打

开命令面板。

9、工作空间（WORKSPACE）

可以通过命令行创建、修改和保存工作空间，并将其设定为当前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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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浩辰CAD的常用设置

浩辰 CAD 的一些基本设置在“选项”对话框中，在此对话框中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保存选项、路径、

屏幕颜色、命令行大小、光标形状、文本窗口、字体等进行设置。

菜单位置：[工具]→[选项]；

命令行：Options（OP）

将鼠标放置在命令行或图形窗口，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选项”也可以打开“选项”对话

框。

对话框上面显示了当前用户使用的配置的名称（如 Unnamed Profile）和当前图形的名称（如

drawing1.dwg）。对话框中的选项设置都是针对当前使用的配置（Unnamed Profile）来进行设置和修改的，

也只针对当前配置（Unnamed Profile）生效。如果将当前配置切换为其他配置时，将显示新配置对应的选项。

当图形文件改变时，部分和图形文件关联的配置将相应的发生改变。

图 2-2-1 文件选项卡 图 2-2-2 显示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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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打印和发布选项卡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每个选项卡中的选项。

1、文件选项卡

该选项卡提供了对当前配置的搜索路径和系统文件的设置功能，允许指定浩辰 CAD 搜索支持文件、菜

单文件和其他文件的文件夹，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相应的搜索路径。如图 2-2-1 所示。

2、显示选项卡

该选项卡提供对当前配置的多种显示选项自定义的功能，如：背景颜色设置、屏幕菜单显示的设置、

滚动条显示设置、命令行字体设置等常用的配置选项。选项卡的界面如图 2-2-2 所示。

3、打开和保存选项卡

该选项卡包括了控制当前配置中与打开和保存文件相关的选项，如：文件保存选项设置，文件安全措

施相关选项设置，文件打开选项设置，外部参照选项设置等。

4、选项对话框的“打印和发布”选项卡

在选项对话框中，用户可以设置默认的打印设备、打印戳记、打印样式表，这样用户在创新新图后无

需重复设置打印机和打印样样式表，还可以配置绘图仪、修改打印样式表、调整一些与打印设备和打

印偏移相关的选项。如图 2-2-3

5、用户系统配置选项卡

该选项卡包含控制浩辰 CAD 中工作方式优化的选项，如：Windows 标准配置选项，插入比例的设置选

项，坐标数据输入的优先级配置选项，关联标注配置选项及块编辑器设置选项等。

6、绘图选项卡

该选项卡中指定了许多基本编辑选项。如：自动捕捉设置选项配置，自动捕捉标记大小设置，AutoTrack
自动追踪设置，对起点获取，靶框大小选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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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选择集选项卡

该选项卡指定一些常用的配置选项，如：拾取框大小设置，夹点大小设置，选择集模式相关选项设置，

夹点相关选项的设置等。

8、配置选项卡

选项对话框通过配置选项卡提供对多套平台配置的管理功能。即用户可以在一个平台下，维护多套不

同的配置，根据不同的需要，对不同的配置进行不同的设置，并在需要时可以在不同配置之间方便的

进行切换。同时，提供了配置的导入和导出功能，方便了配置的跨程序、跨 PC 共享。

具体功能如下：

 配置添加功能：可以使用当前配置或选择已经存在的配置，复制其配置信息，生成新的配置，

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新生成的配置进行选项定制，以生成一个新的配置。例如：按照自己的习惯组织

新的菜单、工具条，生成新的配置等。

 配置切换功能：可以在不同配置间进行切换，将不同的配置设置为当前配置，并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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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重启程序，此时对图形文件的操作将全部使用新的配置中的选项设置。

 配置输入、输出功能：可以将单个配置信息导出到一个 arg 文件保存，并可以将导出的文件导

入到其他程序中使用。

 配置重置功能：当配置发生混乱时，可以使用重置配置功能，将当前配置或选中的配置恢复

到其默认的初始配置。

 删除配置功能。

9、云盘同步设置

提供了云盘选择，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云盘，将数据传输到云盘中。

10、协同设置

协同设置主要针对开通协同设计的用户，详细功能设置可参照协同帮助手册。

动态夹点菜单显示开关

增加选项和变量:GRIPMULTIFUNCTIONAL，可关闭动态夹点(夹点多功能)菜单。

在选项对话框的“选择集”选项卡中增加了“显示动态夹点菜单”的选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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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夹点菜单打开效果如下图所示。

如 果不 想使 用动 态夹 点菜 单编 辑图 形 ，可 以通 过在 选项 对话 框中 取 消选 项或 将变量

GRIPMULTIFUNCTIONAL 设置为 0，关闭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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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形文件的管理与设置

2.3.1 新建图形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新建]

工 具 条：[标准]→[新建]

命 令 行：New

启动软件缺省进入新建图形，执行“新建”命令后可选择一个模板文件，系统会生成一个图形文件名

为“Drawing1.dwg”的新图，绘图环境为缺省值。

2.3.2 打开图形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打开]

工 具 条：[标准]→[打开]

命 令 行: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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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命令是打开已经创建的图形。能够打开 dwg、dxf、dwt、dws 四种格式的文件，选中要打开的图

形文件，单击“打开”即可。

2.3.3 保存图形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保存]/[另存为]

工 具 条：[标准]→[保存]

命 令 行：Qsave/Save

存储的格式主要有 dwg 和 dxf 。绘图过程中，为了防止意外情况数据丢失或图形完成时，应及时将图

形文件保存。“另存为”可将当前图纸另存为新的文件。

图 2-3-1

1、另存为选项的设置

在另存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保存选项的设置，单击“选项”，即可进入“另存为选项”对话框，如图 2-3-3、
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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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另存对话框 图 2-3-3 另存为选项

“另存为选项”对话框包括两个选项卡，DWG选项卡和 DXF 选项卡。

DXF 选项卡如图 2-3-3 所示。格式选项可指定创建 ASCII 文件还是二进制 DXF 文件。ASCII 格式的 DXF
文件可以使用文字编辑器阅读，与大量应用程序兼容。二进制格式的 DXF 文件包含 ASCII DXF 文件中的所

有信息。由于二进制 DXF 文件经过压缩，所以读写速度比 ASCII 格式文件快。

勾选“选择对象”按钮来控制 DXF 文件是由选定的对象组成，还是由整个图形组成。如果选择了此选

项，输出文件将只包括选定的对象以及其中包含块的块参照部分。输出文件不包含块定义表。

DWG 选项卡中可以设置所有图形另存为的文件类型，浩辰 CAD2020 支持最新的 2018 版 DWG/DXF 文
件的读写，因此可以兼容 AutoCAD 从 2.5~2018 各版本的图形文件。

如果要以早期图形文件类型保存，或者图形包含另一个应用程序的自定义对象，可以选择“保存自定

义对象的代理图像”。这样将会把自定义对象的图像保存在图形文件中。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将在图形文件

中保存每个自定义对象的边框。

2、对保存的图纸进行加密

在“保存图为”对话框中选择“安全选项”，即可进入“安全选项”对话框，如图。在对话框里可以输

入密码对图纸进行加密，同时也可以在“高级选项”中选择加密方式，所有加密方式和 AutoCAD 完全相同，

保证经过加密处理的图纸仍然能与 AutoCAD 实现完全兼容。

图 2-3-4 安全选项对话框 图 2-3-5 选项对话框

浩辰 CAD 软件在安装时已安装了 dwg 预览插件，该插件用来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微缩预览图纸，在浩辰 CAD 中保存过 dwg 图纸，即可在操作系统中进行预览。输入 OP 命令打开“选项”

对话框，在“打开与保存”选项卡，可以通过进入缩略图预览设置选项，对图形，图纸和视图，命名视图

进行设置。如图 2-3-5 所示。

2.3.4 输出其它格式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输出]

命令行：EXPORT

浩辰 CAD 除了可以保存成标准 dwg/dxf 图纸外，还新增了三维 DWFX、平板印刷（*.stl）、封装 PS（*.eps）
和 DXX 提取（*.dxx）文件格式的输出。目前三维打印广受关注，浩辰 CAD2020 可以将三维模型输出成三维

打印设备支持的 STL 格式，进行三维打印。如图 2-3-6 所示。

图 2-3-6 输出文件选项

2.3.5 发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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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文件]→[发布]

工 具 条：[标准]→[发布]

命 令 行：Publish

执行命令后弹出发布对话框，如图 2-3-7 所示。

图 2-3-7 发布对话框

选择 图标来添加图纸，然后选择模型或者布局，再在对话框中设定 dwf 文件输出的路径即可进行 dwf
文件的输出或直接输出到页面设置中指定的打印机上。另外浩辰 CAD2020 在发布选项中增加了 PDF 的输出，

可以将图形批量输出成 PDF 文档。同时浩辰 CAD2020 对发布对话框进行了全面改造，选项更多，比如精度

设置、选项设置。

2.3.6 电子传递功能

电子传递功能将一组文件打包以进行网络传递。在电子传递前，文件必须保存。在“电子传递”对话

框中以层次结构树或文件表的形式列出要包含在传递包中的文件。默认情况下，将列出与当前图形相关的

所有文件（外部参照、打印样式、打印机配置文件和字体）。用户可以向传递包中添加文件或从中删除现有

文件。传递包不包含由 URL 引用的相关文件。

在文件显示区中单击鼠标右键，将显示包含若干选项的快捷菜单，如图 2-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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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电子传递对话框

点击“添加文件”按钮，打开标准文件选择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要包括在传递包中的其他文件。

点击“传递设置”按钮，可以对当前传递进行设置，如图 2-3-9 所示。

图 2-3-9 传递设置对话框 图 2-3-10 修改传递设置对话框

选择修改，进入“修改传递设置”对话框，如图所示。在这里可以设置传递文件的位置、文件名、传

递包类型、文件格式等。

2.3.7 图纸集

图纸集是一个用于管理项目图纸的工具，可以将项目图纸从创建、到打印、发布、归档各个流程都管

理起来。不仅设计人员可以用图纸集来管理个人图纸，设计单位可以图纸集来管理整个项目的所有图纸，

如下图 2-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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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1 图纸集管理器

我们可以通过图纸集样例或之前自己保存的图纸集来创建新的图纸集，也可以直接通过选择图纸目录

来创建图纸集。单击“图纸集管理器”左上角的按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新建图纸集”，浩辰 CAD 将弹出

一个向导对话框，指导你一步步创建新的图纸集，如下图所示。

创建图纸集后，可以创建子集和图纸。如果确定用图纸集来管理项目，可以在项目开始前定制一个自

己的模板文件（*.dwt），在模板文件中设置好图层、标注样式、文字样式，在布局中插入好图框、设置好视

口、页面设置等。在图纸集中新建图纸时可以直接使用模板，如果模板中添加了图纸编号等字段，在创建

图纸时可以设置图纸编号，图纸中相应字段会自动更新。如下图 2-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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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4

如果项目图纸都在图纸集中，在图纸集管理中右键单击图纸或图纸集，就可以将图纸或整个图纸集的

所有图纸发布为 DWF\DWFX\PDF，并可以直接发送到绘图仪，轻松实现批量打印，如下图所示。图纸集还

可以通过电子传递功能将相关文件进行打包、归档、分享。

图 2-3-15
要想充分利用图纸集功能，在工作流程上必须进行改进以适应图纸集的要求。图纸集管理的是图纸的

布局，。此外为了考虑到多人同时访问相同图纸集的需要，建议每张图纸只放一个布局。如果你之前习惯于

模型空间画图、插入图框、打印出图的话，你首先要熟悉布局的使用；还有很多设计人员会将多张图都画

在一个张文件里，然后设置多个布局分别进行打印，如果要想充分发挥图纸集的作用，你最好也要改变习

惯了。如果你喜欢在一个布局里插入多个图框，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布局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一

个布局一张图，一张图纸。

2.3.8 DWG转换

命令名：DWGCONVERT

功能简介：将所添加的 dwg图形文件批量进行版本转换并可进行打包处理。

在文件菜单和面板快捷菜单都可以调用此命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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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此命令后会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文件树”选项卡：以层次结构树的形式列出要转换的文件并默认列出与当前图形相关的外部参照。

“文件表”选项卡：以列表的形式列出要转换的文件并默认列出与当前图形相关的外部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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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件：打开标准的选择文件对话框，选取 dwg 图纸添加到文件树和列表中。可一次添加多个图形

文件。

新建列表：新建一个空白的列表。

打开列表：打开选择文件对话框，选择 bcl 文件，将列表中保存的文件列出。将之前所列文件清空。

附加列表：打开选择文件对话框，选择 bcl 文件，将列表中保存的文件列出。不清空之前所列文件。

保存列表：将当前列出的文件路径保存在 bcl 文件中。仅保存根文件的路径。

查看报告：显示包含在转换包中的报告信息。

转换设置: 显示“转换设置”的对话框。

新建：创建一个新的转换设置。

重命名：重命名当前所选转换设置的名称。

删除：删除当前所选转换设置。

修改：弹出“修改转换设置”的对话框。

转换文件包类型：

在位（覆盖文件）：转换原文件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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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文件集）：将文件拷贝到文件夹中并进行转换。

自解压可执行文件（*exe）：将文件转换包创建为一个压缩的、自解压可执行文件。

Zip(*zip)：将文件转换包创建为一个压缩的 Zip 文件。

文件格式：指定转换包中包含的所有图形要转换的文件格式。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图形文件格式。

保持注释性对象的视觉逼真度：指定注释性对象的视觉逼真度是否随图形一起保存。

转换文件文件夹：指定创建转换包的位置。

转换文件名：显示转换包的默认文件名。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文件名设置方式。

路径选项：整理转换包中包含的文件和文件夹。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整理方式。

创建备份 (*.bak) 文件：在转换期间创建的备份 (.bak) 文件。

绑定外部参照：是否绑定外部参照。

提示输入密码：在完成转换之前打开“归档 - 设置密码”对话框，可以在其中指定转换包的密码。

2.4 云存储

浩辰 CAD 可以通过网盘备份、下载图纸数据，备份和恢复软件配置。目前支持百度网盘和 Dropbox，
今后将陆续支持一些常用的网盘。

设计人员不仅可以自己在不同设备，例如 PC、手机、平板之间传输或共享图纸，也可以与其他设计人

员进行分享。

用户在安装浩辰 CAD 后，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需要调整界面布局、显示效果、快捷键设置，添加字体、

填充、线型等等，将软件的各种配置保存下来，不仅可以方便自己重装或在其他机器上安装软件时恢复配

置，也可以将配置分享给其他人。而且浩辰 CAD 提供了配置命名的功能，可以同时保存几套不同的配置。

与其他软件不同的是，浩辰 CAD 2020 并没有采用“同步”的概念，而是明确由用户来控制图纸和配置

的上传和下载；此外，浩辰 CAD 可以在本地磁盘备份和恢复配置，没有网盘也可以使用此功能。

图 2-3-16

 网盘设置

在选项对话框，增加了”云盘同步设置”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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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7
选择网盘后，单击“获取授权”按钮，可以弹出网盘登陆页面。在“图纸传输设置”中可以设置一个

本地目录作为与网盘同步的目录，默认目录是“我的文档”下的 GstarCAD Cloud 目录。可以设置为其他目

录，但必须保证目录可写。

在网盘上，浩辰 CAD 也会创建一个目录，由于不同网盘的规则不同，创建的目录也不完全相同。比如

在百度网盘，浩辰 CAD、GstarCAD MC 安卓版本使用的目录是“我的应用数据”目录下。

 上传图纸

浩辰 CAD 2020 上传图纸的方式有三种：

1、 在“选项”对话框中勾选“保存文件时自动上传”，所有图纸在保存的时候就会自动上传到网

盘。

2、 上传图纸，执行“上传图纸”功能，会弹出选择文件对话框，此时可以选择某一目录下的一

个和多个文件进行上传，选定文件后会弹出“选择文件夹”的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不仅可以选择文件

夹，也可以创建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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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8
确定上传文件后，软件会另起一个进程去处理图纸的上传，不会影响下面的绘图操作。

3、 上传当前图纸，当前图纸保存后，点“上传当前图纸”，即可将此图纸上传到网盘。

 下载图纸

登陆网盘后，点击“下载”按钮，会弹出一个选择文件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2-3-19

 保存配置（BACKUPCFG）

用户可以选择要保存或恢复的配置项，这些项目包括界面设置、使用习惯设置、图形定义文件（字体、

线型、填充等）、打印设置以及其他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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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0
可保存的配置项如下：

 选项。“选项”对话框中软件环境相关的设置，例如背景颜色、十字光标长度等等。一些与当前文

件相关的变量是不会保存的，例如“圆和圆弧的平滑度”（VIEWRES）。

 界面设置。保存当前的界面文件（*.cuix）

 别名文件。保存别名文件（*.pgp）

 打印机支持文件。包括打印机配置文件（*.pc3）、打印样式表文件（*.ctb,*.stb）等与打印相关的

文件。

 自定义填充图案。填充图案文件*.pat 文件，如果自己没有添加过填充图案的话，可以不用备份。

 工具选项板。工具选项板中添加的数据，如果没有往工具选项板添加过数据可以不用备份。

 图形样板文件。指定模板目录下的模板文件（*.dwt）。

 自定义字体和形。Fonts 目录下及其他指定搜索路径下的字体文件。字体文件比较大，如果添加的

字体比较多的话，备份时间会比较长。

 自定义线型。备份浩辰 CAD 软件支持目录下的 gcad.lin 和 gcadiso.lin 文件。在浩辰 CAD 中可以加载

任意目录下的线型，如果并未将自定义线型添加到 gcad.lin 和 gcadiso.lin，也可以不用备份。

 字体映射文件。如果没有单独编辑过字体映射文件：gcad.fmp，可以不必备份。

 恢复配置

如果本机重新安装了软件或在其他电脑上需要使用之前保存的配置，可以选择恢复配置。恢复配置时

选项与保存一样，可以选择从网盘或本地恢复，也可以选择要恢复的配置项。恢复配置与安装软件一样，

因为需要写注册表和本地磁盘，需要有管理员权限，因此在恢复配置前会提示恢复配置有一定风险，这个

风险主要跟当前的用户权限和系统和网络状况有关系。

恢复用户配置时，会弹出提示授与管理员权限。XP 用户请注意，不要选中“保护我的计算机和数据不

受未授权程序的活动影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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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1

XP 和 WIN7、WIN8 系统弹出的对话框不完全相同，，如果当前用户不是管理员权限，请在上述对话框中

设置选择管理员并输入相应的密码。

在恢复配置的过程中，需要覆盖浩辰 CAD 当前的一些配置和文件，因此会提示让关闭所有正在运行的

浩辰 CAD，等提示恢复完毕后可以重新启动浩辰 CAD。

2.5 绘图相关的一些基本设置

2.5.1 栅格

命 令 行：Grid

栅格采用了网格线显示，并在一定栅格间隔显示一条主线，更加直观，操作更加简便。除此以外，还

可以设置栅格行为，在缩放视图时，栅格可以自适应升降级。虽然在屏幕上看得见参考网格，但它不会打

印出来，也不影响画图。

2.5.2 捕捉

命 令 行：Snap

提高图形精确度的一个方法，捕捉打开时，选择点时如果靠近栅格点将自动吸附并定位于栅格点。虽

然栅格间距与捕捉间距是配合使用的，但其设置也可以不一样。

要随时切换捕捉设置开与关时，请单击状态栏中的“捕捉”按钮或按 F9 功能键。在浩辰 CAD 中除了

可设置捕捉间距，还可以改变捕捉与栅格方向、旋转栅格排列或设成建立等轴测图形。

2.5.3 对象捕捉

对象捕捉功能详见第十一章第二节。

2.5.4 颜色

菜 单：[格式]→[颜色]

工具条：[特性]→[选择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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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令 行：Color

使用对象颜色可以直观的将对象分组。可以通过图层指定对象的颜色，也可以单独指定颜色。通过图

层指定颜色可以在图形中轻易识别每个图层。

所有的对象都是使用当前颜色创建，该颜色显示在“对象特性”工具拦上的“颜色”控件中。也可以

使用“颜色”控件设置当前颜色。

如果当前颜色设置为随层（Bylayer），则创建对象时使用当前图层的颜色。

2.5.5 用户坐标

菜单位置: [工具]→[命名 UCS]/[新建 UCS]

命令行: UCS

运行 UCS 命令时会弹出一些菜单中[新建 UCS]下的一些选项，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 UCS。

2.5.6 图层管理

菜单位置: [格式]→[图层]

工 具 条：[图层]→[图层特性管理器]

命 令 行：Layer

1）每一个图形文件都至少有一个图层，即缺省图层，名称为“0”。浩辰 CAD 允许用户根据需要建立无

限多个层，并可以对每个层指定相应的名称、线性、颜色、线宽等，也可以进行图层新建、切换、开/关、

锁定、解冻等操作（如图 2-4-1）。利用图层特性管理器，可以方便地对图层进行管理。

图 2-4-1 图层特性管理器

2）图层设置

在图层特性管理器中 加入图层设置的选项，可以设置新图层通知、隔离图层以及对话框设置的选项，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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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图层工具

浩辰 CAD 共提供了多种图层工具，下面对这些工具的作用和基本操作作简单讲解。

 图层管理器

命令：LMAN

图层管理器可帮助用户把当前图纸的图层信息提取出来，执行此命令后，弹出“图层管理器”对话框(如
图)，当用户改变了图纸的图层状态后可以使用这个功能进行图层状态的恢复，或者将当前图纸的图层信息

应用到其它图纸上来达到多个图纸的图层统一。

图 2-4-2 图层管理器 图 2-4-3 图层漫游

 图层漫游

命令：LAYWALK

在浩辰 CAD 的图层浏览器（如图）中查看某些图层以及该层上的实体，只需选择要浏览的图层即可。

退出时还可以钩选“退出时恢复”来保留原来图层状态，并可以按左上角的拾取对象按钮浏览对象所在的

图层，根据对象来选择和关闭图层，非常方便。

 图层匹配

命令：LAYMCH

图层匹配功能类似于格式刷，改变选择的实体的图层信息，这个功能可以进行框选，且可以通过手动

输入图层名或选择图层对象来指定目标图层。

 更改为当前图层

命令：LAYCUR

顾名思义，将选定的对象移动到当前层。

 改层复制

命令：COPYTOLAYER

将改变图层和复制功能结合起来，改变选择的实体图层同时可以选择对该实体进行复制，图层可以在

对话框中的列表中选取，也可以通过在图中拾取对象来选择。

 图层隔离

命令：LAYISO

只显示被拾取对象所在的图层，而将其他图层关闭，这样可以方便对图形的编辑。

 关闭对象图层

命令：LAYOFF

关闭对象所在图层，与图层隔离的作用一样，也是为了方便对图形的编辑。

 打开所有图层

命令：LAYON

将所有图层全部设置为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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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对象图层

命令：LAYFRZ

将拾取对象所在图层冻结，方便编辑。

 冻结其它图层

命 令 行：GC_layfrzother

命令启动后，按系统提示选择保留图层的对象，回车确定，便可以实现除选定对象所在图层外其他图

层的冻结。

 解冻所有图层

命令：LAYTHW

将所有图层都设置为解冻状态。

 图层锁定

命令：LAYLCK

将拾取对象所在图层锁定，使图层可显示、选择，但不能被编辑。

 锁定其它图层

命 令 行：GC_laylckother

命令启动后，选择图层对象，回车确定，便可以实现除选定对象所在图层外其他图层的锁定。

 图层解锁

命令：LAYULK

解除对图层的锁定。

 图层合并

命令：LAYMRG

可以将选定对象的图层合并到其他图层上，被合并的图层将被删除。支持将多个图层一次合并到同一

图层上。

 图层删除

命令：LAYDEL

运行此命令后，可在图中通过拾取对象来删除图层，为了避免误删图层，在选择完图层后，软件会提

示是否继续，且将默认选项设置为否（N），确认无误后，输入 Y，就可以将选择的所有图层删除。

 图层对象变色

命令：PCHC

通过拾取对象，输入 1 可改变此对象所在图层的颜色，输入 0 可以只修改拾取对象的颜色。

 图层对象移动

命令：TCYD

先拾取对象获取图层信息，然后可框选并移动与拾取对象在同一图层上的对象。

 当前图层设置

命令：TCSZ

通过选取实体将该实体图层设置为软件当前图层。

2.5.8 图形界限

菜单位置: [格式]→[图形界限]

命令行: LIMITS

指点图形绘制区域的大小。范围为二维的点，表示世界坐标系统(WCS)中的左下和右上范围。

根据提示可以选择打开或关闭范围，同时可以输入界限的左下角和右上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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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缺省高度

命令行: ELEVATION

设置未来绘制对象的默认 Z 坐标。

2.5.10 缺省厚度

菜单位置: [格式]→[厚度]

命令行: THICKNESS

设置所有新对象的厚度。预设厚度为 0。厚度可视为对象在 Z 轴上的高度。所有的线型都可有厚度，除

了椭圆、椭圆弧和样条曲线。

2.5.11 线型管理

菜单位置：[格式]→[线型]

工具条：[特性] →[线型]→[其他]

命令行：linetype

图 2-4-4

在浩辰 CAD 中每张图纸都预设了三种线型：Continuous（实线），Bylayer（随层）和 Byblock（随块），

这些线型不可以被删除和重新命名。用户可以从线型库文件中加载更多的线型或新建并存储自己定义的线

型，如上图。

2.5.12 改变对象的线型

1、改变对象所在图层的线型：如果对象的线型设置为随层方式，则采用其所在图层的线型。当该图层

的线型改变时，对象的线型自动改变为图层的线型。

2、单独给对象指定一个线型以代替图层的线型：可以明确指定每个对象的线型，但需要将对象线型从

随层改为特定线型。

3、将对象重新指定到线型不同的其它图层：将对象重设置到其他图层，如果对象的线型设置为随层，

则将使用新图层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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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线型资源管理器 图 2-4-6 文本样式对话框

2.5.13 线型比例

默认情况下，浩辰 CAD 的全局线型比例和对象线型比例均为 1.0。在“线型管理器”对话框中可以设置

全局比例和当前对象线型比例。在属性框中可以修改选定对象的线型比例。具体步骤，选中需要修改的对

象，在右侧的属性框中找到线型比例项，直接输入需要的数值即可。如果右侧的属性框被关闭了，双击对

象会弹出一个属性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修改线型比例。

2.5.14 字体管理

菜单位置：[格式]→[文字样式]

命 令 行：Ddsytle/Style

弹出“文字样式”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新建或编辑文字样式，（如图 2-4-6）

图形中的文字的字体、高度、宽度比例、倾斜角度等参数都是由文字样式决定的。每个图形都至少有

一种文字样式，名为 Standard，不能删除 Standard 型式，但可以重新命名或修改它。文字样式的字型有两

种设置方式：一是直接在“字体名”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西文和操作系统自带的字体；如要使用特定的中文

字体型文件（*.shx），可勾选“使用大字体”，然后在“字体样式”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要使用的中文字体型

文件。当使用大字体时，数字和西文仍使用前面的字体，中文和一些双字节符号使用中文型文件。

文字样式的相关参数也可在设计中心中进行调整，在设计中心中还可以在文件之间拷贝粘贴文字样式。

文字设置、书写的具体操作将在后面详细讲解。

2.5.15 精度设置

菜单位置：[格式]→[单位]

命 令 行：UNITS

数值精度：可直接从菜单中选择“格式>单位”，在打开的“图形单位”对话框中设置。

2.5.16 隐藏消息恢复设置

有一些对话框，例如缺少 SHX 字体提示对话框可以将其关闭以后不再出现，这些对话框就成为隐藏消

息，如果希望这些对话框重新显示，可以到选项对话框的用户系统设置选项卡中单击“隐藏消息设置”按钮，

打开隐藏消息设置对话框进行设置。

2.5.17 右键拖动

选择图形后，光标停留在图形上按住鼠标右键拖动，可以将图形移动、复制或粘贴为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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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8 工作空间（WORKSPACE）

以通过命令行创建、修改和保存工作空间，并将其设定为当前工作空间。

2.5.19 移动备份文件（MOVEBAK）

如果勾选了“每次保存均创建备份副本”，当编辑保存文件时，在图纸所在目录下就会生成扩展名为 BAK
的备份文件。MOVEBAK 移动备份文件的命令可以为 BAK 备份文件设置一个单独的路径，所有 BAK 都保存此

目录下，这样可以方便后期统一处理和删除这些备份文件，也可以保证图纸目录下不产生多余文件。

2.5.20 创建形（MKSHAPE）

可选择绘制的图形对象来定义符号形。创建的形可以用 SHAPE 命令直接插入到图中或嵌入到线型定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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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 显示视口比例（VPSCALE）

在布局中显示当前视口或选定的布局视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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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础绘图

在浩辰 CAD 中，常用的绘图命令有：直线、圆、弧、多边形、点和复合对象等。这些基本绘图命令是

绘制和编辑图形的基础。

3.1 直线

菜单位置：[绘图]→[直线]
工 具 条：[绘图]→[直线段]

命 令 行：Line(L)

浩辰 CAD 缺省的绘制直线的方法是定义起点和终点，用户可以用下列任一方式绘制直线：

在直线命令中增加了角度（A）选项，用户可以直接输入直线相对 X 轴正向的角度，也可以设置相对中

其他直线的角度，当绘制第二段直线的时候，还可以直接输入相对上一段的夹角，当图中已知条件为角度

和长度时，无需借助极轴、构造线，直接用直线命令就可以完成各种角度直线的绘制。

浩辰 CAD2020 的直线功能可以非常轻松地绘制出各种状态的直线，如下图 3-1-1 所示。

图 3-1-1

利用参照选项，可以绘制跟图中任意一条直线平行或呈一定角度的直线，如下图所示。

图 3-1-2

 当已经绘制上一段直线后，什么时候用夹角，什么时候用参照上一段，可以根据给定条件进行选

择，下图是相对上一段（蓝色）直线输入正负夹角和参照角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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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利用浩辰 CAD 2020 增加的角度相关选项，不用借助其他功能或辅助线，你就可以快速绘制各种给定角

度条件的图形。

3.2 构造线

菜单位置：[绘图]→[构造线]

工 具 条：[绘图]→[构造线]

命 令 行：Xline

构造线是一种通过一个定点、方向和角度决定且两端均无终点的直线。缺省的构造线绘制方法是选择

构造线上一点和指定方向，用户可以利用下列任一方法绘制构造线：

 等分：垂直于已知图元绘制等分构造线。

 水平：平行于当前 UCS 的 X 轴绘制水平构造线。

 竖直：平行于当前 UCS 的 Y 轴绘制水平构造线。

 角度：平行于某一给定角度，绘制构造线。

 偏移：平行于已知图元绘制平行构造线。

3.3 射线

菜单位置：[绘图]→[射线]

命 令 行：Ray

射线是有起点、无终点的一种直线，由于射线无终点，所以不能将它作为计算图形大小的一部分。缺

省射线绘制方法是首先选取射线的起点，再指定方向。用户可以用下列任一方法绘制射线：

 等分：垂直于已知图元绘制等分射线。

 水平：平行于当前 UCS 的 X 轴绘制水平射线。

 竖直：平行于当前 UCS 的 Y 轴绘制水平射线。

 角度：平行于某一给定角度，绘制射线。

 偏移：平行于已知图元绘制偏移射线。

3.4 多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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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绘图]→[多段线]

工 具 条：[绘图]→[多段线]

命 令 行：Pline(PL)

多段线是由弧和线组成的多段连接线，是单一对象。用户可以用任意线型绘制多段线。可以用多段线

修改命令 PEDIT 对其进行编辑修改。

绘制了至少一条多段线后，用户可以使用“撤销”选项来删除先前的线段。当绘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多段线后，可以使用闭合选项，绘制以第一条线段的起点为终点的线段；或选择“完成”来结束命令，建

立非封闭的多段线。

多段线的改进直线类似，也增加了角度选项，任何直线段都可以输入角度，当上一段为直线时，可输

入“参照上一段”的角度和“夹角”，作用跟直线的选项类似。

浩辰 cad2020 添加多段线夹点编辑功能

多段线夹点编辑增加了添加夹点、删除夹点、转换为圆弧、转换为直线等功能。

拖动顶点时按 CTRL 键可以切换编辑模式，比如从拉伸切换为添加顶点和转换为圆弧。

针对曲线拟合和二次、三次的二维多段线顶点的夹点编辑也同样支持，例如正对曲线拟合的二维多段

线夹点可以调整相切方向。

3.5 样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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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绘图]→[样条曲线]

工 具 条：[绘图]→[样条曲线]

命 令 行：Spline(SPL)

Spline 命令绘制的样条曲线是由一组点定义的一条光滑曲线。可以利用样条曲线生成一些诸如涡轮叶片

或飞机机翼等物体的形状。缺省的绘制方法是选择几个不同的点，然后，设定起始切点和终点相切，就可

完成命令。

浩辰 CAD 提供了对样条曲线的编辑功能，在命令行输入 splinedit 命令，便可以对样条曲线进行如下编

辑操作：

 拟合数据：编辑定义样条曲线的拟合点数据，不包括修改公差。

 闭合：将开放样条曲线修改为连续闭合的环。

 移动顶点：将拟合点移动到新位置。

 优化：通过添加权值控制点及提高样条曲线阶数来修改样条曲线定义。

 转换为多段线：可以将绘制的样条曲线转换成由直线和圆弧组成的多段线。

 反转：修改样条曲线方向。

3.6 圆

菜单位置：[绘图]→[圆]

工 具 条：[绘图]→[圆]

命 令 行：Circle(c)

浩辰 CAD 给出了多种方式来绘制圆，缺省的方法是指定圆心和半径。用户也可以用下列任一方法来绘

制圆：

 圆心-半径

 圆心-直径

 两点

 三点

 相切-相切-半径

 相切-相切-相切

 将圆弧转变为圆

在使用浩辰 CAD 绘制圆时，用户可以选取多次（M）选项。通过设定一个圆的尺寸，从而快速绘制多

个同尺寸的圆。

另外新版本圆增加了同心圆（C）选项 ，利用此选项，在确定圆心后，可以依次输入多个半径，

一次创建多个同心的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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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3.7 圆弧

菜单位置：[绘图]→[圆弧]

工 具 条：[绘图]→[圆弧]

命 令 行：Arc(a)

弧是圆的一部分。缺省的绘制弧方法是选取起点、第二点和终点。用户也可以用下列任一方法来绘制

弧：

 圆心-起点-终点

 起点-中心点-终点

 两点-夹角

3.8 椭圆

菜单位置：[绘图]→[椭圆]

工 具 条：[绘图]→[椭圆]

命 令 行：Ellipse(EL)

浩辰 CAD 绘制椭圆的缺省方法是指定椭圆的第一轴的两个端点，再指定第二轴的半长。第一轴的两个

端点会决定椭圆的倾斜度。定义轴的顺序无关紧要。程序会比较两轴长度，决定主副轴。用户也可以用下

列任一方法来绘制椭圆：

 轴-旋转

 中心-轴

 中心-旋转

3.9 二维码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二维码的应用十分广泛，如：产品防伪/溯源、广告推送、网站链接、数据下载、

商品交易、定位/导航、电子凭证、车辆管理、信息传递、名片交流、wifi 共享等等。浩辰 CAD 率先将二维

码引入 CAD，可以将二维码以图形形式插入图纸中，二维码中不仅可以保存与图纸相关的信息，如图纸名

称、项目名称，保存设计单位的信息，如公司名称、公司网址，还可以插入公司的 LOGO 图片，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等设备中的二维码扫描工具可以快速获取这些信息。

浩辰 CAD 的二维码生成器可以从图中提取文字信息、标题栏及其他属性块的属性信息，也可以手动输

入文字来生成二维码，生成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插入到图中，也可以生成图片，或复制到剪贴板后粘贴到其

他软件中。

浩辰 CAD 二维码对话框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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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话框中各参数作用如下：

输入文字：在此输入框中可以直接输入数据，也可以通过在图中数据或者选择预定义字段在此文本框中输

入文字。从图中拾取文字或选择预定义字段在此输入文字框中添加文字后，可以编辑。以此文字框中最终

编辑结果为准。

已输入字数：0/500：显示当前已输入的文字数，以及可输入文字的上限。文字上线根据设置的二维码尺寸

来设定，提醒用户可以输入的文字总数及已输入文字是否超过上限。

清空数据：将已输入的数据清空。

图中拾取：从图中拾取对象获取文字内容。

文字: 从图中拾取文字对象，将文字内容添加到输入框内。

图块：从图中拾取属性块，将属性块的属性标记和值都添加到输入框内，通常用于拾取图签中的相关信息。

二维码：从图中拾取已插入的二维码，获取二维码中的文字内容。（是否能读取图片和图块形式插入的二维

码。）

预定义字段：设置一些预设好的字段，每次生成时可以直接选取将内容添加到文本输入框中。

图形名：勾选的时候在输入框内加入图形名称，默认不勾选。

日期和时间：勾选的时候在输入框中加入当前的日期和时间，默认不勾选。

添加/编辑：用户自己定义自己常用的一些字段，单击此按钮后弹出对话框，对话框形式参看“打印戳记”功
能中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用户可以定义字段的名称和值，用户定义的字段和值保存到一个文件中，下

次打开对话框中直接读取用户定义字段的名称，列举在左侧的“名称”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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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在下拉列表中列出用户自己添加的字段名称，用户在列表中选择一个名称的话，就将相应的值添加

到上面的文本框中。

图片:用户可以在二维码的中间添加自己公司的 LOGO或个人的标记图片。

浏览：用户可以从本地浏览选择一个图片文件，文件格式支持 JPG\BMP\PNG\TIF\TGA 等几种常用格式即可。

用户一旦选择了图像文件后，将图像文件的名称显示在下面的文本框中。

文本框：显示图像文件名称

删除：如果选择了图像文件，此按钮被激活，单击此按钮将图像清除。

二维码参数设置

版本：设置二维码的版本，随着文字的增加版本会进行自适应调整。

纠错等级：是按百分比设置的纠错等级，如无特殊需要可以不调整。

码制：目前我们支持 QR Code 码，如果用户有需求，我们可以添加其他码制。

比例：根据打印比例设置二维码生成的比例。二维码最终生成一个图块，此处设置的比例可以作为图块的

比例，保证用户在不同比例大小的时候二维码能打印正确。

尺寸（Size）：根据输入数据计算得出二维码的尺寸。

复制二维码：将二维码复制到剪贴板，可以粘贴到其他软件中，例如粘贴到 WORD 文档中。

保存图片: 将二维码保存为图片文件，用户可以选择将图片插入到当前图中或用于其他用途。

插入：生成二维码图形数据，做成图块，插入图中。

退出: 退出对话框，保存此次设置的二维码数据。

3.10 条形码

条形码早就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商品，在一些设计单位的图档管理系统中也已经得到应用，主要应用

于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的对应，通过扫描识别纸质图纸上的条形码可以快速在图档管理系统中找到对应的

电子图纸。

浩辰 CAD 的条形码功能可以将字母和数字信息转换为条形码图形插入到图纸中。

参数说明如下：

条形码参数

宽度：设置条形码的打印宽度

高度：设置条形码的打印高度

比例：根据打印比例设置条形码生成的比例。后面提供打印比例的下拉列表，用户可以在列表中直接选择



第三章 基础绘图

68

自己的打印比例。下拉列表同时也可以提醒用户条形码生成的时候是跟打印比例有关系的。条形码最终生

成一个图块，此处设置的比例可以作为图块的比例，保证用户在不同比例大小的时候条形码能打印正确。

显示数据：控制在条形码下面是否显示输入的条形码数据的字符。

字高：如果勾选了条形显示数据，则激活此设置。可以设置数据的字符高度

码制：目前我们支持 Code93 码，将来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增加其他码制。

数据输入

输入框：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条形码数据，也可以选择随机生成条形码。

随机：将当前的时间利用随机算法生成条形码数据，单击“随机”按钮，直接将随机生成的条形码数据显示到

上面的输入框中。

图中拾取：从图中拾取文字或已绘制的条形码，如果拾取字符串，只获取字符，如果拾取条形码，从中获

取宽、高、比例、数据等各项数据。

复制条码：可将条码复制到剪贴板，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以 OLE的方式进行粘贴插入

保存图片：将设置的条形码保存成足够分辨率的 BMP 图片，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图片的用途，例如直接打印、

插入到其他文档中、或者插入到 CAD 图中。

插入：将生成的条形码定义成图块，基点设置为左下角点。按设置好的比例，通过指定插入点插入到图中。

退出：直接退出对话框，保留当前设置，下次打开对话框时保留上次的设置。

3.11 圆环

菜单位置：[绘图]→[圆环]

命 令 行：DONUT

圆环是由封闭的带宽度多段线组成的实心填充圆或环。浩辰 CAD 缺省的绘制圆环的方法是给定圆环的

内、外直径，然后给定圆心。

3.12 表格

浩辰表格提供了与 AUTOCAD 兼容的表格功能，可设置表格样式，创建、编辑表格，还可以将表格输出

成 CSV 文件，到 EXCEL 打开。

新建表格（TABLE）



第三章 基础绘图

69

可设置表格样式、插入方式、行列、单元样式，并可在左侧的预览框中预览表格的样式。

编辑表格

创建表格后，单击单元格可弹出表格编辑工具栏，可以对表格进行插入、合并、拆分等各项操作。

双击单元格会弹出多行文字编辑器，可对表格填写的文字内容进行编辑

3.1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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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绘图]→[点]

工 具 条：[绘图]→[点]

命 令 行：POINT

Point 命令用于绘制辅助标记点、特征点及标注点等。

3.14 定距等分

菜单位置：[绘图]→[点]→[定距等分]

命 令 行：MEASURE

沿着对象的边长或周长，以指定的间隔放置标记(点或图块)，将对象分成各段。测量命令会从距离选取

对象处最近的端点开始放置标记。可以测量线、弧、圆和多段线。无法用这个命令测量射线和构造线。

3.15 定数等分

菜单位置：[绘图]→[点]→[定数等分]

命 令 行：DIVIDE

沿着所选的对象放置记号。记号会平均地将对象分割成指定的分割数。可以分割线、弧、圆或多段线。

记号可为点对象或图块。

3.16 矩形

菜单位置：[绘图]→[矩形]

工 具 条：[绘图]→[矩形]

命 令 行：Rectang (Rec)

浩辰 CAD 的矩形为封闭、含有四边的对象。缺省的矩形绘制方法是指定对角两点来绘制矩形。同时，

可以根据命令行的提示来改变矩形的标高、四角圆角、倒角、线条宽度、厚度。用户还可以根据面积或者

尺寸来绘制矩形。

倾斜矩形是矩形新增加的选项：倾斜（O）。使用倾斜选项，可以利用类似直线的命令确定底边的角度

和长度，可以绘制与 X 轴呈一定角度或与图中任意一条直线平行呈一定角度的倾斜矩形。

3.17 多边形

菜单位置：[绘图]→[正多边形]

工 具 条：[绘图]→[正多边形]

命 令 行：Polygon(Pol)

多边形是由最少 3 个、最多 1024 个等长的复合线组成的封闭图形。浩辰 CAD 缺省的绘制多边形的方法

是指定多边形的边数、中心和内切圆或者外接圆的半径。用户也可以利用指定多边形的数目、一点的位置

和边长来绘制多边形。

3.18 螺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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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绘图]→[螺旋线]

命 令 行：HELIX

为了方便用户的使用，浩辰 CAD2020 在绘图选项中添加了螺旋线功能。用户可以使用此命令绘制二维

或者是三维的螺旋线。执行螺旋线命令，在绘图区域指定螺旋线的底面中心点、半径和顶面的半径，然后

指定螺旋高度（如果指定的高度为 0，则创建的是平面图形），同时可以根据命令行的提示，对轴端点，圈

数，圈高等进行设置。

3.19 徒手画

命 令 行：SKETCH 和 FREEHAND

徒手绘制的形体实际上有许多直线段组成，它既可以是单独的直线也可以是多线段，绘制徒手画线之

前必须首先定义直线段的长度或增量，线段长度越小，徒手画线越精细。但线段不能太小，否则文件会很

大。

3.20 边界创建

菜单位置：[绘图]→[边界]

命 令 行：BPOLY/BOUNDARY
绘制与选择点四周的封闭区域相匹配的多段线，标识出图形中特定的区域来运作填充绘制及尺寸标注

的功能。选择边界创建功能后，用户之前所画的封闭区域的各个组成图元将被生成一条闭合的多段线。

3.21 实体填充

命 令 行：Solid(SO)

利用实体填充工具，可以绘制带实体颜色的矩形、三角形或四边形区域。缺省方法是指定平面实体区

域的角点，当定义了平面实体的前两个角点后，定义其它角点时，显示平面实体区域，定义角点采用的是

三角形方式，程序会要求输入第三点然后是第四点，当继续定义角点时，第三、第四点将交替出现，直至

回车结束命令。

3.22 创建图块

菜单位置：[绘图]→[块] →[创建]

工 具 条：[绘图]→[创建块]

命 令 行：Block(B)

利用创建块功能可以将多个图形集合成一个对象：图块。图块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移动、复制或多

次在图形中插入。

创建图块时需要定义用于定位的插入点、块名，图块还可以添加属性和文字。

（详细图块功能见后面， 使用图块和动态块，两章节有详细说明。）

3.23 插入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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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条：[绘图]→[插入块]

命 令 行：Insert(I)

插入图块或其他图形到当前的图形中。当插入图块或图形时，必须指定插入点、比例与旋转角度。图

块的插入点为建立图块时的指定参考点。当插入图形为图块时，程序会以图块创建时的基点为图块的插入

点。

3.24 图案填充

菜单位置：[绘图]→[图案填充]

工 具 条：[绘图]→[图案填充]

命 令 行：Bhatch/Hatch

Bhatch/Hatch命令都能在指定的填充边界内填充一定式样的图样。Bhatch 命令以对话框设置填充方式，

包括填充图样的样式、比例、角度、填充边界等。

Bhatch命令运行后会弹出如图（填充对话框）的对话框。

利用“边界标签页”对话框可完成填充边界、填充区域的设置。该页也可以从菜单“绘图>填充边界”

调出。

图 3-22-1 填充对话框

相关项目说明

选择区域：选择要填充的区域内的一个点来定义一个边界或填充区域。

选择对象：选择对象构成边界，有两种方式：所有可见对象或当前选择集。

删除边界：从当前的边界集中删除以前添加的对象。

重新创建边界：围绕选定的图案填充或填充对象创建面域或多段线。

查看选择集：临时关闭对话框，使用当前的设置显示定义的边界。如尚未定义边界则此按钮不可用。

类型：预定义、用户定义和自定义三种，缺省设置为预定义方式。

比例：设置填充图样的比例。缺省值为 1，可在下拉框中选择或输入。

角度：设置填充图样的倾斜角度。缺省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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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设置填充图样线与线之间的间距。

ISO 笔宽：基于用户所选的笔宽来确定 ISO 预定义的图样比例，只有选择了已定义的 ISO 填充图样后，

才可确定它的内容。

图案填充原点：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用于填充的图案的原点，可以用鼠标指定原点或者直接选择

一个特征点。

关联：确定填充图样与边界的关系。若打开此开关，那么填充图样与填充边界保持着关联关系，当填

充边界被缩放或移动时，填充图样也随着变化；若关闭此开关，则填充图样不跟着变化。

图案：显示填充图案文件的名称和图案示例。单击后面的按钮会弹出选择图案对话框，浩辰除提供常

用的填充图案外，还提供了一些定制的专用图案，如图（3-19-2）所示。

图 3-22-2 填充图案选择对话框

孤岛检测样式：孤岛的填充方式。

普通：从外部边界向内填充。遇到内部交点时，将停止填充，直到遇到下一交点为止。这样，从填充

的区域往外，由奇数个交点分隔的区域被填充，而由偶数个交点分隔的区域不填充。

外部：从外部边界向内填充。遇到内部交点时，将停止填充。因为这一过程从每条填充线的两端开始，

所以只有结构的最外层被填充，结构内部仍然保留为空白。

忽略：忽略所有内部的对象，填充时将通过这些对象。

边界对象类型：控制新边界的类型。默认为多段线，当勾选保留边界选项时，边界类型可选多段线或

者面域。

填充透明度 ：填充在创建和编辑时可直接设置透明度。

非关联填充边界增加了夹点菜单，不仅可以拉伸边界夹点，还可以添加夹点、删除夹点和进行直线段

与圆弧段转换，如下图所示。

注意：填充区域必须是封闭的，否则填充无效。



第三章 基础绘图

74

3.25 渐变色填充

菜单位置：[绘图]→[图案填充] →[渐变色]

工 具 条：[绘图]→[渐变色填充]

命 令 行：GRADIENT

渐变填充是一种实体图案填充，能够在填充区域产生颜色过渡的效果，使生成的图形更加逼真、美观。

浩辰 CAD 提供了渐变填充命令“Gradient”，该命令弹出图案填充对话框，并显示渐变色选项卡。在该

选项卡中，用户可以选择预定义的 9 种渐变填充效果之一（例如：线性过度、球状过度或抛物线过度等），

并能指定颜色过度的方向。另外，用户也可以选择在两种颜色之间过度或是单一颜色的深浅过度。

渐变填充区域的选取方式、与边界的关联属性及孤岛检测等都和图案填充相同。双击一个渐变填充实

体，就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渐变色选项卡

 颜色

单色：使用单一颜色的亮度变化产生渐变效果。选择“单色”时，对话框将显示颜色样本条和“着色/
渐浅”滑块。

双色：指定两种颜色之间平滑过渡的渐变效果。选择“双色”时，对话框将显示两种颜色的颜色样本

条。

颜色样本条：指定渐变填充的颜色。单击颜色样本条，弹出“选择颜色”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要使

用的颜色。

“着色/渐浅”滑块：指定一种颜色的渐浅（选定颜色与白色的混合）或着色（选定颜色与黑色的混合），

用于渐变填充。

 渐变样式

显示用于渐变填充的九种固定样式：LINEAR（线性），CYLINDER（圆柱），INVCYLINDER（反转圆柱），

SPHERICAL（圆球）， HEMISPHERICAL（半球）， CURVED（抛物线）， INVSPHERICAL（反转圆球），

INVHEMISPHERICAL（反转半球）， INVCURVED（反转抛物线）。

 方向

指定颜色渐变的角度以及其是否对称。

居中：选中创建对称的填充效果，否则颜色渐变的起始点偏移向区域左上方。

角度：指定渐变填充的角度。

3.26 云线

菜单位置：[绘图]→[修订云线]

工 具 条：[绘图]→[修订云线]

命 令 行：REVCLOUD

绘制由多个圆弧连接组成的云线形多段线对象。

命令行信息

指定起始点 或 [弧长(A)/对象(O)/样式(S)]<对象>:

命令行选项说明

起点：指定云线的起点。

弧长：指定云线圆弧的弧长。最大弧长不能超过最小弧长的 3 倍。指定的最大和最小弧长将保存在注

册表中，下一次调用时，作为当前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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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将选取的闭合对象转化为云线。

样式：用户可以选择云线的样式为普通或者是手绘。

3.27 面域

菜单位置：[绘图]→[面域]

工 具 条：[绘图]→[面域]

命 令 行：Region(REG)

将包含封闭区域的对象转换为面域对象。面域是由闭合的形状或环组成的二维区域。 闭合多段线、直

线和曲线都可以作为区域的边界。其中曲线包括圆弧、圆、椭圆弧、椭圆和样条曲线。

3.28 轮廓线

命令名：OUTLINE

菜单：绘图》轮廓线

工具栏：绘图 命名面板：重用>绘图

图 3-26-1

执行命令后，框选需要生成外边界的图形，即可生成。

3.29 区域覆盖

菜单位置：[绘图]→[区域覆盖]

命 令 行：WIPEOUT

使用空白区域覆盖现有对象。

命令行信息：

指定第一点或[边框(F)/多段线(P)]<多段线>:

可直接确定第一点，然后指定多个点创建不规则多边形空白区域来覆盖该区域内的对象。

若继续指定点，系统将不断重复提示上一命令行。若输入 U ，放弃刚指定的一个点，重新指定点的位

置。若要结束命令，还可按 ENTER 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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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说明

边框：控制所有区域覆盖对象边框的可见性。

多段线：根据选定的多段线确定区域覆盖对象的多边形边界。

很多用户希望图块能遮挡后面的图形，因此希望创建跟图块轮廓一样的区域覆盖，但旧版的 WIPEOUT
功能并不支持圆和带圆弧段的多段线，浩辰 CAD2020 版不仅支持圆形 WIPEOUT，还支持带圆弧段的封闭边

界，如下图所示。

区域覆盖（WIPEOUT）命令参数如下：

指定第一点或 [边框(F)/圆形(C)/选择圆或多段线(P)/精度(A)] <选择圆或多段线>:

圆形（C）和精度（A）是新增参数，输入 C 参数，可以直接绘制圆形的区域覆盖，输入 A，可设置圆

弧段的精度，默认值为 100，数字越高，圆弧段就越平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

选择多段线（P）参数修改为选择圆或多段线（P），表示在创建区域覆盖时可以选择圆或任意封闭的多

段线。

3.30 建模

浩辰 CAD 专业版有三维建模功能，可用于创建三维实体和曲面。

 长方体

可以创建实体长方体。始终将长方体的底面绘制为与当前 UCS 的 XY 平面（工作平面）平行。

 楔体

将楔体的底面绘制为与当前 UCS 的 XY 平面平行，斜面正对第一个角点。楔体的高度与 Z 轴平行。

 圆锥体

可以以圆或椭圆为底面、将底面逐渐缩小到一点来创建实体圆锥体。也可以通过逐渐缩小到与底面平

行的圆或椭圆平面来创建圆台。

 球体

可以创建实体球体。

指定圆心后，放置球体使其中心轴平行于当前用户坐标系 (UCS) 的 Z 轴。

 圆柱体

可以创建以圆或椭圆为底面的实体圆柱体。

 棱锥面

可以创建实体棱锥体。可以定义棱锥体的侧面数（介于 3 到 32 之间）。

 截面平面

可以创建穿过三维实体的横截面。结果可以是表示截面形状的二维对象。也可以选择使用剪切平面（称

为截面对象），实时查看相交实体的剪切轮廓。

 二维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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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体填充的三角形和四边形。

 三维面

3DFACE 创建具有三边或四边的平面网格。

 三维曲面(3D)

三维曲面包括楔体(W)/方锥体(P)/长方体(B)/圆锥体(C)/圆柱体(L)/球面(S)/圆底(DI)/圆顶(DO)/圆环体(T)/
网面(M)

 三维网格

创建自由格式的多边形网格

 旋转网格

REVSURF 通过将路径曲线或轮廓（直线、圆、圆弧、椭圆、椭圆弧、闭合多段线、多边形、闭合样条

曲线或圆环）绕指定的轴旋转创建一个近似于旋转曲面的多边形网格。

 平移网格

TABSURF 创建多边形网格，该网格表示通过指定的方向和距离（称为方向矢量）拉伸直线或曲线（称

为路径曲线）定义的常规平移曲面。

 直纹网格

RULESURF 在两条直线或曲线之间创建一个表示直纹曲面的多边形网格。

 拉伸

可以通过拉伸选定的对象创建实体和曲面。使用 EXTRUDE 命令从对象的公共轮廓创建实体或曲面。

 旋转

使用 REVOLVE 命令，可以通过绕轴旋转开放或闭合对象来创建实体或曲面。旋转对象定义实体或曲面

的轮廓。

 扫掠

使用 SWEEP 命令，可以一条轨迹线和截面轮廓生成三维实体或曲面。

 放样

菜单位置：[绘图] →[建模] →[放样]
命 令 行：Loft

利用有限的特征截面构建三维实体模型，命令有三种放样方式：导向、路径和仅截面。

导向：实体生成时会将指定的导向曲线纳入其边界，所以导向曲线会直接影响实体外轮廓的形状，如

图。

图 3-28-1 导向曲线对实体外轮廓的影响 图 3-28-2 放样参数设置对话框

路径：路径只能有一条，路径会直接影响实体截面的生成方式，如图（路径对实体外轮廓的影响）所

ms-its:ACAD_ACR.chm::/3DFACE.htm
ms-its:ACAD_ACR.chm::/REVSURF.htm
ms-its:ACAD_ACR.chm::/TABSURF.htm
ms-its:ACAD_ACR.chm::/RULESURF.htm
ms-its:ACAD_ACR.chm::/EXTRUDE.htm
ms-its:ACAD_ACR.chm::/REVOL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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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分别选择直线和曲线作为路径的对比效果。

图 3-28-3 路径对实体外轮廓的影响

仅截面：如果选择仅截面选项，则弹出放样设置对话框，如图。

直纹：指定生成实体或曲面的横截面之间的母线为直纹。

平滑拟合：指定生成实体或曲面的横截面之间的母线是平滑的。

法线指向：控制生成实体或曲面横截面处的法向。

拔模斜度：控制实体或曲面的起点和端点处的拨模角度和幅值，并以曲面向外的方向为拨模角度的 0
度。

起始角度：指定起点的拨模角度。

起点幅值：控制曲面到起点横截面在拔模方向上的相对距离。

端点角度：指定端点的拨模角度。

端点幅值：控制曲面到端点横截面在拔模方向上的相对距离。

3.31 建模设置

 视图（SOLVIEW）

功能：使用正交投影法创建布局视口，生成三维实体及 BODY 实体的多向视图与剖视图。

SOLVIEW 创建布局视口的方法有多种，分别可以生成新的 UCS 视口、正交视口、辅助线视口和剖切视

口。

SOLVIEW 必须在布局选项卡上运行。它可以创建相对于用户坐标系的投影视图。在这些视图中，可以

经过 SOLVIEW 处理后，将相应的实体轮廓线在单独的视口中分层显示。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通过图案填

充创建实体图形的剖视图，并在独立视口中显示剖切面。原始视口图如图所示, 经过剖切处理的视口图如图

所示（第一点为 A，第二点为 B，从 C 点一侧看，未经过 SOLDRAW处理）。

图 3-29-1 原始视口图 图 3-29-2 经过剖切处理的视口图

 图形（SOLDRAW）

功能：由 SOLVIEW 命令创建的视口生成轮廓图和剖视图。SOLDRAW只能在 SOLVIEW 创建的视口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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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OLVIEW 创建视口，经过 SOLDRAW处理后，表示实体轮廓和边的可见线和隐藏线，被投影到垂直视

图方向的平面上。

如果是截面图，则还会生成关于由我们指定的面和保留侧的剖切实体。不与剪切平面相交的实体生成

完全投影。

剖视图则是由剪切平面后的所有实体和实体部分都生成轮廓和边。选定视口中的所有轮廓图和剖视图

都将被删除，然后生成新的轮廓图和剖视图。在所有视口中冻结除了需要显示轮廓图和剖视图外的所有图

层。如下图为经过 SOLDRAW处理后的效果（黑色封闭区域为剖切面）。

图 3-29-3 过 SOLDRAW处理后的效果

从上图可以看到，实体的一部分已经被切除了（其实是保留了指定的 C 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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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图形编辑

浩辰 CAD 提供了丰富的编辑命令，利用这些命令，用户可以很方便编辑、修改图形。

4.1 选取对象的方法

在修改对象前，你可以创建包含一个或多个对象的选择集，方法如下：

 先选择命令或工具，再选择实体；

 先选择实体，再选择命令或工具；

 用光标单击实体，用夹点修改实体。

当执行的命令需要选择对象时，可以选择很多种方式，灵活地应用这些方式将大大提高操作效率。这

些选择方式不会全部出现在命令行提示中，但均可调用。当提示选择时输入“？”号，就可以显示下列选

项。

 需要点或窗口（All）：在当前图中选择所有实体。

 添加到设置（A）：添加一个或多个实体到选择设置中。

 从设置中减去（R）：从选择设置中除去一个或多个实体。

 前次选择（P）：选择前次选择设置中的实体。

 图中上次实体（L）：选择最近添加到图中的实体。

 内部窗口（W）：选择完全包含在矩形选择框中的实体。

 交叉窗口（C）：选择包含于或相交于矩形选择框中的实体。

 外部窗口（0）：选择完全处于矩形选择窗外的实体。

 多边形窗口（WP）：选择完全包含在多边形框中的实体。

 交叉多边形（CP）：选择包含于或相交于多边形选择框的实体。

 外部多边形（OP）：选择完全处于多边形选择框外的实体。

 圆形窗口（WC）：选择完全包含在圆形框中的实体。

 交叉圆形（CC）：选择包含于或相交于圆形选择框的实体。

 外部圆形（OC）：选择完全处于圆形选择框外的实体。

 点选（PO）：选择环绕选择点的任意闭合实体。

 围栏（F）：选择横越一条直线或线段的实体。

4.2 常用编辑命令

4.2.1 删除

菜单位置：[修改]→[删除]
工 具 条：[修改]→[删除]

命 令 行：Delete/Erase (E)

“删除”命令用于删除作图过程中的图线和多余的图线。用户既可以先选择对象，再执行“删除”,也可

以先执行命令，根据提示选择要删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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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复制

菜单位置：[修改]→[复制]

工 具 条：[修改]→[复制]

命 令 行：Copy(CO/CP)

“复制”命令可以将多个对象复制到指定位置，也可对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多次复制。用户既可以先

选择对象，再执行“复制”,也可以先执行命令，根据提示选择要复制的对象。如果，要在不同图形文件之

间进行复制，应采用 Copyclip（Ctrl+C）命令，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上，然后在另一个图形文件

中用 Pasteclip（Ctrl+V）命令将剪贴板上的内容粘贴到图形中。

浩辰 CAD 的复制增加了等距（E）、等分（I）和沿线（P）几个选项，利用这个选项，复制一个功能就

可以轻松完成在浩辰 CAD 旧版中需要借助定数等分、定距等分、阵列、沿线布置等功能才能完成的工作。

 等距（E）,当我们需要按相同距离，相同方向复制多个对象时，复制时可以选用等距选项吗，如下

图所示。

图 4-2-1

 等分（I）,当需要在指定距离内等距复制多个图形时，可以使用等分选项，如下图所示。

图 4-2-2

 沿线（P）,当我们要沿着一条曲线或折线复制多个对象时，可以选择沿线（I）选项，如下图所示。

图 4-2-3

选择沿线布置的路径线后，又可以选择等分和等距放肆，这与点（Point）对象的定距等分和定数等分

类似，但用起来更方便。

4.2.3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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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修改]→[镜像]

工 具 条：[修改]→[镜像]

命 令 行：Mirror(MI)

“镜像”命令用于将指定的对象按指定的参考线作镜像处理。可以通过确定两点或选择一条直线作为

镜像的参考线，再选择对象进行镜像。

4.2.4 偏移

菜单位置：[修改]→[偏移]
工 具 条：[修改]→[偏移]

命 令 行：Offset(O)

“偏移”命令是将直线、圆、多线段等作同心复制，对于直线而言，其圆心在无穷远，相当于平行移

动一段距离后进行复制。浩辰 CAD 中偏移命令可操作的对象有直线、圆、圆弧、多线段、椭圆、射线和构

造线等。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平移”命令后，系统提示输入偏移距离，然后选择偏移对象，最后指定

偏移方向完成复制。

4.2.5 阵列

菜单位置：[修改]→[阵列]

工 具 条：[修改]→[阵列]

命 令 行：Array（ar）

相关命令： ARRAYRECT、ARRAYPOLAR、ARRAYPATH、ARRAYCLOSE、ARRAYEDIT

功能简介：新版阵列功能，阵列后可动态调整参数。新阵列包括矩形阵列、环形阵列和沿线阵列三个

子功能，仍保留旧版的阵列命令改名为 ARRAYCLASSIC（经典阵列。

新版阵列图形是一个整体，阵列后可以通过面板、属性框、夹点动态调整阵列的行列数、间距及其他

相关参数。

矩形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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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阵列后可以通过夹点调整行列间距、行数、列数，还可以通过夹点动态菜单调整轴角度。在二维

草图工作空间中，顶部会出现阵列的面板，在面板中可以调整各项参数，并可以选择调整基点、编辑阵列

的源对象等。在特性面板（CTRL+1）中也可以调整阵列参数。

经典阵列的矩形阵列只能完成行、列的二维阵列，新版阵列还增加了层数的设置，可以创建三维的阵

列，如下图所示。

环形阵列（极轴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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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环形阵列不仅可以设置圆周方向的数量、夹角，还可以设置行数和层数，生成三维的阵列。

路径阵列

4.2.6 沿线布置

菜单位置：[修改]→[沿线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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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条：[修改]→[沿线布置]

命令：LayoutByPath

与普通的阵列功能不同，浩辰 CAD2020 的沿线布置功能可以使对象沿指定的路经（曲线）发生阵列，

如下图。

图 4-2-6

浩辰 CAD 的沿线布置功能十分灵活，它可以根据曲线的方向自动改变布置实体的放置角度，使布置效

果更完美。

操作步骤

1. 在命令行输入 LayoutByPath 命令并回车。

2. 选择布置对象。

3. 指定基点和对齐方向。基点和对齐方向的指定会影响最终的均布效果，如下图。

图 4-2-7

从上图可以看出，浩辰 CAD 会将用户所指定的基点移至曲线上，至于多个对象基点之间的关系，可参

照后续关于 3 种对齐方式的解释。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布置对象与曲线之间的角度关系，我们需要明确“对齐方向”和“曲线方向”两个

基本概念。

对齐方向：在用户指定基点后，浩辰 CAD 会以一条直线连接基点和光标（如下图），“对齐方向”就是

从基点指向用户下一个单击点的向量。假如用户下一点将单击下图中箭头的顶端，那“对齐方向”就是下

图中箭头所表示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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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曲线方向即曲线的切线方向，因此，曲线指向与曲线的起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使用沿线布置功能时，

应该要特别注意曲线的方向。

布置对象最终的旋转效果由“对齐方向”和“曲线方向”两个因素决定，对齐方向与曲线方向将互相

垂直，也就是说，当对齐方向逆时针旋转 90 度后可以与曲线方向重合。

4. 选择布置路径。

5. 指定将对象布置于曲线的侧。由于曲线会为两侧，所以需要指定欲将指定对象布置于曲线的哪一

侧。

6. 指定布置方式。

沿线布置功能提供 3 种置方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任意、等分、等距三种不同的布置方式。

图 4-2-9

如果选择“任意”，用户可直接用鼠标点击曲线上的某一点，实现布置单个对象在曲线上的布置；如果

选择“等分”，下一步将要求用户输入等分数，浩辰 CAD 会按用户输入的等分数将对象沿曲线均匀地布置。

图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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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等距”，浩辰 CAD 在确保任意两个对象之间的曲线距离为用户指定值的情况下将对象布满整

个曲线。

图 4-2-11

7. 指定曲线上的布置起点。

4.2.7 移动

菜单位置：[修改]→[移动]

工 具 条：[修改]→[移动]

命 令 行：Move(M)

“移动”和“偏移”的不同之处在于，移动只是变更对象的原始位置，并不复制对象。缺省的使用方

法是执行“移动”命令后，选择移动的对象后回车，按照命令行提示拾取指定基准点和指定移动点，最后

回车完成移动。

4.2.8 旋转

菜单位置：[修改]→[旋转]

工 具 条：[修改]→[旋转]

命 令 行：Rotate(RO)

“旋转”命令用于将所选对象绕指定基点旋转指定角度。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旋转”命令后，选

择对象，按回车键，然后，按照命令行提示指定旋转中心点和输入旋转角度，最后按回车完成旋转。

浩辰 CAD 2020 的旋转命令增加了多重复制（M）选项，利用此选项不仅一次可以复制多个旋转不同角

度的对象，还可以完成各种环形阵列。

当旋转时选择多重复制后，可以直接输入多个角度，软件会按输入的角度旋转并复制一个对象。如下

图所示，一次就旋转并复制了与原始对象呈 45 度、120 度和 150 度的三个对象。

图 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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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邻图形间的夹角是固定的，根据给定的是总体角度或相邻对象之间的夹角，我们可以选择“项

目间角度（B）”或“填充角度（F）”选项，然后根据提示输入角度和数量，此功能可以完全替代环形阵列，

如下图所示。

图 4-2-8-2

注意：考虑到环形阵列的效果，此处并不像复制（COPY）命令最终输入的是复制对象的数量，此处输

入的是“项目总数“，被复制对象也是计算在内的，项目总数=复制数量+1。

4.2.9 缩放

菜单位置：[修改]→[缩放]

工 具 条：[修改]→[比例]

命 令 行：SCALE(SC)

“缩放”命令是改变既有对象的比例，将对象按指定的比例因子相对于指定的基点放大或缩小。缺省

的使用方法是执行“缩放”命令后，选取对象，按回车键，然后，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基点、输入比例因

子或者利用光标选取相对缩放比例，最后回车键完成对象比例缩放。比例系数大于 1 的会加大对象；介于

0 与 1 之间的比例系数会缩小对象。

4.2.10 自由缩放

菜单位置：[修改]→[缩放]

工 具 条：[修改]→[比例]

命 令 行：FREESCALE

功能简介：可对图形进行不等比或变形缩放，有三种方式：不等比缩放、矩形缩放和自由缩放。

在修改菜单和面板中均可调用自由缩放功能，二维草图界面中自由缩放功能位置如下。

不等比缩放

可分别输入 X、Y 轴比例进行缩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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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自由缩放命令并选择对象后，默认的缩放方式为不等比缩放，可直接根据提示选择缩放的基点，

然后分别设置 X 轴和 Y 轴的缩放比例。

与缩放 SCALE命令类似的是，在不等比缩放的时候，提供了复制(C)/参照(R)选项，可以缩放的同时复制

对象，可以根据参照尺寸来计算缩放比例。

矩形缩放

可以将图形缩放到一个设置的矩形范围内。矩形无需绘制，只需指定两个对角点即可。如下图所示。

执行自由缩放命令并选择对象后，输入 R 回车可进行矩形缩放，会首先让我们指定矩形的一个角点，

此时提供了三个选项：指定另一个角点或 [复制(C)/尺寸(D)]:

默认选项是指定另一个角点，此时可以直接指定矩形的另一个角点，也可以输入 D 回车后输入矩形的

尺寸并确定位置。矩形缩放时同样也可以输入 C 回车，将选定图形复制一份后进行缩放。

自由缩放

可以将封闭四边形框内的图形移动或复制并缩放到另一个封闭四边形框中，可用于生成倾斜或透视变

形的图案，可如下图所示。

在自由缩放前需要先绘制好两个封闭的四边形：源参考框和目标参考框，软件将通过计算和匹配两个

四边形的形状来对图形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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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缩放命令并选择对象后，输入 F 回车可进入自由缩放分支，选中事先绘制好的两个参考框就可以

完成操作。如果需要复制一份，可在选择源参考框后输入 C 回车，然后再选择目标参考框。

操作流程：

执行此命令后如果没有选择对象则提示：选择对象：

选择对象后出现下面的提示：

指定基点或[矩形缩放(R)\自由缩放(F)]:

如果直接指定基点，则自动执行不等比缩放，后续提示如下：

指定 X 轴比例因子或 [复制(C)/参照(R)] <1.0000>:

如果直接输入比例值后回车，继续提示输入 Y 轴比例。

如输入 C，则直接在原地将图形复制一份，将对复制对象进行缩放。

如选择参照，则提示：

指定参照长度 <1.0000>:

指定新的长度或 [点(P)] <1.0000>:

该步骤计算出的比例只用于 X轴缩放。

指定 Y 轴比例因子<1> [参照(R)] <1.0000>:

可直接输入 Y 轴比例，也可以输入 R，利用图中参照图形尺寸获取 Y 轴比例。

如果输入 R采用矩形缩放，则提示如下：

指定第一个角点：

用户可输入坐标或直接在图纸上拾取一点作为矩形的第一个角点，确定第一点后会提示：

指定另一个角点或 [复制(C) /尺寸(D)]: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坐标或图纸单击确定矩形另一角交点的坐标，直接完成缩放。

如输入 C，则直接在原地将图形复制一份，将对复制对象进行缩放。

如输入 D，则提示输入矩形的长度和宽度，并确定方向。

指定矩形的长度 <10.0000>:

指定矩形的宽度 <10.0000>:

设置好矩形尺寸后，选定图形长宽被缩放到与矩形匹配。

如果用自由缩放，用户需要提前绘制两个封闭的四边形，一个作为源参考框，一个作为目标参考框，

用户输入 F回车后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源参考框：

用户单击选择选择一个封闭四边形。如果选择图形不满足要求命令行会输出相关提示：请选择一个四

个顶点不共线的封闭多段线

如果选择的四边形满足条件，则继续提示：

参考框或[复制（C）]：

如果输入 C，则复制一份，并对复制的图形进行缩放。

拾取目标参考框满足条件的话，直接进行缩放，如果不满足要求命令行会输出相关提示：请选择一个

四个顶点不共线的封闭多段线。

4.2.11 拉伸

菜单位置：[修改]→[拉伸]

工 具 条：[修改]→[拉伸]

命 令 行：Stretch(S)

“拉伸”命令可将图形拉伸或压缩一定的值。该命令用交叉方式选择对象，与窗口相交的对象可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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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压缩。而当对象整体被框选时，窗口内的对象将被移动。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拉伸”命令后，按照

命令行提示利用相交窗口选择拉伸对象，然后，选择位移基点和位移第二点，两点之间的距离决定拉伸距

离，最后回车完成拉伸。

4.2.12 拉长

菜单位置：[修改]→[拉长]

命 令 行：Lengthen(LEN)

“编辑长度”命令用于改变直线、圆弧的长度。用户可以选取下列任一方法编辑对象长度：

动态（DY）：动态地拖动改变直线或圆弧的长度。

递增（I）：通过键入增量来延长或缩短对象。

百分比(P)：以总长的百分比的方式来改变直线或圆弧的长度。

全部（T）：通过键入直线或圆弧的新长度来改变对象的长度。

4.2.13 对齐

菜单位置：[修改]→[对齐]

命令：AlignTool

对齐工具的特点是操作简单、功能实用，可以快速对齐 CAD 中的各种实体。该工具在水平和垂直方向

上分别提供三种不同的对齐方式，可快速实现 9 种基本的对齐方案。对齐位置指定方式灵活多样，可以方

便地将多个对象对齐到指定对象或指定点上。此外，利用 X 偏移和 Y 偏移，可以指定对齐对象到对齐基准

的偏移距离，在处理表格对齐的问题上有广泛的应用。

 对齐方式

对齐方式是指实体的对齐基准。在 X 轴方向上可以实现左、中、右三种对齐方式，在 Y 轴方向上可以

实现上、中、下三种对齐方式，通过 X 轴和 Y 轴的排列组合，可以实现 9 种基本的对齐方案。

比如，选择多个对象并勾选 X 轴方向的“左对齐”，可实现如下图所示的效果。

图 4-2-13-1

使用 X 轴方向上的“居中对齐”，可实现多个对象的居中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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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3-2

除了左对齐的居中对齐，X 轴方向还可以实现右对齐。至于 Y 轴上的选项，其功能与 X 轴上对应的选项

类似，只是控制的方向不同而已，分别可以实现上、中、下三种对齐方式。

 对齐位置

对齐指定对象：将选择的实体对齐到指定的对象上，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4-2-13-3

指定对齐点：将选择的对象对齐到指定的点上。当然，对齐效果还受到 X 轴和 Y 轴对齐方式的影响。

图 4-2-13-4

对齐选择集边框：当多个实体对象被选中后，浩辰 CAD 会以最左上方的实体及最右下方的实体来确定

一个矩形框，这就是所谓的选择集边框。如果使用了该选项，浩辰 CAD 会按照 X、Y 轴的对齐方式将实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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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到选择集边框中。

 偏移值

X 偏移值、Y 偏移值：指定相对于对齐基准的偏移距离。

例如，选择需要对齐的文字，指定表格边线作为对齐参照，再指定文字相对于表格边线的偏移距离，

就可以轻松地实现表格文字的对齐效果，如下图。

图 4-2-13-5

4.2.14 均布

菜单位置：[修改]→[均布]

命令：ArrangeTool

对象均布工具可按指定的行距、列距的排布多个对像，均布方式十分灵活，不但可以自由选择多种均

布基准，还可以方便地指定均布范围。

此工具支持效果实时预览，在用户操作的过程中实时显示均布效果。利用不同对齐基准和分布范围的

组合，可以实现各种灵活的排布效果。

执行 ArrangeTool命令后，会弹出均布工具控制面板，下面对面板上的功能进行详细介绍。

图 4-2-14-1

 左右分布

所谓左右分布，指的是各个对象在水平方向上的“均布基准”，此工具提供 4 种均布基准供用户选择，

分别为：左均布基准、中心均布基准、临近端均布基准和右均布基准。

如果选择“左均布基准”，所有均布操作均以对象的左端为基准，均布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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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4-2

从上图可知，当指定的列距由 20 变为 40 后，两个对象左端的距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显然，均布效

果的实现是以左端为基准的。

如果选择“中心均布基准”，均布以对象的中心为基准，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4-2-14-3

从上图可以看出，列距从 20 变为 30 后，两个参与均布的对象的中心距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显然，

最终的均布效果是以中心为基准来实现的。

如果选择“临近端均布基准”，均布将以相邻对象的临近端为基准，最终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4-2-14-4

所谓的“临近端”，是指两对象中距离最近的两端。从上图均布之前两个对象的相对位置可以容易看出，

此案例中的“临近端”正是矩形对象的右端和圆形对象的左端。显然，最终的均布效果是以临近端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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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的。

如果选择“右均布基准”，均布将以相邻对象的右端为基准，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4-2-14-5

对于上图所示的案例，指定的列距由 30 变为 20 后，两个对象右端之间的距离也发生了变化。从均布

效果不难看出，均布是以对象的右端为基准来实现的。

 上下分布

“上下分布”与“左右分布”的区别仅是方向不同而已。“左右分布”管理对象 X 轴方向的均布基准，

而“上下分布”管理对象 Y 轴方向的均布基准，此外，各选项的意义与左右分布类似，在此不再累述。

 分布范围

 指定行间距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分布范围的作用，下图为分布后的对像添加了标注。可以看到，当选择“指定行列

间距”，设置对象的均布基准为左端和上端，且指定分布范围的行距为 30，列距为 10 后，对象的均布效果

如下图所示。

图 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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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布到指定区域

如果选择“均布到指定区域”，将不允许指定均布的行距和列距。利用选项右侧的按钮，可以指定对象

的分布范围，所有参与排布的对象将被均匀分布于指定范围中。

图 4-2-14-7

 均布到选择集

“均布到选择集”与“均布到指定区域”最大的区别是用户无需指定均布区域，浩辰 CAD 自动根据参

与均布的对象的原始位置确定均布区域——选择集。

均布区域的确定方法：参与排布的所有对象中，以最左上方及右下方的对象保持不动，并以此确定一

个矩形区域，其他所有对象在此区域内均匀分布。

图 4-2-14-8

4.2.15 修剪

菜单位置：[修改]→[修剪]

工 具 条：[修改]→[修剪]

命 令 行：Trim(TR)

“修剪”命令利用边界修剪指定的对象。修剪的对象包括直线、圆、圆弧、样条曲线等。缺省的使用

方法是执行“修剪”命令以后，按照命令行提示选取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切割边界，回车，然后选取要修剪

的部分，最后回车完成修剪。

浩辰 CAD 支持对填充进行修剪操作，既可以用其它实体修剪填充，也可以用填充的线条来修剪其它实

体。

4.2.16 延伸

菜单位置：[修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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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条：[修改]→[延伸]

命 令 行：Extend(EX)

“延伸”命令用于将指定的对象延伸到指定的边界上。通常能延伸的对象有圆弧、直线和非封闭的多

线段。缺省的延伸使用方法是执行“延伸”命令后，按照命令行提示选取延伸边界，回车，然后，选取要

延伸的对象，最后按回车完成延伸。

4.2.17 打断

菜单位置：[修改]→[打断]
工 具 条：[修改]→[打断]

命 令 行：Break(BR)

“打断”命令用于将对象从某一点断开或删除对象的某一部分。该命令可对直线、圆弧、圆、多线段、

椭圆、射线和样条曲线进行断开和删除某一部分。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打断”命令后，按照命令行提

示选择对象，选择对象点即为第一打断点，也可以使用“第一”选项重新选择第一打断点，然后选择第二

打断点，完成打断命令。

4.2.18 合并

菜单位置：[修改]→[合并]

工 具 条：[修改]→[合并]

命 令 行：JOIN(J)

将两对象(两个或以上的线或两个或以上的弧) 连接为一个对象。无法将线与弧相互连接，只能连接两

共线的直线或处于同一个圆上的弧线。

4.2.19 倒角

菜单位置：[修改]→[倒角]

工 具 条：[修改]→[倒角]

命 令 行：Chamfer（CHA）

“倒角”命令用一条斜线连接两个非平行的对象。可用于倒角的对象有直线、多线段、构造线和射线

等。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倒角”命令后，按照命令行提示输入“D”来设置倒角的两个距离，然后选择

第一对象和第二对象，完成倒角命令。

4.2.20 圆角

菜单位置：[修改]→[圆角]

工 具 条：[修改]→[圆角]

命 令 行：Fillet(F)

“圆角”命令用一段指定半径的圆弧光滑地连接两个对象。它可以处理的对象有直线、多线段、样条

曲线、构造线、射线等，但圆角、椭圆不能倒圆角。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圆角”命令后，按照命令行

提示输入“R”来设置圆角的半径，然后选择第一对象和第二对象，完成圆角命令。

1、 反向倒圆角

根据用户的需求，浩辰 CAD 在圆角（fillet）命令中增加了反向（I）参数，可以创建在建筑、家具等行

业中经常使用的反向圆角，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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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布尔运算

菜单位置：[修改]→[布尔运算]

命 令 行：GC_BoolOP

该命令可对由多段线构成的闭合区域进行并集、交集、差集布尔运算，运算后的对象依然是多段线，

命令运行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删除第二运算对象：选择是否删除第二次选择的对象。

图 4-2-21-1 布尔运算选项对话框

操作实例

下面，我们要用二维布尔运算完成如图 4-2-26 所示的机械零件设计。

图 4-2-21-2 布尔运算样例

1、 启动命令。

2、 选择“并集”，不勾选“删除第二次运算对象”，如下图所示。

我们先完成外圆与各小圆之间的运算，所以应该选“并集”，而不勾选“删除第二次运算对象”就可以

保留各个小圆，以便可以再次参与下一步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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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1-3 选项及选择的对象

3、 按系统提示先选择外圆，再框选各个小圆；

4、 再次启动二维布尔运算命令，选择“差集”，勾选“删除第二次运算对象”。完成布尔运算后，

各个小圆便会被系统自动删除，如下图所示。

图 4-2-21-4 选项和运算结果

5、 按系统提示先选内圆，再选各个小圆，即可得上图所示运算结果。

4.2.22 编辑多段线

菜单位置：[修改]→[对象]→[编辑多段线]

命 令 行：PE/PEDIT

编辑二维多段线、三维多段线或多边网格。操作提示内容视所选的多段线而有所不同。

4.2.23 编辑属性

菜单位置：[修改]→[对象]→[文字编辑]

命 令 行：DDEDIT

编辑与修改对象属性文字，删除、移动、旋转、调整文字比例等。

4.2.24 特性匹配

菜单位置：[修改]→[特性匹配]

工 具 条：[标准]→[特性匹配]

命 令 行：MATCHPROP(MA)

操作步骤

1、在命令行输入”MA”或者选择菜单“修改>特性匹配”或点击标准工具条上的特性匹配按钮。

2、选择源对象。

3、在命令行输入 S，弹出特性设置对话框，可对匹配特性选项进行设置。

4、选择目标对象。

5、必要时，可重复步骤 3 和 4，回车可退出格式刷命令。

4.2.25 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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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修改]→[分解]

工 具 条：[修改]→[分解]

命 令 行：Explode(X)

“分解”命令用于将复合对象分解为若干个基本的组成对象。它能分解的对象包括图块、实体、标注

尺寸、剖面线、多线段和面域等。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分解”命令后，选择对象，完成分解命令。

4.2.26 裁剪

命令名:CLIP
命令简介：裁剪的总命令，根据指定边界修剪选定的外部参照、图像、视口或参考底图(PDF 或 DGN)，

可替代 XCLIP、IMAGECLIP、VPCLIP、PDFCLIP、DGNCLIP。

裁剪命令的提示列表会有所不同，取决于用户要剪裁参考底图、图像、外部参照还是视口。

选择参考底图和图像后的提示

开(ON)：打开剪裁并显示按先前定义的边界剪裁的参考底图。

关(OFF)：关闭剪裁并显示整个 PDF 参考底图和边框。

如果在剪裁处于关闭状态时再次剪裁参考底图，系统会自动打开剪裁。即使在剪裁处于关闭状态且剪

裁边界不可见的情况下，系统仍会提示用户删除旧边界。

删除：删除预定义的剪裁边界并重新显示完整的原始参考底图。

新建边界：定义一个矩形或多边形剪裁边界，或者用多段线生成一个多边形剪裁边界。

选择多段线：使用选定的多段线定义边界。此多段线可以是开放的，但是它必须由直线段组成并且不

能自交。

多边形：使用指定的多边形顶点中的三个或多个点定义多边形裁剪边界。

矩形：使用指定的对角点定义矩形边界。

反向剪裁：反转剪裁边界的模式：剪裁边界外部或边界内部的对象。

选择外部参照后的提示

开(ON)：显示当前图形中外部参照或块的被剪裁部分。

关(OFF)：显示当前图形中外部参照或块的完整几何图形，忽略剪裁边界。

裁剪深度：在外部参照或块上设定前剪裁平面和后剪裁平面，系统将不显示由边界和指定深度所定义

的区域外的对象。剪裁深度应用在平行于剪裁边界的方向上，与当前 UCS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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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剪裁点:创建通过并垂直于剪裁边界的剪裁平面。

距离:通过指定距离创建平行于剪裁边界的剪裁平面。

删除:删除前剪裁平面和后剪裁平面。

删除:为选定的外部参照或块删除剪裁边界。要临时关闭剪裁边界，请使用“关”选项。“删除”选项

将删除剪裁边界和剪裁深度。不能使用 ERASE 命令删除剪裁边界。

生成多段线:自动绘制一条与剪裁边界重合的多段线。此多段线采用当前的图层、线型、线宽和颜色设

置。当用 PEDIT 修改当前剪裁边界，然后用新生成的多段线重新定义剪裁边界时，请使用此选项。要在重

定义剪裁边界时查看整个外部参照，请使用“关”选项关闭剪裁边界。

新建边界:定义一个矩形或多边形剪裁边界，或者用多段线生成一个多边形剪裁边界。

选择多段线:使用选定的多段线定义边界。此多段线可以是开放的，但是它必须由直线段组成并且不能

自交。

多边形:使用指定的多边形顶点中的三个或更多点定义多边形剪裁边界。

矩形:使用指定的对角点定义矩形边界。

反向剪裁:反转剪裁边界的模式：剪裁边界外部或边界内部的对象。

选择视口后的提示

剪裁对象：选择要剪裁的视口。

多边形：绘制剪裁边界。可通过指定点来绘制直线段或圆弧段。

“下一点”、“圆弧”、“闭合”、“长度”和“放弃”选项的说明与 PLINE 命令相应选项的说明相同。

删除：删除选定视口的剪裁边界。仅当选定的视口已被剪裁时此选项才可用。如果剪裁以前被剪裁过

的视口，则原来的剪裁边界被删除，而应用新的剪裁边界。

4.2.27 裁剪外部参照

菜单位置：[修改]→[剪裁]→[外部参照]

命 令 行：XCLIP

附加一个图形作为外部参照后，可以键入 xclip 命令来定义一个截取边界。 截取是外部引用独立应用的

例子，而非外部引用本身的定义。可以使用 xclip 来建立一个新的截取边界、删除一个既存的边界或产生与

截取边界顶点一致的多段线对象。

4.2.28 裁剪图象

菜单位置：[修改]→[剪裁]→[图像]

命 令 行：IMAGECLIP

使用此命令可对插入到图面上的光栅图像进行裁剪。

4.2.29 裁剪视口

菜单位置：[修改]→[剪裁]→[视口]

命 令 行：VPCLIP

此命令用于在布局中仅显示所选窗口。

4.2.30 重命名功能

命 令 行：R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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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me 功能采用对话框模式，可以对 ucs、图块、文字样式、线形等名称进行修改，如图 3-2-1 所示。

图 4-2-30 重命名对话框

选择命名对象类别后，输入旧名称和新名称即可。

4.2.31 多夹点编辑

浩辰 CAD 提供了多夹点编辑的方式，可以同时操控多个实体的多个夹点作为基夹点来使选定夹点之间

的对象形状保持不变。

在选择了多个实体后，当要选择所需的夹点时先按下 shift 键即可同时选中多个夹点，从而对多个夹点

同时进行编辑，如下图所示。

图 4-2-31

同时选中 3 个夹点，只对其中一个夹点进行操作，其它夹点跟随它一起被控制。

在选定夹点后回车，可以切换对夹点的操作方式，按照提示可以对夹点进行相应的拉伸、移动、镜像、

旋转、缩放等操作。

4.2.32 CONVERT命令

CONVERT 命令可以优化在 AutoCAD 早期版本中创建的二维多段线和关联填充。

命 令 行：CONVERT

命令行信息

输入要转化的对象类型[图案填充(H)/多段线(P)/全部(A)]<全部>:

命令行选项说明

图案填充：转换图形中的图案填充，可以使用 H 选项选择要转换的图案填充或选择“全部”来转换图中

所有填充。

多段线：转换图形中的多段线，可以使用“P”选项选择要转换的多段线或选择“全部”来转换图中所有

多段线。

全部：转换图中的图案填充以及多段线。

4.2.33 添加选定对象

命令名：ADD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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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在图中添加一个跟选择对象类似的对象。

在图形窗口选择一个图形后中右键单击一个对象，的右键菜单中可以调用此命令，如下图所示。

根据选择对象的不同会执行不同的命令，比如选择一个圆就可以执行画圆的命令，选择一条多段线就

可以执行多段线的命令。

4.2.34 重复执行命令

命令名：MULTIPLE

功能简介：可以多次重复执行一个命令，直到按 ESC 退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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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要绘制多个圆，就可以输入 MULTIPLE，回车，然后输入 CIRCLE，回车，就可以连续画圆，中

间无需按回车即可重复执行画圆的命令，如下图所示。

4.2.35 反转

命令名：REVERSE

功能简介：反转直线、多段线、样条曲线或螺旋线的方向。

在修改菜单和面板中可以调用反转命令，如下图所示。

假如我们要将直线、多段线、样条曲线或螺旋线作为阵列、扫掠、放样的路径线，线的方向会对操作

结果有影响，当发现线的方向不是我们需要的方向时，可以用此命令来改变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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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6 更改为 Bylayer

命令名：SETBYLAYER

功能简介：将选定对象的特性替代为 ByLayer，可指定的特性包括颜色、线型、线宽和材质。

在修改菜单和面板中可以调用更改为 Bylayer 命令，如下图所示。

如果图纸中图形设置比较混乱，希望统一通过图层来控制图形属性，就可以使用此命令来将图层的属

性更改为随层。如果选中的图形中有图块，命令将提示是否修改块内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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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7 边框选择

变量名：FRAMESELECTION

功能简介：控制被隐藏的图块、外部参照、图像等裁剪边界是否可以被选中并编辑。

当我们用裁剪命令裁剪了图块、外部参照、图像等图形后，不希望显示和打印这个裁剪编辑，会通过

边框 FRAME 命令将边框隐藏。

当插入外部参照或图块后，我们可以用 XCLIP 或 CLIP 命令裁剪图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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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想显示和打印裁剪的边界，可以用将 RAME 或 CLIPFRAME 设置为 0来隐藏边界，如下图所示。

当 FRAMESELECTION 设置为 1 时，虽然边界不显示，但仍可以编辑，如下图所示。



第四章 图形编辑

108

当 FRAMESELECTION 设置为 0 时，选中图块时，隐藏的边界也不显示，也就是无法编辑边界，如下图所

示。

4.2.38 三维操作

三维操作是基于三维空间的一些操作，包括三维移动、镜像、阵列、旋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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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镜像

命 令 行：MIRROR3D

沿着平面绘制对象的反射图形。命令行提示如下：

确定镜像平面：对象(E)/上次(L)/视图(V)/Z 轴(Z)/X-Y 面(XY)/Y-Z 面(YZ)/Z-X 面(ZX)/<3 点面(3)>：

要以三点来定义镜像平面，请按 Enter 回车键。要选取对象来定义镜像平面，请选“对象”。要沿着上

个定义的镜像平面来镜像对象，请选“上次”。要通过所选的一点来定义与观测平面垂直的镜像平面，请选

“视图”。要以平面上的一点和垂直于平面上的一点来定义镜像平面，请选“Z 轴”。要以 x，y、y，z 或 z，
x 平面来定义镜像平面，请选“XY”、“YZ”或“ZX”。

 三维旋转

命 令 行：ROTATE3D

绕三维轴线旋转对象。

 三维阵列

命 令 行：3DARRAY

在立体空间中复制多个对象。对象以三维矩形(列、行和层)样式或二维环形(圆形)样式阵列在立体空间

中。而环形(圆形)样式是依指定的轴线产生复制对象。

 对齐

命 令 行：ALIGN

将对象同其他对象对齐。

 干涉检查

命 令 行：INTERFERE

通过对比两组对象或一对一地检查所有实体来检查实体模型中的干涉（三维实体相交或重叠的区域）。

 剖切

命 令 行：SLICE

可以创建穿过三维实体的相交截面。 结果可以是表示截面形状的二维对象或是中间被切断的三维实体。

4.2.39 模型定义布局视口

命 令 行：M2LVPORT

功能简介：从模型空间来确定视口显示的图形范围，然后根据设置的比例来计算视口大小并在布局空

间定位视口，这种方法可以快速创建视口并准确设置视口中显示的图形范围。

可以在模型/布局标签的右键菜单快速调用此命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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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执行此命令后，将打开“从模型空间定义布局视口”对话框，我们可以设置图形范围和比例，如下图

所示。

比例列表：显示的是默认的比例列表 SCALELIST 中的比例，用户可以直接从这个列表中选择一个比例作为视

口比例。

视口比例：创建视口使用的比例。可以从列表直接选取，也可以直接输入自定义的比例。

图形范围：提供了四个选项，分别是窗口、范围、显示和图形界限，默认是窗口，与打印对话框的图形范

围类似。

窗口：若当前空间不是模型空间，则会自动切换到模型空间，指定两个角点来定义窗口的大小。

范围：直接取模型空间中图形的整体范围。

显示：“模型”选项卡当前视口中显示的视图。

图形界限：图形界限 LIMITS 设置的范围。

当获取的范围错误时，不创建视口，提示“获取创建视口的范围失败。”

如果在模型空间执行此命令，在设置比例和范围后，会提示选择要创建视口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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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视口插入点：

确定布局后，会自动切换到选择的布局，指定视口的插入点。用户可输入坐标或在图形窗口中单击确

定视口位置

用户确定位置后，在指定位置生成计算得出的视口，视口的显示锁定打开。

4.2.40 实体编辑

浩辰 CAD 专业版不仅支持三维实体的创建，同时支持三维实体的编辑修改。实体编辑功能简介如下：

并集：通过加法操作来合并选定的三维实体或二维面域。

差集：通过减法操作来合并选定的三维实体或二维面域。

交集：从重叠部分或区域创建三维实体或二维面域。

压印边：使用 IMPRINT 命令，可以通过压印圆弧、圆、直线、二维和三维多段线、椭圆、样条曲线、

面域、体和三维实体，来创建三维实体上的新面。例如，如果圆与三维实体相交，则可以压印实体上的相

交曲线。可以删除原始压印对象，也可以保留下来以供将来编辑使用。压印对象必须与选定实体上的面相

交，这样才能压印成功。

着色边：可以通过选择边，然后在“特性”选项板中更改“颜色”特性，来修改三维实体上的边的颜

色。

复制边：可以复制三维实体对象的各个边。所有的边都复制为直线、圆弧、圆、椭圆或样条曲线对象。

如果指定两个点，第一个点将用作基点，并相对于基点放置一个副本。如果指定单个点，然后按 ENTER 键，

原始选择点将作为基点使用，而下一点将作为位移点使用。

拉伸面：将选取的三维实体对象面拉伸指定的高度或按指定的路径拉伸。用户可同时选择多个面进行

拉伸处理。

偏移面：将选取的面以指定的距离偏移。

旋转面：可以选择和修改三维实体上的面。如果移动、旋转面时没有按 CTRL 键，将沿其边修改面，

从而使面的形状及其边保持不变，但可能会改变与面相邻的平整面所在的平面。

倾斜面：以一条轴为基准，将选取的面倾斜一定的角度。倾斜角度的旋转方向由选择基点和第二点（沿

选定矢量）的顺序决定。

ms-its:ACAD_ACR.chm::/IMPRI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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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面：可以通过选择面，然后在“特性”选项板中更改“颜色”特性，来修改三维实体上的面的颜

色。

复制和删除面：可以使用 SOLIDEDIT 复制或删除三维实体对象中的面。可以使用“特性”选项板更改

三维实体对象上的面的颜色。

清除：如果边的两侧或顶点共享相同的曲面或顶点定义，则可以删除这些边或顶点。 将检查实体对象

上的体、面或边，并且合并共享同一曲面的相邻面。三维实体对象上所有多余的、压印的以及未使用的边

都将被删除。

分割：可以将组合实体分割成零件。 组合三维实体对象不能共享公共的面积或体积。 将三维实体分

割后，独立的实体将保留原来的图层和颜色。所有嵌套的三维实体对象都将分割成最简单的结构。

抽壳：可以从三维实体对象中创建抽壳（指定厚度的中空薄壁）。通过将现有面向原位置的内部或外部

偏移来创建新的面。偏移时，将连续相切的面看作一个面。

检查：可以检查实体对象是否是有效的三维实体对象。对于有效的三维实体，对其进行修改不会导致

出现失败错误信息。如果三维实体无效，则不能编辑对象。

4.2.41 截面平面

命令名：SECTIONPLANE

功能简介：截面平面对象可创建三维实体、曲面和网格的截面。使用带有截面平面对象的活动截面分

析模型，并将截面另存为块，以便在布局中使用。

运行命令将提示：

用来定位截面线的面或任意点

指定用于建立截面对象所在平面的面。

此外，可以选择屏幕上位于面外的任意点以创建独立于实体或曲面的截面对象。第一点可建立截面对

象旋转所围绕的点。

指定通过点

设置用于定义截面对象所在平面的第二个点。

绘制截面

定义具有多个点的截面对象以创建带有折弯的截面线。

该选项将创建处于“截面边界”状态的截面对象，并且活动截面会关闭。

正交

将截面对象与相对于 UCS 的正交方向对齐。

ms-its:ACAD_ACR.chm::/SOLIDED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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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所有三维对象的截面对象是通过相对于 UCS（而非当前视图）的指定方向创建的。该选项将创建

处于“截面边界”状态的截面对象，并且活动截面会打开。

将截面对齐至

将截面对象的位置设定为与用户指定的以下 UCS 方向之一对齐。

截面对象上的夹点

截面对象夹点可帮助用户移动截面对象和调整其大小。

使用这些夹点可以调整剪切区域的位置、长度、宽度和高度。 一次仅可选择一个截面对象夹点。

基准夹点：用作移动、缩放和旋转截面对象的基点。它将始终与“菜单”夹点相邻。

第二夹点：绕基准夹点旋转截面对象。

菜单夹点：显示截面对象状态的菜单，此菜单用于控制关于剪切平面的视觉信息的显示。

方向夹点：控制二维截面的观察方向。要反转截面平面的观察方向，请单击“方向”夹点。

箭头夹点：通过修改截面平面的形状和位置修改截面对象。只允许在箭头方向进行正交移动。（仅限截

面边界状态和体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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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端点夹点：拉伸截面平面的顶点。无法移动线段端点夹点以使线段相交。线段端点夹点显示在折

弯线段的端点处。（仅限截面边界状态和体积状态。）

相关命令：

1、激活截面平面（LIVESECTION）

功能简介：激活选定截面对象的活动截面。

激活后将显示与截面对象相交的三维对象的横截面。

运行命令将提示：

选择截面对象

打开选定截面对象作为激活截面。

一个图形可包含多个截面对象。但是，一次只能激活一个截面。如果模型包含两个截面对象：截面 A 和

截面 B。如果已打开截面 A 的活动截面，用命令激活截面 B ，截面 A 的活动截面将自动关闭。

关闭截面对象图层不会关闭活动截面。但是，冻结图层会关闭活动截面。

2、截面平面折弯（SECTIONPLANEJOG）

功能简介：将折弯线段添加至截面对象。

创建截面对象时可以将折弯或角度插入其中。将在截面线上创建折弯。创建的折弯线段与截面线成 90

度角。

运行命令将提示：

选择截面对象

指定要修改的截面线。

截面线上要添加折弯的点

指定折弯的位置。

用户可以创建具有多条线段（折弯）的截面平面，还可以将折弯添加到现有截面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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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现有截面对象的折弯将创建一个垂直于选定线段的线段。其视点的方向为方向夹点设定的方向。

“最近点”对象捕捉会临时打开，以帮助将折弯放置到截面上。

不能将折弯添加到截面对象的侧面线或背面线。

添加折弯后，可以通过拖动截面对象夹点来重新放置折弯截面和调整其大小。

3、生成截面（SECTIONPLANETOBLOCK）

功能简介：将选定截面平面保存为二维或三维块。

在命令行输入 SECTIONPLANETOBLOCK 命令时，将打开“生成截面/标高”对话框。

打击左下角的箭头可以展开整个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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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平面

选择截面平面：关闭对话框，以便选择要修改或另存为块的截面平面。

二维/三维

二维截面/标高：创建并保存或插入表示二维横截面的块。

三维截面：创建并保存或插入切除的三维块。

源几何体

包括所有对象：将包括图形中的所有三维对象（三维实体、曲面和面域），包括外部参照和块中的三维

对象。

选择要包括的对象：指定将手动选择要从中生成截面的三维对象（三维实体、曲面、网格和面域）。

目标

作为新块插入：在当前图形中将生成的截面作为块插入。

替换现有块：使用新生成的截面替换图形中的现有块。

输出到文件：将截面保存到外部文件。

文件名和路径：指定要保存截面的文件名和路径。

截面设置：打开“截面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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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创建截面。

4、截面平面设置（SECTIONPLANESETTINGS）

功能简介：设置选定平面截面的显示选项。

执行此命令后，将将显示“截面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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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话框包含从“生成截面/标高”对话框创建二维截面和三维截面以及活动剖切的显示设置。所有设

置都将与截面对象一起存储。

截面平面：如果尚未选择截面平面，请指定要修改的截面平面。

选择截面平面：临时关闭“截面设置”对话框，以便选择绘图区域中的截面对象。

设置类型：指定特性列表中要显示的设置类型。

二维截面/标高块创建设置：决定从三维对象生成二维截面时二维截面的显示方式。

三维截面块创建设置：决定生成三维对象时三维对象的显示方式。

活动截面设置：决定打开活动截面时，截面对象在图形中的显示方式。

激活活动截面：打开选定截面对象的活动剖切。

特性：设置要应用于新截面块的特性。

相交边界：设置可以勾画截面对象平面的相交曲面的直线段外观。

颜色：设置相交边界的颜色。

图层：设置图层。选择现有图层，或选择<Component_Name>*LayerByObject*以将块组件拆分到独立的

图层上。如果要将自定义的前缀或后缀添加到*LayerByObject*名称，请单击“新图层设置”以打开“新图

层名”对话框。（仅二维和三维截面块）

线型：将线型设定为”ByLayer”、”ByBlock”或指定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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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型比例：设置线型的比例。

打印样式：显示当前的打印样式。（仅二维和三维截面块）

线宽：将线宽设定为”ByLayer”、”ByBlock”、与默认值匹配，还是具有唯一的值。

拆分线：设置是否显示拆分线。（仅二维截面块）

显示：设置是否显示相交边界。（仅二维截面块）

相交填充：设置显示在截面对象与三维对象相交处的剪切曲面边界区域中的可选填充。

显示：设置是否显示相交填充。

面图案填充：设置要用于剪切曲面的面的填充图案。要从列表中选择图案，请单击“选择填充图案类

型”。

角度：设置图案填充角度。

图案填充比例：设置图案填充比例。

图案填充间距：设置图案填充线间的距离。

颜色：设置相交填充的颜色。

图层：（仅二维和三维截面块。）设置图层。选择现有图层，或选择<Component_Name>*LayerByObject*

以将块组件拆分到独立的图层上。如果要将自定义的前缀或后缀添加到*LayerByObject*名称，请单击“新

图层设置”以打开“新图层名”对话框。

线型：将线型设定为”ByLayer”、”ByBlock”或指定的类型。

线型比例：设置线型的比例。

打印样式：显示当前的打印样式。（仅二维和三维截面块）

线宽：将线宽设定为”ByLayer”、”ByBlock”、与默认值匹配，还是具有唯一的值。

曲面透明度：设置相交填充透明度的百分比。（仅活动截面）

背景线：控制背景线的显示。（仅二维和三维截面块）

显示：设置是否显示组件。（仅二维截面块）

隐藏线：设置是否显示隐藏线（在三维视图中位于其他线后面的线）。（仅二维截面块）

颜色：设置组件的颜色。

图层：设置组件所在的图层。选择现有图层，或选择<Component_Name>*LayerByObject*以将块组件拆

分到独立的图层上。如果要将自定义的前缀或后缀添加到*LayerByObject*名称，请单击“新图层设置”以

打开“新图层名”对话框。

线型：将线型设定为”ByLayer”、”ByBlock”或连续。

线型比例：设置线型的比例。

打印样式：显示当前的打印样式。

线宽：将线宽设定为”ByLayer”、”ByBlock”、与默认值匹配，还是具有唯一的值。

切除的几何体： 设置切除对象的特性。

显示：设置是否显示组件。

颜色：设置切除的几何图形的颜色。

图层：设置切除的几何图形所在的图层。选择现有图层，或选择<Component_Name>*LayerByObject*以

将块组件拆分到独立的图层上。如果要将自定义的前缀或后缀添加到*LayerByObject*名称，请单击“新图

层设置”以打开“新图层名”对话框。

线型：将线型设定为”ByLayer”、”ByBlock”或连续。

线型比例：设置线型的比例。

打印样式：显示当前的打印样式。（仅二维和三维截面块）

线宽：将线宽设定为”ByLayer”、”ByBlock”、与默认值匹配，还是具有唯一的值。



第四章 图形编辑

120

面透明度：设置在活动截面对象与三维对象相交处创建的面的透明度百分比。（仅活动截面）

线透明度：设置前景线的边的透明度百分比。（仅活动截面）

曲线切线：控制与截面平面相切的曲线所包含的内容。（仅二维截面块）

显示：设置是否显示曲线切线。

颜色：设置曲线切线的颜色。

图层：设置曲线切线所在的图层。选择现有图层，或选择<Component_Name>*LayerByObject*以将块组

件拆分到独立的图层上。如果要将自定义的前缀或后缀添加到*LayerByObject*名称，请单击“新图层设置”

以打开“新图层名”对话框。

线型：将线型设定为”ByLayer”、”ByBlock”或连续。

线型比例：设置线型的比例。

打印样式：显示当前的打印样式。

线宽：将线宽设定为”ByLayer”、”ByBlock”、与默认值匹配，还是具有唯一的值。

将设置应用于所有的截面对象：选中时，将所有的设置应用于图形中的所有截面对象。清除后，仅将

设置应用于当前截面对象。

重置：将对话框中的所有设置重置为其默认值。

4.3 填充、修剪、延伸预览效果

在填充、修剪和延伸可预览填充创建和修剪和延伸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设置和选择是否合理。

修剪预览

当提示选择要修剪的对象时，光标停留在图形上，将被修剪的部分颜色变灰，光标处出现一个红叉，

表示此段会被修剪，可帮助确认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被修剪对象。

延伸预览

当提示选择要延伸的对象时，光标停留在图形上，图形被亮显，并显示延伸后的效果，帮助确认是否

是否选择了正确的延伸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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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预览

在拾取点和选择对象后会直接显示填充的效果，可帮助确认区域、图案、比例等设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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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图形观察

用浩辰 CAD 绘制图形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图形大小在屏幕上显示不合适的情况。这时需要改变图形

的显示比例。浩辰 CAD 提供了图形的重画和重新生成、图形的缩放与平移、绘制空间控制与多视口操作等

一系列命令，利用这些命令，用户可以很方便地观看和绘制图形。同时，浩辰 CAD2020 对模型空间多视口

进行了改进，在模型空间显示多视口后，还可以对视口的进一步细分，可同时显示更多视图。

5.1 图形的重画和重新生成

用户绘图时，每个命令结束时都会产生一些无用的定位点，可以通过重画或重新显示操作删除这些定

位点，从而方便看图和绘图。

 图形的重画

菜单位置：[视图]→[重画]

命 令 行：Redraw/Redrawall

在绘图的过程中往往会留下一些无用的标记，用“重画”命令可刷新当前视窗的显示，清除残留的痕

迹。“重画”命令的刷新速度比“重新生成”刷新速度快。因为重画命令不需对图形进行重新计算和重生成。

Redraw 只刷新当前视窗，Redrawall 可以刷新模型空间中的所有视窗。

 重新生成

菜单位置：[视图]→[重新生成]

命 令 行：Regen/Regenall

“重新生成”命令使图形数据重新生成，它不仅可删除图样中的点记号、刷新屏幕，而且可以重新计

算它们的有关数据及几何特性。关闭和冻结不用的图层可以加快该命令的执行速度。

Regen 命令使当前视窗中的图形重生成，Regenall 命令使模型空间中所有视窗中的图形重生成。

5.2 图形的缩放与平移

视图的缩放和平移就是调整视图的大小和位置，在浩辰 CAD 中提供了多种缩放与平移工具，如使用三

键鼠标，可利用中间的滚轮进行缩放和平移，上下滚动滚轮可以缩小和放大视图，按住鼠标滚轮拖动鼠标，

可平移视图。

 图形的缩放

菜单位置：[视图]→[缩放]

工 具 条：[缩放]

命 令 行：Zoom(Z)

工具条如图 5-2-1 所示。“缩放”命令将图形放大或缩小显示，以便观察和绘制图形。该命令并不改变

图形实际位置和尺寸，只是变更视图的比例。

图 5-2-1

 放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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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前的视窗为中心，将视窗显示内容放大 1 倍。

 缩小（J）

以当前的视窗为中心，将视窗显示内容缩小 0.5 倍。

 实时缩放

激活实时缩放命令，按住鼠标左键，屏幕出现一个放大镜图标，上下移动放大镜图标即可实现即时动

态缩放。

 窗口缩放（W）

通过拾取目标区域的两个对角，可以快速地将该矩形区域显示放大至整个视窗。

 范围缩放（E）

执行此命令后，全部图形将充满整个显示屏幕。

 前次缩放（P）

执行此命令后，视窗显示回到前一个缩放状态。

2、图形的平移

 平移

菜单位置：[视图]→[平移]

命 令 行：Pan（P）

“平移”命令在不改变屏幕缩放比例及绘图极限的条件下，移动屏幕窗口，从而使图样中的特定部分

位于屏幕中间，便于观察。它比使用屏幕滚动条更为方便

 实时平移

菜单位置：[视图]→[平移]→[实时]

工 具 条：[标准]→[实时平移]

命 令 行：Rtpan

执行“实时平移”命令，按下鼠标的中键不放，光标变成一个手的形状，在屏幕上移动此标记，即可

在任意方向改变图形在屏幕的位置。

5.3 视点

菜单位置：[视图]→[三维视图] →[视点预置]

命 令 行：DDVPOINT

用视点（VPOINT）命令可直接设置视点的坐标值，以及观察的位置和方向。而用（DDVPOINT）命令则

会调出视点预设对话框。

5.4 UCS菜单

命 令 行：DDUCS

此命令将弹出 UCS 对话框，对话框主要项目说明如下：

详细信息：显示选定 UCS 的坐标轴和原点的相关信息。

命名 UCS：显示和修改已定义但未命名的用户坐标系。

正交 UCS：恢复命名且正交的 UCS。

设置：指定视口中 UCS 图标和 UC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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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定义视图

命 令 行：DVIEW

创建和恢复视图。

5.6 命名视图

命 令 行：VIEW

图 5-6-1

命令运行后弹出如图 5-6-1 所示的对话框，可创建、更改图层、编辑边界、修改和删除视图。 单击一

个视图可显示该视图的特性。

当前视图：显示当前视图的名称。

模型视图：模型视图参照模型空间已命名的视图和相机对象。模型空间视图是几何图形的组合，这些

定义定义了视图以及其他可选元素，例如图形快照、视觉样式等。相机是仅封装定义视图的几何定义的对

象。

布局视图：布局空间是图纸空间视图。布局视图是包含模型的不同视图的二维空间。

新建：显示“新建视图”对话框。

预设视图：预设视图参照 GCAD 默认平行投影视图，例如俯视图、前视图、西南等轴侧视图等。

删除：删除命名视图。选择视图，单击右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删除”。不能删除当前视图。

5.7 平面

菜单位置：[视图]→[三维视图] →[平面视图] →[当前 UCS]

命 令 行：PLAN

将显示置于用户坐标系统(UCS)或全球坐标系统的平面视口(观测点：0，0，1)。这个命令只会影响当前

视图的视口；执行“平面”后所输入的坐标仍会与当前的 UCS 相关。当您使用图纸空间时，平面视口命令

无法启用。

在当前的 UCS 中，平面视口命令会显示模型的视口，以完全布满当前的视图。

在先前储存的 UCS 中，平面视口命令会再显示先前的平面视口。

在全球坐标系统中，平面视口命令会再显示平面视口，让视口完全布满全球坐标系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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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视口

菜单位置：[视图]→[视口]

工 具 条：[视口]

命 令 行：Viewports/Vports

“视口”命令划分绘图区域成一个或多个平铺地视窗。该命令用于对模型空间的视窗进行划分，可以

创建多个平铺窗口的配置。

5.9 图纸空间

命 令 行：Mview

“图纸”空间命令用于在布局图纸上划分绘图区域成一个或多个浮动视口。

5.10 消隐

菜单位置：[视图]→[消隐]

重生成三维模型时不显示隐藏线。

5.11 着色

菜单位置：[视图]→[视觉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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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成三维模型时按照不同选择来填充颜色。

5.12 渲染

菜单位置：[视图]→[渲染]

命 令 行：RENDER

渲染基于三维场景来创建二维图像。它使用已设置的光源、已应用的材质和环境设置为场景的几何图

形着色，渲染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5-12-1 图 5-12-2

浩辰 CAD 光源使用的是新类型的实体，光源定义采用的是直接在屏幕上点选完成，可以使用捕捉，夹

点，属性框编辑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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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3

用户在屏幕上确定光源位置以后可以根据命令行的提示，对光源的名称、强度、状态、阴影、颜色等

参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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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图形尺寸标注

标注是向图形中添加测量注释的过程，它是用于确定图形的大小、形状和位置；是进行图形识读和指

导生产的主要技术依据。可以在各个方向上为各类对象创建标注。

浩辰 CAD 提供了四种基本的标注类型：线型、半径、角度和引线。标注可以是水平、垂直、对齐、旋

转、基线或连续。

标注常用概念说明

标注文字：是用于指示测量值的文字串。文字还可以包含前缀、后缀和公差。

尺寸线：用于指示标注的方向和范围。对于角度标注，尺寸线是一段圆弧。

箭头：显示在尺寸线两端。可以为箭头或斜线来指定不同的尺寸和造型。

尺寸边界：从部件延伸到尺寸线。

6.1 标注样式管理器

用户在进行尺寸标注前，应首先对尺寸标注格式进行设置，才能获得满意的尺寸标注效果。用下列任

一方式可打开“标注样式管理器”的对话框，如图 6-1-1 所示。

菜单位置：[格式]→[标注样式]

工 具 条：[标注]→[标注样式]

命 令 行：Ddim/Dimstyle

图 6-1-1

通过此对话框可新建标注样式或修改标注样式的参数，而且可以比较两个标注样式的参数。

在对话框左侧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标注，单击右侧的“修改”按钮，可修改标注的各项设置，诸如：

箭头大小和式样、格式、标注线、文字（字体、字高、对齐方式）、公差、单位（样式和精度）、换算单位

等。如图 6-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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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6.2 快速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快速标注]

工 具 条：[标注]→[快速标注]

命 令 行：QDIM

可根据标注对象自动选择合适的标注类型，也可以用于批量编辑若干个已有的标注。

6.3 线性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线性]

工 具 条：[标注]→[线性]
命 令 行：Dimlinear(Dimlin)

可以建立尺寸线水平、垂直、旋转的线性标注。它需要指定两点来确定尺寸界线，也可以直接选取需

要标注的尺寸对象，一旦所选对象确定，系统就会自动标注。也可以使用指定标注的方法进行标注。

标注步骤

1、 执行“线性标注”命令；

2、 选取尺寸线起始点和终点的位置，命令行会弹出相关选项：

3、 指定尺寸线位置或 [多行文字(M)/文字(T)/角度(A)/水平(H)/垂直(V)/旋转(R)]:

4、 输入相关选项，水平输入 H，垂直输入 V，要设置旋转角度设置 R 等；如要修改标注的数值输入 T，
然后输入尺寸值。

5、 拾取标注线的位置后确定。

6.4 对齐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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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标注]→[对齐]

工 具 条：[标注]→[对齐]

命 令 行：Dimaligned(DAL)

“对齐”命令用于创建平行于所选对象或平行于两尺寸界线源点连线的直线型尺寸，比如对圆弧进行

标注时，尺寸线就与圆弧两个端点所产生的弦保持平行。此命令一般用于标注倾斜对象。缺省的使用方法

是执行“对齐”命令后，选取尺寸线起始点和终点的位置或标注对象，系统自动选择角度，用户只需确定

标注位置即可完成标注。

6.5 弧长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弧长]

工 具 条：[标注]→[弧长]

命 令 行：DIMARC

弧长标注用于测量圆弧或多段线弧线段上的距离。弧长标注的典型用法包括测量围绕凸轮的距离或表

示电缆的长度。为区别它们是线性标注还是角度标注，默认情况下，弧长标注将显示一个圆弧符号。圆弧

符号显示在标注文字的上方或前方。可以使用“标注样式管理器”指定位置样式。可以在“新建标注样式”

对话框或“修改标注样式”对话框的“符号和箭头”选项卡上更改位置样式。

6.6 坐标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坐标]

工 具 条：[标注]→[坐标]

命 令 行：Dimordinate (DIMORD)

“坐标”命令用于自动测量并沿一条简单的引线显示指定点 X 或 Y 坐标（采用绝对坐标值）。缺省的使

用方法是执行“坐标”命令后，根据命令行提示首先选取指引线的起始点，然后根据用户要求选择引出线

的方向，系统会自动标注选定点的水平或垂直坐标。

6.7 半径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半径]

工 具 条：[标注]→[半径]

命 令 行：Dimradius

“半径”命令用于标注所定的圆或圆弧的半径尺寸。

使用方法是执行“半径”命令后，在命令行提示下，选择要标注的圆或圆弧，然后确定标注位置后，

完成半径标注。

6.8 折弯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折弯]

工 具 条：[标注]→[折弯]

命 令 行：DIMJOG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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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或圆的中心位于布局之外并且无法在其实际位置显示时，使用 DIMJOGGED 命令可以创建折弯半

径标注，也称为“缩放的半径标注”。可以在更方便的位置指定标注的原点，即中心位置替代。

6.9 直径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直径]

工 具 条：[标注]→[直径]

命 令 行：Dimdiameter(Dimdia)

“直径”命令用于标注指定的圆或圆弧的直径尺寸。对于不是圆或弧线的对象如果要标注直径时，只

能用“线性”命令，并加上前缀。

使用方法是执行“直径”命令后，在命令行提示下，选择要标注的圆或圆弧，然后确定标注位置后，

完成直径标注。

6.10 角度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角度]

工 具 条：[标注]→[角度]

命 令 行：Dimangular
“角度”命令用于测量并标注被测对象之间的夹角。

使用方法是执行“角度”命令后，命令行会提示选择圆、弧或直线，如果用户选择弧，则系统直接标

注其角度；如果用户选择圆、直线或点，则系统会继续提示要求用户选择角度的末点。也可以根据命令提

示改变标注文字内容。

直线标注方式用于标注两条直线或其延长线之间小于 180 度的角。系统将根据尺寸线的位置决定标注

角是大于还是小于 180 度。

6.11 面积表格

命令名：AREATABLE

功能简介：可以对封闭的区域和对象编号或面积，可同时生成面积表格并可以将面积数据输出成文本

或表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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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注菜单和二维草图界面在常用选项卡和注释选项卡中都可以调用面积表格命令，如下图所示：

执行面积表格命令后，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第六章 图形尺寸标注

133

拾取点：可以搜索边界获取面积。单击此按钮后，可连续拾取封闭区域，可以在命令行输入 O 回车切

换成选择对象。

选择对象：在图中拾取选择的图形，单击此按钮后，可连续拾取封闭图形对象，可以在命令行输入 P

回车切换成拾取点。

文字样式：设置标注的面积和编号使用的文字样式,默认用当前文字样式，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他文字

样式。

文字高度：根据图面要求的尺寸标注的面积和编号文字的高度，表格的文字高度、以及添加的引线箭

头大小也会自动根据设置进行调整。

标注面积：直接将面积标注在图面上。

标注编号：在图面上只标注编号。

文字位置：拾取区域或对象后，标注的面积默认放置在选择区域的中心。在下拉列表中还可以选择：

拾取点、添加引线。如果设置成拾取点，则需要拾取插入点位置，然后直接将标注的面积或编号直接放置

在鼠标拾取的位置；如果设置成添加引线，则需要从指定引线的位置点，点个数与快速引线(QLEADER)命令

设置的个数一致，生成引线后连接到面积标注或编号。

起始编号：可以设置为数字或单个字母，每拾取一个面积，编号递增依次，下次打开对话框会显示上

次累积后的值，用户可以手动修改，修改后重新以修改后的编号为起始编号。

面积前缀：在图面上需要写在面积值前面的文字，如：面积=。

面积后缀：在图面上需要写在面积值后面的文字，如：平方米。

编号前缀：在编号前面添加的固定文字。

编号后缀：在编号后面添加的固定文字。

生成表格：在标注面积的同时生成或选择一个面积表格，每拾取一个面积增加一行。

输出文件:将拾取的面积输出成 TXT、CSV 或 XLS 文件。

关联编号：如果选择标注面积，默认不勾选“关联编号”，表格中的编号就是普通文字，可在表格中直

接编辑。如果选择标注编号，则默认勾选“关联编号”，编号采用字段，使表格中编号与标注的编号内容一

致，比如标注的编号手动修改成“客厅”，表格中编号自动修改成“客厅”。

计算总面积：如勾选总面积，则在表格最后加上总面积行。

表格样式：选择面积表格使用的表格样式，默认使用当前表格样式。

标题文字：设置表格标题的文字。

第一列表头：编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表头文字。

第二列表头：面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表头文字。

转换自：设置图中使用的单位。

转换到：设置要标注和统计的面积单位。

转换因子：设置完转换自和转换到的单位后，将计算得到的转换因子显示到此处。用户如果有特殊的

需要，可以自己在此处输入转换因子，例如 1:100 表示转换自的 1个单位会转成 100 个转换到的单位。

操作流程：

执行命令，弹出上述对话框，用户设置参数，点击“拾取点”或“选择对象”开始标注面积 或 点击 “取

消” 取消操作。

如果用户勾选了“创建表格”，命令行为：

拾取点创建表格<添加到表格(A)>:

用户点击获取点坐标直接进入下一步流程，或输入 A或直接回车命令行：

选择要添加的表格<拾取点创建表格(P)>：

选中有效的表格将会进入下一步流程，或输入 P或直接回车。

表格创建或选定之后，命令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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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点[选择对象(O)]<退出(X)>：

选择对象[拾取点(P)]<退出(X)> ：

拾取点[选择对象(O)/放弃(U)]<退出(X)>:

选择对象[拾取点(P)/放弃(U)]<退出(X)>：

拾取点(P)：指定点拾取封闭区域计算面积

选择对象(O)：选择对象计算面积

放弃(U):撤销上一步操作，需至少拾取了一个点或选择了一个对象之后

退出(X):退出命令

6.12 基线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基线]

工 具 条：[标注]→[基线]

命 令 行：Dimbaseline (DIMBASE)

“基线”命令用于在图形中以第一尺寸线为基准标注图形尺寸。

使用方法是执行“基线”命令后，根据命令行提示首先选择已有的线性、坐标、角度或对齐标注作为

基准，然后，根据用户需要来选取第二条、第三条等标注线。在使用此命令进行标注时，尺寸间的距离由

用户所选择的标注格式确定，标注时不能更改。用户也不能修改尺寸文本。

6.13 连续标注

菜单位置：[标注]→[连续]

工 具 条：[标注]→[继续]

命 令 行：Dimcontinue

“连续”命令用于标注在同一方向上连续的线性尺寸或角度尺寸。使用方法是执行“连续”命令后，

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已有的线性、坐标、角度或对齐标注作为起始标注。然后根据用户需要选择下一条延

伸标注。在使用此命令进行标注时，用户不能修改尺寸文本。

6.14 标注间距

菜单位置：[标注]→[标注间距]

工 具 条：[标注]→[标注间距]

命 令 行：DIMSPACE

可以自动调整图形中现有的平行线性标注和角度标注，以使其间距相等或相互对齐。使用 DIMSPACE 命

令可以将重叠或间距不等的线性标注和角度标注隔开。选择的标注必须是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并属于同一

类型（旋转或对齐标注）、相互平行或同心并且在彼此的尺寸延伸线上。也可以通过使用间距值“0”对齐

线性标注和角度标注。

6.15 标注打断

菜单位置：[标注]→[标注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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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条：[标注]→[标注打断]

命 令 行：DIMBREAK

可以使标注、尺寸延伸线或引线在遮挡其他对象时被打断。可以自动或手动将打断标注添加到标注或

多重引线。根据与标注或多重引线相交的对象数量选择放置打断标注的方法。

可以将打断标注添加到以下标注和引线对象：线性标注、角度标注、半径标注、直径标注、折弯标注、

弧长标注和坐标标注。

6.16 引线标注

命 令 行： Leader

创建连接注释与几何特征的引线。命令执行过程中主要系统提示说明如下：

 注释(A)

在引线的末端插入注释。注释可以是单行文字也可以是多行文字，包含形位公差的特征控制框或块。

在命令行提示下输入文字，这些文字内容会自动放置在引线的末端。输入文字后按 ENTER 键结束命令

前，将不断重复提示输入其他文字行，直到按两次 ENTER 键结束命令为止。

 公差

选择此选项后，将打开“几何公差”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创建基准标识符和基准标注注释。

 复制

复制文字、多 行文字对象、带形位公差的特征控制框或块，并且将副本连接到引线的末端。副本与引

线是相关联的，因此如果复制的对象移动，引线末端也将随之移动。 钩线的显示取决于被复制的对象。

 块

在引线末端插入块。块参照插入到引线端点的偏移处，并与该引线发生关联，即如果引线端点发生移

动，则块随之一起移动。

 无

不给引线添加任何注释而终止命令。

 格式(F)

控制绘制引线的方式以及引线是否带有箭头。

6.17 快速引线

菜单位置：[标注]→[引线]
工 具 条：[标注]→[快速引线]

命 令 行：Qleader

“快速引线”（QLEADER）命令可以用于快速创建引线和引线注释。与“引线”（LEADER）命令不同，

使用使用 QLEADER 命令可以调用“引线设置”对话框自定义该命令，以便提示用户适合绘图需要的引线点

数和注释类型。这些设置将自动应用于快速引线命令所创建的引线和注释对象，相反，使用“引线”（LEADER）
命令，用户必须通过输入相应的命令关键字，选择新的选项，如果要一次应用多个样式，则必须多次重复

使用不同的命令关键字，费时费力。

 操作步骤

1．输入命令“QLEADER”或选择菜单“标注>引线”。

2．指定第一个引线点。要设置引线格式，可以输入选项 S 并回车，弹出“引线设置”对话框，单击“确

定”按钮应用设置，或单击“取消”按钮放弃所作的修改并返回到命令提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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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引线点的数目，用户可连续指定一系列点，而任意时刻回车，将中断连续取点过程并进入下一

命令提示行。

4．指定文字宽度。

5．输入注释文字的第一行，按 ENTER 根据需要输入新的文字行。也可以直接按 ENTER 键或输入关键

字 M，启用多行文字编辑器编辑多行文字。

6．要在“QLEADER”命令中创建其它类型的注释对象，可以在“引线设置”对话框中的“注释”选项

卡中指定注释格式。

7．如果在“注释”选项卡上选择了“复制对象”，将可以选择文字对象、块参照或公差对象，将对象附着

到引线上。

8．如果在“注释”选项卡上选择了“公差”，将显示“形位公差”对话框。

9．如果在“注释”选项卡上选在了“块参照”，将调用“INSERT”命令提示用户创建块参照对象并附着到

引线上。

 引线设置对话框

引线设置对话框可以用来设置引线注释类型、指定多行文字选项，并指明是否需要重复使用注释。如

图 6-17-1 所示。

图 6-17-1

注释类型：设置引线的注释类型。选择的类型将改变 QLEADER 引线的注释提示。

多行文字：提示创建多行文字注释。如图 6-17-2 所示。

图 6-17-2 图 6-17-3

复制对象：提示用户复制多行文字、单行文字、公差或块参照对象，并将副本连接到引线末端。副本

与引线是相关联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复制的对象移动，引线末端也将随之移动。

公差：显示“公差”对话框，用于创建将要附着到引线上的特征控制框。如图 6-17-3。

块参照：提示插入一个块参照。块参照将插入到引线末端的某一偏移位置处，并与该引线相关联，这

就意味着如果块移动，引线末端也将随之移动。带块参照的引线始终不会显示钩线，如图 6-17-4。

图 6-17-4 图 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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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文字选项：设置多行文字选项。只有选定了多行文字注释类型时该选项才可用。

提示输入宽度：提示指定多行文字注释的宽度。

始终左对齐：无论引线位置在何处，多行文字注释始终左对齐。

文字边框：在多行文字注释周围放置边框，如图 6-17-5。

重复使用注释：设置重新使用引线注释的选项。

重复使用下一个：重复使用为后续引线创建的下一个注释。

重复使用当前：重复使用当前注释。选择“重复使用下一个”之后，重复使用注释时将自动选择此选

项。

 引线设置对话框

图 6-17-6 引线设置对话框 图 6-17-7

引线：设置引线格式。

直线：在指定点之间创建直线段。

样条曲线：用指定的引线点作为控制点创建样条曲线对象，如图 6-17-7。

6.18 多重引线

命令行：MLEADER

多重引线功能是引线功能的延伸，它可以方便地为序号标注添加多个引线，可以合并或对齐多个引线

标注，在装配图、组装图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浩辰 CAD8 提供了多重引线的全部功能，用户可以设置多重引线样式、创建引线、增加和删除引线，并

且可以进行引线对齐和合并。如下图所示。

图 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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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2 引线对齐

6.19 圆心标记

菜单位置：[标注]→[圆心标记]

工 具 条：[标注]→[圆心标记]

命 令 行：Dimcenter

“圆心标记”命令用于标注圆或圆弧的圆心标记或中心线。

执行“圆心标记”命令后，选取要标注的对象后，系统会自动标注圆心的位置。用户可以在“修改标

注设置”对话框的“箭头”选项卡中可以设置中心标记的形式和尺寸。

6.20 检验

菜单位置：[标注]→[检验]

工 具 条：[标注]→[检验]

命 令 行：DIMINSPECT

标注检验命令将显示“抽验”对话框，并且可以在现有标注中添加或删除检验标注。抽验使用户可以有效

地传达应检查制造的部件的频率，以确保标注值和部件公差处于指定范围内。

6.21 折弯标注

工 具 条：[标注]→[折弯标注]

命 令 行：DIMJOGLINE

在浩辰 CAD 中添加了折弯标注，用户可以为已经创建好的标注进行折弯修改，执行折弯标注命令，选

取已创建的标注，根据命令行的提示，在原有标注上选取折弯位置。

6.22 编辑标注

工 具 条：[标注]→[编辑标注]

命 令 行：DIMEDIT

单击工具栏中“编辑标注”按钮或执行 DIMEDIT 命令会提供几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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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标注编辑类型 [默认(H)/新建(N)/旋转(R)/倾斜(O)] <默认>:

倾斜：命令可用于对尺寸标注的尺寸界线的位置、角度等进行编辑。使用方法是执行“倾斜”命令后，

根据命令行提示选取要倾斜的标注，回车后输入倾斜的角度。最后回车完成尺寸标注倾斜。“倾斜”命令可

以同时对多个标注对象进行操作。

旋转：命令用于有一定角度的尺寸线的标注。使用方法是执行“旋转”命令后，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

尺寸线两个边界，在输入旋转的角度，最后回车完成标注。当输入的角度为 0 度时，就是水平线性标注；

当输入角度为 90 度时，就是垂直线性标注。

6.23 编辑标注文字

菜单位置：[标注]→[对齐文字]→[默认] [角度] [左] [居中] [右]

工 具 条：[标注]→[编辑标注文字]

命 令 行：DIMEDIT

用户在使用标注时，尺寸文本位置和角度等往往和用户的要求有差距，就需要对尺寸文本进行编辑。

此命令提供了角度、左、中、右和默认等调整选项，还可以用光标手动进行调整。

6.24 标注关联

浩辰 CAD 的标注可以是关联、无关联或分解的，由变量 dimassoc 控制。关联标注根据所测量的几何对

象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如果与标注关联的几何对象的关联点发生变化，标注实体对应的定义点也要发生变化，例如夹点编辑，

move，scale，rotate 等命令。

如果同时选定标注及其关联的几何图形并使用单个命令对它们进行操作，则许多编辑命令仍可以保留

关联标注与所标注对象的关联性。 例如，如果用相同的命令移动、复制或阵列标注及其关联图形，每个标

注与其各自标注图形保留关联性。

如果关联几何对象被删除，标注自动解除关联。

在其他情况下，标注可能局部关联。例如，如果线性标注与两个几何对象的端点关联并且其中一个对

象被删除，则保留剩余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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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使用文字

文字是设计工作辅助说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了它们可以使图形更加明白、清楚，从而完整地表达

设计意图。

7.1 文本设置

文本设置主要是为了修改文本的字体、大小、角度、倾向和其他特性。

在命令行中输入：Style 并回车，弹出如图 7-1-1 所示“文本式样”的对话框。对话框重要选项说明如下。

图 7-1-1 文本样式设置

样式名：该样式名称，预设值是 Standard，用户也可以重新建立新的样式；

字体名：预设值是宋体，可选择浩辰 CAD 专用的型文件*.shx，也可以选择操作系统自带的字体；

字体样式：如果勾选“使用大字体”，可分别选择西文字符和中文字符使用的型文件，在“字体样式”

下拉列表框中可以选择中文或特殊双字节符号使用的字体文件，英文、数字等单字节符号仍使用“字体名”

下拉列表框中设置的字体。

高度：字体高度。高度值为零时，书写单行文本时程序会提示用户输入文字高度；

宽度因子：文字的宽度与高度的比，预设值是 1；

倾斜角度：文字的倾斜角度，预设值是 0；

此外，文字样式对话框中还可以设置颠倒、反向、垂直等效果，这些设置的效果可以在预览框中显示。

7.2 单行文字

菜单位置： [文字]→[单行文字]

命 令 行：Text/Dtext

此命令可以为图形标注一行或几行文本，每一行文本作为一个实体。该命令同时设置文本的当前字型、

旋转角度、对齐方式和字符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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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是执行命令后，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文字起点、文字高度和旋转角度后回车，最后输入文本

内容，回车完成文本编辑。用户也可以在确定文本起点前，根据命令行提示来确定文本的字型、起点的位

置等选项设置。

用户需要对该文本进行修改，可直接双击文本，就可以直接修改文字的内容，文字的一些其他属性可

在属性框中进行编辑。

7.3 多行文字

菜单位置： [文字]→[多行文字]

工 具 条：[文字]→[多行文字]

命 令 行：Mtext

“多行文字”命令可在绘图区指定文本边界框内标注多行文字，并将它作为一个实体。指定的边框决

定了段落文本的左右边界，并且，此命令将输入的长句子按用户指定的文本边界自动换行，无须回车符，

除非需要强制换行。

使用方法是执行“多行文字”命令后，命令行会提示输入两个对角点作为文本矩形边界，之后会弹出

“文本编辑”对话框，利用此对话框，我们可以编辑文本，同时也可以选择文字的字型、高度以及其他属

性。编辑完后按“确定”或者点击编辑器外任意一点即可完成多行文字编辑。

用户需要对该文本进行修改时，可双击该文本，就可以在多行文本编辑器中对文字和格式进行修改。

多行文字在位编辑器可以实现对图纸中多行文字的精确编辑，使得文字所见即所得。如图 7-3-2 中所示，在

位文字编辑器主要包含“文字格式”工具栏和顶部带有标尺的编辑框两部分。

图 7-3-2 多行文字功能

在位编辑器可用于创建或修改多行文字对象。可以输入或粘贴其他文件中的文字、设置制表符、调整

段落行距、缩进和对齐、调整字符颜色、大小、字体、倾斜角度、间距、宽度等格式。

点击“文字格式”工具栏上的“选项”按钮弹出该菜单，菜单内容如图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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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 弹出菜单

编辑器设置子菜单可用来改变“文字格式”工具栏的显示方式。

另外，在编辑框中点右键可弹出如图 7-3-4 功能：

图 7-3-4 标尺右键菜单

多行文字增加拼写检查

在多行文字中书写英文或其他语言文字的时候，可以自动拼写检查，拼写错误的文字会用红线标出。

7.4 文字递增

菜单位置： [文字]→[文字递增]

命 令 行：GC_dztext

该命令可针对单行文本实现多种递增方式，命令启动后，会弹出如图 7-3-5 所示对话框。

间距：指定递增间距，可直接输入值，也可单击右侧按钮，用光标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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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如果不指定数量，系统将根据光标起始点的位置计算递增的数量。

增量：指定递增增量。

递增对象选择：当单行文本中存在字母大小写及数字混合时，用户可以指定不同的递增对象。

1) 启动递增命令；

2) 选择递增对象；

3) 设置递增方式，完成递增。如下图 7-4-1 所示。

图 7-4-1

自由递增方式：此方式适用于递增文字的位置相对自由的情况，比如：装配图中零件的编号。

1) 启动递增命令；

2) 间距、数量均不勾选，按需要设定增量；

3) 选择单行文字；

4) 指定递增文字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7-4-2

仅间距递增方式：此方式适用于递增文字之间的距离为固定值的情况，比如：表格中的序号列。

1) 启动递增命令；

2) 勾选距离，不勾选数量，按需要设定增量及递增距离。递增距离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单击其右

侧按钮用光标指定；

3) 选择单行文字；

4) 指定递增的距离及方向。系统会自动根据光标的起始距离计算递增数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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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3

仅数量递增方式：此方式适用于已知递增数量，但递增距离不易确定的情况。

1) 启动递增命令；

2) 勾选数量，不勾选距离，按需要指定增量及数量；

3) 选择单行文字；

4) 指定递增的距离及方向。系统会将递增的文字均匀布置于光标的起始位置之间，如下图所示。

图 7-4-4

距离数量递增方式：这种方式下，递增数量和距离都是固定的，光标的起始位置只是指定了递增的方

向，如下图所示。

图 7-4-5

7.5 线上写字

菜单： [文字] →[线上写字]

命令：TextOnLine

浩辰 CAD2020 线上写字功能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有较大的改进和增强，不但可以沿曲线均布文字，还可

以使用围栏的形式快速为多条曲给创建线上文字，文字的布置方式也更加灵活、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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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

操作步骤

1. 执行 TextOnLine 命令后，浩辰 CAD 给出如下图所示的提示。

图 7-5-2

2. 默认情况下，浩辰 CAD 将使用上一次执行此功能时的文字，如果想修改当前所使用的文字内容，

可输入 X 并回车。

3. 修改布置类型。浩辰 CAD 提供两种文字布置类型——沿线和围栏。

图 7-5-3

顾名思义，沿线就是让文字沿曲线的方向布置，浩辰 CAD 会根据曲线的曲率自动调整文字的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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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4

如果使用围栏，可以通过栏选快速创建多个文本对象。

图 7-5-5

4. 修改布置方式。

浩辰 CAD 提供 3 种文字布置方式——任意、定数和定距。在“任意”模式下，可通过连续单击曲线上

的点来创建线上文字。如果选择“定数”布置方式，浩辰 CAD 会自动将指定数量的文字均匀布置于曲线上，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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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6

与定数等分不同，如果选择文字的布置方式为“定距”，浩辰 CAD 会根据用户输入的距离值布置文本，

并保证两个文本的间距与输入的距离值相等，下图为不同距离值的对比效果。

图 7-5-7

5. 指定文字的高度。

6. 选择曲线，完成线上写字操作。

7.6 文字轮廓线

菜单： [文字] →[文字轮廓线]

命令：EXPLODETEXT

如果说文字打断、汉字拆分只是对句子进行的拆分操作的话，文字轮廓线功能则比它们打断的更彻底，

经过本处理的文字不再是文字，而是变成了线条。当编辑由型文件定义的单线字体时，精度设置为 1 即可，

设置为较高的数值反倒会使文字变形，使用操作系统的 truetype 字体时，可适当增加精度。精度越高，所

生成的线段越短，线段数量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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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动态文字

菜单： [文本] →[动态文字]

命令：rtext

动态反应文字（Reactive text， RText）是扩展工具集中的一种实体，主要功能是将一个文本文件的内

容或一个 DIESEL 表达式的计算结果作为文字对象显示在图中。使用 RTEXT 命令创建该类实体，并使用 RTEDIT
命令修改该类实体。

在 AutoCAD 中，要使用 RText 功能，必须先安装其扩展工具（ExpressTools）。浩辰 CAD 在平台软件中直

接提供 RText 功能，同 AutoCAD 扩展工具的 RText 功能完全兼容。用户可以创建 RTEXT 实体用于显示某个文

件中的文本内容，当文件内容改变时，图中 RTEXT 的显示内容也会随之改变，这样就相当于在图中建立了

一个文件内容的外部参照，适合大量文本的保存和显示，如一些“说明”等。另外，通过 RTEXT，用户可以

发掘 DIESEL 表达式的强大功能，在图中创建能够动态改变的文本，如利用 DIESEL 表达式的“edtime”函数，

在图中显示当前系统时间、日期等。

1、创建动态反应文字

输入命令 RText 或选择菜单“扩展工具—>文本工具—>创建 RText”。如下图所示问为浩辰 CAD 中输入

RTEXT 命令后的提示。

首先给出了当前的文字样式、字高和旋转角度设置。RTEXT 命令提供如下五个选项：

 文字样式（S）：选择文字样式

 字高（H）：定义文字高度

 旋转角度（R）：定义文字旋转角度

 文件（F）：使用文件作为输入

 Diesel（D）：使用 DIESEL 表达式作为输入

使用文件作为输入可以把大量规格化的文本保存在外部文件中，在图形中用 RTEXT 显示出来。选择 FILE
选项，会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提示用户选择一个文本文件。

使用 DIESEL 表达式作为输入，可以在图形中动态的显示一些文字，比如在图形中显示当前的系统时间

等。选择 DIESEL 选项，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在该对话框中输入或编辑 DIESEL 表达式。确定后选择文

本的插入位置。

图 7-7-1

示例 1：使用 RTEXT 显示文件位置

可以使用 RTEXT 来自动记录文件位置并在图中显示出来，无论你的文件在何处。使用 RTEXT 的 Diesel
选项，输入内容为$(getvar， "dwgprefix")$(getvar， "dwgname")，则在图中指定位置会显示如下文本：

图 10-3-16 显示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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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使用 RTEXT 显示日期、时间

选择 RTEXT 的 Diesel 选项，在弹出的表达式输入对话框中输入如下字符串：$(edtime，$(getvar，date)，
DDD"， "D MON YYYY)，并在图中指定 RTEXT 的位置，则 RTEXT 会显示如下当前日期文本：

图 7-7-2

示例 3：使用 RTEXT 显示文本文件内容

使用文件作为输入可以把大量规格化的文本保存在外部文件中，在图形中用RTEXT显示出来。选择RTEXT
的“文件”选项，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可选择一个文本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7-7-3

对应属性框中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7-7-4

2、修改动态反应文字

输入命令 RTEdit 或选择菜单“扩展工具—>文本工具—>修改 RText”，在已创建的 Rtext 上点击，命题提

供四个选项：

文字样式（S）：更改文字样式

字高（H）：更改文字高度

旋转角度（R）：更改文字的旋转角度

编辑（E）：修改内容

选择“编辑”选项后，弹出上图所示的“Edit Rtext”对话框，如果该 RTEXT 以文件作为输入，则弹出

的对话框中是该文件的内容，用户修改后确定，则该文本文件也随之被改变；如果以 DIESEL 作为输入，则

弹出的对话框中是原来的 DIESEL 表达式，可以对之进行修改。

7.8 弧形文字

菜单： [文字] →[弧型文字]

命令：arctext

弧形文字主要功能是将文字沿着一条弧线绘制。创建时要先绘制一个圆弧，然后用 ARCTEXT 命令，或

者选择菜单“扩展工具—>文字—>弧形文字”，根据提示选择该圆弧，在弹出的“弧形文字”对话框中输入

文字并设置文字格式，确定后文字将沿着这个圆弧绘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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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

浩辰 CAD 的“弧形文字”对话框提供了显示效果的实时预览，使用户在调整弧形文字格式时能够快速

直观的了解到各种格式设置的效果。

一、创建弧形文字

1、输入命令 ArcText 或选择菜单“扩展工具—>文本工具—>弧形文字”。

2、在图中已有的弧线（ARC）点击。

3、在弹出的“弧形文字”对话框中输入文本。

4、在“弧形文字”对话框中选择对齐、颜色、字体等格式设置。

5、单击“确定”创建弧形文字。

二、修改弧形文字

1、输入命令 ArcText 或选择菜单“扩展工具—>文本工具—>弧形文字”。

2、在已创建的弧形文字上点击。

3、在弹出的“弧形文字”对话框中修改文字内容和格式。

4、单击“确定”接受所做修改。

三、“弧形文字”对话框

浩辰 CAD 的“弧形文字”对话框是创建和修改弧形文字的主要用户界面，包括以下功能：

1、 文本的输入、修改；

2、 文字位置的调整：与圆弧的偏移距离、相对圆弧的上下位置和方向、以圆弧为基准的左右对齐方

式等；

3、 文字格式的调整：字体、颜色、字高、宽度比例、粗体、斜体、下划线等；

4、 当前设置效果的预览。

浩辰 CAD 的“弧形文字”对话框布局更加合理，各项设置的功能更加明晰，且提供了实时预览，使用

户能直接了当的看到当前设置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7-8-2

对齐：指定文字在弧形位置范围内的左右对齐效果，包括：左对齐、右对齐、两端对齐和居中。

不同对齐方式下的显示效果对比如下图所示。

两端对齐 左对齐 右对齐 居中对齐

图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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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指定文字位于圆弧的凹面还是凸面。不同位置下的显示效果对比如下图所示。

弧的凸面 弧的凹面

方向：指定文字相对于圆弧的显示方向。不同方向设置下的显示效果对比如下图所示。

向外 向里

格式：设置文字的粗体、斜体、下划线效果。

反向：指定文字的显示顺序。正向和反向的显示效果对比如下图所示。

正向 反向

属性：设置文字的大小以及相对圆弧的偏离距离等属性。

 弧偏离：文字显示的基线与所选择圆弧在半径方向上的偏离距离；

 左偏离：文字左端点偏离圆弧左端点的弧线距离（右对齐或居中时无效）；

 右偏离：文字右端点偏离圆弧右端点的弧线距离（左对齐或居中时无效）；

 字高：文字高度；

 宽度比例：单个文字的宽高比例；

 文字间距：相邻两个文字之间的间隔距离（两端对齐时无效）。

注意事项：

要修改已有的弧形文字，只能通过 ARCTEXT 命令，选择已存在的弧形文字进行修改。该命令只能选择

弧形或弧形文本才有效，选择多段线、圆等均无效。编辑弧线也可使该命令标注的弧形文本改变。可以通

过拖动弧形文字或所依赖圆弧的夹点，改变弧形文字的位置、弧偏离、左右偏离。弧形文字分解生成多个

TEXT，每个 TEXT 包含一个字符。捕捉是针对该弧形文字所依附的弧线进行的。两个弧形文字之间可以通过

特性匹配来使其格式一致。

7.9 统计求和

菜单： [文字] →[统计求和]

命 令 行：KLL01

统计求和功能专门针对于文字中的数值进行累积求和。

选择需要统计求和的单行文字或多行文字，回车即得到求和结果。现在浩辰 CAD2020 不仅可以统计只

包含数字的文字，还可以对前面带字母或其他文字前缀的文字进行统计求和。带前缀的数字也可以进行统

计求和，统计时将分不同的前缀进行求和处理。

7.10 多文字修改

菜单位置： [文字]→[多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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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令 行：ChangeText

当图纸中有多个文字需要修改时，如重复使用文字修改命令逐一完成修改，不但繁琐而且低效。

多文字修改功能允许用户批量修改多个文本。从命令所给出的操作提示可以看出，此工具可以同时修

改多个文字的高度、位置、旋转、样式及宽度等多种属性，大大提高了文字修改的效率。

图 7-10-1

执行命令后，浩辰 CAD2020 给出的功能选项如上图所示，下面对各功能选项进行简要说明。

 高度

“高度”下有三个选项，分别为“单个”、“列表”及默认选项——“新高度 为所有文字对象”，如下

图。

图 7-10-2

如果选择“单个”，可分别为每个文本指定高度，整个操作过程中，浩辰 CAD2020 会自动依次切换文本

对象，以供用户直接指定文本高度。

如果选择“列表”，浩辰 CAD2020 会列出所选文字的最大、最小高度及平均值，供用户作为指定文字高

度的参考。

如果选择默认选项，也就是直接输入高度值，那浩辰 CAD2020 会将所有选择的文字设为指定的字高。

 调整

选择“调整”选项后，浩辰 CAD 给出的功能选项如下图所示。

 对齐

对于多行文本，执行“对齐”后，所有多行文本的对正方式将被修改为“左上”；对于单行文本，可指

定单行文本的两个对齐点，浩辰 CAD 会根据用户指定的两个对齐点缩放和旋转单行文本，但不改变文本的

宽高比。

 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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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行文本，执行“拟合”后，所有多行文本的对正方式将被修改为“左上”；对于单行文本，可指

定单行文本的两个对齐点，浩辰 CAD 会根据用户指定的两个对齐点缩放和旋转单行文本，但与“对齐”不

同，“拟合”保持单行文本的高度不变，而只改变其宽度。

 中心、向左、中央……

利用中心、向左、中央等对正选项，可以方便地设置多个文本的对正方式。比如，利用“向左”选项

同时修改多个文本的对正方式，效果如下图。

 位置

用户可以分别为每个文本指定位置，整个操作的过程中，浩辰 CAD2020 自动为用户依次切换操作目标

文本，如下图。

 旋转、样式、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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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样式”、“宽度”下的选项与“高度”颇为相似，只需与“高度”的选项作类比应该比较容

易理解，在此不再赘述。

 文字

“文字”下的选项如下图所示。

如果选择“单个（I）”可连续对多个文本进行“查找和替换”修改；如果选择“重新键入（R）”，无需

重复执行文字修改命令（DDEDIT），就可以连续键入多个文本并完成修改；如果选择“全局（G）”，可对所

有选择的文本进行“查找和替换”修改。

 放弃

放弃上一步操作。

7.11 文字刷

菜单：[文字]→ [文字刷]

命令：TextMatch

文字刷是浩辰 CAD2020 提供的一款专门针对文字的格式匹配工具，从工具的配置面板可以看出，该工

具的匹配方式十分灵活，除了可以实现文字基本属性的匹配，如颜色、字体、高度、对齐、角度，还可以

实现内容和图层的匹配。

操作步骤

1. 执行 TextMatch命令，浩辰 CAD 给出如下图所示的提示。

2. 此时，浩辰 CAD 默认使用上一次的匹配设置，如果想修改设置，可输入 S 并回车，浩辰 CAD 就会

弹出设置面板。



第七章 使用文字

155

设置面板 选择样本文字

3. 在设置面板上选择需要的匹配条件。比如，这里选择“内容”，并单击“确定”。

4. 选择样本文字。

5. 选择匹配文字。

选择匹配文字 文字匹配效果

6. 可直接选择多个匹配文字实现连续匹配。

7.12 文字对齐

菜单：[文字]→ [文字对齐]

命令：TextAlign

顾名思义，本功能专用于文本对齐，功能的对齐方式简单、实用，可以将多个文字沿 X、Y 轴或沿指定

的直线对齐。而且，由于此功能仅对文本对象有效，即使用户在选择操作对象时误将其它非文本对象选入

选择集中，浩辰 CAD 也会自动将其过滤，让用户的操作更加方便、自由。

操作步骤

 X 轴对齐

1. 执行 TextAlign 命令并回车。

2. 选择需要对齐的文本对象，如下图。

3. 选择对齐方式。比如，输入 X 并回车，选择 X 轴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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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对齐点，如下图。

 Y 轴对齐

Y 轴对齐与 X 轴对齐类似，只是对齐方向不同而已。比如，在绘制表格时，为了使表格更美观，需要将

文字在水平方向上对齐，就可以使用此功能快速达到目的，如下图。

 两点对齐

如果选择两点对齐方式，浩辰 CAD 会以用户指定的两个点确定一条直线，然后将文字的插入点对齐到

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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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增强文字编辑器

命令：MMText

这是浩辰 CAD 特有的功能，可以输入一些特殊的文字，如上下标、单下划线、双下划线及一些特殊的

符号，而且可以设置行距、对齐方式、字高等文本格式，此外还可输入和输出*.txt 文档，如图 12-3-3 所示。

当输入上下标和下划线时，单击相应的按钮生成特殊字符前后标记，然后要把设置上下标或下划线的

文字放在标记中间，如图 12-3-3 所示。上图中文字的最终效果如图 12-3-4 所示。

7.14 文件输入

命令：WJSR

文件输入可将文本文档（*.txt）直接输入到图纸上。

7.15 特殊字符输入

在标注文本时，常常需要输入一些特殊的字符。如直径、度数、公差、百分比、上画线、下划线等等。

这些字符通常是在字体文件（*.shx）中定义的，不同的字体文件定义不完全相同。如果用户以前使用了这

些符号，建议将以前使用的字体拷贝粘贴到浩辰 CAD安装目录下的 FONTS目录中。在浩辰 CAD提供的 txt.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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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也定义了一些特殊的字符。如“%%P”输入“±”，“%%D”表示“°”等。

7.16 调整文本

命令：TEXTFIT

为图上的单行文字指定新的起点或终点来进行文本位置以及宽高比的调整。

7.17 文本屏蔽

命令：TEXTMASK

可将文本暂时用一个三维面/实体/区域覆盖遮挡，当图面上出现文字重叠现象时，这个功能可以让一个

文字遮罩住另一个文字。

7.18 解除屏蔽

命令：TEXTMASK

文字屏蔽的逆操作，恢复屏蔽之前的状态。

7.19 合并成段

命令：TXT2MTXT

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多行文字炸开成多个单行文字，而这个功能提供了逆操作，可以将选择的多个

单行文字合并为一个多行文字。

对文本进行旋转操作。

7.20 文本外框

命令：TCIRCLE

给选择的文本添加一个外框，外框的形式可以选择圆，圆槽，矩形 3 种形式，并可以设置外框的外偏

距离，如图所示。

圆形外框 圆槽外框 矩形外框 设置外偏距离

各种形状文本外框

7.21 自动编号

命令：T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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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可以选择多个文本进行编号，另外可以设置编号的值、位置及增量等。在选择一个或多个文本对

象后，可设置文字的排序方式、文字排序的起始序号和增量、以及生成编号的放置方式。

7.22 文本形态

命令：TCASE

选择文本后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英文字母的形态，如图所示。

改变文本大小写 增强文字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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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对象的插入与参照

8.1 布局

菜单位置：[插入]→[布局]

工 具 条：[布局]→[新布局/从模板创建布局/视口]

工具条含四个命令：新布局、从模板创建布局和视口，如图 8-1-1。

图 8-1-1 布局工具条

8.2 OLE对象

菜单位置：[插入]→[OLE 对象]

命 令 行：INSERTOBJ

 插入指定文件格式的新对象；

 插入现存于文件中的对象；

 将对象以图标显示于图形中；

 编辑插入的对象。

8.3 DWF参考底图

菜单位置：[插入] →[DWF 参考底图]

工 具 条：[插入] →

命 令 行：Dwfattach

DWF 参考底图只是将 DWF 图作为底图插进来，可以作为参考，可以捕捉 DWF 图上的点。可是不可以

进行编辑。

启动命令并按提示选定需要插入的 DWF 文件后，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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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1 附着 DWF 参考底图对话框

路径类型：可选完整路径、相对路径或无路径，如果当前文件未保存过则不能使用相对路径。

比例、插入点、旋转：指定插入点、插入比例及旋转角度，如果取消勾选，则可以直接输入相应值。

8.4 PDF参考底图

利用 PDF 参考底图，可以在浩辰 CAD 插入单页的 PDF 文档，也可以插入多页 PDF 文档中的某一页。

8.5 DGN 参考底图

浩辰 CAD实现了对DGN文件的全面支持，不仅让更多二次开发商可以更轻松将软件移植到浩辰 CAD上，

对于使用 Microstation 或 DGN 图形数据的用户，图形数据交换也不再有任何障碍。

支持 DGN 文件，与 Microstation 兼容

MicroStation 是国际上和 AutoCAD 齐名的二维和三维 CAD 设计软件，其专用格式是 DGN。MicroStation
在建筑、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加工工厂、离散制造业、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电讯网络等领域都有广泛

应用，在全球有大量用户。

浩辰 CAD 2020 增加一系列跟 DGN 相关的命令，如 DGNIMPORT、DGNEXPORT、DGNATTACH、DGNADJUST、
DGNMAPPING 等，不仅可以输入、输出 DGN 文件，还可以直接插入 DGN 图纸作为底图，完全实现了与

MICROSTATION 之间进行数据交流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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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字段

菜单位置：[插入]→[字段]

工 具 条：[插入]→[字段]

命 令 行：field

字段是设置为显示可能会在图形生命周期中修改的数据的可更新文字。字段更新时，将显示最新的字

段值。字段可插入单行文字、多行文字。

字段是包含说明的文字，这些说明用于显示可能会在图形生命周期中修改的数据。

字段更新时，将显示最新的值。可以单独更新字段，也可以在一个或多个选定文字对象中更新所有字

段。

还可以将字段设置为在打开、保存、打印、重生成或通过电子传递发送图形时自动进行更新。

字段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8-6-1 字段对话框

8.7 参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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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条：[参照编辑]

命 令 行：REFEDIT

实时编辑块参照或外部参照，不必再分解和重定义。双击快速定位所编辑子参照，提高工作效率。可

参照块外实体编辑，实现所见即所得。采用褪色处理区分工作集，更加方便处理工作集内外实体。利用 REFSET
快速转换工作集内外实体。实时弹出参照编辑工具栏，省去用户查找命令之烦恼。

图 8-7-1 参照编辑工具栏

双击需要编辑的块参照或外部参照可以启动参照编辑，也可在命令行输入 REFEDIT 或-REFEDIT 后选择需

要编辑块参照。REFEDIT 也可以应用于 LISP 脚本语言，提供一系列自动化的操作，REFEDIT 则是用户交互界

面的编辑命令。之后可以调用 REFSET方便添加与删除在位编辑工作集中的实体。在编辑结束时调用REFCLOSE
结束编辑状态，将编辑结果保存到块参照中，或者直接放弃编辑结果，恢复参照原来的状态。

如果要编辑外部参照，参照所在图纸必须设定为允许其他用户参照编辑当前图形，具体设置位置如下

图。

图 8-7-2 选项对话框

针对外部参照浩辰 CAD 提供了两种编辑模式，一种是在位编辑，一种是打开参照原图进行编辑，这种

模式由 XREFEDITMODE 控制。此变量默认设置为 1，此时双击外部参照会在将参照原图在新窗口中打开；如

果设置为 2，双击外部参照时将会在图中直接进行编辑，如果设置为 0，将不允许对外部参照进行在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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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PDF输入

浩辰 CAD 2020 采用了新的接口，提升了 PDF 输出的品质，同时增加了 PDF 输入的功能，可以将矢量的

PDF 图纸输入后进行编辑。

PDF 直接编辑，图纸高效利用；可直接对 PDF 进行导入编辑、绘图，并且输出更高品质的 PDF 文件，让

已有的图纸资源实现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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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使用图块

图块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组织图形，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图形文件的大小。

9.1 块的概念

通常，为了提高设计、制图的效率，可将一些重复使用的图元、实体定义为一个整体，并给这个整体

命名并保存，这个整体就是图块。在以后的图形编辑中，图块被视为一个实体，可对图块进行复制、移动、

镜像等各种操作，图块可以无建制重复调用，大大减少了设计师的重复劳动。

9.2 块的分类

从存储的方式来看，图块可分为外部块和内部块。顾名思义，外部块指单独存储为外部文件的块，而

内部块则指与其它图形对象共同存储于一个 DWG文件中的块。

从是否能够实现动态功能来看，图块可分为静态块和动态块。对于静态块，无法对其进行动态调整，

如果需要修改块，只能进入块编辑器去修改，或者将块炸开，重新编辑并定义块。与静态块相比，动态块

有良好的调整能力，可以在无需改变或重定义块的情况下快速实现块的调整。

9.3 定义图块

9.3.1 定义内部块

菜单位置：[绘图]→[块] →[创建]

工 具 条：[绘制]→[创建块]

命 令 行：Block/B

用此方法定义的图块只能在定义图块的图形中调用，而不能在其它图形中调用，因此用此方法定义的

图块称为内部块。

执行创建块命令后会弹出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块名，利用窗口选择要定义的块的元素，然后根据

需要定义一个插入点，即可完成定义块的操作。

图 9-3-1 块定义对话框 图 9-3-2 写块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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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外部块定义

命 令 行：Wblock/W

Wblock 命令可将图形文件中的整个图形、内部块或某些实体写入一个新的图形文件，其它图形均可以

将它作为块调用，因此称之为外部块。

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 Wblock 命令后，系统弹出如图 9-3-2 的对话框，选择外部块文件在磁盘上的存

储位置和路径，输入文件名后，单击保存后，回车选取块对象的插入点和块的内容，回车后完成块保存操

作。

9.4 插入图块

菜单位置：[插入]→[图块]

工 具 条：[绘制]→[插入块]

命 令 行：Ddinsert (I)

用户可以在当前图形中插入图块或别的图形。

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插入块”命令后，系统弹出如图 8-4-1 的“插入图块”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

择块的名称后，点击“插入”按钮。回到图形窗口后，根据命令行提示输入块的插入点、比例、旋转角，

回车完成插入图块命令。

图 9-4-1 插入图块对话框

相关项目说明

浏览：此项用来选取要插入的外部块，单击“浏览”，选择要插入的外部图块文件名称，点击“打开”，

返回图 9-4-1 对话框。

名称：该下拉列表框中选择预插入的内部块名。

在屏幕上指定：勾选此复选框，将在插入时对图块定位、比例因子、旋转角度。不勾选此框，则需要

在命令行中输入坐标比例因子和旋转角度。

插入点（X，Y，Z）：此三项输入框用于输入坐标值确定在图形中的插入点。当勾选“在屏幕上指定”

后，三项呈灰色，为不可用。

缩放比例（X，Y，Z）：此三项输入框用于预先输入图块在 X 轴、Y 轴、Z轴方向上缩放的比例因子。此

三项比例因子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缺省值为 1，当勾选“在屏幕上指定”后，三项呈灰色，为不可用。

旋转（R）：图块在图形中可以任意改变角度。在此输入图块的旋转角度。当勾选“在屏幕上指定”后，

三项呈灰色，为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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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定义属性

菜单位置：[绘图]→[块]→[定义属性]

命 令 行：DDATTDEF/Attdef

定义属性用以描述图块。定义属性后，使用“绘图>块>创建”将属性文字转成图块。属性定义对话框

如图 9-5-1。

图 9-5-1 属性定义对话框

9.6 编辑图块属性

菜单位置：[修改]→[对象]→[属性]→[全局]
命 令 行：ATTEDIT /DDATTE

此命令可以同时对一个块属性或者多个块属性进行编辑。

9.7 属性显示

菜单位置：[视图]→[显示] →[属性显示]

命 令 行：ATTDISP

属性显示模式：打开(ON)/关闭(OFF)/正常(N)，要显示所有属性，请选“打开”；要关闭所有属性的显示，

请选“关闭”。

9.8 提取属性

菜单位置：[工具]→[属性提取]

命 令 行：DDATTEXT

从图形提取属性信息，并储存于独立文字文件中，供数据程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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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格式

逗号分隔文件(CDF)：包含每个图块的基本情况，各属性栏以逗号分隔。字元、字符串栏位被包围在单

引号中。提取到 CDF 文件时，必须指定样板。

空格分隔文件(SDF)：每个属性栏位都有固定长度；无分隔或字元、字符串定义符号。提取到 SDF 文件

时，必须指定样板。

图形交换文件(DXF)：建立输出的图形交换文件(*.dxx 文件)，包含所有图块的相关信息，包括插入点、

旋转角度与属性值，无需样板。

9.9 块属性管理器

命 令 行：BATTMAN

编辑块定义的属性特性。可以在块中编辑属性定义，还可以从块中删除属性。如果当前图形未包含任

何具有属性的块，系统将显示相关提示。对于每一个选定块，属性列表下的说明都会标识在当前图形和在

当前布局中相应块的实例数目。

Battman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块属性管理器、块属性设置、编辑属性。

选定块的属性,显示在属性列表中。默认情况下，标记、提示、默认值、模式和注释性属性特性显示在

属性列表中。选择“设置”，可以指定要在列表中显示的属性特性。

在命令行输入 BATTMAN 命令，如果当前图形包含具有属性的块，将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9-9-1 块属性管理器

选择块：从图形区域选择块。如果点击“选择块”，对话框将关闭，直到用户从图形中选择块或按 ESC 键

取消。如果修改了块的属性，并且未保存所做的更改就选择一个新块，系统将提示在选择其他块之前先保

存更改。

同步：对指定的块进行同步操作。

上移：将指定的属性上移。

下移：将指定的属性下移。

编辑：对指定的属性进行编辑，单击该按钮后将弹出“编辑属性”对话框。如图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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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2 编辑属性对话框

1、属性选项卡

用户可以在“属性”选项卡上设置块属性的模式，不可见、验证、以及预置等。还可以设置用户在标

记、提示、默认等编辑框中输入值的字符串。

不可见：在绘图区域中显示或隐藏属性。

固定：选择是否将属性设置为默认值。

验证：如果选择该选项，将在插入新的块引用时提示验证赋给属性的值，否则不执行验证。

预置：打开和关闭默认值指定。如果选择该选项，则在插入块时将属性设置为其默认值，否则在插入

块时将忽略属性的默认值，并提示用户输入值。

标记：属性的标识符。

提示：插入块时显示的提示文字。

默认：属性的默认值。

2、文字样式选项卡

对正：可通过此选项指定属性文字的对正方式。

高度：可通过此编辑框设置属性文字的高度。

旋转：可通过此编辑框设置属性文字的旋转角度。

反向：可通过此选项指定是否是否反向显示文字。

颠倒：可通过此选项指定是否倒置显示文字。

宽度比例：可通过此编辑框设置属性文字的字符间距。

倾斜角度：可通过此编辑框设置属性文字自其垂直轴线倾斜的角度。

3、特性选项卡

在“特性”选项卡上可修改属性所在的图层，属性文字的颜色、线宽和线型，也可以为属性指定打印

样式。

图层：可通过此选项指定属性所在图层。

线型：可通过此选项指定属性文字的线型。

顔色：可通过此选项指定属性的文字颜色。

线宽：可通过此选项指定属性文字的线宽。

打印样式：可指定属性的打印样式。

删除：删除指定的属性。

设置：控制“块属性管理器”中属性列表的外观。单击该按钮后将弹出“块属性设置”对话框。如图 8-9-3

缺省情况下，列表中将显示属性的标记、提示、默认和模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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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显示：指定要在属性列表中显示的特性。此列表中仅显示选定的特性。“标记”特性总是选定

的。

全部选择：选择所有特性。

全部清除：清除所有特性。

突出显示重复的标记：打开和关闭复制标记强调。如果选择此选项，在属性列表中，复制属性标记显

示为红。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则在属性列表中不突出显示重复的标记。

图 9-9-3 块属性设置

9.10 属性递增

命令名：ATTINC

功能简介：根据用户设定的方式对同名属性块的属性值进行排序和递增处理。提供两种递增方式：自

动递增和手动递增。可用于处理建筑和机械图纸中的轴号、序号、图纸编号、页码以及其他需要递增的属

性文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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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用选项卡和扩展工具选项卡中都可以调用此命令，如下图所示。

执行此命令后首先会判断图中是否有属性块，如果有属性块，会弹出图块属性递增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

选择块：单击“选择块”按钮，可以从图中拾取一个图块获取图块名称。如果拾取的图块没有属性，

提示：选择图块没有属性，请重新选择。

块：在图块列表中选择一个图块。如果拾取的图块没有属性，提示：选择图块没有属性，请重新选择。

选择要递增的属性：选择要递增的属性标签，如果图块只有一个属性，则自动选中此属性。如果图块

有多个属性，所有属性被列出来，可勾选一个或多个属性进行递增。

自动递增：所选择图块所有参照的属性将自动递增，在图中复制、插入、删除图块，属性编号自动更

新。并且只要在该图纸中执行过自动递增后，只要不关闭图纸，在图中复制、插入、删除图块，属性编号

都将自动更新。

仅选定图块递增：只处理被选择的图块，被选择的图块属性按图形创建顺序递增。

参数

递增：选定的图块的属性值依次按增量值递增。

追加定量：属性块的属性值设定递增的数字或字母上都加上相同的增量值。

递增模式：有三种递增模式：递增每个数字、递增第一个数字、递增最后的数字或字母。

默认选项为递增最后的数字或字母。如果最后有多位数字，这些数字作为整体开始递增，如果选择递

增第一个数字，属性值最前面如果有多位数字，也作为整体进行处理，递增每个数字：属性值中每段数字

都进行递增处理。

增量：默认值为 1，如果有特殊需要可设置增量。

排序：设置递增的顺序，可设置如下选项：按绘制顺序、按选取顺序、从左往右、从上往下、按曲线

路径排序,默认按照绘制顺序，用户可以其他排序方式。

如果设置按曲线路径排序，会提示用户选择一条曲线，曲线是与选定图块相交的一条曲线或多段线，

按照图块插入点与曲线上最近点的先后顺序来排序。如果所选曲线距离所有图块的插入点是同一点，则按

照插入点到曲线最近点的距离远近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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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序：就是将上面的顺序颠倒。

9.11 同步属性

命令名：ATTSYNC

功能简介：使用指定块定义中的新属性和更改后的属性更新块参照。

如果用图块定义（BLOCK）或块编辑（BEDIT）命令修改或增减了块定义中的属性定义后，可用此命令

让所有图中块参照跟块定义保持一致。

注意：ATTSYNC 将删除所有使用 ATTEDIT 或 EATTEDIT 命令进行的格式更改或特性更改。也将删除所

有与块关联的扩展数据，并可能影响动态块和第三方应用程序创建的块。

命令提示如下：输入选项 [?/名称(N)/选择(S)] <选择>:

?：列出包含属性的图形中的所有块定义。

名称：输入要更新其属性的块的名称。

选择：通过选择绘图区域中的某个块参照，指定要更新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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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动态块的使用

10.1 动态块概述

参数和动作是实现动态块动态功能的两个内部因素，通过参数和动作的配合，动态块可以实现旋转、

翻转、查询等各种各样的动态功能，如图 10-1-1。

图 10-1-1

10.1.1 块编辑器

菜单位置：[工具] →[块编辑器]

命 令 行：Bedit(BE)

动态块的编辑和调整均要在块编辑器中进行，用户在块编辑器界面双击想要编辑的图块就可进入块编

辑界面，其界面如图 10-1-2 所示。

图 10-1-2 块编辑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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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参数

参数的实质是指定其关联对象的变化方式，比如，点参数的关联对象可以向任意方向发生变化，线性

参数和 XY参数的关联对象只能沿参数所指定的方向发生改变，极轴参数的关联对象则按极轴方式发生变化。

 点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O

点参数可与移动、拉伸动作配合形成点移动或点拉伸，由于点参数可向任意方向发生改变，所以点移

动和点拉伸的方向也是任意的。

 线性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L

线性参数的本质是矢量，具有方向特性，该参数限定了其关联对象变化的方向。线性参数可以和移动、

拉伸、阵列等动作配对成线性移动、线性拉伸、线性阵列。

 极轴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P

极轴参数的本质也是矢量，只不过是以极轴坐标定义的矢量，其关联的对象不但可以以参数基点为中

心发生旋转，而且可以沿参数径向产生拉伸或移动。

 XY 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X

受 XY 参数约束的对象可以沿 X 轴和 Y 轴的方向发生改变，而且 X 方向和 Y 方向可以产生联动效果。

 旋转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R

控制关联对象以参数基点为中心产生旋转，旋转角度可以是任意的，也可以将旋转角度限定在某一范

围内或特定值。

 对齐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A

对齐参数无需与动作配对，可以为对象指定对齐方向和对齐方式，实现对象的自动对齐。

 翻转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F
此参数与翻转动作配对，实现相关对象的翻转。

 可见性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V

控制相关对象的显示与隐藏。

 查询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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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K

与查询参数动作配对，可以反向查询关联参数的特征。

 基点参数

工具图标：[参数] →

命 令 行：BParameter→B

为动态块添加基点，添加基点后，基点将成为动态块的插入点。

10.1.3 动作

所有的动作必须与参数配对才能发挥作用，参数只是指定对象变化的方式，而动作则可以指定变化的

对象。

 移动

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M

与点、线性、极轴以及 XY 等参数配对，实现对指定对象的移动。

 缩放

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S

与线性、极轴、XY 等参数配对实现缩放功能，而且，通过修改与其配对的参数的属性，可以得到多种

缩放效果。

 拉伸

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T

可与点、线性、极轴及 XY 参数形成拉伸组合。

 极轴拉伸

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P

该动作只能与极轴拉伸参数配对，实现极轴拉伸功能。

 旋转

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R

旋转参数的专用动作，可以自由旋转，也可以为其配对参数指定列表或增量，实现精确旋转。

 翻转

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F

翻转参数的专用动作。

 阵列

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A

可与线性、极轴、XY 参数配对，现实多种阵列方式。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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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图标：[动作] →

命 令 行：BActionTool→L

查询参数的专用动作，利用该动作，可以一次性为动态块中的多个参数赋值，快速实现动态块的复杂

调整。

10.1.4 创建动态块的一般步骤

为了得到高质量的动态块，提高块的编辑效率，避免重复修改，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

动态块的创建。

步骤 1：规划

在创建动态块之前，有必要对动态块进行必要的规划，规划动态块要实现的功能、外观，在图形中的

使用方式，以及要实现预期功能需要使用哪些参数和动作。

步骤 2：绘制几何图形

绘制动态块中所包含的基本图元，当然，这些图元也可以在块编辑器中绘制。

步骤 3：添加参数和动作

这是动态块创建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参数和动作的编辑不但要考虑到动态块功能的实现，同时也要

考虑到动态块的可读性及修改的方便性，尽可能将参数的作用点吸咐在对应的图元上，且动作应摆放在其

关联参数附近，参数和动作较多时还需要为其重命名，以便理解、编辑和修改。

步骤 4：测试动态块

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后，对动态块进行效果测试，检测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10.2 动态块基本操作

动态块的编辑需在块编辑器中完成，在块编辑器内，用户可以创建新的动态块，也可以为现有的块添

加参数和动作，使之具有动态功能。

10.2.1 基点

虽然大部分参数只有在动作的配合下才能发挥作用，但有几个参数例外，其中一个就是基点参数。

1、定义块

定义块并在块编辑器中绘制圆。

2、添加基点

单击参数面板上的“基点”参数图标，将参数放置于圆心。

3、插入块

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将块插入模型空间。

可以看到，添加基点参数后，基点便成了块的插入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利用块定义对话框为块指

定插入点，而且为块添加基点参数，系统将以基点作为块的插入点。

10.2.2 可见性

选中下图汽车动态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的选项，动态块便会呈现不同的变化，如图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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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

在动态块内部包含了汽车的三个视图，只不过利用可见性参数，控制视图对象的显示和隐藏。

1、准备视图

准备三个汽车视图，并定义成块，如图 10-2-2。

图 10-2-2 图 10-2-3

2、添加可见性参数

双击块或通过右键菜单进入块编辑器，单击参数面板上的可见性参数图标，并指定参数的位置，如图

10-2-3。

3、编辑可见性状态

双击可见性参数图标，启动可见性状态编辑对话框。在可见性状态编辑对话框内可以重命名、新建、

删除可见性状态。本例新建了三个可见性状态，如图 10-2-4。

图 10-2-4 图 10-2-5

选择如图 10-2-5 下拉菜单上的“跑车”，单击可见性工具面板上的“使不可见”图标，并选中卡车和桥

车，使其在“跑车”状态中不可见，如图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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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6 图 10-2-7

对“轿车”和“卡车”状态，按类似的方法进行设置。

4、调整

编辑完可见性状态后，移动三个汽车视图，使之重叠，如图 10-2-7。

5、测试动态块

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将编辑好的动态块插入图纸中，选中动态块并单击可见性参数夹点，在弹出的

下拉列表中选择某一项目，动态块便会自动改变显示状态。

10.2.3 对齐

对齐参数可以赋与动态块自动对齐功能，下面以粗糙度符号为例说明图块自动对齐的设置方法。

1、添加对齐参数

在块编辑器内绘制粗糙度符号，单击参数面板上的对齐参数图标，并指定参数的位置及对齐方向，如

图 10-2-8，其中虚线为对齐方向。

图 10-2-8 图 10-2-9

2、测试动态块

插入粗糙度动态块，移动对齐夹点，符号自动与标注表面对齐，如图 10-2-9。

10.2.4 翻转

下面以粗糙度符号为例，说明动态翻转的设置方法。

1、添加翻转参数

点击翻转参数图标，按系统会提示添加如下图所示的翻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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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0 图 10-2-11

2、添加翻转动作

单击动作面板上的翻转动作图标，为动作指定参数和对象。这里选“粗糙度”为翻转对象，并放置动

作图标，如图 10-2-11。

用相同的方法添加一对垂直方向的翻转参数和动作，如图 10-2-12。

图 10-2-12 图 10-2-13

3、测试动态块

可以看到，增加翻转参数以后，只要单击翻转夹点，便可以将文字翻转到正确的位置，如图 10-2-13。

10.2.5 移动

 点移动

1、绘制图形

绘制如图 10-2-14 所示图形，并定义成块。

图 10-2-14 图 10-2-15

2、添加点参数

单击工具栏上的点参数命令，并按系统提示指定参数的位置，如图 10-2-15。

3、添加移动动作

单击动作面板上的移动动作图标，为动作指定参数和对象，并指定动作的放置位置。

动作标签位置不会影响到动态块的动态效果，但为了美观方便，标签一般尽可能放在与其关联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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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如图 10-2-16。

图 10-2-16 图 10-2-17

4、测试动态块

插 入 动 态 块 ， 拖 动 动 态 块 的 蓝 色 夹 点 ， 键 随 之 向 右 移 动 ， 如 图 10-2-17 图 10-2-16
图，动态块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移动时没有启用正交约束，键是可以沿任意方向移动的，这是因为点参数本身的

方向是任意的，参数的特性决定了动态行为的特性，如下图所示。

图 10-2-18

 线性移动

其实，限于材料力学特性的要求，键只允许置于阶梯轴的中线上。下面，将要利用线性参数将键的移

动方向限制在阶梯轴的中线上。

1、添加线性参数

线性参数的添加方法和标注类似，尽量将参数的吸附点放置在阶梯轴的中线上，如图 10-2-19。

图 10-2-19 图 10-2-20

2、添加移动动作

与点移动不同，在指定参数后，系统会提示“指定要与动作关联的参数点”。选参数右边的夹点为“关

联参数点”，如图 10-2-20。

所谓关联参数点，相当于动作的操作点，退出块编辑器后可以拖动该点使动态块发生相应的变化。

选定关联参数点后，便可以为动作指定移动对象，如图 10-2-21。放置动作标签，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

图 10-2-21 图 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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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动态块

选中动态块并拖动参数的右夹点，键随之移动，而且不管光标怎么移动，键始终被约束在阶梯轴的中

线上，也就是说，在线性参数的约束下，动态块只能沿线性参数指定的方向发生变化，如图 10-2-22。

10.2.6 参数夹点数

在块编辑器中选中线性参数，将其属性面板中的夹点数改为“1”，如图 10-2-23。

图 10-2-23 图 10-2-24

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选中动态块，发现其中一个夹点已经消失，如图 10-2-24。

注意：将参数的夹点数由“2”改成“1”后，首先消失的是参数的基点夹点，也就是添加参数时取的

第一点。

10.2.7 角度偏移

进入块编辑器，将移动动作属性中的“角度偏移”由 0 度改为 30 度，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如下图所

示。

图 10-2-25

选中动态块并移动右边的夹点，可以看到，键只能沿 30 度的方向移动，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通过

修改“角度偏移”，可以改变动作的作用方向。

图 10-2-26

10.2.8 线性拉伸

在机械设计中，不但经常需要改动键的位置，而且还时常需要对其尺寸进行修改。这一节，我们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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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轴上的键增加线性拉伸功能。

1、 添加线性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10-2-27 图 10-2-28

2、 添加拉伸动作

单击动作面板上的拉伸动作图标按钮，按系统提示选中参数并指定右夹点为关联参数点，如图 10-2-28。

其中，加黑对象为动作的操作对象，虚线框为动作拉伸框，与拉伸框相交的对象将发生拉伸，被拉伸

框框选的对象将发生移动。

退出块编辑器，拖动拉伸夹点，键随之实现拉伸，如 10-2-29。

图 10-2-29

10.2.9 参数值集

对于机械设计，往往需要将键拉伸到确定的长度。下面，我们就来看如何实现精确拉伸。

在块编辑器内将线性参数选中，点击其属性面板上“距离类型”右边的输入框，弹出一个下拉菜单，

如下图所示。

图 10-2-30

其中“无”为默认选项，表示可以自由拉伸。其下两项分别可以指定拉伸的最大、最小值。

“增量”表示以增量的方式进行拉伸，选中增量后，值集栏会变成如图 10-2-31 所示。

图 10-2-31 图 10-2-32

如果选择“列表”，值集栏将变成图 10-2-32，动态块将只能按列表指定的值进行拉伸。

单击“距离值列表”右则的文本框，会出现一个带省略号的按钮。单击按钮，弹出“添加距离”对话

框，在对话框内添加“1”、“1.5”、“2”三个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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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33 图 10-2-34
退出块编辑器并拉伸右夹点，发现键右侧会出现几条灰色的线条，而且键只能拉伸到灰线位置，如图

10-2-34。显然，通过值列表，可以将拉伸约束为特定值，实现精确拉伸。注：所添加的距离为图块经过拉

伸以后的实际距离，而并非是移动距离。

10.2.10 对称拉伸

要实现双向拉伸，可以简单地添加两个拉伸动作。但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实现两个方向的拉伸，但两个

拉伸是独立的，不能实现双向对称拉伸，要实现双向对称拉伸，需要对参数进行一些额外的设置。

1、为参数添加两个拉伸动作，并分别将两个参数的夹点选为动作的关联参数点，如图 10-2-35。

2、将参数属性中的“基点位置”由默认值“起点”改成“中点”，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

图 10-2-35 图 10-2-36

为便于观察效果，我们先在键的中心绘制一条竖直的中心线，然后向左或向右拉伸夹点，如图 10-2-36。
可以看到，随着夹点的移动，键发生了双向对称拉伸。

10.2.11 距离乘数

以阶梯轴为例，如果我们要对阶梯轴的左端进行拉伸，而且拉伸后键仍处于阶梯轴小端的中心位置，

如下图所示。

图 10-2-37 图 10-2-38

下面，我们要用动作的“距离乘数”属性来达到这一目的。

1、为阶梯轴添加线性参数和拉伸动作

把参数点的右端夹点隐藏，动作的拉伸框如图 10-2-38 所示，加黑对象为动作的操作对象。

2、为键添加移动动作

移动、拉伸关联参数点均选线性参数左边的夹点，动作的移动对象选择整个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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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39 图 10-2-40

3、修改动作的距离乘数

选中移动动作，将其属性中的“距离乘数”，由默认值“1”改为“0.5”，保存并退出块编辑器，如图

10-2-40。

4、测试动态块

向左拉伸夹点，随着夹点向左移动，阶梯轴小端出现拉伸效果，键也相应向左移动，而且键始终处于

阶梯轴小端的中心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10-2-41

虽然拉伸和移动共用一个参数，但将移动的距离乘数修改为“0.5”后，移动的位移只能是拉伸位移的

0.5 倍。

10.2.12 链动作

1、为阶梯轴添加拉伸

为阶梯轴添加拉伸参数和动作，如图 10-2-42。其中，加黑对象为动作的操作对象。

图 10-2-42 图 10-2-43

由于后续的操作将不会通过该线性参数的夹点拉伸阶梯轴，故可以将线性参数的夹点数改为“0”。

2、为键添加线性参数

将线性参数的基点位置改为“中点”，以便可以实现对称拉伸功能，如图 10-2-43。

3、为键添加右拉伸动作，如图 1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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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44 图 10-2-45

4、实现链动作

选中“距离”线性参数，将其属性的“链动作”栏由“否”改为“是”，如图 10-2-45。

添加键左拉伸动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将“距离”线性参数选入左拉伸动操作对象集内，这是

链操作必不可少的步骤，如图 10-2-46。

图 10-2-46 图 10-2-47

5、测试动态块

拖动左夹点后，不但键会双向对称拉伸，而且阶梯轴的小端也会自动拉伸，这就是链动作，如图 10-2-47。

链动作的实现有两个重要步骤，其一，修改需要联动发生变化的参数的属性值，将其“链动作”属性

由默认值“否”改为“是”；其二，将参数选入联动动作的对象选择集内。

10.2.13 缩放

缩放动作可以与线性参数、极轴参数以及 XY 参数进行配对，实现多种动态效果。

 线性缩放

1、绘制图形

在模型空间中完成检修口的绘制，并定义成块，如图 10-2-48。

图 10-2-48 图 10-2-49

2、添加线性参数

进入块编辑器，添加线性参数。线性参数的第一点取圆心，并将参数的夹点数改为“1”，如图 10-2-49。

3、添加动作

单击动作面板缩上的缩放动作图标，为动作指定参数并将整个检修口框选为动作的对象，如图 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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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0

4、测试动态块

退出块编辑器并插入动态块，选中动态块后拖动三角夹点，检修口随之缩放，如图 10-2-51。

图 10-2-51

5、精确缩放

为线性参数添加值列表，可以实现精确缩放。当然，也可以按前述方法为线性参数指定增量和方向。

 极轴缩放

当我们将检修口的缩放夹点向圆心的左侧移动，也就是线性参数基点的左侧移动时，发现图块并没有

发生相应的缩放，如图 10-2-52。

图 10-2-52 图 10-2-53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线性参数的端点不能越过其基点，所以我们将线性参数换成极轴参数，其

余操作不变，如图 10-2-53。

退出块编辑器，再次对检修口图块的夹点进行拖动，可以看到，将线性参数更为极轴参数后，可以通

过向任意方向拖动夹点缩放动态块，如图 10-2-54。

图 10-2-54

10.2.14 缩放的特性

这一节，我们将利用 XY 参数与缩放动作配对的实例来说明缩放的一些特性。

1、绘制图形

绘制动态块所需的图形，并定义成块，如图 10-2-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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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5 图 10-2-56

2、添加 XY 参数

进入块编辑器，添加 XY 参数。参数的添加方法与线性参数类似。参数的第一点取矩形的左下角，这一

点是参数的基点，第二点取矩形的右上角，而且将参数的夹点数改为“1”，如图 10-2-56。

3、添加缩放动作，如图。

图 10-2-57 图 10-2-58

4、测试动态块

退出块编辑器后，拖动矩形右上角的夹点，可以看到，整个动态块将随夹点的移动产生缩放，如图 10-2-57
图。

不难发现，圆和矩形均以 XY 参数的基点为缩放基点进行缩放。

5、修改动作基准

修改基准类型：返回块编辑器，选中缩放动作，将其属性中的“基准类型”由默认值“依赖”改为“独

立”，如图 10-2-59 所示。

图 10-2-59 图 10-2-60

指定新基准：在“基准偏移－X”和“基准偏移－Y”右侧输入框内单击，可以手动输入基准点的坐标

值，也可以单击输入框右侧带省略号的小按钮，用光标捕捉基点，如图 10-2-60。

用光标指定基点位置，将圆心指定为缩放动作新的基点。退出块编辑器后对动态块进行缩放调整，效

果如下图所示。

图 10-2-61

修改基点类型及位置后，动态块不再以 XY 参数基点为缩放中心，而是以新指定的基点（圆心）为缩放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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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缩放类型

缩放动作的属性中有一项叫“比例类型”，其默认值为“XY 比例”类型。如果选“XY 比例”类型，不

管缩放夹点向 X 轴方向，还是 Y 轴方向发生移动，动态块都会产生缩放；如果选的是“X 比例”类型，则只

有当缩放夹点在 X 轴方向产生位移时，动态块才会缩放，而“Y 比例”类型也是如此，如下图所示。

图 10-2-62

10.2.15 旋转

本节将运用旋转参数和旋转动作为建筑图上常用的视图索引符号（英制）添加动态旋转功能。

1、绘制图形

绘制视图索引符号并定义成块。视图编号和图纸编号为属性文字，以便需要时可以随时修改，如下图

所示。

图 10-2-63 图 10-2-64

2、添加旋转参数

参数的第一点取圆心处，系统默认该点为旋转中心，参数的角度类型改为“增量”，并设增量为 15 度，

如图 10-2-65 所示。

3、添加旋转动作

单击动作面板上的旋转动作图标，为动指定参数、对象及图标位置，将整个索引符号全部框选为动作

的操作对象，如图 10-2-66 所示。

图 10-2-65 图 10-2-66

4、测试动态块

退 出 块 编 辑 器 并 插 入 块 ， 拖 动 旋 转 夹 点 ， 动 态 块 便 会 发 生 旋 转 ， 如 图 10-2-65
图。

10.2.16 极轴拉伸

本节要利用动态块的极轴拉伸功能实现剖面符号的绘制。

1、绘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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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如图 10-2-67 所示图形，其中文本为属性文字。

图 10-2-67 图 10-2-68

2、镜像图形，如图 10-2-68 所示。

3、定义块

将镜像后所有图元定义成块。

4、为属性文字添加动作和参数

为属性文字添加点参数和移动动作，并将点参数的链动作属性改为“是”，为下一步与极轴拉伸动作建

立链动作做准备，如下图所示。

图 10-2-69

5、添加极轴参数和动作

添加极轴参数，极轴参数的第一点需选取剖切符号的中心位置，这一点将成为极轴参数的旋转中心，

如图 10-2-70。

图 10-2-70 图 10-2-71

选定极轴参数右夹点为关联参数点，并指定拉伸框，如图 10-2-71。

选择拉伸对象，如图 10-2-72。当然，为了实现文字和剖面符号一同移动，需要将“位置”点参数选入

极轴动作的选择集中。

图 10-2-72 图 10-2-73

为极轴拉伸动作指定仅发生旋转对象，如图 10-2-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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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仅发生旋转对象后，便可以放置动作符号，如下图所示。

图 10-2-74

对于左半部分，重复上述步骤为其依次添加相同的参数及动作。

当然，最好隐藏掉极轴拉伸参数不与动作直接关联的夹点，如下图所示。

图 10-2-75

6、测试动态块

打开需要标注的图形，插入建好的动态块，如图 10-2-76 所示。

图 10-2-76 图 10-2-77
拖动动态块的夹点，剖切符号不但可以向外拉伸，而且还可以绕其中心旋转，最后完成如图 10-2-77 所

示剖切符号的标示。

10.2.17 极轴参数的特点

如果修改上例剖面符号动态块中极轴参数的夹点数，让极轴参数的两个夹点均显示。从图 10-2-78 可以

看出，修改前后中间夹点明显不同，对于修改前，中间的夹点其实是图块的基点，也就是插入点。而修改

后，图块中心点是极轴参数的基点。

图 10-2-78 图 1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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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中间的夹点，可以将夹点往任意方向移动，而且图块深蓝色的插入点又重新显现，如图 10-2-79。
显然，插入点只是被极轴参数的基点覆盖而已。极轴参数的基点可以任意移动，而图块似乎并未发生任何

变化。

为了进一步验证图块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左右两端的夹点进行移动，发现，剖面符号在进行变化

时不是以深蓝色的基点为中心，而是以极轴参数的基点为旋转中心，如下图所示。

图 10-2-80

进入块编辑器，将参数上移，其它设置不变，如下图所示。

图 10-2-81

退出块编辑器，移动右夹点，发现，旋转中心也已经随着参数上移，如下图所示。

图 10-2-82
通过上述的例子不难明白，极轴参数之所以不能像点参数和线性参数那样随意移动，是因为极轴参数

的基点确定了对象的旋转中心，一但移动参数，旋转中心也会随之移动，同样，旋转参数之所以不可随意

移动，原因也在于此。

10.2.18 阵列

动态块的阵列功能需要使用阵列动作，利用阵列动作与线性参数、极轴参数、XY 参数配对，可以实现

多种形式的阵列。

 线性阵列

下面，我们将利用阵列实现零件明细表的快速绘制与调整。

1、绘制零件明细表并定义成块

图 10-2-83

2、添加线性参数

由于添加阵列动作后，可拖动参数的两个夹点使表格发生阵列，但很显然，我们只是希望表格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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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向上阵列，不希望其向下阵列，为了避免误操作，应该将参数下边的夹点隐藏，如下图。

图 10-2-84

3、添加阵列动作

阵列动作的添加过程中，系统会要求指定列间距。所谓列间距，是指阵列产生的对象之间的距离。这

里，表格行宽是 7mm，为了让行与行之间能紧密地往上排，我们指定列间距为 7mm。

图 10-2-85

4、测试动态块

插入动态块，向上拖动右上角的夹点，零件明细表的行数便会自动增加，如图。

图 10-2-86

 XY 阵列

较之于线性阵列，XY 阵列无非多了一个垂直方向的阵列而已，如图。

图 10-2-87

 极轴阵列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动态块例子，拖动夹点后效果如图所示。

图 10-2-88

可以看到，栅栏不但可以拉伸，而且还可以随意转动方向，这就是极轴拉伸和极轴阵列组合的结果。

进入块编辑器，拉伸、阵列动作的添加方式如图所示，其中，加黑对象表示与选中动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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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89

极轴参数直接决定的阵列方式，极轴阵列会以极轴参数的方向为阵列方向，实现任意方向的阵列功能。

10.2.19 查询

利用查询参数和查询动作，可以提取动态块中已添加参数的特性，也可以反向为这些参数赋值，使动

态块发生变化。

1、绘制图形

绘制图形并定义成块，如下图所示。

图 10-2-90 图 10-2-91

2、添加可见性参数

进入块编辑器，为动态块添加可见性参数，用于控制螺栓的显示与隐藏，如图 10-2-91。

添加可见性参数后，动态块应该能实现如下图所示的效果。

图 10-2-92 图 10-2-93

3、添加线性参数

共需要添加 4 个线性参数，参数将用于控制螺栓、螺母、垫片以及零件上下部分之间的距离，因为后

续的步骤中，我们将利用查询功能调整这些参数的值，使整个零件可以动态实现装配或分解，如图 10-2-93。

4、修改参数值集类型

将“螺栓距离”参数属性中距离类型改为“列表”，并在列表中添加一个“0”值，如图 1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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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94 图 10-2-95

同理，将所有线性参数的距离类型改成“列表”，并在值列表中增加一个“0”值。之所以添加一个“0”
值，是为了将该值赋与对应的参数时，相关零件能够处于装配位置。

5、修改参数夹点

后续操作将用不到线性、可见性参数的夹点，所以，将当前所有夹点隐藏掉，如图 10-2-95。

6、添加动作

首先为“螺栓距离”参数添加移动动作，如图 10-2-96。

图 10-2-96 图 10-2-97

为“底座距离”参数添加移动动作，如图 10-2-97。需在注意的是，一定要将垫片、螺母连同零件底座

一同选入“底座移动”动作的选择集中，只有这样，在给“垫片距离”和“螺母距离”参数赋“0”值时，

垫片和螺母才能移动到装配位置。

为“垫片距离”参数添加移动动作，如图 10-2-98。

图 10-2-98 图 10-2-99

为“螺母距离”参数添加移动动作，如图 10-2-99。

7、添加查询参数

查询参数的添加只需按系统提示指定参数位置即可，如图 1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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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00 图 10-2-101

8、添加查询动作

将查询参数选为查询动作的关联参数，并指定动作标签的位置，此时，系统会自动弹出特性查询表对

话框，如图 10-2-101。

单击对话框上的“添加特性”按钮，为查询动作添加特性，如图 10-2-102。

图 10-2-102 图 10-2-103

选中所有参数并单击“确定”，返回“特性查询表”后，发现输入特性框中多了几列参数。点击“可见

性”参数下带三角型的小按钮，会弹出“有螺栓”和“无螺栓”两个选择，如图 10-2-103。

同样，单击“螺母距离”参数下的小按钮，下拉列表中也有两个值，正是参数列表中的两个值，其中

“0”值是我们指定的，而另一个值是参数原始值，如图 10-2-104。

图 10-2-104 图 10-2-105

在“查询特性”框，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描述性的名称。添加的名称会出现在查询夹点的下拉列表中，

点击任一名称，查询功能会自动按名称同行左侧的系列值为对应参数赋值，通过这种赋值方法，一次性快

速修改参数状态，如图 10-2-105。

最后，完成特性查询表的设置，设置效果如图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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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06

9、测试动态块

可以看到，查询功能可以提取动态块中各参数的特性，并可以批量为这些参数赋值，从而可以快速实

现动态块各种复杂的调整，如图 10-2-107。

图 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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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绘图辅助工具

绘图参数设置是进行绘图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它可以指定图形的范围、绘图单位、栅格、捕捉、绘

图设置、线性设置、图层设置等等。有些已经在第一章节讲过，这里不再重复。本章主要讲正交、物体捕

捉、极轴、对象追踪、查询、图形资源管理器的使用和对象特性的使用等。

浩辰 CAD 的动态输入从外观和功能上都有比较大的变化，不仅可以显示命令参数和提示，用户可以根

据个人喜好进行各项设置，而且可设置选项匹配自动执行，可成倍提高操作效率。

11.1 正交

状 态 栏：[正交]

命 令 行：Ortho

热 键：F8

打开正交绘图模式后，可限制光标只在水平或垂直轴上移动，来达到直角或正交模式下绘图的目的。

但用户从命令行输入坐标值或使用实体捕捉时，将忽略正交绘图。

11.2 对象捕捉

用户在绘图时，经常遇到需要图形一些特殊位置的点如端点、终点、交点等。如果单靠眼睛去捕捉这

些点是不精确的。浩辰 CAD 提供了实体捕捉方式来提高精确性。我们可以用下列方法之一设置对象捕捉：

1、在对象捕捉工具条，选择合适的捕捉工具；

2、在命令行输入捕捉命令；

3、在状态条中，单击“对象捕捉”按钮；

4、在需要捕捉时，按住 Shift 键，在图形窗口中点击鼠标右键，出现“实体捕捉”的快捷菜单，从中选

择合适的捕捉项。

捕捉工具条说明

最近点捕捉：可以捕捉对象与指定点距离最近的点。这些对象包括直线、圆、圆弧、复合线、椭圆、

样条曲线等距光标最近的点。

端点捕捉：可以捕捉到圆弧、直线、复合线、射线、平面等距光标最近的端点。

中点捕捉：可以捕捉到圆弧、直线、复合线、实体填充线、样条曲线等实体的中点。

圆心捕捉：可以捕捉到圆弧、圆、椭圆和椭圆弧的圆心。

垂足捕捉：可以捕捉到与圆弧、圆、构造线、椭圆、椭圆弧、直线、复合线、射线、实体或样条曲线

等正交的点，也可以捕捉到对象的外观延伸的正交点。

切点捕捉：可以在圆或圆弧上捕捉到与上一点相连的点，这两点形成的直线与该圆或圆弧相切。

象限捕捉：可以捕捉到圆弧、圆或椭圆最近的象限点。

插入点捕捉：可以捕捉到块、文字、属性、或属性定义等的插入点。

点捕捉：可捕捉到用“Point”命令绘制的点或“Divide”命令和“Measure”放置的点。

交点捕捉：可以捕捉到圆弧、圆、椭圆、椭圆弧、直线、复合线、射线、样条曲线或构造线等对象之

间的交点。

延伸捕捉：延伸捕捉模式用于捕捉直线或圆弧的延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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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捕捉：平行捕捉模式用于绘制平行于另一对象的一直线。

设计视图交点捕捉：分为“外观交点”和“递延外观交点”。“外观交点”捕捉弧、圆、椭圆、直线、

复合线、射线、样条曲线或参照线等两个对象的外观交点，这两个对象在三维空间不相交，但在图形显示

里看起来是相交的。“递延外观交点”捕捉两个对象的假想交点。既两个对象延它们的自然方向延长时相交。

无捕捉：可关掉实体捕捉，不论该实体捕捉是否是通过菜单、命令行、工具条或绘图设置对话框设定

的。

1. 距端点捕捉

利用此功能可以捕捉距离端点一定距离的点，支持直线、圆弧、多段线的线段、样条曲线、椭圆弧、

多线等各类线。捕捉时会提示距端点的距离值，距离值可以在草图设置对话框中进行设置，也可以通过系

统变量：OSDISTANCE 进行设置。距端点捕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非常方便，比如距离墙角布置门，距离门边

布置开关等等。

2. 等分点

利用此功能用户可以直接捕捉各类线的等分点，支持直线、圆、圆弧、椭圆、椭圆弧、多线、样条曲

线、多段线。捕捉时会用分数的形式提示等分数和目前捕捉的是第几个等分点，如“等分点 3/7”，一目了

然。等分数可以在草图设置对话框中设置，也可以直接通过系统变量：OSDIVIDE 进行设置。

用浩辰 CAD 旧版本如果要找等分点需要借用定数等分（DIVIDE）功能先创建一些点对象，然后再捕捉

这些点对象来绘图，浩辰 CAD 2020 支持等分捕捉后，就不必再使用定数等分（DIVIDE）的功能来找等分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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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几何中心捕捉

在浩辰旧版的中心捕捉可以同时捕捉圆或弧线的圆心和封闭图形的几何中心，当捕捉封闭多段线圆弧

段圆心时几何中心会对圆心捕捉产生干扰，有些状态下会优先捕捉到多段线的几何中心，用户如果不清楚

可能会捕捉错误的点。

在浩辰 CAD2020 版将原中心捕捉分解成圆心和几何中心两种方式，两种方式采用不同标记，捕捉时更

明确，而且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

捕捉多段线几何中心和圆心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11.3 极轴和对象追踪

创建或修改对象时，可以使用“极轴追踪”以显示由指定的极轴角度所定义的临时对齐路径。也可以使用

极轴沿对齐路径按指定距离进行捕捉。例如，在图 8-3-1 中绘制一条从点 1 到点 2 的两个单位的直线，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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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一条到点 3 的两个单位的直线，并与第一条直线成 45 度角。如果打开了 45 度极轴角增量，当光标跨

过 0 度或 45 度角时，浩辰 CAD 将显示对齐路径和工具栏提示。当光标从该角度移开时，对齐路径和工具栏

提示消失。

图 11-3-1 极轴

光标移动时，如果接近极轴角，将显示对齐路径和工具栏提示。默认角度测量值为 90 度。可以使用对

齐路径和工具栏提示绘制对象。与“交点”或“外观交点”对象捕捉一起使用极轴追踪，可以找出极轴对齐路径

与其他对象的交点。

需要注意的是，“正交”模式将光标限制在水平或垂直（正交）轴上。因为不能同时打开“正交”模式和极

轴，因此“正交”模式打开时，浩辰 CAD 会关闭极轴追踪。如果再次打开极轴追踪，浩辰 CAD 将关闭“正交”
模式。同样，如果打开“极轴捕捉”，栅格捕捉将自动关闭。

11.4 指定极轴角度

可以使用极轴追踪沿着 90、60、45、30、22.5、18、15、10 和 5 度的极轴角增量进行追踪，也可以指

定其他角度。同时，极轴角测量完美支持“相对上一段”，不仅在连续画线过程支持针对相对上一段测量极

轴角，捕捉已绘制线的端点也可以自动搜索计算。以 8-4-1 图例显示了当极轴角增量设置为 30 度，光标移

动 90 度时显示的对齐路径。

图 11-4-1 极轴角

0 度方向取决于在“图形单位”对话框中设置的角度。捕捉的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取决于设置测量单

位时指定的单位方向。

在状态栏中右键单击“极轴”按钮，可打开极轴设置对话框，如图 11-4-2 所示。

在“增量角”下拉列表框中可以选择极轴角的增量，此外还可以通过新建按钮使用在“增量角”下拉

列表中没有的附加角。

图 11-4-2 相关设置 图 11-4-3 对象追踪

●对象追踪

与极轴功能一样，对象追踪也是浩辰 CAD 较高版本的新加功能，用户使用非常方便。在浩辰 CAD2020
中，用户点击界面底部的按钮可打开或关闭对象追踪定位功能，对象追踪可以和极轴或对象捕捉功能合并

使用。如图 11-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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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动追踪”打开时，临时对齐路径有助于以精确的位置和角度创建对象。“自动追踪”包括两种追踪选

项：“极轴追踪”和“对象捕捉追踪”。可以通过状态栏上的“极轴”或“对象追踪”按钮打开或关闭“自动追踪”。
与对象捕捉一起使用对象捕捉追踪。必须设置对象捕捉，才能从对象的捕捉点进行追踪。

使用对象捕捉追踪，可以沿着基于对象捕捉点的对齐路径进行追踪。已获取的点将显示一个小加号(+)，
一次最多可以获取七个追踪点。获取点之后，当在绘图路径上移动光标时，将显示相对于获取点的水平、

垂直或极轴对齐路径。例如，可以基于对象端点、中点或者对象的交点，沿着某个路径选择一点。

图 11-4-4 对象追踪示意图

在图 11-4-4 中，启用了“端点”对象捕捉。单击直线的起点(1)开始绘制直线，将光标移动到另一条直线

的端点(2)处获取该点，然后沿着水平对齐路径移动光标，定位要绘制的直线的端点(3)。

11.5 线宽

状 态 栏：[线宽]

打开线宽显示后，浩辰 CAD 将会以指定的线宽显示线条，如果关闭线宽显示功能，所有线条均以默认

线宽显示。

11.6 动态输入

状 态 栏：[动态输入]

在用户执行输入时动态地显示光标的坐标、角度等信息，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输入自动提示匹配的命令。

浩辰 CAD 2020 的动态输入从外观和功能上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在输入命令后，动态输入会显示命令的

关键字，用户绘图时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光标周围，无需关注命令行提示。此外对于初学者来说，新的动

态输入将带来更多的帮助，按左右方向键可以在参数之间切换，而且激活关键字列表后，可以用鼠标点取

相关参数。

a

 增加选项设置，满足不同用户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动态输入增加了多项设置，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设置动态输入的外观和工

作模式。

有些用户在输入命令时希望显示建议列表，有些用户则不喜欢；有些用户希望在列表中能显示图标，

有些用户希望列表中都是命令，不包括系统变量，这些都可以在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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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动态输入的工作模式，例如动态输入是否跟随光标。动态输入

如果不跟随光标移动的话，命令的关键字可以随时用鼠标点取。

浩辰 CAD 2020 的动态输入的宽度、透明度和颜色都可以设置，单击“草图工具提示外观”按钮可显示

“工具提示外观”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工具提示的长度会根据命令参数多少自动调整，但不会超过“最大宽度”。如果你希望所有命令的参数

都显示全，你可以将最大宽度设置得大一些，如果你觉得工具提示太宽，影响操作，可以将最大宽度设置

得小一些。

 选项匹配时自动执行，省去大量回车操作

CAD 在执行命令时，每输入一个选项（关键字），都需要回车一次，在浩辰 CAD 新的动态输入中可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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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选项匹配时自动执行”，这样可以省略大量回车操作，成倍提高操作效率。

例如执行直线命令并确定第一点后，会显示下面提示：

指定下一点或 [角度(A)/长度(L)/放弃(U)]:

此时如果要设置长度，在以前的 CAD 中必须输入 L，回车，然后再输入长度，而在浩辰 CAD2020 中如

果勾选了“选项匹配是自动执行”，输入 L 后无需回车就可以直接输入长度。

11.7 对称画线

在绘制图形时自动生成轴对称的图形，默认对称轴为 X 轴，可以设置成 Y 轴或拾取图中任意一条直线

段作为对称轴。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设置支持的对象类型，默认支持对象为直线、多段线和圆。

按下底部状态的“对称画线”按钮，即可开始进行对称绘图，在此按钮上右击，可对对称轴和支持对象进行设

置，如下图所示。

为了更方便设置对称轴，底部状态栏还增加了一个拾取对称轴的按钮。单击此按钮后可在图中拾取对

称轴，等同于设置对话框中的“拾取对称轴”按钮。

11.8 自动图层

命令名：AUTOLAYER

功能简介：设置绘图命令对应的图层，在创建图形自动切换当前图层，将图形绘制到设定的图层上。

如果指定层不存在，将根据设置创建此图层并设置为当前层。

直接执行 AUTOLAYER 命令可以打开自动图层设置并启用自动图层。底部状态栏增加了一个自动图层的

按钮，按下此按钮将启动自动图层功能。右键单击此按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设置”，可打开自动图层设

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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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列表：显示命令名和与之对应的自动图层设置。命令名、图层名及重要属性都可以设置，命令名

可以使用统配符，例如*dim*表示所有命令名中带 dim 的标注命令。

新建图层：新建一个自动图层设置，可以设置命令名与对应的图层设置。

B 删除一个或多个被选中的自动图层设置。

启用自动图层：勾选此复选框后，软件将根据设置在绘图时自动分配图层，如不勾选，则不起作用。

在底部状态栏按下自动图层按钮效果相同

保存设置：将用户的设置保存成一个文本文件，可以在其他图纸或其他人导入后使用。

导入设置：读取用户保存的设置文件，将设置读入到对话框中。

清空设置：将自动图层列表置空。

11.9 Model/Paper

状 态 栏：[模型]

执行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的切换。

11.10 放大镜

状 态 栏：[放大镜]

利用放大镜功能可以减少视图缩放的次数，提高操作的效率。当图形比较密集，需要观察图形的局部

细节或者进行准确定位时，可以打开放大镜，将图形局部区域放大，关闭放大镜即可返回原始视图。放大

镜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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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缩放、平移操作类似，可以利用鼠标中键来调用放大镜功能。在状态栏按下激活中键的按钮 ，

就随时可以单击鼠标中键打开或关闭放大镜。

如果不想用鼠标中键，可以用快捷键 CTRL+E 来开关放大镜，此快捷键还可在 CUI（自定义用户界面）

对话框中定制。

放大镜分为“区域”和“窗口”两种模式，在两种模式下都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放大镜形状，初始放大

倍数、放大镜尺寸以及放大镜外围图形的褪色度，如下图所示。

11.11 锁定位置

当用户不希望设置好的界面被意外修改时，可以对设置好的界面进行锁定。单击底部状态栏右侧的锁

定按钮，可锁定工具栏、面板、窗口位置或将它们全部锁定

11.12 管理外部参照



第十一章 绘图辅助工具

206

当图中有外部参照时单击此按钮可打开“外部参照”选项板。如果外部参照的原图被修改并保存，在

状态栏会弹出更新提示，单机“重载 XXXXX”即可重载外部参照图纸。

11.13 绘图次序

控制显示重叠对象的顺序

选择对象

指定要更改其绘图顺序的对象。

11.13.1 对象上

将选定对象移动到指定参照对象的上面。

11.13.2 对象下

将选定对象移动到指定参照对象的下面。

11.13.3 前置

将选定对象移动到图形中对象顺序的顶部。

11.13.4 后置

将选定对象移动到图形中对象顺序的底部。

11.13.5 填充后置

命令名：HATCHTOBACK

功能简介：为了避免填充图案遮挡文字、标注或其他图形，可以将所有填充图案后置。

在菜单中选择：工具>绘图次序>将图案填充项后置，或在常用选项卡中可以调用此命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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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注释性比例

旧版虽然在文字样式、标注样式、图块等设置中增加了注释性设置，但一直没有实现对象比例

（OBJECTSCALE）以及注释比例相关的设置功能。

对象比例设置（OBJECTSCALE）：可以给文字、标注、图块等对象设置多个比例，然后可以根据当前空

间设置的注释性比例来显示其中一种比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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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空间，底部状态栏增加了三个按钮 。 可以用于设置当前空间

的注释比例(CANNOSCALE)，设置注释比例后，图纸中的注释性图形会按相应的比例显示，如下图所示。

注释可见性：显示所有比例的注释性对象。也就是说即使注释对象比例跟当前空间的注释比例不一

样，也会被显示。单击此按钮，按钮切换为 仅显示当前注释比例的注释对象，比如说当前空间的注释

比例为 1:100，如果某个注释对象的比例列表中没有 1:100，那这个对象就不会被显示，如下图所示。

注释比例更改时自动将比例添加到注释性对象。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状态栏选择一个注释比例的时

候，如果注释性对象的比例列表中没有这个比例时，这个比例将自动添加到对象比例列表中。单击此按钮

会切换到 ，也就是选择的注释性比例不会添加到注释性对象的比例列表中。

进入布局空间，每个视口不仅可以设置缩放比例，还可以设置注释性比例。通过注释性比例设置，可

以实现不同比例多视口中文字、标注、图块等注释性对象打印尺寸一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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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两个视口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图形尺寸不同，但标注文字、箭头大小显示的大小（也

就是打印的尺寸）是一样的。

在布局空间选中一个视口后，底部状态栏会增加两个按钮 ， 这个按钮用

于设置视口的注释比例， 单击此按钮可以在修改注释比例后使视口的缩放比例与注释比例保持一致。

11.15 查询

11.15.1 点坐标测量

菜单位置：[工具]→[查询]→[点坐标]

工 具 条：[查询]→[定位点]

命 令 行：ID

“点坐标”命令可在绘图过程中透明地查询点的坐标。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ID”命令后，拾取要测

量的点，点的坐标会在命令行中给出。

11.15.2 距离、角度查询

菜单位置：[工具]→[查询]→[距离]

工 具 条：[查询] →[距离]

命 令 行：DIST

“距离”命令可在绘图过程中透明地给出两点之间的距离。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 DIST 命令后，拾取

要测量距离的两点，其两点之间的距离会在命令行中给出，同时还给出该线段与 XY 平面及在 XY 平面内的

夹角和△X、△Y 和△Z的值。

11.15.3 面积测量

菜单位置：[工具]→[查询]→[面积]

工 具 条：[查询] →[区域]

命 令 行：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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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命令用于计算多边形或闭合曲线的面积和周长。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 AREA 命令后，根据命

令行提示拾取要测量多边形或封闭曲线的一组点，如果对象是一个实体，则输入“对象 E”回车，选择对象

后，其面积和周长值会在命令行中给出。

11.15.4 面域/质量特性查询

菜单位置：[工具]→[查询]→[面域/质量特性]

工 具 条：[查询] →[面域/质量特性]

命 令 行：MASSPROP
计算面域或实体对象的质量特性。如果同时选择多个面域，则程序只接受与第一个指定面域共面的面

域。选取实体或面域对象后，将在文本窗口中显示所选对象的质量特性。接下来命令行提示是否要将显示

的质量特性写入到文本文件中，如果输入 Y，将打开“Create Mass and Area Properties File"对话框，可从中输

入文件名并指定储存路径后，程序将扩展名为.mpr 保存该文本文件。

11.15.5 图形信息查询

菜单位置：[工具]→[查询]→[列表显示]

工 具 条：[查询]→[列表]

命 令 行：LIST

LIST 命令可以显示图形文件或实体的各种数据，如：在图文件数据库中关于所选实体的资料，目前图面

状态，花在该图上的工时等。

缺省的使用方法是执行 LIST 命令后，选择要查询的图形文件或实体，最后回车，系统会弹出一个窗口

显示该图形文件或实体的信息。

浩辰 2020 版本中面积查询创新点：

 面积查询在添加和减去面积时填充显示，更加直观

 总面积

总面积查询不仅可以拾取封闭区域图形对象，还可以单选或框选封闭区域进行面积求和，比面积查询

的增加区域选项更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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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长度

可通过单选或框选测量直线、圆、多段线、椭圆、样条曲线等各种图形的总长度，选择实体后，命令

行会显示当前图形的长度和总长度。

11.16 设计中心的使用

菜单位置：[工具]→[选项板]→[设计中心]

工 具 条：[标准]→[设计中心]
命 令 行：ADCENTER

浏览用户计算机、打开的文件以及曾经访问过文件的图形内容，可以将其中的命名对象（例如块和图

层）应用到当前打开的图形中。

“设计中心”窗口与“属性”选项板类似，可以通过拖曳选择固定或悬浮在浩辰 CAD 程序中。

“设计中心”窗口标题栏下方的“自动隐藏”按钮，可控制“设计中心”的显示。若选中此选项时，如果将光

标移到“设计中心”之外，将只显示设计中心的标题栏。不选中此选项时，会显示整个“设计中心”窗口。

1、设计中心工具栏

后退：返回到历史记录列表中最近一次的位置。同时也可在点击该按钮后在下拉框中，选择要返回的

文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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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返回到历史记录列表中下一次的位置。

向上一层目录：返回上一级目录。注意：“后退”、“前进”、“向上一层目录”这几个按钮只有在打开“文
件夹”选项卡时才可使用。

收藏夹：在右侧的内容区域中显示“收藏夹”文件夹的内容。“收藏夹”文件夹包含经常访问项目的快捷方

式。要在“收藏夹”中添加项目，可以在内容区域或各个选项卡列出的树状图中的项目上单击右健，然后单击

“添加到收藏夹”。

搜索：点击此按钮，开启“文件搜索”对话框，从中可以指定搜索条件以便在图形中查找图形、块和非图

形对象。搜索也显示保存在桌面上的自定义内容。

文件夹：显示计算机或网络驱动器（包括“我的电脑”和“网上邻居”）中文件和文件夹的层次结构。

打开的图形：显示当前工作任务中打开的所有图形，包括最小化的图形。

历史记录：显示最近在设计中心打开的文件的列表。显示历史记录后，在一个文件上单击鼠标右键显

示此文件信息或从“历史记录”列表中删除此文件。

11.17 工具选项板

菜单位置：[工具]→[选项板]→[工具选项板]

工 具 条：[标准]→[工具选项板]

命 令 行：TOOLPALETTES

工具选项板是“工具选项板”窗口中的以选项卡形式存在的工具管理区域，它们提供了用于组织、管理、

共享、放置运行块工具的有效方法。如图 10-7-1。

通过工具选项板，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组织、管理和使用自定义图库。配合设计中心的“文件夹”选

项卡功能，用户可以将任意 DWG 文件中或已打开图形中的用户块定制到选项板，使用选项板“自定义”对

话框，可以将这些块工具按多级分组的方式灵活、自由地组织和管理。工具面板支持多种显示风格：图标、

图标和文字、列表，也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动态更改图标的大小。自动堆叠的选项卡可以更加有效的显示

和管理选项板编组。“工具特性”对话框可用于自定义块工具，以便提示用户适合绘图的块插入比例、旋转

角度，应用于工具的图层、颜色、线型等等诸多特征。

图 11-7-1 工具选项板 图 11-7-2 设计中心

1．从图形文件创建选项板

在设计中心选择“文件夹”选项卡，找到所需的图形文件并打开块资源浏览器。选择需要创建为工具

的块，单击鼠标右键，在菜单中单击“创建工具选项板”。将创建一个新的工具选项板，包含所选图形中的

指定块，新的工具选项板默认命名为“新建 工具选项板”。如图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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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图形文件创建工具

在设计中心树状图中选择“文件夹”选项卡，找到所需的图形文件并打开块资源浏览器。选择需要创

建为工具的块，可以将其拖动到当前工具选项板。如图 11-7-3。

3．从打开的图形创建选项板或工具

在设计中心树状图中选择“打开的图形”选项卡，选择需要创建为工具的块，单击鼠标右键，在菜单

中单击“创建工具选项板”，将创建一个新的工具选项板，包含所选图形中的指定块，新的工具选项板默认

命名为“新建 工具选项板”。单击“添加到当前选项板”，将在当前选项板上追加所选的块

4．把已创建好的块放入工具选项板

在绘图区域绘制并保存一个块，选中块，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当光标旁边出现一个长方形框时即可实

现拖动，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块拖动到新建的选项板中了。

图 11-7-3 从文件夹文件中拖放图块 图 11-7-4 工具选项版

工具选项板项目说明

选项卡：选项卡用于显示当前编组中的可用选项板，单击将激活该选项板，如果窗口高度不足以显示

所有选项卡，将自动堆叠。

可选的堆叠标签：如果窗口高度不足以显示所有选项卡，选项卡将自动堆叠，并显示堆叠标签，单击

堆叠标签可以以菜单形式列出所有选项卡。

选项按钮：单击选项按钮将弹出选项菜单。

工具面板：用于显示当前选项板所包含的工具的形式区域。

可选滚动条：若工具面板区域不足以显示所有工具，将显示滚动条；通过滚动条，用户可以滚动工具

面板区域，如图 11-7-4。

工具选项板相关操作

重命名当前选项板：在活动选项卡区域单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操作菜单，单击“重命名 选项板”，将

允许在位编辑当前选项板的名称。

新建选项板：在任意选项卡上单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操作菜单，单击“新建 选项板”，将创建一个新

的选项板，输入选项板的名称或按 ENTER 键接受默认名称。新建的选项板将立即置为当前。

调整选项板顺序：在任意选项卡上单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操作菜单，单击“上移”或“下移”，将重新

调整选项板的顺序，被移动的选项板立即置为当前。

删除当前选项板：在活动选项卡区域单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操作菜单，单击“删除 选项板”，根据需

要将提示用户确认用久删除选项板，单击“是”将删除当前选项板。

设置当前选项板的视图选项：在活动选项卡区域单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操作菜单，单击“视图选项”，

将“视图选项”对话框。

设置活动（当前）选项板：单击选项卡将其设置为活动选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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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对象属性的使用

用户在绘图过程中，经常要对已完成的图形或者实体进行整体或者部分内容进行修改。用户可以利用

第三章所提到的各种命令进行修改。

 双击需要修改的图形或实体

 选中图形或实体，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特性”选项

 菜单位置：[修改]→[特性] (如图 11-15-1)

图 11-15-1 属性框

11.19 二次开发程序加载

菜单位置：[工具]→[加载应用程序]

浩辰 CAD 可以加载二次开发程序，其中包括 lisp 程序、ads 程序、vba 程序、GRX 程序、Vlisp 程序等，

如图 11-16-1 所示：

图 11-16-1 加载对话框及可加载的程序类型

加载这些程序后，只需按照程序中定义的命令去启动功能即可使用。

11.20 安全选项

命令名：SECURITY

功能简介：未署名的 VBA 项目文件可以没有警告加载。SECURITY 命令设置系统安全监测级别，以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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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删除当前可信赖发布者证书。

命令行输入 SECURITY 命令时，将打开”安全”对话框。

安全级别：设置系统安全监测级别。注意：主要针对 VBA 加载，需在加载前设置，且 VBA 引擎初始化

后重新设置该值将在下次 VBA 引擎初始化(软件打开的首次 VBA 相关操作)生效。

受信任的发布者：查看或删除受信任的发布者证书。

11.21 循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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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选择图形时，当选择拾取框内有多个图形时，会显示循环选择的图标和对话框，单击可循环选中

其中一个对象，也可以直接在对话框的列表中直接选择其中某一个对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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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打印图形

12.1 打印简介

菜单位置：[文件]→[打印]

工 具 条：[标准]→[打印]

命 令 行：PRINT
浩辰 CAD 可以选择安装并使用浩辰 CAD 内置的打印驱动，而且提供了供二次开发的接口。而操作系统

原有的打印驱动程序也将得到浩辰 CAD 的优化。

12.2 打印界面

浩辰 CAD 的打印界面如图 12-2-1 所示：

图 12-2-1 打印对话框

界面相关项目说明

A：打印驱动选择

B：打印驱动设置

C：微缩预览区域

D：打印样式选择与设置

E：打印区域选择

F：打印比例设置

G：图形方向设置

12.3 打印驱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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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辰 CAD 提供了内置的打印驱动供用户使用，这些软件内置的驱动将大大方便用户的出图打印工作。

如图 12-3-1 所示。

图 12-3-1 添加绘图仪

在这个下拉列表中既包含系统安装的打印驱动，又包括了浩辰 CAD 内置安装的打印驱动，而且可以通

过选择“添加绘图仪”选项来进行软件内置的新驱动的安装，如图 12-3-2 所示。

图 12-3-2 开始添加绘图仪 图 12-3-3 选择绘图仪的型号

先从左侧列表选择一个类别，再从右侧列表选择想要添加的打印驱动。如图 12-3-3 所示。

根据需要选择打印到文件或者打印到端口，目前打印机大多使用 LPT1 端口进行打印。如图 12-3-4 所示。

图 12-3-4 选择打印端口

如果是网络打印机，可先安装一个网络打印机驱动，然后勾选显示所有系统端口，然后在端口列表选

择网络打印机所在端口。

继续按照软件提示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即可完成浩辰 CAD 内置打印驱动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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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打印驱动的设置

在打印对话框中点击“特性”按钮，则进入打印驱动设置界面，如图 12-4-1 所示。

图 12-4-1 打印机特性设置

点击“自定义特性”即可进行打印驱动设置，包括对纸张的设置。如图 12-4-2 所示。

图 12-4-2 自定义特性和自定义纸张

可以直接在这里设置纸张打印有效区的大小和留的边距，而不像使用系统驱动需要设置整个纸张的大

小来估算打印有效区是否能包含需要打印的图纸。

12.5 打印样式选择设置

浩辰 CAD 支持 pcp 文件、stb 和 ctb 文件，这里不仅能选择已经设置好的打印样式文件，也可以由用户

自定义进行相关设置。如图 1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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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1 打印样式表选择和编辑

选择一个 stb 或 ctb 打印样式，如果有其它的 ctb/stb 打印样式需要使用，只需把该 ctb/stb 文件拷贝到

C:\Program Files\浩辰 CAD2020 XX 版\PrintStyles 路径下即可。

选择新建可以新建一个 pcp 或者 ctb 打印样式。也可以自行设置打印样式或调整打印样式表参数。打印

样式表参数对话框如图 12-5-2 所示。

图 12-5-2 打印样式表编辑器

在这个对话框中可设置打印样式的相关参数，如颜色、线宽等。

12.6 透明度打印

如果图形设置了透明度，可以在打印对话框中勾选“使用透明度打印”，打印透明度的效果，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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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透明度打印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不使用透明度打印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12.7 着色打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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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版大幅提升了打印分辨率，着色和消隐打印效果完全可以满足各种三维图纸打印的需要。 消隐打

印效果如下图所示。

着色打印效果如下图所示。

12.8 布局空间显示打印样式

在布局空间设置页面设置时可以选择显示打印样式，在布局中就直接可以预览打印颜色和线宽的效果，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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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空间显示打印样式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12.9 添加默认系统打印机驱动

用户如果在页面设置中指定一个固定的打印驱动，在将图纸复制到其他机器时可能找不到打印设备，

如果在页面设置中可以选择 Default Windows System Printer，使用默认的系统打印驱动，这样图纸复制到任



第十二章 打印图形

224

何机器上都会自动使用当前机器的默认系统打印驱动，不会出现找不到打印设备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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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扩展工具

浩辰 CAD 提供较多的扩展工具，不仅包含其他 CAD 软件常有的一些扩展功能，还集成了浩辰专业软件

的各种实用工具，批量打印、图纸防修改等。

13.1 图块工具

浩辰 CAD 提供十余种针对图块的编辑工具，使用这些功能可能方便的做出相关的图块操作。由于浩辰

CAD 平台功能增强后，修剪延伸时可直接选取图块作为边界，以前制作的用块图元修剪和延伸至块图元两个

功能已不必再使用。

 图块断线

命令：BLOCKBREAK

菜单：扩展工具>图块>图块断线..

工具栏：ET:图块工具

面板：扩展工具>图块

在一些专业设计中会在管线上插入一些设备图块，例如电气软件中会在线缆上插入灯具等，在插入的

时候用户希望能将下面的线断开，图面看上去更加整洁。

图块断线功能就是为了满足类似需求，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将下面的线断开，一种自动

生成 WIPEOUT，将下面的图形遮挡。 图块断线不仅可以在插入图块直接处理，也可以选择已插入的图块进

行处理。

图块可以在块名下拉列表中选取，也可以通过“浏览”插入块文件，还可以点“拾取”选择图中已插

入的图块。

比例：设置图块插入的比例，默认勾选“统一比例”，只激活 X 轴比例，Y\Z 无需设置。

旋转：设置图块的插入角度，默认勾选“与线方向对齐”。如果想设置一个固定的插入角度，需要先取消

勾选“与线方向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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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断：将图块后面被遮挡的线修剪掉。

遮挡：自动生成与图块轮廓匹配的区域覆盖，遮挡后面的图形。

插入图块:点击此按钮后可以连续插入图块，回车后停止插入。

选择已插入图块：如果图形中之前有插入的图块需要进行断线处理，可单击此按钮，在图中单选或框选图

块，被选定的图块根据旋转、打断、遮挡的选项对图块和后面的线进行相应的处理。

 显示图块属性

命令：XLIST

选择一个图块，软件将以列表形式显示它的常用属性，如图 13-1-1 所示。

图 13-1-1 显示图块属性

 复制嵌套图元

命令：NCOPY
有时候图块中只有一部分是我们想要复制的，通常采用炸开然后复制或者复制然后炸开的方式，无论

哪种方式都比较麻烦。此功能可以直接提取块中的图元进行复制，而无须再炸开。

 分解属性为文字

命令：BURST

此功能可将属性块中的属性以文字方式提取出来。

 导入/导出属性值

命令：ATTOUT/ATTIN

利用此功能可将一批属性块的属性集体导出到文本文档，然后打开该文档对属性值进行批量修改，随

后导入属性值，这样可以对属性块属性进行批量修改，整个流程如下：

1、使用导出属性值功能，软件提示先保存成一个文本文件，输入一个文件名保存。

2、在图中选取属性块，支持框选，软件自动过滤选择属性块。如图 1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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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 框选要导出的属性块

回车确认后，所有选择的属性块的属性信息已经就都提取到文本文件中。

3、打开这个文件对属性值进行编辑。如图 13-1-3 所示 。

图 13-1-3 导出的属性值

文件中第一列是程序中的句柄，不用关心。只需注意下第二列的块名和第三列的属性值的对应关系即

可。上图中可将红框内所有为 MEN01 的属性值分别修改为 Door-A~Door_K 并保存退出。

4、返回刚才那张图纸，使用“导入属性值”功能，导入刚编辑过的文本文件。图中属性块的属性值就

会被集体修改。如图 13-1-4 所示。

图 13-1-4 替换属性后的效果

 替换图块

命令：BLOCK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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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命令可以用图中一个图块替换另外一个图块。执行此命令后，弹出“块转换”对话框，如图 13-1-5
所示。

图 13-1-5 块转换

可以在图块列表中选择要被替换的块，或单击“拾取”按钮后在图中拾取要被替换的块，选定的图块

名称会显示在下面的文本框。在列表中选择图块名称后按“确定”按钮或在图中拾取图块后，对话框顶部

提示变位“选择一个块用于替换块 XXX”，此时再在列表中选择图块名称后确定或在图中拾取图块后即可将

与先选择图块同名的图块全部替换成后选择的图块。

 统计图块数量

命令：TjNum

使用“统计图块数量”功能可以在统计图中各种图块的数量。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运行此命令，打开“统计块数量”对话框，如图 13-1-6 所示。

图 13-1-6 统计块数量对话框

2、然后输入块名，也可输入图层名作为过滤条件，或按后面的 “>”按钮直接在图中拾取要统计的图块

名和图层。如果想统计其他图层上的同名块，可不勾选图层，不以图层作为过滤条件。此外还可选择是否

“忽略插入点相同的块”和“忽略比例<= XX 的块”。

3、设置好上述选项后在图中框选要统计的范围，单击“统计”按钮，即可统计出选择范围中的图块数

量，命令行会提示：“请框选图块，确定统计范围<回车结束>：”，此时可以继续框选其他范围，并按“统计”

按钮统计这些区域中图块的数量。

 块体颜色/线宽修改

命令：BCHGCOL/BCHGWID

快速修改块的颜色/线宽。

 块体文字角度/高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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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BCHGANG/BCHGHEI

快速修改块中文字的角度/高度（对属性块无效）。

 块体图层修改

命令：BCHGLAY

快速修改图块图层。

 外部参照重定位

命令：CHGXREFPATH

如果插入图中的外部参照的路径改变了，图中外部参照将无法显示，就显示出“xref +外部参照文件路

径+文件名”，通常情况下需要手动来定位外部参照文件的路径，如图 13-1-7 所示。

图 13-1-7 外部参照路径搜索

启动外部参照重定位功能，软件自动识别出图中存在的参照，并给出参照的状态，选择路径改变的参

照，点击“重定位”按钮即可自动进行重新定位，参照将重新显示在图中。

13.2 文本工具

文本工具中提供大量对文本进行编辑的小工具，如调整文本、文本屏蔽、合并成段、旋转文本等，此

外还有几种浩辰 CAD 特有的功能，如词汇库、增强文字编辑器等。本节将简单介绍这些工具的作用和使用

方法。

 对齐方式

命令：TJUST

可调整文本的对齐方式。

 旋转文本

命令：TORIENT

 词汇库

命令：Chk

此功能是从浩辰电气软件中提取的功能，里面收集了大量的电气词汇，在输入专业词汇时可直接在此

词库中点取。

 汉字拆分

命令：HZCF

将单行文字逐字拆成单个文字，因为英文中单词是需要若干字母组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功能通常只

有拆分中文汉字时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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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打断

命令：WZDD

这个功能和汉字拆分类似，但是没有将文字拆成单字形式，而是由使用者选择在什么位置进行打断，

适合所有单行文字。

 字符修改

字符修改、字符单个修改、字符高度修改、字符宽度修改、字符位置修改：对字符的文字、宽高度和

位置进行修改。本功能对单行、多行文字都适用。

1、字符单个修改

命令：CHGTXT

这个功能可以在选中的单行文字中进行文字替换，只需按照提示分别输入被替换的字符串和用来替换

的字符串即可完成替换，可同时用于多个单行文字。

2、字符高度/宽度/角度/位置修改

命令：TXThei/TXTWID/TXTANG/TXTPOS
分别用于修改字符串的高度、宽度、角度和位置，选取字符串时可以点选也可以窗选。

 图块注释删除

命令：WZOFF

有时会在图上添加许多注释，这些注释如果能统一设置到一个专门的图层会很便于编辑和管理，本功

能就针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选择一个想要删除的文字注释，软件会自动将和该文字同图层的文字都归入统

计，然后回车将这个图层的文字全部删除或者窗选要删除的文字部分，其它图层的文字则不受影响。

 中西文字符调整

命令：TTL2

当在文字中出现中文汉字和英文字母以及阿拉伯数字混用时，这些字符可能会因为字体形文件的定义

存在较大的高度大小差别，影响视觉效果。如果使用中西文字符调整功能就可以快速的将这些高矮不一、

参差不齐的文字进行高度统一，但是本功能会破坏文字的完整性，操作过的文字和汉字拆分的结果类似，

不利于再编辑，所以建议在图纸编辑完毕准备出图时再使用这个功能效果较好。

13.3 标注工具

标注工具中共提供了 9 种与标注相关的工具，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工具。如图 13-3-1 所示。

图 13-3-1 标注工具菜单 图 13-3-2 标注样式输出

 向说明附着索引线

命令：QLATTACH

将独立的多行文本和引线关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引线标注。

 从说明分离索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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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QLDETACHSET

选中索引和说明文字后，运行此命令后引线和说明分离。

 全部附着索引线到说明

命令：QLATTACHSET

可一次性选择多个索引线和说明进行操作。

 标注样式输出

命令：DIMEX

可将图中（如图 13-3-2）的标注输出一个文本文件（*.dim）。

 标注样式输入

命令：DIMIM

可将从其他图中输出的标注样式文件输入到当前图中。如图 13-3-3 所示。

图 13-3-3 标注样式输入

 恢复原值

命令：DIMREASSOC

当标注内容手动替换成其他内容后用此功能可使标注值恢复为测量值。

 标注更新

命令：DIMUPDATE

先选择一个基准标注，然后将其他标注更新成与此标注相同的设置。

 标注内容修改

命令：DIMUPDATE

将标注内容修改成自己设定的数值。

 标注样式修改

命令：DIMSTYLE

将当前的标注样式应用到图中的标注上。

13.4 选择工具

选择工具中提供了各种选择过滤器，有单一过滤条件的过滤器，还有组合两个过滤条件的过滤器。

 获得选择集

命令：GETSEL

使用这个功能只需两次选择就可以快速选到需要的一类实体，第一次选择是通过选择一个实体来确定

其所在图层，第二次选择是通过选择的实体确定其实体类型，两次选择后就可以得到一类目标实体。

 过滤选择

命令：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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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选择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的获得我们想要选择的实体，实际上它的功

能是“获得选择集”功能的扩展，可以完成对于复杂选择集的选择。该功能将弹出如图 13-4-1 所示的对话

框。

图 13-4-1 对象选择过滤器

单击“选择”按钮可以设置过滤条件。添加了一个过滤条件后还能再加入其它条件，并且可设置各条

件之间的运算关系，如“或”（OR）运算，表示两个条件取其一。如图 13-4-2 所示。

图 13-4-2 过滤条件设置

对过滤条件编辑结束后，点击“应用”按纽，在图中框选要进行过滤选择的部分并回车，软件就会完

成过滤选择。

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来进行选择操作，就是点击“添加选择的对象”按钮，在图中选择实体就可以

提取该实体的所有信息至列表如图 13-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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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3 通过选择对象来提取过滤条件

接下来所需要做的仅是对不需要的条件一一删除而已。将无用的条件删干净后点“应用”按纽就可以

进行过滤选择了。

过滤选择功能比较复杂，选择工具中还提供了几种单一条件或多条件判断选择的功能。

 按块名选

命令：GETBLKSEL

根据块名进行对块的快速选择，先选择一个图块，再选择筛选范围回车即可。

 按实体类型选

命令：GETENTSEL

根据实体类型判断选择实体，先选择一个实体，再选择筛选范围回车即可。

 按图层选

命令：GETLaYSEL

根据实体图层类型判断选择实体，先选择一个实体，再选择筛选范围回车即可。

 按颜色选

命令：GETCOLSEL

根据实体颜色类型判断选择实体，先选择一个实体，再选择筛选范围回车即可。

 按实体-图层选

命令：GETENTLAYSEL

同时通过实体类型和图层来判断选择实体。

 按实体-颜色选

命令：GETENTCOLSEL

同时通过实体类型和颜色来判断选择实体。

 按图层-颜色选

命令：GETLAYCOLSEL

同时通过颜色和图层来判断选择实体。

13.5 编辑工具

编辑工具对经常使用的编辑功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增强，善于使用这些功能有助于更加快速的完成

编辑工作。

 对象断线

命令：BREAKOJBECT

菜单：扩展工具>编辑工具>对象断线..

工具栏：ET:编辑工具

面板：扩展工具>编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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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软件中，当管线出现交叉但不相连的状态时，会将其中一条线打断并留有一定间隙，表示被打

断的管线在下方。此外，在图形编辑的过程中有时也需要将图形在相交处打断。

打断间隙：默认值为 0，线直接在交点处断开。如果设置了一定数值，例如设置为 2，线将被断开一个以交

点为中心，宽度为 2 的缺口。

选定的线相互打断：在选定线并回车后，选定的线在所有交点处被断开。

用选择集 B 打断选择集 A：选择对象后回车，之前选择的对象为选择集 A，再继续选择对象，回车，这次选

择的对象为 B，A 选择集中对象在与选择集 B 对象相交处被打断。如果选择集 B 中有与选择集 A 中重复对象，

给出提示“两个选择集有重复对象，是否打断这些对象”，根据用户选择是否来处理这些对象。

打断与选定对象相交的线：选择一条或多条线后，将与这些线相交的图形在交点处打断。如果选择了多条

线，这些线之间相互相交，会弹出提示：“选定对象相互相交，是否在交点处打断”，根据用户选择来处理这

些交点。

选定对象被与之相交的对象打断：选择一条线或多条线后，这些线被所有与之相交的线打断。

 移动/复制/旋转

命令：MOCORO

使用此命令选择对象后，可进行移动、复制、旋转、缩放等操作。

 多重复制

命令：COPYM

直接进行多重复制，提供了一系列选项，比 CAD 平台的复制操作更方便，例如可以通过“间距”或“计

算”选项等距复制多个对象，还可以通过“阵列”选项按行列间距来复制对象。

 增强偏移

命令：EXOFFSET

相对于基础的偏移功能，增强偏移增加了对图层和偏移类型的设置。

在偏移对象时可以设置图层和偏移类型，当提示选择偏移对象时输入 O会提示：“指定一个选项以设置：

[距离(D)/图层(L)/偏移类型(G)]:”，可设置偏移后的对象处于原对象所在层还是当前层，还可以设置偏移类型：

普通/圆角/倒角。

 多段线编辑

命令：MPEDIT

功能基本相当于 pedit 功能的多条选择方式。

 增强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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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EXTRIM

这个功能可以选择一个实体作为剪切对象，一次性将对象某一侧的实体全部剪掉，如图 13-5-1 所示。

图 13-5-1 修剪前 图 13-5-2 修剪后

选择黑色的矩形作为剪切对象，选择矩形内侧进行剪切，剪切后的结果如图 13-5-2 所示，之前所有与

黑色矩形相交且处于内侧的部分都被剪掉了。

 大样截图

命令：ICAD_DYJT

可通过框选将图中某一块截取作为大样，此功能也是应用户要求专门添加的一项功能，具体操作如下。

先框选要截取的图纸范围，然后将截取的图复制到指定位置，软件会自动将超出范围的线切掉（注意

图块和文字位于边界时无法被裁剪），并可以设置比例将截取部分放大或缩小。

 消除重线

命令：OVERKILL

这个功能不仅可以处理重合的直线、圆、多段线等线性对象，还可以处理完全重叠的图块、文字、标

注、面域等其他各类对象。此外，消除也并不是简单的删除，不仅需要对图形的图层、颜色、线型等相关

属性进行判断，而且可以对于部分重叠的二维和三维多段线、圆及圆弧、直线重合的部分进行删除或连接。

利用此功能不仅可以清除图纸中的冗余图形，而且可以避免由于图形重叠引起的编辑、打印等相关问题。

调用命令后，选择要进行处理的区域后，将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图 13-5-3“消除重合线”对话框

从对话框可以看出，此功能默认只处理图层、线型、颜色、线宽、打印样式的常规信息相同的对象，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忽略其中的一些属性，如颜色、线宽、线型等，对于这些属性不同的重叠

对象也进行消除处理。

例一、删除完全重合的对象

两个或多个完全相同的对象如果完全重合，通常只需要保留一个，其他的对象显然是多余的，会被直

接删除，如图 13-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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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4

例二、消除重合的圆弧

如果两段半径和圆心相同的圆弧部分重合，多段线编辑（pedit）命令也无法对这两条圆弧进行连接处

理，消除重线功能可以将这两条线段合并成一段完整的圆弧，对于部分重合的直线也可以进行类似处理。

如图 13-5-5 所示。

图 13-5-5

例三、消除多段线的重合部分

当直线、圆弧、多段线与其他多段线部分重合时，软件可以通过分解、合并进行重新组合，消除重合

部分。如下图所示。

命令执行前 命令执行后（忽略颜色）

为了对效果看得更清楚，图中给直线和圆弧设置了不同的颜色，在执行消除重现命令时，只需勾选“忽

略颜色”，就可以进行消除重现的处理。从处理结果可以看出，直线和圆弧与多段线部分重合部分被删除，

并且被合并到多段线中，完全重合的圆弧被直接删除。

多段线与多段线部分重合时，软件也会对多段线重新进行组合，消除重合部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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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重线前 消除重线后

上图绘制了其中一条多段线，然后用镜像生成了另一半，由于开始没有以对称轴为起点画线，导致镜

像后两条多段线部分重合，在这种情况如果想将两条多段线连接成封闭的多段线、生成面域甚至创建三维

模型，如果没有消除重线命令，需要通过手动调整夹点的方式或画辅助线后进行修剪等操作将重合部分消

除，现在就简单多了。

软件还提供了数值模糊，对于非重合但离得非常近的对象也可以进行消除重线的处理。

13.6 绘图工具

 折断线

命令：BREAKLINE

绘制一条折断线，需要分别指定所绘折断线的起点终点和折线点，另外可以通过 B、S、E3 个参数分别

控制折线符号图块样式、折线符号大小和折线符号的延伸长度。

 云线

命令：REVCLOUD

云线功能用于绘制云线，启动命令后，可以输入 A 来设定云线弧长，输入 O 来选择一个实体将其转化

为云线，输入 s 来进行样式的选择。

 样条变直参数设置

命令：SPLINE2LINEPARAMETER

为样条变直功能进行预先设置，可以设置变化的精度，最大直线数等。

 样条变直

命令：SPLINE2LINE

将样条曲线转化为一段段的短直线，类似于文字外包线功能，但是只能转换为直线，如图 13-6-1。

样条变直前，样条曲线的夹点

样条变直后，样条曲线变成无数段短

图 13-6-1 样条转换前后的效果

 超级填充

命 令 行：Superhatch

命令运行后弹出如图 13-6-2 所示对话框，对话框几个选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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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填充：允许以多种格式的图片对闭合区域进行填充。

块填充：可用内部或外部块进行填充，而且可以定义用于填充的块区域。

外部参照填充：将 DWG文件以外部参照的形式对闭合区域进行填充，而且可以定义用于填充的图形区

域。

区域覆盖填充：创建覆盖区域，自动覆盖其后的对象。

选择已存在的实体进行填充：可利用该命令支持的各种已经存在于图纸内的实体对闭合区域进行填充。

 图像填充实例

1、 启动超级填充命令，弹出“超级填充”对话框，如图 13-6-2；

2、 单击“图像填充”按钮，选定图像文件后，弹出插入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2-7-3。

图 13-6-2 图 13-6-3

3、 单击插入参数设置对话框上的“确定”按钮，按系统提示指定插入点、插入比例和旋转角度。

4、 指定相关插入参数后，系统会提示是否接受当前位置，选择“是”，如图 13-6-4。

图 13-6-4 图 13-6-5

5、 单击矩形框内部的某一点，指定矩形框为填充区域，回车完成填充，如图 13-6-5。

 块填充实例

1、 启动超级填充命令；

2、 选择“块填充”，弹出“插入”对话框，如图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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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6“插入”对话框 图 13-6-7

块：单击该按钮，弹出块选择对话框，利用此对话框可以选择当前图纸的内部块，如下图。

文件：单击此按钮可以选择外部块文件。

3、 在“插入”块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块，并单击确定，如图 13-6-7；

图 13-6-8 图 13-6-9

说明：如果不勾选对话框中的“在屏幕上指定参数”，则可以直接在对话框中输入相关的插入参数值，

而如果勾选，则系统将会在单击“确定”后要求用户在命令行输入或用光标指定。这里勾选，如图 13-6-8。

4、 指定插入点、缩放比例、以及旋转参数。

5、 系统提示“插入位置能否接受？”如果选“否“则放弃块填充，如果选“是”，系统会提示“指

定第一点”，如图 13-6-9。指定第一点后，系统会要求指定下一点，系统以指定的两点确定用于填充的

块区域，如图 13-6-10 扩大了块填充的区域。

图 13-6-10 图 13-6-11

6、 在填充区域内部单击，指定填充区域，如图 13-6-11。

7、 回车，完成填充，如图 13-6-12。

图 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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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覆盖实例

1. 启动超级填充命令，并选“区域覆盖填充”。

2. 系统提示“指定插入点”，用光标指定用于创建覆盖实体的区域，如 13-6-13。

图 13-6-13 图 13-6-14

3. 回车确定，完成覆盖区域创建。

4. 将桌几移动到覆盖实体上，并定义成块，如图 13-6-14。

5. 将定义好的“桌几图块”移到地毯上，图块会自动覆盖其后的对象，如图 13-6-15。

图 13-6-15

13.7 定制工具

 系统变量编辑

命令：Sysvdlg
在浩辰 CAD 软件中存在着大量的系统变量，变量值决定着对软件的控制，通常能用到并知道的变量不

多，绝大多数是在后台默默发挥着它的作用，而系统变量编辑功能则将系统中所有的变量以列表形式全部

列出，便于我们查找和修改它们的数值。使用本功能出现如图 13-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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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1 系统变量

所有变量按照名称字母进行排序，当选择某变量时，它的各种状态数值将显示在对话框中。

在处理图纸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同样的功能在两张图纸上却不完全一致，肯定是两张图的某个系

统变量不一致导致的，系统变量这么多，怎样去找到这个问题所在的变量呢？只需在一张图纸上使用系统

变量对话框中的“导出全部”功能，导出一个系统变量记录文件，然后在另一张图纸上选择“与存储比较”，

就可以把两张图纸不同的系统变量找出来，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就比较容易找出问题所在。

另外还可以导出一张经常使用的标准图纸的变量记录，在其它图纸中统一导入这个变量记录，可以将

所有图纸的设置统一起来，所以善于使用系统变量功能，能帮助我们处理一些以往难以处理的问题。

 制作线型

命令：Mkltype

浩辰 CAD 提供的线型制作工具，让用户无需编辑复杂的线型定义文件就可以制作出各种满足实际要求

的线型。线型定义方法如下：

1、绘制如图 13-7-3 所示图形；

图 13-7-3 绘制线型图形

2、在命令行输入 Mkltype 命令并回车；

3、按系统提示先保存线型文件，然后按照提示输入线型名称和线形描述，本例线型名称定义为 hccad.lin。

4、指定线型定义的起点和终点，如图 13-7-4 所示。

图 13-7-4 定义起点和终点

5、选择图形对象并回车，完成线型定义。

6、线型使用。在线型控件中选择定义好的线型，如图 13-7-5，绘制直线，如图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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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5 生成的线型 图 13-7-6 线型绘制的效果

 连接外部数据

命令：XDATA

命令用于在选定对象上连接外部数据。启动命令，选定对象并输入应用程序名后，系统会给出如下提

示：

输入一个选项[3 个实数(3R)/方向(DIR)/位移(DISP)/距离(DIST)/句柄(H)/整数(I)/图层(LA)/长整数(LO)/位置

(P)/实数(R)/比例(SC)/字符串(ST)/退出(X)]<退出(X)>:

部分选项说明

应用程序：一个最长 255 个字节的 ASCII 字符串。

句柄：一个对象句柄。

位置：一个三维空间位置。

位移：一个三维坐标空间位移。

方向：一个三维坐标空间方向。

整数：一个 16 位整数。

长整数：一个 32 位单长整数。

输入某一选项，根据提示输入相应参数的值，指定各项参数后回车即可完成外部数据的连接。

 显示外部数据

命令：XDLIST

利用此功能可显示连接到对象上的外部数据。

13.8 表格工具

浩辰 CAD 的表格绘制功能在菜单中的扩展工具中。

 表格填写

命令：FORMTXT

用于对表格进行文字填写或者文字编辑，用鼠标点选表格填写处，或者键盘输入 Q 来进行参数修改，

如图 13-8-1 所示。

图 13-8-1 表格填写设置

用户文字输入完毕，回车自动移动到下一相邻的单元表格(相当于 Ctrl＋→)内填写。

 绘制表格

命令：BGE

使用功能进行表格的绘制，在绘制过程中可以通过参数修改表格，Q 增加横宽，W 减小横宽，A 增加纵

高，S 减小纵高，D 键入宽高。

1、按一下 Q 键，表格横宽就增加一点；

2、按一下 W 键，表格横宽就减少一点；

3、按一下 A 键，表格纵高就增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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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一下 S 键，表格纵高就减少一点；

5、键入 D，用户可用此功能直接键入单元格的的宽和高。注意，此处的输入值均为实际值，未考虑出

图比例。

 合并表格

命令：BGH

相当于 Excel 中的合并单元格功能，把几个表格合并成一个大的格。

系统给了两种合并的方法：一种是用户直接单击要合并的两个表格之间的相邻表格线，用户点完之后，

系统就把这两个表格合并；另一种是用户单击要合并的单元(不要点到表格线上)，然后，再单击另一单元（实

际是输入窗口的另一点），这时系统相当于作了一次框选，在选框内和与选框相交的所有表格单元都被合并。

 分隔表格

命令：BGF

将一个表格单元分隔成多个表格单元。用户单击需要分隔的单元格后，弹出如图 13-8-2 所示的一个模

拟表格。

图 13-8-2

该模拟表格中动态直观显示了分隔的行数和列数。按下鼠标左键，该表格单元就按照用户指定的表格

行数和列数被分隔成了多个表格单元。

注意：选表格单元时，一定要选取在屏幕上能全部可见的表格单元，否则，系统会提示用户没有选中

表格单元，让用户重选。

 加注斜线

命令：BGX

为表格单元加注斜线。可按提示单击斜线的起点和终点，系统提供了捕捉交点的的捕捉方式，可方便

的找到斜线的起点和终点。

还有一种方便的方法，当系统提示单击斜线的起点时，用鼠标在要加注斜线的表单元格内任意处点一

下，则系统自动找到该单元的左上角点，这时系统提示单击斜线的终点，再用鼠标在要加注斜线的的表格

单元内任意处点一下，则系统自动找到该表格单元的右下角点，这样，一条斜线就加注完成了。

 多线拖动

命令：BGMT

用来修改指定表格行的行距或指定表格列的列距。

1、拖动横线

单击要修改的表格行下侧的那条横线，移动鼠标，拖动到合适位置；也可键入一个数值，向下移动输

入正值，向上移动输入负值。注意：此横线移动有上界，即该行下面的表格线不能移动到该行上面的表格

线之上（此时修改的那一行的表格行距已经小于 0）。

2、拖动竖线

单击要修改的表格列右侧的那条竖线，移动鼠标，拖动到合适位置；也可键入直接输入数值，向右移

动输入正值，向左移动输入负值。注意：此竖线移动有左界，即该列右边的表格线不能移动到该列左边的

表格线以左（此时修改的那一列的表格列距已经小于 0）。

注意：与单线拖动相比，由于本功能选取的整个表格的横线以下的内容和竖线以右的内容均做整体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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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际是修改了指定表格行的行距或表格列的列距。

 单线拖动

命令：BGST

修改相临表格行的行距或相临表格列的列距，其它部分不做移动。

注意：与多线拖动相比，由于本功能选取的整个表格的横线以下的内容和竖线以右的内容均不做整体

拖动，实际只移动相邻表格行或表格列的分隔线，也就是修改了相邻的表格行的行距或表格列的列距。

 截线拖动

命令：BGJT

修改两个相临单元的行距、列距。

注意：和单线拖动相比，此功能只对两个表格单元之间的分隔一线进行移动。而单线拖动对行与行之

间、列与列之间的整个表格线均进行拖动。

 角点缩放

命令：BGSF
对整个表格进行放大或缩小。

 增加一行/一列，删除一行/一列，表格删除

用来调整表格的相关功能，功能非常简单，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文字定位调整

命令：BGJS

调整表格中文字的定位。

系统给了 4 种定位方式：中心定位方式、左定位方式、右定位方式、两边对齐定位方式，用户可根据

自己的需要选取合适的定位方式。

注意：

1、此功能只对 TABLE图层上的表格文字进行定位调整。

2、左对齐或右对齐时离表格左测或右侧的对齐距离程序已经内定，如果用户感觉不合适，可用浩辰 CAD
命令来进行调整。

 CAD 表格转 EXCEL
菜单位置：[扩展工具] →[表格工具] →[CAD 表格转 EXCEL]

工 具 条：[扩展工具] →[表格] →

命 令 行：GC_CTE

该命令可以将 CAD 中由直线、文本组成的表格直接转换为 EXCEL。

命令启动后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利用该对话框可指定转换表格之间的尺寸比例，如图 13-8-3。

图 13-8-3

操作方法

1. 启动命令；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定转换比例；

3. 选定需要转换的表格并回车，系统转换结束后会自动将转换好的 EXCEL 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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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4

保存 EXCEL 表格。

13.9 坐标工具

 注坐标点

命令：HCZZBD

在图上标注点的坐标，运行命令后，先按提示设置标注文字的比例，输入要标注的文字高度，然后点

取要标的坐标点：

然后根据命令行提示可输入 Q命令调出“坐标点标注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3-9-1 所示。

图 13-9-1 坐标点标注参数设置

通过对话框右上角的滑块可以调整单位为毫米或米及保留的位数为 1~3 位，下面可以设置坐标的形式、

坐标值的上下位置等参数。

 改 Z 坐标

命令：changeZ

可以选择多个对象，一次性改顶点的 Z 坐标，如将所有顶点坐标都改为 0。

13.10 三维视点

可调整视点的方向，功能和“视图”工具栏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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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图档工具

 图形比较

命令：OCMP

菜单：扩展工具>图档工具>图形比较..

面板：扩展工具>图档工具

图形比较功能对图形特征进行比较，可以在同一张图通过选择图形和基点进行对比，也可以选择两张

图纸进行对比，对比结果用颜色来表示图形的变化。

其中的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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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纸比较

图纸比较功能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开发的一项功能，是浩辰 CAD 的一项特色功能。

两张不同时间的工程图，新的图纸到底进行了哪些修改，这是设计院各个专业在合作设计时经常碰到

的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用文字对修改的内容进行说明，例如建筑专业给电条件图，新的条件图的变化

是通过文字说明的，电气专业的工程师要阅读文字说明，再对照图中的实体来确定修改的内容。这一个过

程比较繁琐。

浩辰 CAD 的图纸对比功能方便用户在复杂的图纸上定位修改内容。只要选择两张需要进行比较的图纸，

程序会自动分析两张图纸的不同，自动打开这两张图，并将不同之处在新旧两张图中用颜色进行标识。用

户还可以点取“选项”按钮对标识颜色进行设置。

命令：Cmp

在打开的图纸中通过颜色可以清楚看到两张图纸所做的修改。

图纸比较功能是浩辰 CAD 用户提出的实际需求，本功能对各专业协同设计非常有意义，大大缩短了修

改内容定位的时间，在实际工作将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浩辰 CAD 2012 的图纸比较功能不仅可以对图形对象的常规修改进行比较，对于图块内部对象的修改、

图块属性的修改、文字样式的修改、标注属性的修改均可进行正确的识别和判断，此外还可以设置比较的

精度，对于一些可忽略的变化不用颜色进行标示。

 图纸防修改

设计人员的图纸常常要给别人查看，但谁都不希望别人在查看自己图纸同时进行修改。图纸防修改功

能可以把图纸做成一个整体，这样只能对该整体进行操作，不能具体编辑图中图元，有效的防止了他人故

意修改自己的图纸。

命 令 行：Lockup

软件提示选择对象，这时只需选择全部图中实体即可。

注意事项：经该命令处理后的图纸将不可再编辑，在使用此功能前请先备份原图。

 批量文件清理

批量文件清理类似于“文件”—“绘图实用工具”下的清理功能，不同的是批量文件清理功能可以一

次性清理多个文件，甚至是一个文件目录下的所有 DWG 文件。

命 令 行：BATPURGE

软件会弹出“DWG 文件批量清理”对话框，这时可以单击“添加文件”或者“添加目录”来添加所要

清理的文件。还可以对添加好的文件进行全选、删除等操作。

13.12 自动增强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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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增强表格可以很好的实现 Excel 与 CAD 的协同工作，并且可以统计图形中设备数量、图形面积和长

度。

在浩辰 CAD 版的菜单中选择“扩展工具>自动增强表格>创建表格”，或直接打开自动增强表格工具栏，

然后在工具栏中单击 按钮。

图 13-12-1 浩辰 CAD 中的自动增强表格工具栏

此时软件会自动转到 Excel 工作界面，无论你之前是否有打开 Excel。但是打开的 Excel 有一点是与平时

使用的 Excel 不同的，菜单中多了自动增强表格一项，并同时会出现一个浮动的自动增强表格的专用工具栏，

如下图。

图 13-12-2 EXCEL 中的自动增强表格工具栏

如果您使用的是其他 Office版本，界面略有不同，不会出现浮动的工具栏，菜单和工具栏会出现在加载

项中，如下图。

图 13-12-3 EXCEL2007 的界面

在 EXCEL 中我们将自己需要导入浩辰 CAD 的 Excel 表格打开。如果想将整个表格输出到浩辰 CAD，直接

单击“整表输出”按钮。如果只想输出局部区域，可在表格中框选需要输出的单元格，单击工具栏“选区

输出”按钮即可。

这时将关闭刚打开的 Excel 表格，返回浩辰 CAD 的操作界面。（如果是在 EXCEL 里新建的表格，输出前，

软件会提示保存，如果后续想编辑，需点“是”保存编辑的表格）。根据提示在图面上确定插入点，Excel
表格则已经以块的形式插入浩辰 CAD 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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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4 表格插入后的效果

如果仅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与复制 EXCEL 单元格后在浩辰 CAD 中“选择性粘贴”效果并没什么区别，

在自动增强表格工具栏中单击“表格编辑” 按钮可以返回进 Excel 进行编辑。

除了实现基础的表格创建编辑功能，自动增强表格还可以在单元格中插入函数，可以自动统计 CAD 图

纸中图块数量，图形选区的面积和长度等数据，统计结果直接写入 Excel 表格内，并能够输出回浩辰 CAD 中。

如果在 CAD 中调整了图形的相关数据，表格中的统计数值会自动更新。

应用实例

在浩辰 CAD 中绘制一些简单图形，如下图所示。

图 13-12-5 例图

图中左侧是几种图块，分别代表桌子、椅子和灯，右侧是几个用来统计面积和长度的图形。

要统计面积和长度，需先用选区管理来设置要统计的图形，一个选区中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图形。在

自动增强表格工具栏中单击“选区管理”按钮 ，会弹出一个选区管理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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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6 选区管理器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单选“面积”或“长度”，在“名称”输入框中输入选区的名称，然后单击“新组”按钮 ，

在图中通过单击或框选需要计算的一个或多个图形。这些组在创建后还可以通过对话框中的修改组的添加、

删除、重命名、分解进行修改。

单击“创建表格”按钮，进入 EXCEL，创建一个简单的表格，如下图所示。

图 13-12-7 EXCEL 表格

选择一个单元格，在 Excel 的自动增强表格的工具栏中单击“插入函数”按钮 ，弹出“插入函数”

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13-12-8 “插入函数”对话框

在“块名”下拉框中选择图块名称，设置要统计的图层，*All*表示所有图层，如下图所示，但确定按

钮后，图块的数量就会自动填入到单元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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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9 设置块名和图层

选择一个单元格，再次单击“插入函数”按钮，在对话框中单击“计算面积”单选钮，在“实体”下

拉框中选择设置好的选区，设置好图层后单击“确定”按钮。

按同样的方法设置好其他单元格需要统计的数据，最终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3-12-10 插入函数后的结果

然后在自动增强表格工具栏中按“整体输出”按钮 ，根据提示保存表格，然后进入浩辰 CAD 中确

定插入点，将设计好的表格插入到浩辰 CAD 中，如下图所示。

图 13-12-11 插入表格及图形数据更新后的效果

由于自动增强表格充分利用了浩辰 CAD 的 GRX 接口的反应器，此时对图块进行复制、对图形的夹点进

行拉伸，表格中的数据就会自动实时更新，这正是自动增强表格强大的地方，注意上面右图中图形发生变

化后表格数据中的变化。

如果此时需要对统计面积、长度的选区进行调整，在 CAD 中调整后，图面也会自动更新。在上图中我

们可以新画一个圆，然后打开“选区管理”按钮，在对话框的选区列表中选择对应面积选区名字，在单击

“添加”按钮，将新画的圆添加到选区内，确定后，面积会自动更新，如下图所示。

图 13-12-12 调整面积选区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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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增强表格方便、智能的统计功能，让您不用借助复杂的专业软件也可以轻松完成材料表或图形数

据统计工作。

13.13 浩辰工具箱

 制图比例

命令：SASCL

在绘图之前设置制图比例，在用到其它工具（如线线如弦、修改线宽）时，软件将自动进行比例上的

调整。

 控制参数——交叉速断参数设定

命令：cBKWID

为交叉速断功能设定断开的宽度，关于交叉速断功能会在后面内容专门介绍。

 旋转光标

命令：RTCUR

将光标旋转到想要设定的角度。默认可以选择 0 度或者 45 度两个设定好的角度，也可以在菜单中选择

“傍线”选项来选择一条线，将光标角度自动调整得与线一致，而选择“实时选择”功能则好象进入了一

个旋转光标的小游戏，可以用 AWSD 四个键实时控制光标的旋转方向，直至满意时回车即可。

 线线如弦

命令：SALPL

使用线线如弦功能可以非常方便的手动进行轴侧图的绘制。软件首先提示输入线宽值，可以根据轴侧

图的需要进行设置，随后就可以在图上开始绘制，绘制方法和绘制普通多段线差别不大，但是软件提供了

使用快捷键切换到 0 度、45 度这样的常用角度的功能，也可以自行设定绘制角度，使这个绘制过程又快又

容易，如图 13-13-1 所示。

图 13-13-1 绘制的轴测图

 可视延伸

命令：ETT

通常延伸是完成操作后显示延伸结果的，可视延伸功能就可以实现实时的显示延伸的位置直至最终定

位。

 通用交接

命令：GXFILT

通用交接功能类似于 0 距离的倒角，将交叉的两条 line 或者 Pline 被选择到的部分保留，穿过交点的另

一部分剪切掉，效果如图 13-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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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3-2 选择顺序 图 13-13-3 编辑结果

分别选择 1 和 2 进行通用交接操作，那么 3 和 4 两个部分将被剪切掉。如图 13-13-3 所示。

 伸缩交接

命令：GXFSS

只要两根 line 或者 Pline 不平行，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实现伸缩交接，伸缩交接将把选中线段伸缩至与

目标线相交或与其延长线相交的位置，效果如图 13-13-4 所示。

图 13-13-4 操作顺序

伸缩交接操作前的状态，下面分别用线 1 与 2、3 进行伸缩交接

1 和 2 完成了延伸交接 1 和 3 完成了缩进交接

图 13-13-5 编辑结果

请注意，在进行缩进交接操作时，先点选的线段部分是被保留的，而另一部分则会在选择了交接对象

后被剪切掉。

 超级圆角

命令：SFILLET

为什么叫超级圆角呢？因为这个功能不单可以完成通常的圆角操作，而且会将进行倒圆角的两条线的

图层、颜色、线型等信息进行统一，统一的标准参照倒圆角时第一次选择的对象。

图 13-13-6 被编辑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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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 12-14-6 的两条直线进行圆角。启动超级圆角功能，输入合适的圆角半径，并选择圆角对象后即可

完成圆角。圆角效果如图 13-13-7 所示。

图 13-13-7 圆角效果

 修改线宽

命令：LCW

改变指定的 Pline 线的线宽，如果选择的是直线，那么软件自动将其转换为 Pline 线并设置线宽。这个

功能类似于 pedit 功能的一个快捷版，用它来编辑线的宽度非常方便。

 交叉速断

命令：CBK

在工程图纸中很多地方都需要做断线处理，而手动作出这些断线确实非常麻烦，软件提供的这个功能

就能非常容易的实现这些断线。软件先提示指定用来打断其它线的线段，即遮挡线段，然后就可以指定多

个被遮挡的线段来对其进行断开操作。如图 13-13-8 所示。

图 13-13-8 交叉速断效果

准备做交叉速断的线段，用粉色线作为遮挡线段分别打断蓝色线和青色线。通过前面提到的交叉速断

宽度可调整断开的宽度。设定好速断宽度后，再使用一次交叉速断来打断青色线，注意断开宽度的差异。

如图 13-13-9 所示。

图 13-13-9 速断效果

 修改文字

命令：EDTXT

提供了对单行文字的字高、宽高比、角度、倾斜角度的编辑修改。

 超级轴侧

命令：ZC
非常精髓的小功能，可以方便的将平面图转化为轴侧图。

只需先选择需要转化的图纸，然后设定轴侧图的角度，回车即可完成轴侧图的转化。如图 13-13-10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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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前 转化后

图 13-13-10 平面转轴测的效果

13.14 打印工具

13.14.1 打印 PLT

命 令 行：PrintPlt

打印 PLT文件，并可以对相关打印参数进行设置。

操作步骤：

1、启动命令，弹出 PLT打印对话框。

2、设置打印参数。

3、单击“打印”按钮，选择需要打印的 PLT文件。

4、单击“打开”按钮，完成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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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2 批量打印

菜单位置：[扩展工具]→[打印工具] →[批量打印]

命令：BP

批量打印具有相同图框属性的图纸。

操作步骤：

1、启动命令。

2、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3、按照对话框设置打印参数，单击“确认打印”，进行批量打印 。

13.14.3 自动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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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大打图打印机是卷筒纸时候，设置图幅大小，和长度等，可以实现需要的自动排图功能出所有图

纸功能。

选加入文件按钮，选中文件或者目录确定后，实现排图功能，预排可以看见效果。

另外一个 dwg文件里面多个图框时候，点确定。文件目录里面 dwg 文件会自动拆分，实现每张图单个

dwg文件功能，快速实现拆分图功能。

感谢您使用浩辰 CAD 2020！我们将不懈努力，研发出更加专业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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