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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辰 CAD 机械 2017 产品简介 

 

概述 

浩辰 CAD 机械软件涵盖了机械设计的全部领域，集辅助绘图、机构设计和数据管理等功能模块于一体，提供符合不同国家

标准的最新符号标注和标准件库，同时可兼容其他机械软件生成的图纸。标准化、智能化的机械绘图设计，大大提升了设

计人员的绘图效率，辅助机械工程师完成更完美的产品创意。 

 

支持国际绘图标准、兼容多专业软件图纸数据 

 

 

 

 

 

 

 

 

 

 

 

 

 

 

 

 

 

 

 

 

国际标准绘图环境 

灵活配置企业标准绘图环境 

BOM 移植 

双向兼容 ACM 图纸信息 

浩辰 CAD 机械软件提供轻松、精确的符合不同国家的

绘图标准，支持 ANSI/BSI/CSN/DIN/GB/GOST/ISO/ 

JIS。基于标准的绘图设计环境有助于帮助工程师交流设

计意图和高质量生产加工。 

企业可根据需求轻松定制符合企业要求的制图标准环

境，帮助企业实现标准一致的机械设计文档。 

浩辰CAD机械软件的BOM表移植功能可以从任何来源

的 DWG 中提取图纸信息、物料清单数据，将历史图纸

批量转换成浩辰 CAD 机械系统格式，更加合理的、高

效的统一管理和利用历史图纸，帮助用户解决旧图复用

问题。 

浩辰 CAD 机械能够精确、完整的读取 AutoCAD Mechanical 图纸信息的底层数据，例如图框与标题栏、序号与明细表、

BOM 表报告等图纸特征和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焊接符号等机械注释符号信息。实现无差别显示、修改，有效解决了由

于使用软件不一致造成的协同设计障碍问题。决旧图复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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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机械设计绘图工具全面提升制图效率 

 

 

 

 

 

 

 

 

 

 

 

 

 

 

 

 

 

 

 

 

 

 

 

 

 

 

中心线 

构造线 

浩辰CAD机械软件针对机械设计的特殊需求丰富了浩辰CAD平台软件

的绘图工具功能。其中，中心线功能将帮助用户根据不同机构对中心线

标识的需求在标准的图层上精确、快速创建中心线标识。 

当绘制几何图形的对齐视图时，使用样式丰富的构造线工

具将帮助您提高设计效率。构造线被自动放置在合适的图

层中，打印文件时将不显示构造线，以便于区分并管理几

何图形。 

矩形命令能够以多种创建方式绘制矩形和正方形，帮助用

户方便、灵活地在特定位置放置矩形，而无需对设计做进

一步修改，减少重复性绘图任务。 

矩形 

填充使您可以使用 Mechanical 工程图更容易地区分剖视

图或局部视图中的零件。浩辰 CAD 机械包含 7 种常用填

充、用户定义填充、预定义填充。 

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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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圆 倒角 

用户采用这些强大工具对之前的操作进行编辑，可以快速

更新工程图，从而节省大量的设计时间。无需移动或重新

创建原始的特征，即可重新编辑这些特征。例如只需双击

倒角并使用原有的对话参数，即可调整倒角的尺寸。 

减少消隐线的绘图工作，自动更新实时响应修改内容。基

于用户定义的前景和背景选择，自动更新计算二维隐藏

线，减少了在浩辰 CAD 中繁琐的修剪线的手工任务。 

构造孔 

2D 消隐 

浩辰 CAD 机械软件提供多种构造工具。如构造孔，选

择孔的类型，输入正确参数，迅速创建出孔的俯视图、

剖视图、局部剖视图。同样还提供轴断线、相贯线、

缩放 XY 等高效的工具。 

轴设计 

轴设计功能提供包括光轴、键轴、螺纹轴、孔轴和阶梯轴

多种轴段的基本形式，工程师可分别对任意轴段进行设

计，同时直观的预览显示轴设计结果，更便于实时调整合

理的参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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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的机械尺寸标注与符号标注工具减少工程绘图标注工作量 

 

 

 

 

 

 

 

 

 

 

 

 

 

 

 

 

 

 

 

 

 

 

 

 

 

 

 

增强尺寸标注 

浩辰 CAD 机械的增强标注帮助用户调用一个命令即

可创建多种类型标注，灵活的定义标注的外观和内容、

向标注添加公差和配合、修改表示方式以显示尺寸的

特性、添加检验尺寸的内容等全面的尺寸标注效果，

极大地减少工程绘图的标注工作任务。 

多重尺寸标注 

多重尺寸标注功能可同时批量创建多个平行标注、坐

标标注、轴标注或对称标注，智能识别尺寸标注彼此

之间的距离，并且自动放置在相应的图层上。极大的

简化了创建和编辑尺寸任务，使繁琐的标注工作变得

更为简单。 

引线注释 

引线注释功能可为图形创建注释信息，同时可添加多

种特征信息以表示该零件部分的真实特征。并且可以

与附着图元对象形成联动响应，以便于图形位置发生

变化注释跟随其移动。 

标注编辑工具可快速地拉伸、插入与合并标注、检查

标注，帮助用户精准的编辑尺寸特性。 

标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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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符号 

浩辰机械提供了超过 11 种符号标注，包括粗糙度符

号、形位公差、焊接符号、基准标识符号、基准目标

等。这些符号具有附着在目标实体或尺寸标注上的特

性，能够随实体自由移动、自动适应图纸的比例变化，

使工程图的标注内容更为标准。表面粗糙度符号作为

机制制图最为常用标注符号之一，可满足设计过程中

对零件表面处理标注的不同需求。 

形位公差符号功能可在机构的任何点、线、面添加注

释，规定相应的公差等级，并按规定的标准符号标注

在图样上，以表示在机械加工后零件的实际要素相对

于理想要素的误差表面粗糙度符号作为机制制图最为

常用标注符号之一，可满足设计过程中对零件表面处

理标注的不同需求。 

形位公差符号 

基准标识符号 

基准标识符号标识了形位公差符号的特征。除基准标

识符号外，浩辰 CAD 机械还支持基准注释和螺纹注

释，只要使用的标准允许这些注释即可。 

锥度和斜度 

根据注释的对象，自动计算斜度/锥度率，但是用户可

以覆盖该值。移动十字光标时，符号的方位会自动改

变。用户可以沿斜度放置带引线的符号，也可以放置

不带引线的符号。 

 

 

 

 

 

  
0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7 

 

灵活的引出序号、BOM 系统和多种数据表格工具提供精准的报告 

 

 

 

 

 

 

 

 

 

 

 

 

 

 

 

 

 

 

 

 

 

 

 

 

 

 

 

 

序号/明细表 

浩辰 CAD 机械相比浩辰 CAD 中的手动标注方

法更加简便、高效。序号与明细表形成智能关

联更新，实时跟踪零件信息变更，减少由于错

误的信息记录、识别和排序而造成的高成本浪

费，帮助用户减轻工作量保证精准的数据。 

BOM 表 

统筹零部件所有数据信息，掌控全局变更，BOM 表功能具备完整的零部件特性。支持从 DWG 文件提取 BOM

数据，以便于重复利用和共享零部件数据，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并保证信息的准确性，确保整个设计团队保持同步。

工作量保证精准的数据。 

孔特征图表 

浩辰 CAD 机械提供具有关联性的孔特征图

表，更加精确的跟踪链接模型与图表的信息，

支持实时添加或删除孔，同时按用户指定的

规则排序，减少手动创建容易造成的错误。

过滤功能帮助用户进行筛选，将不同尺寸的

孔列入不同的孔特征图表，以优化制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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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标准件与图形符号库生成更精准的设计 

 

 

 

 

 

 

 

 

智能图幅工具、详图与打印工具使出图工作不再繁琐 

 

 

 

 

 

 

 

 

 

 

系列化零件设计

系统 
针对制造业不同专业设计的需求，提供了符合全新国标的系列化国标标准件图库，同时提供完全开放式管理、维

护、定制手段，用户可以便捷的建立、检索、修改、扩充企业自己的系列化标准图库。 

超级符号库 

机械设计少不了诸如液压气动符号、电气符号、机构运动符号、夹具等标准件符号的绘制，超级符号库包含了机械设

计所有标准符号，该功能可快速查找和调用所需符号。并可以添加企业标准符号，放置符号库中以便于快速创建。 

标题栏与图框、更改栏 

浩辰 CAD 机械包含一整套符合多个国际标准的预定义的标题栏和图框，可创建一致的标题栏和图框以快速生成工程

图，双击图框可进行编辑来修改图框的尺寸、标题栏的样式、工程图的比例等信息。支持用户定义企业标准的标题栏

和图框样式，同时支持将修订表插入到工程图中的任意位置或插入到标题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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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浩辰 CAD 平台优势 

特性 浩辰 CAD 浩辰 CAD机械 

全部浩辰 CAD 功能 ✓ ✓ 

熟悉的 CAD 界面 ✓ ✓ 

DWG 兼容性 ✓ ✓ 

兼容多个专业软件 

 

✓ 

强大的绘图工具 

 

✓ 

支持国际绘图标准 

 

✓ 

80,000 个标准的零件 

 

✓ 

智能的尺寸标注工具 

 

✓ 

强大的机械注释符号 

 

✓ 

关联的引出序号和 BOM 表  ✓ 

集成数据管理  ✓ 

完成绘制和标注任务速度提高 60%  ✓ 

设计和工程任务的速度提高 90%  ✓ 

所需命令数量减少 75%  ✓ 

 

 

局部详图 

浩辰CAD机械提供随设计变更自动更新的智能详图设

计工具，可将图纸中局部细微的地方框选后在绘图区

域放大引出，轻松创建不同比例同时相互链接的视图。 

缩放区域 

在模型空间中，可将工程图分为具有不同比例因子的缩放区域，使用这些区域在布局中创建合适的视口以用于图形打印，

赋予这些区域为长度比例或是文本比例，将有助于用户打印合适的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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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建几何图形 

1.1 概述 

当用户在绘制一些具有特征的对象元素时，用平台绘图工具达到绘制图形目的可能会比较麻烦，为了提高绘图的效率，

并符合浩辰 CAD 机械模块的绘图要求，浩辰 CAD 机械扩充了浩辰 CAD 的绘图工具，如增加了对称画线、平行线、垂直线、

角分线、管道线等工具，配合平台绘图工具的使用会使用户的操作变的更为方便有效。 

1.2 常用绘图命令 

1.2.1 对称画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直线”下拉列表 >> “对称画线” 

键盘输入：GMSYMLINE 

以一条直线为对称轴，在对称轴一侧绘制的图形后另一侧形成相对称的图形。主要适用于回转体图形的绘制。

  

创建对称画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直线”下拉列表 >> “对称画线”。 

2. 选择对称轴。 

3. 在对称轴一侧绘制所需图形。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对称基准线 

在工程图中选择直线作为目标。 

请输入第一点 

输入对象的起始点。 

请输入下一点(打开平行或垂直[O]) 

若打开平行/垂直，可绘制基准线的平行、垂直线；若连续输入下一点，可直接绘制对称线直至终点。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11 

 

1.2.2 中心线 

 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TLINE 

在绘图区域的指定位置绘制中心线。

  

创建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 

2. 按 ENTER 键显示“选择中心线选项”对话框，或指定中心线的起点。 

3. 指定中心线的终点。 

  

命令行提示 

指定中心线的起点<对话框 D> 

指定中心线的起点或按 ENTER键显示“选择中心线选项”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可以更改中心线创建方法。 

指定中心线的终点 

指定中心线的终点。 

 

 十字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CROSS 

在指定点放置十字中心线。 

  

创建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十字中心线”。 

2. 按 ENTER 键显示“选择中心线选项”对话框，或指定中心线的起点。 

3. 指定孔的中心点。 

4. 指定十字中心线的直径或选择象限点。 

5. 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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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指定中心线的起点<对话框 D> 

指定中心线的起点或按 ENTER键显示“选择中心线选项”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可以更改中心线创建方法。 

指定直径 

指定要放置的十字中心线的直径。 

 

 圆心标记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圆心标记” 

键盘输入：GMCEN 

创建圆和圆弧的圆心标记。 

  

创建圆心标记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圆心标记”。 

2. 选择要向其添加圆心标记的对象。 

  

命令行提示 

选择圆或者圆弧或者多段线中的圆弧 

选择对象生成圆心标记。 

 

 过平板的十字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平板的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CRPLATE 

用户可以在一个平板的每一个角点上创建带孔十字中心线，这些孔可以放置在平板内部，也可以围绕矩形放置。 

  

创建过平板的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平板的十字中心线”。 

2. 输入值以指定十字中心线相对轮廓线的偏移。 

3. 按 ENTER 键。 

4. 选择对象。 

5. 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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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定点设备指定放置十字中心线的位置：平板内或平板外。 

7. 指定孔的直径值以创建带孔的十字中心线，或选择 N（“没有孔”）以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然后指定十字

的直径值。 

  

命令行提示 

十字中心线的偏移 

指定最近的闭合轮廓边到十字中心线的距离。 

边框 

指定形成闭合轮廓的对象。 

要插入的一边 

指定将十字中心线放置在闭合轮廓的内侧还是外侧。在内部单击以在轮廓内绘制中心线。 

孔的直径 

指定要绘制的孔的直径。指定“没有孔”可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十字中心线直径 

指定要在孔上放置的十字中心线的直径。 

 

 过角点的十字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角点的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CRCORNER 

通常使用该命令在角点中绘制孔。如果需要，可以选择只绘制十字中心线。 

  

创建过角点的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角点的十字中心线”。 

2. 按 ENTER 键显示“选择中心线选项”对话框，或指定第一条轮廓线。 

3. 指定第二条轮廓线。 

4. 使用定点设备指定十字中心线距第一条轮廓线的偏移或输入值。 

5. 使用定点设备指定十字中心线距第二条轮廓线的偏移或输入值。 

6. 按 ENTER 键。 

7. 指定孔的直径值以创建带孔的十字中心线，或输入 N（“无”）以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然后指定十字的直

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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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对话框 

显示“中心线”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可以更改中心线创建方法。 

第一条轮廓线 

选择定义角点所需的两条直线中的第一条直线。 

第二条轮廓线 

选择定义角点所需的两条直线中的第二条直线。 

距第一条轮廓线的偏移量 

指定从第一条直线到要绘制的孔中心的距离。 

距第二条轮廓线的偏移量 

指定从第二条直线到要绘制的孔中心的距离。 

孔的直径 

指定要在节圆上绘制的孔的直径。指定“没有孔”可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十字中心线直径 

指定要在孔上放置的十字中心线的直径。 

 

 两条直线之间的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两条直线之间的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INBET 

在两条直线之间绘制中心线，以将这两条直线标记为对称。 

  

创建两条直线之间的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两条直线之间的十字中心线”。 

2. 选择第一条轮廓线。 

3. 选择第二条轮廓线。 

4.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第一条轮廓线 

选择所需的两条线中的第一条。 

第二条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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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需的两条线中的第二条。 

 

 过孔的十字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孔的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CRINHOLE 

在圆上放置十字中心线。 

  

创建过孔的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孔的十字中心线”。 

2. 选择要向其添加中心线的对象。 

3.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选择对象 

指定要为其绘制十字中心线的孔。选定孔后按 ENTER 键。 

 

 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CRHOLE 

在指定点放置孔。

  

创建带孔的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2. 按 ENTER 键显示“选择中心线选项”对话框，或指定中心线的起点。 

3. 指定孔的中心点。 

4. 如果希望创建一个过孔中心线，必须指定一个孔的直径值。可以输入多个直径值，以“|”符号分隔（例如 

1.5|2.5|4|6|12）。 

5. 按 ENTER 键。 

6. 指定插入其他过孔中心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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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对话框 

显示“中心线”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可以更改中心线创建方法。 

指定中心点 

指定孔的中心。 

指定直径 

指定孔的直径。您可以指定多个值，以“|”字符分隔，会按照指定的每个直径绘制同心孔。指定“没有孔”以创建不带孔

的十字中心线。 

十字中心线直径 

指定要在孔上放置的十字中心线的直径。 

 

 带角度的十字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带角度的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CRANGLE 

创建同心节距圆并在圆上以指定角度放置孔。 

  

创建带角度的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带角度的十字中心线”。 

2. 按 ENTER 键选择其他类型的中心线，或指定中心点。 

3. 为圆指定圆心。 

4. 为圆指定一个直径值。 

5. 如果希望创建一个带孔十字中心线，必须指定一个孔的直径值。选择 N（“没有孔”）以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然后指定十字的直径值。 

6. 为十字中心线在圆上的放置指定一个角度。 

7.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对话框 

显示“中心线”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可以更改中心线创建方法。 

指定中心点 

指定节距圆的中心。 

指定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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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节距圆的直径。您可以指定多个值，以“|”字符分隔，会按照指定的每个直径绘制同心节距圆。 

孔的直径 

指定要在节距圆上绘制的孔的直径。指定“没有孔”可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十字中心线直径 

指定要在孔上放置的十字中心线的直径。 

角度 

指定绘制十字中心线时与 X 轴之间的角度。通过指定多个角度（以“|”字符分隔），您可以绘制多条十字中心线。 

 

 过整圆的十字中心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整圆的十字中心线” 

键盘输入：GMCENCRFULLCIRCLE 

创建同心节距圆并在圆上放置指定数目的孔，使其均匀分布在圆上。 

  

创建过整圆的十字中心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中心线”下拉列表 >> “过整圆的十字中心线”。 

2. 按 ENTER 键选择其他类型的中心线，或指定中心点。 

3. 为圆指定圆心。 

4. 为圆指定一个直径值。 

5. 如果希望创建一个带孔十字中心线，必须指定一个孔的直径值。选择 N（“没有孔”）以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然后指定十字的直径值。 

6. 为十字中心线在圆上的放置指定一个角度。 

7.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对话框 

显示“中心线”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可以更改中心线创建方法。 

中心点 

指定节距圆的中心。 

指定直径 

指定节距圆的直径。您可以指定多个值，以“|”字符分隔，会按照指定的每个直径绘制同心节距圆。 

孔的直径 

指定要在节距圆上绘制的孔的直径。指定“没有孔”以创建不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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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中心线直径 

指定要在孔上放置的十字中心线的直径。 

 

1.2.3 构造线 

 构造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键盘输入：GMCONSTLINES 

使用构造线功能，可以创建向一端无限延长的构造线（射线）或者向两端无限延长的构造线（参照线）。还可以创建

圆形构造线。 

  

创建构造线的的步骤 

创建水平、垂直、十字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或 或  

3. 指定构造线的插入点。 

相对另一直线某一角度创建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指定构造线必须通过的一点。 

4. 单击一点指定基线。 

5. 通过单击某点或输入角度值来指定相对角度。 

在距选定直线预设距离处创建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一条参照线，一条射线或者一条直线。 

4. 指定一个插入点，或者输入一个距离值。 

5. 如果在的步骤 4 中输入了距离值，请指定构造线从基准线向哪一侧偏移。 

创建与两点连线垂直的构造线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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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指定构造线必须通过的一点。 

4. 指定第二个点或输入一个角度值来定义构造线的方向。 

创建与直线垂直的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一条参照线，一条射线或者一条直线。 

4. 指定构造线必须通过的一点。 

创建等分角的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一个角的第一条边，然后选择第二条边，或者按回车定义这个角。 

4. 选择一个角的第一条边，然后选择第二条边。 

注意：按 ENTER 键定义角度，选择角度的顶点，然后选择顶点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端点。 

创建与一个圆相切的两条平行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一段圆弧或者一个圆。 

4. 指定一个点或者输入一个角度值以定义构造线的方向 

创建与两个圆相切的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第一段圆弧或者第一个圆，然后选择第二段圆弧或者第二个圆。 

创建同心圆形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一段圆弧或者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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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同心圆的直径值。要绘制多个圆，请在直径值之间键入“|”（管道符号）。 

创建轴的端视图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轴的中心线。 

4. 在轮廓的侧视图上单击一点。 

5. 为构造圆指定一个插入点。 

创建与两条直线相切的圆形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第一条直线，然后选择第二条直线。 

4. 为圆指定一个直径值。 

创建与直线相切的圆形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 

2. 在“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  

3. 选择一条参照线，一条射线或者一条直线。 

4. 指定一点来定义圆的位置。 

5. 指定半径值。 

6.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插入点 

指定绘制构造线必须通过的一点。 

第二点 

通过指定绘制构造线必须通过的第二个点来指定构造线的位置。 

角度 

通过指定构造线与 X 轴所成的角度来指定构造线的位置。可以通过指定多个角度（用“|”字符分隔）来绘制多条构造线。 

基准角度 

从现有直线的相对角创建构造线。 

相对角度 

通过指定与之前创建的构造线所成的角度来指定构造线的位置。可以通过指定多个角度（用“|”字符分隔）来绘制多条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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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线。 

选择参照线、射线或直线 

创建平行于所选直线的构造线。 

距离 

以与在前一个提示中选定点的指定距离绘制构造线。可以通过指定多个距离（用“|”字符分隔）来绘制多条构造线。 

要偏移的一侧 

指定该命令从之前选定对象的哪一侧绘制构造线。 

垂线的基点 

绘制通过所选点的构造线。该命令将绘制与上一个提示中所选直线垂直的构造线。 

第一条直线 

指定绘制构造线所需的两条直线中的第一条，该构造线将二等分两条直线间的角度 

第二条直线 

指定绘制构造线所需的两条直线中的第二条，该构造线将二等分两条直线间的角度 

角等分线顶点 

指定由两条直线所成的顶点，构造线将二等分所成的角。 

  

“构造线”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构造线中进行选择。 

构造线模式：射线 

调用 GMCONSTSWI 命令以便可以将构造线设置为射线。 

  

创建垂直构造线 

 

创建十字构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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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水平构造线 通过定义两点或一个

角来创建构造线 

从直线的相对角创建

构造线 

 

以整个距离创建平行

构造线 

 

以一半距离创建平行

构造线 

 

创建与直线垂直的构

造线 

 

创建与两点连线垂直

的构造线 

 

创建角的等分构造线 

 

创建两条与圆相切的

平行构造线 

 

创建与两个圆相切的

构造线 

 

创建与圆同心的构造

圆 

 

在轴端点创建圆 

 

创建与直线相切的构

造圆 

 

创建与两条直线相切

的构造线 

 

创建构造圆 

 

在圆周围创建构造线

矩形 

 

以指定点为起点创建

构造线 

 

创建始于一点向两个

方向延伸的构造线 

 

创建沿 Z 方向的构

造线 

构造线模式：构造线 

调用 GMCONSTSWI 命令以便可以将构造线设置为构造线。 

 

创建水平构造线 

 

创建垂直构造线 

 

创建十字构造线 

 

通过定义两点或一个

角来创建构造线 

 

从直线的相对角创建

构造线 

 

以整个距离创建平行

构造线 

 

以一半距离创建平行

构造线 

 

创建与直线垂直的构

造线 

 

创建与两点连线垂直

的构造线 

 

创建角的等分构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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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两条与圆相切的

平行构造线 

 

创建与两个圆相切的

构造线 

 

创建与圆同心的构造

圆 

 

在轴端点创建圆 

 

创建与直线相切的构

造圆 

 

创建与两条直线相切

的构造线 

 

创建构造圆 

 

在圆周围创建构造线

矩形 

 

以指定点为起点创建

构造线 

 

创建始于一点向两个

方向延伸的构造线 

 

创建沿 Z 方向的构

造线 

 

 自动创建构造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下拉列表 >> “自动创建构造线” 

键盘输入：GMAUTOCLINES 

在选定对象的所有端点上创建垂直和水平构造线。 

  

自动创建构造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线”下拉列表 >> “自动创建构造线”。 

2. 在“自动创建构造线”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图标。 

3. 选择要在其上插入构造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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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创建构造线”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围绕指定的对象创建竖直或水平构造线。 

单击与所需的构造线样式对应的按钮。选择对象后，程序将绘制构造线。 

 

 删除构造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删除构造线”、“删除全部构造线” 

键盘输入：GMAUTOCLINES 

删除选定的构造线。删除工程图中所有构造线。 

  

删除构造线的步骤 

有两个选项可用于删除构造线。 

1. 从图形中删除所有构造线。 

2. 仅删除所选择的构造线。 

使用 GMERASEALLCL 命令从当前图形中删除所有构造线。 

使用 GMERASECL 命令从当前图形中删除选中的构造线。 

1. 窗口的第一角点：选择点。 

2. 窗口的第二角点：选择点。 

  

命令行提示 

窗口的第一角点 

选择包含要删除的构造线的区域中的第一个角点。 

窗口的第二角点 

选择区域的对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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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开关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投影开关” 

键盘输入：GMPROJO 

创建可帮助您创建正交视图的投影线。 

  

命令行提示 

投影 

禁用或启用投影线的创建。 

 插入点 

指定在绘图区域中插入投影线的位置。 

 旋转角度 

指定投影线围绕插入点旋转的角度。 

 

 轮廓追踪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轮廓追踪” 

键盘输入：GMCONTRACE 

通过逐段指定边界创建追踪区域轮廓的闭合轮廓。 

  

常用操作步骤 

检查轮廓是否闭合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轮廓追踪”。 

2. 检查区域外轮廓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选择“外”。 

2) 选择形成闭合回路的对象。 

3) 按 ENTER 键。 

4) 要将基本图层上的任何图元用作外边界，请选择它们。 

5) 再次按 ENTER 键。 

3. 检查区域内轮廓的步骤： 

1) 在这个区域中单击鼠标。 

4. 在“消息”对话框中，单击“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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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将追踪轮廓，并在每个顶点处暂停以对其进行标记。如果发现开口端，将围绕该点绘制一个小的正方形并

反转追踪方向。反向追踪时如果在同一位置发现另一个开口端，则该位置就是轮廓的开口处。 

每次系统暂停时，请键入 Y 并按 ENTER 键。重复操作，直到已遍历整个轮廓，然后键入 N 并按 ENTER 键。 

注意:要删除顶点标记，请在命令提示下键入 REDRAW，然后按 ENTER 键。 

逐线段追踪封闭区域的外轮廓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轮廓追踪”。 

2. 在命令提示下，选择“外”。 

3. 选择形成闭合回路的对象。 

4. 按 ENTER 键。 

5. 如果要将以下图层上的任何图元用作外边界，请选择它们。 

6. 再次按 ENTER 键。 

7. 在“消息”对话框中，单击“否”。 

系统将追踪轮廓，并在每个顶点处暂停以对其进行标记。 

8. 每次系统暂停时，请键入 Y 并按 ENTER 键。重复操作，直到绘制了整个轮廓。 

注意:若要删除顶点标记，请在命令提示下键入 REDRAW，然后按 Enter 键。 

追踪封闭区域外轮廓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外轮廓”。 

2. 选择绑定要追踪的区域的对象。 

3. 要将基本图层上的任何图元用作外边界，请选择它们。 

4. 按 ENTER 键。 

逐线段追踪封闭区域的内轮廓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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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轮廓追踪”。 

2. 在命令提示下，选择“内”。 

3. 在某个区域内单击以定义要追踪的轮廓的边界。 

4. 在“消息”对话框中，单击“否”。 

系统将追踪轮廓，并在每个顶点处暂停以对其进行标记。 

5. 每次系统暂停时，请键入 Y 并按 ENTER 键。重复操作，直到绘制了整个轮廓。 

注意：若要删除顶点标记，请在命令提示下键入 REDRAW，然后按 Enter 键。 

追踪封闭区域内轮廓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内轮廓”。 

2. 通过选择边界上的对象定义区域的步骤： 

1) 键入 S，然后按 ENTER 键。 

2) 选择对象并在完成时按 ENTER 键。 

3. 如果要将以下图层上的任何图元用作外边界，请选择它们。 

4. 在封闭区域内单击鼠标。沿边界绘制轮廓。 

  

命令行提示 

内部 

追踪区域的内轮廓 

区域中的点 

选择您单击的点周围的对象。 

选择对象 

通过选择绑定区域的对象来指定区域。 

选择附加边界 

指定附加边界，如基础图层上的图元。 

外部 

追踪区域的外轮廓。 

选择对象 

通过选择绑定区域的对象来指定区域。 

选择附加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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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附加边界，如基础图层上的图元。 

 

1.2.4 快速精确画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直线”下拉 >> “快速精确画线” 

键盘输入：GMINTELLIGENTLINE 

平台直线功能LINE的扩充，绘制与参照线相垂直、平行或任意角度的直线。

  

创建快速精确画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直线”下拉 >> “快速精确画线”。 

2. 指定第一点位置。 

3. 指定下一点位置或选择平行或垂直、相对角度、对称，进入下一步。 

4. 指定下一点位置。 

  

命令行提示 

起点/(平行或垂直线 P/相对角度 A/对称 M)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快速画线的初始点。 

下一点/平行或垂直线 P/相对角度 A/对称 M)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快速画线的下一点，按 ENTER 完成智能画线。 

平行或垂直线 P 

选择与目标水平或垂直的方向画线。 

相对角度 A 

选择与目标指定角度的画线。 

对称 M 

选择目标直线，以此直线为对称轴对称画线。 

 

1.2.5 平行线/垂直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平行线/垂直线” 

键盘输入：GMPARALLELLINE 

绘制与参照线相互平行/垂直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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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平行线/垂直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平行线/垂直线”。 

2. 选择平行线/垂直线的目标。 

3. 指定平行线/垂直线的起点位置或与目标线平行的距离并在目标线一侧选择起点。 

4. 指定平行线/垂直线的终点位置。 

  

命令行提示 

选择要平行/垂直的直线 

在工程图中选择目标线。 

选择平行线的起点或输入距离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平行线的起点，或，输入距离值，在指定距离上绘制平行线。 

选择终点或输入长度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平行线的终点，与目标线平行的线绘制完成。 

 

1.2.6 切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切线” 

键盘输入： GMTANGENTLINE 

绘制与圆或圆弧的切线。

  

创建切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切线”。 

2. 选择目标上切线的起点位置。 

3. 指定切线的终点位置。 

  

命令行提示 

选择圆、圆弧、椭圆、椭圆弧、或者多段线上的圆弧 

在工程图中选择目标对象。 

角度 A/<点取切线起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切线的终点 或 指定绘制线与切线相对角度值。 

请托动选择一点[单击结束选择] 

在工程图中指定切线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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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公切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公切线” 

键盘输入：GMCOMMONTANGENT 

绘制与圆或圆弧的切线。

  

创建公切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公切线”。 

2. 选择目标上切线的起点位置。 

3. 指定切线的终点位置。 

  

命令行提示 

选择圆、圆弧、椭圆、椭圆弧、或者多段线上的圆弧 

在工程图中选择目标对象。 

角度 A/<点取切线起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切线的终点 或 指定绘制线与切线相对角度值。 

请托动选择一点[单击结束选择] 

在工程图中指定切线的终点。 

 

1.2.8 垂分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垂分线” 

键盘输入：GMPERPBISECTOR 

绘制与参照线相互垂直且平分的直线。

  

创建垂分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垂分线”。 

2. 选择垂分线目标。 

3. 指定垂分线起点位置。 

4. 指定垂分线终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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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选择基准线 

在工程图中选择目标线  

输入垂分线起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垂分线的起点， 

输入长度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或输入长度值作为垂分线的终点。 

 

1.2.9 角度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角度线” 

键盘输入：GMANGLELINE 

绘制与参照线存在指定角度的直线。

  

创建角度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角度线” 

2. 选择角度线的目标。 

3. 指定角度线的起点。 

4. 指定角度线的终点或角度线终点的相交目标。 

  

命令行提示 

选择基准线 

在工程图中选择基准线。 

指定起始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角度线的起点。 

输入角度 

输入角度值。 

输入长度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或输入长度值作为角度线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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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平(角)分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平(角)分线” 

键盘输入：GMBISECTOR 

绘制夹角的平分线或夹角的均分线。

  

创建平(角)分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平(角)分线”。 

2. 选择平分线的第一条边为目标。 

3. 选择平分线的第二条边为目标。 

4. 指定平分数。 

5. 指定平分线的终点位置。 

  

命令行提示 

选择角起始线 

在工程图中选择角的一边。 

选择角终止线 

在工程图中选择角的另一边。 

输入等分数目<2> 

输入角分线的等分数值。 

指定内侧起始点 

指定线的起点。 

确定终止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角分线的终点或输入角分线的长度值。 

 

1.2.11 放射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放射线” 

键盘输入：GMRADIATION 

从一点绘制若干条放射性的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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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放射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放射线”。 

2. 设定放射线的数目值。 

3. 选择中心点。 

4. 选择放射线的终点位置。 

  

命令行提示 

选择基准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 

输入射线起点 

指定起点。 

输入长度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或输入长度值作为角度线的终点。 

输入放射线数 

输入放射线的数目值。 

 

1.2.12 波浪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波浪线” 

键盘输入：GMWAVILNESSLINE 

从选择波浪线的起点和终点，可绘制两点之间的波浪线；设置多点，可绘制多条波浪线。

  

创建波浪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波浪线”。 

2. 指定波浪线的起点位置。 

3. 指定波浪线的下一点位置。 

4. 指定波浪线的段数。 

  

命令行提示 

波浪线起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波浪线的起点  

波浪线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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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双折线的终点，回车确定 

请输入波浪线段数 

输入波浪线的段数值 

 

1.2.13 双折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双折线” 

键盘输入：GMZIGZAGLINE 

选择双折线的起点和终点，可绘制两点之间的双折线；设置多点，可绘制多条双折线。

  

创建双折线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波浪线”。 

2. 指定双折线的起点位置。 

3. 指定双折线的下一点位置或设置双折线属性。 

4. 按 ENTER 结束画线。 

  

命令行提示 

双折线起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波浪线的起点  

双折线下一点或[设置 S]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双折线的终点，或输入 S 设置双折线属性 

1.2.14 管道线 

概要 

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管道线” 

键盘输入：GMPIPELINE 

设定管道线的外径、壁厚来绘制管道线。

  

创建管道的步骤 

1. 单击菜单“绘图” >> “Mechanical 作图”子菜单 >>  “管道线”。 

2. 指定管道线的内径值。 

3. 指定管道线的壁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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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管道线起点。 

5. 指定管道线下一点或指定管道线的图形后指定下一点，ENTER 完成管道线的绘制。 

  

命令行提示 

输入管道内径 

输入管道线的内径值。 

输入管道厚度 

输入管道线的壁厚值。 

输入起点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管道线的起点。 

输入下一点 或[圆弧(A)] 

在工程图中选择一点作为管道线的终点，管道线绘制完成。 

 

1.2.15 矩形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键盘输入：GMRECTANG 

使用闭合多段线绘制矩形。 

  

创建矩形的步骤 

通过从一个角点开始并指定其对角点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第一个角点。 

4. 指定第二个点。 

通过使用矩形的中心作为起点并指定整个底边和全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中心点。 

4. 指定矩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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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矩形的全高或输入全高值。 

通过选择底边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整个底边和全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底边中点。 

4. 指定矩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全高或输入全高值。 

通过选择底边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角点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底边中点。 

4. 指定矩形的角点。 

通过使用矩形的中心作为起点并指定一半底边和全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中心点。 

4. 指定矩形的一半底边或输入矩形的一半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全高或输入矩形的全高值。 

通过使用底边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一半底边和全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底边中点。 

4. 指定矩形的一半底边或输入矩形的一半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全高或输入全高值。 

通过使用高度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对角点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高度的中点。 

4. 指定矩形的对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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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矩形的中心作为起点并指定整个底边和半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中心点。 

4. 指定矩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半高或输入半高值。 

通过使用高度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整个底边和全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高度的中点。 

4. 指定矩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全高或输入全高值。 

通过使用矩形的中心作为起点并指定角点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中心点。 

4. 指定矩形的角点。 

通过使用矩形的中心作为起点并指定一半底边和半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中心点。 

4. 指定矩形的一半底边或输入矩形的一半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半高或输入矩形的半高值。 

通过选择高度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整个底边和半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高度的中点。 

4. 指定矩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半高或输入半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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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矩形的角点作为起点并指定整个底边和全高来创建矩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矩形的角点。 

4. 指定矩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5. 指定矩形的全高或输入全高值。 

通过使用底边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整个底边来创建正方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正方形的底边中点。 

4. 指定正方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通过使用高度的中点并指定整个底边来创建正方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正方形高度的中点。 

4. 指定正方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通过使用底边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一半底边来创建正方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正方形的底边中点。 

4. 指定正方形的一半底边或输入一半底边值。 

通过使用高度的中点作为起点并指定一半底边来创建正方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正方形高度的中点。 

4. 指定正方形的一半底边或输入一半底边值。 

通过使用正方形的中心作为起点并指定一半底边来创建正方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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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正方形的中心点。 

4. 指定正方形的一半底边或输入以一半底边值。 

通过使用底边的角点作为起点并指定底边来创建正方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正方形的底边角点。 

4. 指定正方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通过使用正方形的中心作为起点并指定底边来创建正方形的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矩形”。 

2. 在“矩形”对话框中，选择 。 

3. 指定正方形的中心点。 

4. 指定正方形的底边或输入底边值。 

  

命令行提示 

第一角点 

定义起点以绘制矩形。按空格键切换到起点位置。光标处的符号会指示当前的起点。 

另外的角点 

定义绘制矩形所需的第二个点。当标注输入处于打开状态时，工具提示会显示到第二个点的距离。您可以按 TAB 键移至您

要更改的值，并使用键盘指定到第二个点的距离。 

角点 

在指定了两个对角点时绘制矩形。 

基准 

在指定了底边的中点和对边上的角点时绘制矩形。 

高度 

在指定了高度的中点和对边上的角点时绘制矩形。 

中心 

在指定了矩形的中心和角点时绘制矩形。 

对话框 

显示包含可创建正方形和矩形的各种选项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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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系列圆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圆”下拉列表 >> “系列圆” 

键盘输入：GMCENTCIRCLE 

绘制一系列的同心圆。 

  

创建系列圆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圆”下拉列表 >> “系列圆”。 

2. 拾取圆心点。 

3. 半径值或鼠标点击确定圆的大小。 

4. 依次输入系列圆的半径值。 

5. 直接回车或者空输入结束命令。 

  

命令行提示 

输入圆心 

指定圆的圆心。 

半径大小 

指定圆的半径值。 

下一个半径大小 

指定下一个同心圆的吧半径值。 

1.2.17 填充 

 自定义填充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填充”下拉>> “自定义填充” 

键盘输入：GMUSERHATCH 

以用户定义的填充图案填充封闭区域

  

创建系列圆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绘图”面板 >> “填充”下拉>> “自定义填充”。 

2. 拾取圆心点。 

3. 半径值或鼠标点击确定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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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次输入系列圆的半径值。 

5. 直接回车或者空输入结束命令。 

  

命令行提示 

附加边界 

通过选择其边界定义要填充的区域。 

要填充的区域 

通过在封闭区域选择点来定义要填充的区域。 

对象 

通过选择要填充的对象来定义要填充的区域。 

  

“填充”对话框 

 

[图案类型] 

选择使用的图案类型。   

[图案] 

预览选定填充图案的图像。   

[预览窗口] 

显示选定填充图案的预览图像。   

[图案类型] 

指定图案类型。图案类型可以是“用户定义”、“自定义”和“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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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特性] 

修改选定的填充图案的特性。 

[图案] 

为选择的图案类型列出可用的填充图案。   

[比例] 

放大或缩小一个预定义或者自定义的图案。GstarCAD 在系统变量 HPSCALE 中存储比例。此选项仅当图案类型被设置

为“预定义”或者“自定义”时有效。   

[角度] 

指定填充图案相对于当前 UCS 的 X 轴的角度。GstarCAD  在系统变量 HPANG 中存储角度。 

[间距] 

指定用户定义图案中剖切线的间距。GstarCAD 在系统变量 HPSPACE 中存储间距。此选项仅当图案被设置为“用户定

义”时有效。 

[偏移] 

按照一定的关系将填充图案移动到相邻区域。 

[交叉] 

相对原来的填充线成直角绘制直线。 

[计算边界] 

在编辑时计算填充区域的新边界。 

[调整剖面线间距，使其不小于 5 条剖面线] 

在希望填充的区域较小时，指定程序绘制的填充线的数目。此选项的有效性依赖于在配置中的设置。默认情况下，填充线

的数目为 5。 

 

 GMHATCH_45_2 

用 45 度、2.5 毫米/0.1 英寸的非关联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GMHATCH_45_5 

用 45 度、5 毫米/0.22 英寸的非关联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GMHATCH_45_13 

用 45 度、13 毫米/0.5 英寸的非关联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GMHATCH_135_2 

用 135 度、2.7 毫米/0.12 英寸的非关联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GMHATCH_135_4 

用 135 度、4.7 毫米/0.19 英寸的非关联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GMHATCH_135_11 

用 135 度、11 毫米/0.4 英寸的非关联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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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HATCH_DBL 

用 45 度和 135 度、2.3 毫米/0.09 英寸的非关联交叉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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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编辑与构造几何图形 

2.1 概述 

在机械制图中，经常会遇到处理倒角、工艺槽、轴断线等工作，同时涉及到孔的设计，孔的排列方式等问题，浩辰机

械为这些问题的处理定制了一系列的工具，提高了对这些特定部件处理的效率。 

2.2 修改图元 

2.2.1 圆角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 

键盘输入：GMFILLET2D 

使用 GMFILLET2D，用户可以使用指定半径的圆弧，为两个圆弧、圆、椭圆弧、直线、多段线、射线或参照线的边添加

圆角。 

  

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两条直线段执行圆角操作的步骤 

1. 依次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 

2. 选择要圆角的第一个对象。 

3. 选择第二个对象。 

对整条多段线执行圆角操作的步骤  

1. 依次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 

2. 请输入多段线所对应的 P。 

3. 选择多段线。 

圆角而不修剪的步骤 

1. 依次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 

2. 按 ENTER 键显示“圆角”对话框。 

3. 清除“修剪几何图形”复选框。 

4. 单击“确定”。 

5. 选择第一个对象。 

6. 选择第二个对象。 

配置圆角默认值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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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次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 

2. 按 ENTER 键显示“圆角”对话框。 

3. 在“圆角尺寸”列表中，选择默认值。 

4. 单击“确定”。 

  

命令行提示 

对象 

通过选择构成顶点的对象来为顶点加圆角。 

多段线 

为选择的多段线的所有顶点加圆角。 

选择多段线 

指定要加圆角的多段线。 

设置 

显示“圆角”对话框，从中可以指定圆角半径。 

标注 

为已加圆角的边创建标注。 

圆角圆弧 

选择要标注的圆角。 

尺寸线位置 

指定尺寸线的起点和终点。 

 选项 - 显示“半径标注选项”对话框。 

  

“圆角”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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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圆角尺寸] 

显示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常用半径的下拉列表。您也可以输入半径值。 

回到图形，这样，就可以通过选择一段现有圆弧或者圆或者从命令提示下输入一个值来指定一个半径值。 

[选项] 

[修剪几何图形] 

将相交线修剪到圆角线端点。   

[在圆角上插入标注] 

为创建的圆角插入尺寸标注。   

[配置] 

打开“圆角列表配置”对话框，您可以从中自定义圆角尺寸下拉列表。 

2.2.2 倒角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下拉列表 >> “倒角” 

键盘输入：GMCHAM2D  

使用 GMCHAM2D 命令，可以通过延伸或者剪切来连接两个非平行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这两个对象相交或者通过一条倾

斜直线连接。用户可以倒角直线、多段线、外部参照线和射线。 

  

常用的操作步骤 

通过指定距离来对对象执行倒角操作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下拉列表 >> “倒角”。 

2. 按 ENTER 键进行设置。 

3. 在“倒角”对话框中： 

1) 从“第一个倒角长度”列表中选择第一个长度的值，或者单击 以通过单击两点指定长度，或输入值。 

2) 从“第二个倒角长度”列表中选择第二个长度的值，或者单击 以通过单击两点指定长度，或输入值。 

3) 单击“确定”。 

4. 选择第一个对象。 

5. 选择第二个对象。 

6. 按 ESC 键退出命令。 

倒角整个多段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下拉列表 >> “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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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ENTER 键进行设置。 

3. 在“倒角”对话框中： 

1) 从“第一个倒角长度”列表中选择第一个长度的值，或者单击 以通过单击两点指定长度，或输入值。 

2) 从“第二个倒角长度”列表中选择第二个长度的值，或者单击 以通过单击两点指定长度，或输入值。 

3) 单击“确定”。 

4. 选择多段线。 

5. 按 ENTER 键。 

6. 按 ESC 键退出命令。 

注意：修剪模式处于打开状态时，用户可以取消对已修剪的对象进行的修剪操作。 

为倒角配置默认值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圆角”下拉列表 >> “倒角”。 

2. 按 ENTER 键进行设置。 

3. 在“第一个倒角长度”列表和“第二个倒角长度”列表中，选择倒角值。 

4. 单击“确定”。 

5. 按 ESC 键终止命令。 

创建倒角标注的步骤 

1. 依次单击“常用”选项卡 >> “修改”面板 >> “倒角”。 

2.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D 表示标注。 

3. 选择要进行标注的倒角线，然后选择第一条和第二条尺寸界线。将显示倒角标注。 

4.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选择第一个对象或 [多段线(P)/设置(S)/添加标注(D)] <设置>:  

选择对象类型或选择定义倒角所需的两条直线中的第一条直线，或按 ENTER 键更改倒角设置。 

第一个对象 

使您能够通过选择两条直线以与斜线连接来定义倒角。 

选择第二个对象或 <按回车键表示多段线>:  

选择第二条直线或按 ENTER 键返回到前一个提示然后选择多段线。 

选择对象以创建原始长度:  

按 ENTER 键返回到第一个提示或选择直线放弃通过此命令对直线执行的任何修剪或延伸。 

多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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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角多段线的所有顶点。 

选择多段线:  

选择多段线并按 ENTER 键，以倒角所有多段线顶点。 

设置 

显示“倒角”对话框，使您可以指定倒角长度以及倒角标注表示方式。 

添加标注 

创建倒角标注。 

选择倒角线:  

选择倒角线以创建标注。 

选择第一个对象:  

选择倒角所连接的其中一条直线。 

选择第二个对象:  

选择倒角所连接的另一条直线。 

  

“倒角”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选择倒角距离和倒角角度，以指定是否插入带有标注的倒角，以及是否将选定边修剪到倒角线端点。 

[尺寸] 

[第一个倒角长度] 

显示一个距离值列表，可以从中指定从选择的边开始的第一个倒角距离。 按钮可以转回到工程图，从中可以为第一个

倒角距离指定值。这个角度值将显示在“输入”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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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倒角长度] 

显示常用值列表，可以从中指定从选择的边开始的第二个倒角距离。 按钮可以转回到工程图，从中可以为第二个倒角

距离指定值。这个角度值将显示在“输入”字段中。 

[倒角角度] 

显示可用角度值列表，可以从中指定从选择的边开始的第二个倒角距离。 按钮可以转回到工程图，从中可以指定倒角

角度。这个角度值将显示在“输入”框中。 

[选项]  

[修剪几何图形] 

设置 GMCHAM2D 命令以将选定边修剪至倒角线端点。  

[在倒角上插入标注] 

在创建倒角时插入标注。  

[倒角标注样式] 

显示当前选定的倒角标注表示方式的图像。单击下拉键头选择不同的倒角标注表示方式。 

[配置] 

显示使您可以自定义倒角尺寸列表的“倒角列表配置”对话框。 

“倒角列表配置”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自定义倒角尺寸列表（您可以从“倒角”对话框中选择）。 

[倒角尺寸] 

显示可用于选择的倒角尺寸的列表。 

[添加] 

将空条目插入到倒角尺寸列表，以使您可以指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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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使您可以修改选定条目的倒角尺寸。 

[删除] 

删除选定条目。 

[上移] 

将选定的条目上移一个位置。 

[下移] 

将选定的条目下移一个位置。 

[恢复默认值] 

将倒角列表重置为其默认设置。对此列表进行的自定义将丢失。 

2.2.3 打断 

概要 

菜单：“修改” >> “打断”子菜单>> “GM 打断” 

键盘输入：GMCENTCIRCLE 

平台打断功能的扩充，可快速精准的选择目标，并可对相交实体进行打断。 

  

打断的步骤 

1. 单击菜单“修改” >> “打断”子菜单 >> “GM 打断”。 

2. 择需要打断的圆弧、圆、线为目标。 

3. 指定插入点，或选用其它实体打断目标，进入下一步。 

4. 选择用来打断的圆弧、圆、线为目标。 

5. 目标打断完成。 

  

命令行提示 

选择要打断的线/圆/弧 

选择工程图中圆弧、圆、线为目标。 

请输入打断点（S-用其它实体打断） 

指定打断点位置。 

用其它实体打断 

使用其它与目标相交实体来打断目标。 

选择用来打断的线/圆/弧 

选择工程图中与目标相交的圆弧、圆、线合并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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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动态延伸 

概要 

菜单：“修改” >> “动态延伸” 

键盘输入：GMDYNGMICEXTEND 

对平台延伸操作进行的扩充，支持直接选取延伸位置，简化延伸的操作。 

  

动态延伸的步骤 

1. 单击菜单“修改” >> “动态延伸”。 

2. 选择需选择需要动态延伸的圆弧、圆、线为目标。 

3. 指定目标延伸的终点。 

  

命令行提示 

选择要修改的对象 

选择工程图中圆弧、圆、线为目标。 

指定新端点 

选择延伸目标的终点位置。 

 

2.2.5 截交 

概要 

功能区：“修改” >> “截交” 

键盘输入：GMINTERSECT 

对平台修剪操作进行的扩充，支持相交直线、圆弧的快速修剪并自动删除多余线段。 

  

截交的步骤 

1. 单击菜单“修改” >> “截交”。 

2. 选择需选择需要截交的圆弧、线为目标。 

  

命令行提示 

选择第一个实体 

选择工程图中圆弧、线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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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第二个实体 

选择第二个圆弧、线。 

 

2.2.6 轴断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轴断线” 

键盘输入：GMSECTIONSYMBOL 

将几何图形进行轴断线处理。 

  

创建轴断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轴断线”。 

2. 选择轴的第一条母线。 

3. 选择轴的第二条母线。 

4. 指定轴断线的位置。 

  

命令行提示 

选择轴的第一条母线 

选择工程图中两个平行线其中的一条直线为目标。 

选择轴的第二条母线 

选择第两个平行线其中的另一条直线为目标。 

输入截断位置 

指定轴断线的在两平行线之间的位置。 

 

2.2.7 相贯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相贯线” 

键盘输入：GMINTER 

表达相交的零件实体对象之间的线条，可快速创建正确的结果。 

  

创建相贯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相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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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相应的 2 组轮廓线。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柱（锥）体的相应母线 

选择工程图中相应的轮廓线。 

 

2.2.8 缩放 X,Y 

概要 

菜单：“修改” >> “缩放”子菜单>>  “缩放 XY” 

键盘输入：GMSCALEXY 

设置彼此独立的 X 轴和 Y 轴的比例。 

  

缩放 XY 的步骤 

1. 单击菜单“修改” >> “缩放”下拉 >>  “缩放 XY”。 

2. 选择对象。 

3. 按 ENTER 键。 

4. 指定缩放操作的基点。 

5. 确定 X/Y 轴比例系数。 

  

命令行提示 

选择对象 

选择要重新缩放的对象。 

基点 

指定缩放操作的基点。 

指定的基点可标识在选定对象的尺寸更改（从而远离固定基点）时，位置保持不变的点。 

X 轴比例系数 

指定 X 方向的比例系数。 

Y 轴比例系数 

指定 Y 方向的比例系数。 

参照 

使用两点指定参照长度，另外两点指定新长度。长度之间的关系就是缩放比例。 

 参照长度 - 指定参照距离的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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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 - 指定参照距离的第二点。 

 新长度 - 指定新距离的第一点。 

 第二点 - 指定新距离的第二点。 

 

2.2.9 四分之一镜像 

概要 

菜单：“修改” >> “镜像”子菜单 >> “四分之一镜像” 

键盘输入：GMMIRROR4 

平台镜像功能的扩充，可对某一对象进行四分之一镜像，生成 3 个镜像副本。 

  

创建四分之一镜像的步骤 

1. 单击菜单“修改” >> “镜像”子菜单 >> “四分之一镜像”。 

2. 选择对象。 

3. 按 ENTER 键。 

4. 指定镜像的基准点。 

  

命令行提示 

选择对象 

选择工程图中的对象为目标。 

选择四分之一镜像点 

指定镜像基准点。 

 

2.2.10 连续复制 

概要 

菜单：“修改” >> “对象”子菜单 >> “连续复制” 

键盘输入：GMCONTINUOUSCOPY  

平台复制功能的扩充，支持默认上一次复制的方向和距离，具有记忆功能。 

  

连续复制的步骤 

1. 单击菜单“修改” >> “对象”子菜单 >> “连续复制”。 

2. 选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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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ENTER 键。 

4. 指定基准点。 

5. 指定第二个点。 

6. 指定下一点，或按 ENTER 默认上一步的距离值。 

7. 按 ESC 键结束连续复制。 

  

命令行提示 

选择对象 

在工程图中选择需要连续复制的几何图形。 

指定基点 

选择一个需要复制的基点。 

指定第二个点或<使用第一个点作为位移> 

指定第二个点。右键默认距离复制，使用 ESC 键退出。 

 

2.2.11 删除重复 

概要 

菜单：“修改” >> “对象”子菜单 >> “删除重复” 

键盘输入：GMERASEREPETITION 

删除图纸中重叠的线、圆、圆弧、块。有利于减小 DWG 文件的大小。 

  

删除重复的步骤 

1. 单击菜单“修改” >> “对象”子菜单 >> “删除重复”。 

2. 选择对象。 

3.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选择对象 

在工程图中选择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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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孔 

2.3.1 构造孔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构造孔” 

键盘输入：GMSTRUCTUREHOLE 

创建多种类型的孔，包括主视图、剖视图和俯视图。 

  

创建构造孔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 >> “构造孔”。 

2. 在“孔”对话框中，选择孔的类型。 

3. 单击剖视图摁钮。 

4. 选择孔的中心线、上端面线、下端面线。 

  

命令行提示 

选择中心线 

选择孔的中心线。 

请选择孔的上端面 

选择孔的上端面线。 

请选择孔的下端面 

选择孔的下端面线。 

 

2.3.2 单孔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单孔” 

键盘输入：GMSINGLEHOLE 

绘制指定条件的圆孔、双圆孔、螺纹孔的俯视图。 

  

创建单孔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单孔”。 

2. 选择单孔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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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ENTER 键。 

4. 输入孔的直径值。 

5. 指定孔的圆心。 

  

命令行提示 

孔的类型（1.圆孔 2.双圆孔 3.螺纹孔） 

选择所需要单孔的类型。 

请输入圆孔直径 

输入孔的直径值。 

L：基准线/<输入基准圆心> 

指定孔的圆心位置，或输入 L选择一条直线为目标，相对于该直线的位置指定位置。 

 

2.3.3 孔阵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孔阵” 

键盘输入：GMARRAYHOLE 

快速绘制各种分布形式的孔系或指定形式或位置的孔系。 

  

创建孔阵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孔阵”。 

2. 在“阵列设计”对话框，输入数据。 

3. 指定阵列基点位置，孔阵完成。若选择的“极坐标阵列”，进入下一步。 

4. 选择需阵列的目标。 

5. 确定目标的基点位置，阵列完成。 

  

命令行提示 

确定阵列基点 

选择工程图中孔阵的基点位置。 

请选择一条曲线 

选择工程图中的非直线目标曲线。 

注意：选择一条曲线为阵列类型选择“曲线阵列”的情况。 

选择对象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58 

 

选择工程图中需阵列的目标。 

确定选择集基点 

选择工程图中选择目标集合的基点位置。 

 

2.4 工艺构造 

2.4.1 砂轮越程槽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砂轮越程槽” 

键盘输入：GMWHEELSLOTS 

创建如磨外圆，磨内圆，磨外端面等的砂轮越程槽。 

  

创建砂轮越程槽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砂轮越程槽”。 

2. 在“砂轮越程槽”对话框，选择主类型和主参数。 

3. 选择轴的第一条母线。 

4. 选择轴的另一条母线。 

5. 选择轴的端面线。 

  

命令行提示 

选择轴的一条母线 

选择工程图中要砂轮越程槽的轮廓线 

选择轴的另一条母线 

选择工程图中要砂轮越程槽的轮廓线 

选择轴端面线 

选择工程图中要构造砂轮越程槽的端面线 

 

2.4.2 退刀槽/清角/止裂孔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退刀槽/清角/止裂孔” 

键盘输入：GMCONSTRE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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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槽的绘制是机械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软件提供了多种工艺结构构造功能，包括止裂孔，轴、孔的退刀槽等。 

  

创建退刀槽/清角/止裂孔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构造”面板下拉 >> “退刀槽/清角/止裂孔”。 

2. 在“退刀槽/清角/止裂孔”对话框，选择类型。 

3. 显示相应类型参数对话框，输入数据。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第一条轮廓线[ESC 退出] 

选择工程图中要构造工艺槽的轮廓线。 

请选择第二条轮廓线[ESC 退出] 

选择工程图中要构造工艺槽的轮廓线。 

请选择端面线[ESC 退出] 

选择工程图中要构造工艺槽的端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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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图纸与布局 

3.1 概述 

浩辰 CAD 机械 提供了用于在绘图区域中插入图形边框和标题栏的命令。用户可以在设计过程的任何阶段插入图形边

框。用户可以指定标题栏属性、图纸格式和比例，也可以指定图形区域的高度和宽度，并让 浩辰 CAD 机械 计算比例。如

果已绘制必须位于图形边框内的几何图形和注释，用户可以使用命令行选项进行选择、重新缩放并在图形边框内将其移动

到合适的位置。 

使用模型空间和布局，用户可创建同一模型具有不同比例的多个视图。使用布局的主要好处在于视图具有关联性。如

果用户在某一视口中进行更改，所有其他视口也将发生相同的更改，因为每个视口都是同一模型的另一个视图。还可以冻结

新视口中的对象，而不会影响其他视图中的对象。 

3.2 工程图标题栏/边框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标题边框”  

键盘输入：GMTITLE 

浩辰 CAD 机械软件提供多国标准元素设置。彻底解决了客户与国外有图纸交流标准元素不一致的问题。例如：GB、ISO、

ANSI、DIN、BSI、JIS、CSN 等多国标准。同时彻底解决了设计师单一 DWG 中进行多图绘制的需要。 

  

常用操作步骤 

创建带标题图形边框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标题边框”。 

2. 显示“带标题栏的图纸边框”对话框，选择相应数据，单击“确定”。 

3. 选择绘图区域，指定插入点。 

编辑图形边框的步骤 

1. 双击图形边框，以进行编辑。 

2. 在“带标题栏的图形边框”对话框中，编辑设置。 

3. 单击“确定”。 

4. 选择要移动到已更改的图形边框中的对象。 

编辑标题栏的步骤 

1. 双击标题栏以进行编辑。 

2. 在“超级属性块编辑”对话框中，编辑设置。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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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插入点 

单击工程图中的点以插入工程图标题栏/边框，或按 ENTER 键在(0,0,0) 上插入边框。 

要重新选择中心及重新改变比例的对象 

选择对象 

指定对象。 

选择对象 

指定另一对象，或按 ENTER 键继续。 

对象的新位置 

选择图形边框中要插入对象的点。 

  

“带标题栏的图纸边框”对话框 

 

[图纸格式] 

包括标准化的图形边框，这些图形边框保存在标题边框文件夹中。可以使用某种标准化格式，或选择自定义格式。要使用

自定义格式，请启动 GMOP 命令并在标准总览中双击“工程图”。 

[标题栏] 

包括标准化的标题栏，这些标题栏保存在标题边框文件夹中。用户可以使用标准化格式之一，或选择并使用自定义格式。 

[扩展表单] 

可在功能选项中选择符合标准的“附加栏与代号栏” 。 

[比例缩放] 

显示所有标准的比例因子。用户可以自己输入比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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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比例] 

为方便用户，系统设计了两个可编辑的下拉框，分别设置放大和缩小的比例系数。点取下拉的箭头，其中列出了国标

推荐使用的比例。用户也可以通过修改设置自己的比例因子，当设置了其中一个值时，另一个值自动还原为 1。 

[计算] 

建议工程图部分的比例系数，或建议预选边框的工程图中现有对象尺寸的比例系数。计算的比例系数将显示在比例框

中。比例因子的“计算”选项在布局中无效。 

[选项] 

[设置基本比例系数] 

选择该选项后，图形部分视图比例因子将作为基本比例因子（仅用于模型空间）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设置系统变量] 

将栅格、捕捉、限制值、线型比例以及其他选项设置为与用户选定的比例因子对应的默认值。 

[指定图框位置] 

指定图框位置。 

[调整对象比例] 

调整文字、符号、标注、表格以及其他元素，以使其符合已更改的比例因子。 

[移动对象] 

将现有的对象放置在图形编辑器中，该编辑器位于插入的图形边框内。如果还选择了“自动放置”选项，则选定的对

象将移动到边框的中心。 

[自动放置] 

将选定的对象移动到图形边框的中心。如果在“工程图设置”对话框（可通过 GMOP 命令访问）中选择了“重新

缩放对象: 自动选择”选项，则会自动选择位于已插入的图形边框内的所有对象。如果不存在边框，将选择所有

对象。如果对象位于边框之外，请清除“工程图设置”对话框（可通过 GMOP 命令访问）中的“自动选择”复选

框。否则，位于边框之外的对象将不会成为选定边框内的一部分。 

[解冻所有图层] 

选择包括对象的所有图层，将它们移动到边框内，然后解冻。完成后，将恢复图层的状态。 

[重新缩放对象] 

“自动选择”选项，则会自动选择位于已插入的图形边框内的所有对象进行自动比例调整。“手动选择”选项，用户可以手

动选择需要调整比例的对象。 

 

3.3 更改栏 

3.3.1 更改栏 开/关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下拉 >> “更改栏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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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输入：GMREV 

打开/关闭更改栏。启用更改时，浩辰 CAD 机械 将跟踪工程图中插入的外部参照的块的日期。如果 浩辰 CAD 机械 检

测到外部参照中的更改，则系统将提示您进行确认并将更改栏添加到更改列表中。如果不存在更改列表，则系统将创建一

个更改列表并提示您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通常，在更改工程图后激活该命令。第一次启动该命令时，就会在工程图中

插入带有表头的块。 

  

3.3.2 增加一更改栏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下拉 >> “增加一更改栏” 

键盘输入：GMREVLINE 

将更改栏添加到更改列表。使用该命令可以手动将更改栏添加到更改列表中。如果不存在更改列表，系统将创建一个

更改列表并提示您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如果至少插入一个图形边框/标题栏，请选择包含其对象的图形边框。否则将立

即显示“编辑更改栏属性”对话框。用户可以更改或添加编号、日期、更改栏说明、名称和 DWG 名称等条目。 

  

增加一变更栏边框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REV 以激活更改控制。 

2. 保存并关闭部件图。 

3. 打开外部参照工程图并进行必要的更改（例如更改详细信息）。 

4. 保存外部参照文件。 

5. 再次打开部件图。 

6. 在消息框中，单击“确定”。 

7. 指定更改栏的插入点。 

 

3.4 缩放区域与视口 

3.4.1 缩放区域 

概要 

功能区：“视图”选项卡 >> “缩放区域”面板 >> “缩放区域” 

键盘输入：GMSCAREA 

在模型空间中创建缩放区域。长度缩放可以放大或缩小几何图形，而不触及注释的大小。文字缩放可以放大或缩小注

释，而不触及几何图形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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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操作步骤 

用长度缩放定义缩放区域的步骤 

 

1. 单击“视图”选项卡 >> “缩放区域”面板 >> “缩放区域”。 

2. 单击两个点（1 和 2）以定义缩放区域的边界。 

3. 在“缩放区域”对话框中的“比例”框中，指定缩放比例因子。 

4. 选择“长度缩放”。 

5. 选择“执行重新缩放”。 

6. 单击“确定”。 

7. 选择要重新缩放的对象 (3)。 

8. 按 ENTER 键。 

用文字缩放定义缩放区域的步骤 

 

1. 单击“视图”选项卡 >> “缩放区域”面板 >> “缩放区域”。 

2. 单击两个点（1 和 2）以定义缩放区域的边界。 

3. 在“缩放区域”对话框中的“比例”框中，指定缩放比例因子。 

4. 选择“文字缩放”。 

5. 选择“执行重新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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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 

7. 选择要重新缩放的对象 (3) 

8. 按 ENTER 键。 

  

命令行提示 

指定第一点或 [圆(C)/对象(O)] 

指定一个点以定义矩形区域角点或圆形区域，或者选择一个对象将现有闭合轮廓转换为缩放区域边框。 

  

“缩放区域”对话框 

 

[缩放的比例和类型] 

[缩放] 

指定缩放区域或视口的比例。用户可以选择一个预设值或者输入任何需要的比例。 

注意：例如，若要指定比例 3:1，请输入 3:1 或 3.0（将被转换为 3:1）。 

[<] 

临时回复到工程图。可以选择一个缩放定义图元（例如，另一个缩放区域、一个标注或者一个缩放文本）

来设置用户正在编辑的区域的比例。 

[长度缩放] 

设置长度缩放因子。这就定义了绘图长度和真实长度之间的比例。例如，长度缩放因子为 2.0，则长度为 

100 个单位的直线被标注为 200 个单位长度的直线。 

[文字缩放] 

设置文字比例因子: 该设置定义了标注文字高度、符号尺寸和表尺寸。例如，文本缩放因子为 2.0，则标

注文本高度为实际尺寸的两倍。 

[自动视图创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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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缩放区域中所用的比例来创建一个视口。在此视口中，所有文字高度和符号尺寸都以正确的尺寸显示。 

[布局列表] 

为视图选择一个布局。只能在一个布局中创建视口。 

[缩放选项] 

[设置基本比例] 

将用于缩放区域中的文本缩放系数设置为模型空间的基本比例。如果已选择长度比例，则此选项不可用。 

[执行重新缩放] 

对话框关闭后，系统将提示用户在要重新缩放的缩放区域中选择现有对象。 

注意：如果更改比例，则将默认选择此选项。 

[边界] 

[新建 <] 

重新定义缩放区域的边界。   

[移动 <] 

移动缩放区域的边界。 

 

3.4.2 创建视口 

概要 

功能区：“布局”选项卡 >> “视口”面板 >> “创建视口” 

键盘输入：GMVPORT 

在布局模式下创建视口，或编辑视口。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视口的步骤 

1. 切换到布局模式。 

2. 单击“布局”选项卡 >> “视口”面板 >> “创建视口”。 

3. 定义视口的边框。 

4. 在“视图”对话框中，指定比例。 

5. 单击“确定”。 

移动缩放区域或视口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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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击视口或缩放区域边框 (1)。 

2. “缩放区域”对话框将显示在模型空间中，而“视图”对话框将显示在布局中。 

3. 在边界下，单击“移动<”。 

4. 选择“确定”。 

5. 选择视口的目标位置 (2)。 

6. 选择“确定”。 

调整缩放区域或视口大小的步骤 

 

1. 单击视口或缩放区域边框。 

2. 使用夹点来调整视口或缩放区域的大小。 

  

命令行提示 

指定第一个点或 [圆(C)/边框(B)/对象(O)] 

指定一个点以定义视口矩形区域的一角。 

指定第二个点 

指定视口矩形区域的斜对角。 

圆 

定义视口的圆形区域。 

圆心 - 指定圆形区域的圆心。 

半径 - 指定圆形区域的半径。 

直径 - 指定矩形区域的直径。 

边框 

指定视口模型空间中的现有缩放区域。 

对象 

指定布局空间已存在的封闭多段线、圆等图形为对象生成视口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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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对话框 

 

[比例] 

[比例] 

为视口设置比例。选择一个预设值，或者输入任何所需的比例。例如，要指定一个 3：1 的比例，可以输入 3.0（将

转化为 3：1）。 

[<] 

临时回复到工程图。可以选择一个缩放定义图元（例如，另一个缩放区域、一个标注或一个缩放文本）来设置用户正

在编辑的视口的比例。 

[模型空间] 

[边框 <] 

在工程图中设置一个缩放区域。这个缩放区域设置了视口的形状、尺寸和比例。用这种方法，视口可被附着到这个缩

放区域上。对缩放区域的改变自动影响到视口。 

[中点] 

将视口附着到在工程图中选定的一点上。该点是视口的观察目标。中点并不指定视口的形状或比例。 

[拆离] 

将视口从缩放区域或从它附着的中点上拆离。 

[缩放选项] 

[根据比例缩放] 

设置视口缩放因子以反映用户选择的比例。这步操作在用户关闭对话框后执行。 

[执行重新缩放] 

重新缩放工程图中的对象。也影响标注文本高度和符号大小的比例。 

注意：如果更改了比例，将自动选定该选项。 

[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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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 

重新定义视口的边界。 

[移动 <] 

移动视口的边界。 

[视图激活] 

激活视口。 

[隐藏线（消隐出图）] 

视口使用“消隐出图”命令来隐藏线。 

 

3.4.3 重新缩放 

概要 

功能区：“视图”选项卡 >> “缩放区域”面板 >> “重新缩放” 

键盘输入：GMRESCALE 

放大或缩小注释，而不影响图形中的几何图形。 

  

命令行提示 

输入新的符号比例 

指定比例因子以放大或缩小注释。 

选择要重新缩放的对象 

指定要缩放的注释。 

 

3.4.4 缩放监控器 

概要 

功能区：“视图”选项卡 >> “缩放区域”面板 >> “缩放监控器” 

键盘输入：GMSCMONITOR 

显示缩放区域或视口的比例。 

  

命令行提示 

拾取要编辑的缩放区域/在缩放区域内拾取以缩放/<返回> 以完成 

指定缩放区域或视口，以监控其比例（区域会自动缩放）。单击缩放区域或视口边框以编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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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视图工具 

3.5.1 创建和编辑隐藏位置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隐藏位置” 

键盘输入：GMSHIDE GMSHIDEEDIT 

指定哪些对象位于前景、哪些对象位于背景中时，绘制隐藏线以表示隐藏边界。 

修改或移动属于使用该命令所创建的“隐藏位置”的一部分的对象时，隐藏线将自动进行更新。隐藏位置可以包含多个

重叠层。 

 

在选择前景对象之后，GMSHIDE 命令将自动为背景选择对象。如果背景对象数过大，将提示您从“隐藏位置”对话框中选

择背景对象。 

通过“隐藏位置”对话框，您可以： 

• 为比两个级别隐藏位置（仅前景和背景）更加复杂的隐藏位置创建附加级别。 

• 将对象从一个级别移至另一级别 

• 向级别添加或从级别中删除对象。 

  

常用操作步骤 

创建隐藏位置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隐藏位置”下拉列表 >> “创建”。 

2. 在图形窗口中单击以选择前景对象。 

 要选择自由图元（直线、圆弧、圆等），请连续单击对象，直到其名称出现在工具提示中。 

 要选择块引用，请单击属于该块引用的几何图形。 

选择信息显示在命令行中。继续选择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退出。 

选定前景对象后，部分或全部位于前景对象选择框中的对象将自动添加到背景选择集中。如果背景对象数量太

多，系统会提示用户在“隐藏位置”对话框中手动选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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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层中删除基本几何图形（自由对象）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隐藏位置”下拉列表 >> “编辑”。 

2. 在模型空间中，选择属于要编辑的隐藏位置的对象。 

3. 在树视图中，单击要编辑的层。 

4. 单击垂直工具栏上的 。对话框将隐藏。属于选定层的对象将以虚线显示。 

5. 按下 SHIFT 键的同时，单击要删除的自由对象。 

6. 按 ENTER 键。 

7. 单击“确定”。 

将基本几何图形（自由对象）从一个图层移动到另一个图层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隐藏位置”下拉列表 >> “编辑”。 

2. 在模型空间中，选择属于要编辑的隐藏位置的对象。 

3. 在树视图中，选择要移动的基本几何图形所属的层。 

4. 单击垂直工具栏上的  。对话框将隐藏。 

5. 按住 SHIFT 键，同时单击模型空间中的自由对象。 

6. 按 ENTER 键。将再次显示对话框。 

7. 在树视图中，选择要将基本几何图形移动至的层。 

8. 单击垂直工具栏上的  。对话框将隐藏。 

9. 在模型空间中，单击自由对象。 

10. 按 ENTER 键。 

11. 单击“确定”。 

更改隐藏边显示方式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隐藏位置”下拉列表 >> “编辑”。 

2. 在模型空间中，选择属于要编辑的隐藏位置的对象 

3. 单击“隐藏位置”对话框中树视图的根节点。 

4. 如果该对话框尚未展开，并且“对象设置”不可见，请单击 。 

5. 要将隐藏线显示为虚线，请选择“显示隐藏线”。如果未选中该按钮，则隐藏线不可见。 

6. 单击“确定”。 

添加层以隐藏位置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隐藏位置”下拉列表 >> “编辑”。 

2. 在模型空间中，选择属于要编辑的隐藏位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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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已添加新层。 

4. 使用  按钮以定位该层。 

5. 单击垂直工具栏上的 。对话框将隐藏。 

6. 在模型空间中，单击要添加到此层的对象。 

7. 单击“确定”。 

在隐藏位置中删除层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隐藏位置”下拉列表 >> “编辑”。 

2. 在模型空间中，选择属于要编辑的隐藏位置的对象 

3. 在树视图中，单击要删除的层。 

4. 单击垂直工具栏上的 。 

5. 单击“确定”。 

注意:如果层左侧为空，则系统将显示提示询问用户是否要将其删除。 

  

命令行提示 

选择前景对象 

指定要位于前景中的对象。 

有效的前景对象包括图块、使用直线、圆弧和圆创建的任何闭合轮廓。确认前景选择集后，程序将根据前景对象自动创建

背景选择集。创建该集后，浩辰 CAD 机械 将显示“隐藏位置”对话框。 

  

“隐藏选项”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设置 GMSHIDE 命令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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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HIDE 对话框默认值] 

[显示隐藏线] 

指定隐藏线在默认情况下显示为虚线。如果未选中该复选框，则默认情况下，隐藏线将不可见。 

 请查看“显示隐藏线”复选框效果的示例 

 

在该示例中，已选中“显示隐藏线”复选框 

 

在该示例中，已取消选中“显示隐藏线”复选框 

[仅使用外轮廓] 

仅将对象的外轮廓用于前景计算。如果外轮廓包含开口（例如孔和槽），则程序将忽略这些开口，并且通过这些开口应

该可见的背景对象仍保留为隐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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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查看“仅使用外轮廓”复选框效果的示例 

 

在该示例中，前景包括矩形（黑箭头）和三角形开口（蓝箭头）对象。由于选定了“仅使用外轮廓”，因此通过开口将

看不到背景对象。程序将使用隐藏线显示它们。 

在该示例中，未选定“仅使用外轮廓”。可以通过三角形开口看到背景对象。 

 

[反转前景] 

交换前景对象和背景对象的角色。该程序可以显示与前景重叠的对象并隐藏与前景边界不重叠的对象。 

[仅使用轮廓] 

从前景中过滤出所有不适当的对象。默认情况下，该程序仅认为在 Mechanical 图层 AM_0、AM_1 和 AM_2（轮廓图层）

上绘制的闭合轮廓以及在使用 GstarCAD LAYER 命令创建的图层上绘制的闭合轮廓适用于前景。 

[仅隐藏适当的对象] 

指定 GMSHIDE 命令必须忽略不是有效背景对象的对象（例如剖面线和构造线）。 

[GMSHIDE 性能] 

[编辑时动态预览] 

在“隐藏位置”对话框中进行更改时，可以在绘图区域显示动态预览。 

[更新绘制顺序] 

更新绘制顺序以反映隐藏位置的前景和背景选择。除非您使用填充对象（例如位图），否则我们建议您不要选中该复选

框。 

[自动选择背景对象] 

指定在创建新隐藏位置时，GMSHIDE 命令将自动选择背景图元。 

[选择背景图元的数量不得超过:] 

设置程序可以为背景自动选择的最大对象数。在创建隐藏位置时，如果系统检测到超出对象数目，则会提示您手动选

择背景。 

[前景图元的数量超出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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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系统提示您手动选择前景对象之前程序可为前景选择的最大对象数。 

“隐藏位置”对话框  

 

[树视图] 

以图形方式描述隐藏位置。隐藏位置的名称是根节点。级别显示为根节点的子节点，以 z 顺序列出。隐藏位置中的块名、

零部件视图以及文件夹将显示在相应级别以下的树结构中。选定用于级别的基本几何图形（例如直线和圆弧）作为单个图

元命名的自由对象显示。 

[垂直工具栏] 

包含对树视图中选定项进行操作的按钮。每个按钮的可用性取决于选择的相关性。  

[按钮] 

  

创建一个级别并将其添加到树中当前选项之后。  

 

临时隐藏对话框以便可以为当前选定的级别拾取对象。 

 选择块引用的步骤： 

单击属于块引用的几何图形工具提示将显示块名。 

 选择零部件视图或文件夹的步骤： 

连续单击属于该零部件视图或文件夹的对象，直到工具提示中显示该零部件视图或文件夹的名称。 

 选择 自由对象 的步骤： 

连续单击自由对象，直到工具提示中显示其名称。 

 从选择集中删除对象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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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SHIFT 键的同时继续单击对象，直到工具提示窗口中显示其名称。 

 

删除树中位于隐藏位置的选定条目。    

 

将选定级别移到顶部。    

 

将选定级别上移一级。      

 

将选定级别下移一级。 

 

将选定级别移到底部。 

 

临时隐藏对话框以显示工程图。按 ESC 键或 ENTER 键重新回到对话框。 

“隐藏位置”对话框 - 隐藏设置 

 

[隐藏位置设置] 

[名称] 

提供空间，以供用户命名隐藏位置。隐藏位置名称不需要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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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隐藏位置存储在] 

显示可在其下保存隐藏位置的 Mechanical 浏览器节点。 

注意:不能将隐藏位置保存在外部参照零部件上。 

[显示隐藏线] 

将隐藏线的隐藏样式设置为虚线（默认情况下已启用）。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将使隐藏线不可见。 

[仅将指定的图层用于隐藏位置] 

从隐藏位置中排除不适当的对象（例如剖面线和中心线）。 

“隐藏位置”对话框 - 级别设置 

“基本”选项卡 

 

[级别设置] 

[级别名称] 

将提供空间供用户指定级别的名称。该程序将在树视图中显示该名称。 

[选择] 

显示已为该层选定的图元数。 

[自动背景选择] 

为该级别重叠的对象设置自动背景选择选项。该选项仅在作为背景的级别上才可用。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背景对象并将其添加到选定的层。 

[仅选择实例] 

将自动选择限制为仅选择零部件视图和文件夹。 

“高级”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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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设置]      

[仅使用外轮廓] 

仅将外轮廓用于前景计算。选定后，如果轮廓内部包含开口（例如孔和槽），则通过开口将看不到背景对象。该选

项通常用于在前景对象包含盲孔时隐藏背景对象。  

[保存轮廓] 

保存前景几何图形的外轮廓，以便在随后的隐藏线计算中使用。如果修改前景，GstarCAD  Mechanical 可能无法

精确计算隐藏线，因为计算是基于已保存的轮廓而不是实际轮廓。仅当添加或修改几何图形时观察到显著的性能

下降时才使用该选项。 

注意:在选定“仅使用外轮廓”复选框时，该选项才可用。 

[反转前景] 

交换前景对象和背景对象的角色。该程序可以隐藏与前景边界不重叠的对象并显示与前景重叠的对象。 

[仅在前景中使用轮廓图层] 

将图层过滤器应用于前景选择集，过滤掉轮廓图层和非 Mechanical 图层之外的所有图层。默认情况下，AM_0、

AM_1 和 AM_2 为轮廓图层，并且您最多可定义四个轮廓图层。默认情况下，该程序将绘制这些图层上属于有效前

景对象的所有对象。如果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则属于前景选择集的所有对象均将显示为前景对象，无论它们是否

为有效的前景对象。 

“对象排除”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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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前景的对象] 

[选择要排除的对象] 

 

临时隐藏对话框，以便可以从前景排除集选择或删除对象。 

 选择块引用的步骤： 

单击属于块引用的几何图形工具提示将显示块名。 

 向排除集中添加自由对象的步骤： 

连续单击自由对象，直到工具提示中显示其名称。 

 从选择集中删除对象的步骤： 

按下 SHIFT 键的同时继续单击对象，直到工具提示中显示其名称。 

 

清除排除集的当前选择内容。  

[排除选定对象] 

指定前景排除集的对象不计算为前景的一部分。   

[用作背景的对象] 

 

临时隐藏对话框，以便可以从背景排除集选择或删除对象。 

 选择块引用的步骤： 

单击属于块引用的几何图形工具提示将显示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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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排除集中添加自由对象的步骤： 

连续单击自由对象，直到工具提示中显示其名称。 

 从选择集中删除对象的步骤： 

按下 SHIFT 键的同时继续单击对象，直到工具提示中显示其名称。 

 

清除排除集的当前选择内容。 

[排除选定对象] 

指定为背景排除集选定的对象不作为背景的一部分被隐藏。 

“隐藏位置”对话框 - 对象设置  

 

[从前景中排除] 

阻止将选定图元用作其下所有层的前景。 

[从背景中排除] 

阻止将选定图元用作其上所有层的背景。 

[仅使用外轮廓] 

设置为仅将选定图元的外轮廓显示为前景对象。如果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则所有轮廓均显示为前景对象。       

[保存轮廓] 

保存选定图元的外轮廓，以便在随后的隐藏线计算中使用。如果修改图元，浩辰 CAD 机械 可能无法精确计算隐藏线，

因为计算是基于已保存的轮廓而不是实际轮廓。仅当添加或修改几何图形时观察到显著的性能下降时才使用该选项。 

注意:仅在选定“仅使用外轮廓”复选框时，该选项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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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局部视图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局部视图” 

键盘输入：GMDETAIL 

对零部件的局部进行放大，使零部件的局部图形更清晰。在执行完毕后可对局部详图进行编辑操作，可以对放大后的

视图修改比例，方便用户使用。局部详图支持重生成方式，当局部详图的原图形发生改变后，执行重生成，放大的详图将

同步显示修改后的图形。 

  

创建局部视图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局部视图”。 

2. 绘制一个圆，或者选择“矩形/对象”定义局部视图的边界。 

3. 在“局部视图”对话框中，指定局部剖面的放大比例以及其他比例缩放选项。 

4. 使用鼠标将局部视图放在图形中。 

  

命令行提示： 

圆心 

指定要从中创建局部视图的圆形区域的圆心。 

半径 

指定要从中创建局部视图的圆形区域的半径。 

直径 

指定要从中创建局部视图的圆形区域的直径。 

矩形 

指定要从中创建局部视图的矩形区域。 

第一点 

指定要从中创建局部视图的矩形区域的一个角点。 

第二点 

指定要从中创建局部视图的矩形区域的对角点。 

对象 

指定要从中创建局部视图的由闭合轮廓封装的区域。 

放置局部视图 

指定局部视图在模型空间中的位置。 

指定下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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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连接线的下一个顶点。单击局部视图以完成命令。仅在当前局部视图样式指定局部视图边界必须通过连接线连接到局

部视图边框时，才会显示该选项。 

无连接线 

放置局部视图，而不使用连接线。 

目标位置 

指定局部视图在布局中的位置。 

当前位置 

将局部视图放置在布局的中心。 

  

“局部视图”对话框 

 

[局部视图比例] 

指定局部视图的比例。 

[选中的缩放区域比例] 

在局部视图边框下显示区域比例。如果局部视图边框不在缩放区域或标题栏内，则选中的缩放区域比例将与模型比例

相同。 

[按绝对比例指定] 

按绝对比例设置局部视图的放大比例。选择一个预设值，或者输入任何所需的比例。例如，如果选定区域的比例是 1:2

（即一半），而用户将局部视图绝对比例设置为 2:1（两倍），则局部视图按照四 (4) 的比例因子缩放。 

[按比例系数指定] 

按比例因子设置局部视图的放大比例。选择一个预设值，或者输入任何所需的比例。例如，如果选中区域的比例为 1:2

（即一半），而用户将比例因子指定为 2，则最终的局部视图比例为 1:1（实际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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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以指定”按钮] 

单击按钮隐藏对话框，并选择用于指定局部视图比例的缩放区域或注释。两个值将自动更新 

[基础视图] 

指定确定局部视图内容的边框和视图的特性。 

[视图名称] 

为局部视图设置描述性文字。可以使用 A、B 和 C 三个字母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要创建一个不带标题的局部视图，请

选择“-”，或者插入用户自己的标题文字。 

[注释引线] 

使用引线将局部视图标签连接至定义边框。 

[“移动”按钮] 

移动局部视图定义边界。 

[局部视图] 

指定局部视图的其他特性。 

[标签样式] 

显示可从中选择的标签列表。 

 

3.5.3 剖切线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剖切线”  

键盘输入：GMSECTIONLINE 

创建剖切符号以表达零件的内部轮廓图形。 

  

创建剖切线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剖切线”。 

2. 选择剖切线的起点。 

3. 选择剖切线的下一点或多个点，然后按 ENTER 键。 

4. 输入一个字母作为剖切线在起点的参照。 

5. 按 ENTER 键。 

6. 移动光标选择剖切平面的边。 

7. 为剖视图的文字选择插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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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选择点 [可见性(V)]: 指定剖切线的第一个点或输入 V 更改可见性选项。 

选择点 

定义剖切线的起点。 

指定剖切线的下一个点 [中心(C)]： 

指定一个点或按 ENTER 键为旋转剖视图创建剖切线。  

下一个剖切线点 

绘制一条剖切线段。   

指定剖切线的下一个点或 [半剖(H)/名称(N)/圆弧(A)]： 

指定一个点或选择一个选项。完成后按 ENTER 键或选择“名称”选项。 

半剖 

向上一个剖面的末端添加一条线段并跳至“名称”选项。添加的这条线段与剖切线的第一条线段垂直且长度相同。

通常可以使用该选项创建剖切线以显示半剖的剖切平面。     

圆弧 

将圆弧段添加到剖切线。     

指定圆弧的中心点或 [第二点(S)]：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用作圆弧中心的点或按 S 使用圆弧上的 3 个点定义圆弧。        

圆弧的中心点 

使用起点、中心和终点定义圆弧段。    

指定圆弧的终点：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用作圆弧终点的点。选择该点后，浩辰 CAD 机械 将立即跳至下面所述的“名称”选项。 

第二点 

使用圆弧经过的 3 个点定义圆弧段。        

指定圆弧的第二点：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必须位于圆弧上的点。       

指定圆弧的终点：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用作圆弧终点的点。 

名称 

继续提示您剖切平面符号。后续提示取决于是否已启用连续命名。 

指定第一个剖切符号： 

为剖切线的第一点指定剖切平面符号。 

指定下一个剖切符号： 

为剖切线的下一个顶点指定剖切平面符号。仅当选中了“剖视图设置”对话框中的“使用连续命名”复选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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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辰 CAD 机械 才会显示该提示。  

指定剖视方向：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示剖视方向，以便 浩辰 CAD 机械 可以确定剖面箭头的方向。 

指定剖视图原点:  

单击以指定剖面文字的插入点。 

中心 

为圆柱形对象的旋转剖视图创建剖切线。 

指定中心点： 

选择要为其创建剖切线的圆柱形对象的中心。 

指定第一个剖切符号 <A>:  

按 ENTER 键或输入符号名称。 

指定剖视方向：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示剖视方向，以便 浩辰 CAD 机械 可以确定剖面箭头的方向。 

指定剖视图原点: 

单击以指定剖面文字的插入点。 

可见性 

控制剖切线不同零部件的外观。 

输入要更改的选项 [箭头(A)/直线(L)/名称(N)/平面名称(P)]： 

选择一个选项。 

箭头 

切换剖切线上箭头的可见性。选择该选项后，浩辰 CAD 机械 将显示提示告诉您新可见性状态是什么。 

直线 

指定应如何绘制平面线（末端部分与弯曲部分之间的剖切线段）。 

指定线的可见性 [平面之间(B)/连续(C)/无(N)] <无>： 

选择一个选项。    

平面之间 

使用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为“剖面/视图平面线”对象（默认情况下为 PHANTOM2）指定的线型和线宽绘

制平面线。   

连续 

使用与末端部分和弯曲部分相同的线型和线宽绘制平面线。 

无 

不绘制平面线。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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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剖切线和剖视图上标签的可见性。选择该选项后，浩辰 CAD 机械 将显示提示告诉您新可见性状态是什么。 

平面名称 

切换剖切线的弯曲部分（顶部）上剖切平面符号的可见性。选择该选项后，浩辰 CAD 机械 将显示提示告诉您新可见性状

态是什么。 

  

“剖切线”对话框 

 

[标识符] 

指定用于命名剖切线的剖切平面符号。如果在设置中启用了连续命名，该框将显示连续字母字符集的第一个符号。 

[插入符号] 

显示选项板，以使您可以在当前光标位置插入特殊符号。绘图区域中的预览将显示该特殊符号，而对话框将显示相应的控

制键序列。 

[标签内容] 

包含用于定义剖视图标签的公式。 

[显示所有平面符号] 

在剖切线的所有顶点显示剖切平面符号。如果清除该复选框，则仅在剖切线的末端显示剖切平面符号。 

[设置] 

显示“剖视图设置”对话框，从中可以为 GMSECTIONLINE 命令配置默认值。 

3.5.4 向视符号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向视符号” 

键盘输入：GMVIEWDIRECTION 

向视符号是对零部件的某个视图方向或部分区域内图形的视图。 

  

创建向视符号的步骤 

1. “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 >> “向视符号”。 

2. 选择方向符号插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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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向视图符号”对话框，输入数据。 

4. 指定选择角度。 

5. 为向视图的文字选择插入点。 

  

命令行提示 

请确定源视图标记标注点或 [配置(C)] <配置(C)> 

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符号的插入点。 

显示“向视图符号”对话框 

请确定投影角度或 [配置(C)] <配置(C)> 

指定符号旋转角度。 

请确定目标视图标记标注点或 [配置(C)] <配置(C)> 

单击以指定方向符号文字的插入点。 

  

“向视符号”对话框 

 

[向视符号] 

指定用于命名向视图符号。如果在设置中启用了连续命名，该框将显示连续字母字符集的第一个符号。 

[视图比例] 

设定向视图符号的标签的比例列表。 

[选择方向] 

设定向视图符号的标签的旋转方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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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视图符号设置”对话框 

 

[向视图名称] 

[样式] 

包含用于定义向视图标签的公式。 

[箭头和引线] 

[箭头类型]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当箭头设置为“随标准”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获取箭头。  

[箭头尺寸] 

指定引线箭头的尺寸。当箭头尺寸设置为“随标准”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尺寸。 

[颜色] 

指定引线的颜色。当引线颜色设置为“随层”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获取颜色。 

[文字] 

[文字高度] 

指定符号文字的文字高度。当文字高度设置为“随标准”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获取文字高度。 

[文字颜色] 

指定符号文字的颜色。当文字颜色设置为“按随层”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获取颜色。 

[默认值] 

将更改的内容恢复至系统设定初始值。 

3.5.5 孔轴投影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下拉 >> “孔轴投影” 

键盘输入：GMKZ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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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设计过程中需要展示零件的投影图形，软件中提供了孔轴投影功能，减轻孔、轴类设计的工作量。 

  

创建孔轴投影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下拉 >> “孔轴投影”。 

2. 显示“孔轴投影”对话框，选择“手动”模式，输入其他数据。 

3. 选择中心线作为轴线目标。 

4. 选择轴或孔的轮廓点位置，ENTER 完成选择。 

5. 指定投影位置，完成手动创建投影的绘制。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轴线 

在工程图中选择孔轴的轴线。 

请选择特征投影点 

选择孔轴的特征点。 

指定第二个点或 <使用第一个点作为位移> 

选择投影的中心点位置。 

  

“孔轴投影”对话框 

 

[创建方式] 

[手动创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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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手动投影。 

[自动创建方式] 

设置自动投影。 

[投影方式] 

[正常投影方式] 

设置投影方向为水平位置。  

[任意投影方式] 

设置投影方向与轴线成指定角度。 

[投影方向] 

指定投影方向的角度值。 

[测量] 

通过测量确定投影方向的角度值。 

[绘制中心线] 

[不] 

不绘制中心线。 

[双向] 

绘制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的中心线。 

[横向] 

绘制水平中心线。 

[纵向] 

绘制竖直中心线。 

 

3.5.6 转角投影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下拉 >> “转角投影” 

键盘输入：GMZJTY 

通过已知零件的两个视图创建第三个视图。 

  

已知主视图和左视图绘制俯视图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局部”面板下拉 >> “转角投影”。 

2. 显示“转角投影”对话框，选择“投影”方向“从左视图到俯视图”。 

3. 选择俯视图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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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左视图的最左点。 

5. 指定主视图的最左点。 

6. 指定主视图的最右点。 

7. 选择左视图的最左点和最右点。 

8. 按 ENTER 结束命令。 

  

命令行提示 

请点取俯视图最高点 

请点取左视图最左点 

投影线起始位置 

点取主视图的最左点。 

投影线终止位置 

点取/<投影线长度> 

投影线长度或点取主视图的最右点。 

请选择特征投影点 

点取左视图的最左点和最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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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尺寸标注 

4.1 概述 

本部分主要介绍浩辰 CAD 机械中有关尺寸标注的各项功能。利用浩辰 CAD 机械提供的强大的工程尺寸标注命令，可方

便地进行符合各国国家标准的工程尺寸标注和其他操作。浩辰 CAD 机械是在 GstarCAD 平台的尺寸标注基础上，对平台尺寸

标注的不足加以改进，增加了诸如增强标注、尺寸公差标注、倒角标注、引线标注等形式，为用户提供方便、丰富、完美

的尺寸标注功能。 

4.2 创建尺寸标注 

4.2.1 增强尺寸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增强尺寸标注” 

工具栏：尺寸标注 >> 增强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  

在单一命令会话中创建多种类型的标注，并提供指定公差或拟合的功能。所支持的标注类型包括垂直标注、

水平标注、对齐标注、旋转的线性标注、角度标注、半径标注、直径标注、折弯半径标注、弧长标注、基线标注和连续标

注。 

增强尺寸标注功能可以提示用户选择两个点创建线性标注。尺寸线将显示在绘图区域，并且程序将提示用户指定标注

位置。在移动尺寸线时，尺寸线可以进行捕捉以变为水平标注、垂直标注或对齐的标注(取决于拖动方向)。 

增强尺寸标注功能会因选择实体的对象不同，自动进行长度、直径或半径标注。标注过程中根据命令的提示可以在不

同标注方式中任意选择。若选择的目标为空，智能标注则会进行直线标注形式。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水平标注、垂直标注或对齐标注的通用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增强尺寸标注”。 

2. 选择标注点位置或选择标注目标实体。 

3. 指定尺寸线位置，完成尺寸标注。 

添加尺寸标注添加公差、配合步骤  

1. 双击图中尺寸标注。 

2.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点击“添加公差”或“添加配合”按钮。 

3. 点击预览“公差”或“配合”样式。 

4. 显示“选择公差、配合类型”对话框，选择所需样式，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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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标注修改标注文字内容步骤 

1. 双击图中尺寸标注。 

2.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数据，输入符号或常用标注内容进入下一步：。 

3. 在下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常用标注内容”。 

4. 在表达方式区域选择“表达类型”。 

5. 在文字区域选择“标注符号”或“常用符号”。 

6. 点击“确定”，完成尺寸标注修改标注文字内容。 

  

命令行提示 

指定第一个尺寸界线原点或 [线性(L)/角度(A)/斜剖(R)/基线(B)/连续(C)/选项(O)/更新(U)] <选择对象>: 

 指定尺寸界线原点： 

在选择两个点时创建线性标注。  

 

1. 指定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 

 拖动：尺寸线随指标移动，尺寸线所处不同位置将自动选择线性标注的样式。  

1. 指定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根据移动标注的方向，标注会变为水平标注、垂

直标注或对齐标注。 

 线性： 

使用水平、垂直或旋转的尺寸线创建线性标注。 

✓ 水平：将标注类型设置为水平线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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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水平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水平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尺寸线仅可以在垂直方向上进行移动。 

✓ 垂直：将标注类型设置为垂直线性标注。  

 

1. 指定垂直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垂直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尺寸线仅可以在水平方向上进行移动。 

✓ 对齐：将标注类型设置为对齐线性标注。 

 

1. 指定对齐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对齐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尺寸线仅可以在与两点联接垂直的方向上进行移

动。 

✓ 旋转：将标注类型设置为旋转线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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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旋转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旋转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指定角度。  

4.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尺寸线仅可以在与指定角度垂直的方向上进行移

动。 

 角度： 

创建角度标注，来表示三个点或两条直线形成的角度。 

✓ 指定顶点：用三个点来进行角度标注。  

 

1. 选取角度标注顶点（1）。 

2. 选取角度标注第一条边的定位点（2）。 

3. 选取角度标注第二条边的定位点（3）。 

4.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4）。 

✓ 选择圆弧：对圆弧进行角度标注，已圆弧的两个端点和中心作三点角度标注，圆弧中心为顶点。 

 

1. 选择目标圆弧（1）。 

2.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2）。 

✓ 选择圆：选择圆上的两点和圆心作三点进行角度标注，圆的圆心为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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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取角度标注第一条边的定位点（1） 

2. 选取角度标注第二条边的定位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 

✓ 选择直线：选择两条直线作为目标进行角度标注。 

 

1. 请选择第一条线（1）为定义角度的第一条直线。 

2. 请选择第二条线（2）为另一条直线。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 

 斜剖：为圆弧和圆创建半径标注和直径标注，以及为圆弧创建弧长标注。 

✓ 半径：将标注类型设置为半径标注。 

1. 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 

2. 指定放置尺寸界线的位置。 

✓ 直径：将标注类型设置为直径标注。 

1. 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 

2. 指定放置尺寸界线的位置。 

✓ 折弯半径：将标注类型设置为折弯半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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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1）。 

2. 指定在替代圆弧或圆实际中心点时使用的点（2）。 

3. 指示尺寸线的角度（3）。 

4. 指定放置折弯（4）的位置。 

✓ 弧长：将标注类型设置为弧长标注。 

1. 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 

2. 指定放置尺寸界线的位置。 

 基线： 

从选定标注的基线创建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 

选择标注的基线进行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 

 

1. 选择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1）。 

2. 指定标注的下一条边或角度（2）。 

 连续： 

从选定标注的第二条尺寸界线创建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 

选择标注的第二条尺寸界线进行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 

 

1. 选择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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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标注的下一条边或角度（2）。 

  

“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常规”选项卡 

[表示方式] 

内有 5 种表示方式，分别为换算单位符号、标注文字加下划线、标注文字加框、检验尺寸、尺寸文字两端加括号。 

[标注符号] 

可决定是否显示标注数值。 

[特殊字符] 

为标注内容加入 14 种特殊的字符内容。 

[测量值] 

显示当前尺寸标注的实际值。 

[精度] 

指定尺寸标注值的小数位的位数。  

[“应用到”按钮] 

对用户选择的尺寸标注应用当前特性。显示“特性”对话框。 

[“复制自”按钮] 

从一个现有的尺寸标注中提取特性。显示“特性”对话框。 

[配合] 

单击该图标将展开对话框，使用户可以指定配合符号。 

[配合框] 

单击“配合符号”编辑框右侧的按钮将显示“配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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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框] 

指定配合值的小数位的位数。 

[配合查询] 

单击该图标将显示“公差查询“对话框。 

[公差] 

单击该图标将展开对话框，使用户可以指定公差值。 

[偏差量框] 

指定尺寸标注的最大和最小偏差值。 

[精度框]  

指定公差值的小数位的位数。 

[公差查询]  

单击该图标将显示公差查询对话框。 

 

“检验”选项卡 

[形状] 

设定检验标注框的形状，其内有3种形状，分别为圆形、尖角、无，用户可根据需求自行选择设定。 

[标签] 

指定检验标注是否必须具有卷标区域，此选项可进行勾选，内容可以由用户自由设定。 

[检验率] 

指定检验标注是否必须具有检验率区域，此选项可进行勾选，内容可以由用户自由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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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图形”选项卡 

[水平] 

标注文字在水平位置的状态。 

[垂直] 

标注文字在垂直位置的状态。 

[从尺寸线偏移] 

设置文字和尺寸线之间间距的大小。 

[选择窗口] 

控制标注文字、箭头、尺寸界线和强制线在内选项。单击箭头可以显示选项板。 

 

“单位”选项卡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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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标注的单位类型。 

[线性比例] 

设置增加尺寸值的比例因子。 

[舍入] 

置所有标注距离的舍入值。 

[精度] 

设置换算单位的小数位数。 

  

“特性”对话框 

 

[选择要复制的特性] 

[标注精度] 

应用或复制标注中尺寸的精度。 

[公差/配合] 

应用或复制标注中公差或配合的类型。 

[标注文字] 

应用或复制标注中标注文字的样式。 

[标注样式] 

应用或复制标注的样式。 

[标注表示法] 

应用或复制标注中标注的表示方式。 

[图层] 

应用或复制标注所在的图层。 

  

“标注覆盖”对话框： 

当用户放置的标注覆盖现有标注时，将显示该对话框。使用该对话框可以适当地排列重叠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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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 

删除现有的尺寸标注，并用用户插入的尺寸标注替换它。 

[分裂] 

将现有的尺寸标注拆分为两个尺寸标注，并将这些尺寸标注排列成连续标注类型。 

[移开] 

将现有的尺寸标注和新插入的尺寸标注排列成基线标注类型。 

  

“配合表示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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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对话框可以为选定进行编辑的标注选择配合符号。如果选定多个标注进行编辑，则显示的信息（如果选择配合符号）

与选择集中的第一个标注相对应。 

[“孔”选项卡] 

指定孔当前尺寸标注值的配合。有关配合的信息显示在此选项卡上。 

[“轴”选项卡] 

指定轴当前尺寸标注值的配合。有关配合的信息显示在此选项卡上。 

[图形表示方式] 

显示配合与公称直径偏差的图形表示方式。 

[配合] 

展开“配合”对话框，显示“孔”和“轴”选项卡。同时显示两个配合的图形化组合。除了选项卡和轴信息部分外，还显

示配合信息部分。 

  

“增强尺寸标注选项”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为命令任务预配置选项。 

 

 

4.2.2 多重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多重标注” 

键盘输入：GMAUTO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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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从选定点到选定对象轮廓上的所有顶点的多个标注。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单轴基线标注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平行”选项卡中，从“类型”列表中选择“基线”。 

2.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和“两轴”复选框。 

3.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4. 指定第一条尺寸界线的起点 (1)。 

5. 放置尺寸标注 (2)。  

6. 按 ENTER 键以结束尺寸标注。 

创建两轴基线标注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平行”选项卡中，从“类型”列表中选择“基线”。 

2. 选中“两轴”复选框。 

3.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 

4.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5. 为第一个轴指定尺寸界线起点 (1)。 

6. 为第二个轴指定尺寸界线起点。 

7. 为第一个轴指定尺寸线位置 (2)。 

8. 按 ENTER 键以结束标注第一条轴。 

9. 为第二个轴指定尺寸线位置 (3)。 

10. 按 ENTER 键以结束尺寸标注。 

创建单轴连续标注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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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平行”选项卡中，从“类型”列表中选择“连续”。 

2.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和“两轴”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4.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5. 指定第一条尺寸界线的起点 (1)。 

6. 水平或垂直放置标注 (2)。 

7. 按 ENTER 键。 

创建两轴连续标注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平行”选项卡中，从“类型”列表中选择“连续”。 

2. 选中“两轴”复选框。 

3.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 

4.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5. 为第一个轴指定尺寸界线起点 (1)。 

6. 为第二个轴指定尺寸界线起点。 

7. 为第一个轴指定尺寸线位置 (2)。 

8. 按 ENTER 键以结束标注第一条轴。 

9. 为第二个轴指定尺寸线位置 (3)。 

10. 按 ENTER 键以结束尺寸标注。 

创建单轴坐标标注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坐标”选项卡中，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 

2. 文字编辑器复选框和“两轴“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4.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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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第一条尺寸界线的起点 (1)。 

6. 水平或垂直放置标注 (2)。 

7. 按 ENTER 键。 

创建两轴坐标标注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坐标”选项卡中，选中两轴复选框。 

2.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 

3.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4. 为第一个轴指定尺寸界线起点。 

5. 为第二个轴指定尺寸界线起点。 

6. 为第一个轴指定尺寸线位置。 

7. 按 ENTER 键以结束标注第一条轴。 

8. 为第二个轴指定尺寸线位置。 

9. 按 ENTER 键以结束尺寸标注。 

在前视图中标注轴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轴/对称”选项卡中，从“类型”列表中选择“轴 (前视图)”。  

2.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4.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5. 选择中心线 (1)。  

6. 指定尺寸线位置 (2)。  

7. 按 ENTER 键。 

在侧视图中标注轴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轴/对称”选项卡中，从“类型”列表中选择“轴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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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4.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5.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1)。 

6. 按 ENTER 键。 

创建对称标注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的“轴/对称”选项卡中，从“类型”列表中选择“对称”。 

2. 确认是否已取消选中“为每个标注显示标注文字编辑器”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4. 选择要标注的对象，然后按 ENTER 键。 

5. 选择中心线 (1)。 

6. 按 ENTER 键。 

在连续标注、基线标注和坐标标注之间进行转换的步骤 

 

1. 在“多重尺寸标注”对话框中选择与要转换的标注类型相对应的选项卡。 

2. 选中“重新整理到一个新样式”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4. 选择要转换的尺寸标注 (1)。 

5. 按 ENTER 键。 

6. 跟据选定的尺寸标注类型，指定第一个尺寸标注的起点 (2)。 

7.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3)。 

8. 按 ENTER 键结束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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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标注”对话框 

 

“平行”选项卡 

[类型] 

将平行标注的类型设置为“基线”或“连续”。 

[两轴] 

绘制双轴线标注。如果要绘制单轴线标注，请清除该选项。该选项卡的预览部分将显示选定尺寸标注类型的图形表示方式。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用户每次放置尺寸标注时都将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重新整理到一个新样式] 

将现有尺寸标注的样式改为“平行”样式，例如，从连续标注到基线标注。 

[选择附加轮廓] 

标注附加轮廓，并将现有尺寸标注重新调整为“平行”样式中的任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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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选项卡 

[类型] 

将坐标标注类型设置为“当前标准”（例如 ISO）、“引线长度相等”或“中心过边”。 

[两轴] 

为两轴绘制标注。如果要绘制单轴线标注，请清除该选项。该选项卡的预览部分将显示选定标注类型的图形表示方式。 

[旋转文字] 

旋转标注文字。 

[短尺寸线] 

仅显示临近箭头的小段尺寸线。仅在将坐标标注的类型设置为当前标准时，才会显示此选项。注意此选项不适用于 ANSI 标

准。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用户每次放置尺寸标注时都将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重新整理到一个新样式]  

将现有的标注样式更改为坐标样式（例如，从 1 轴连续标注更改为 2 轴坐标标注）。 

[选择附加轮廓]  

标注其他轮廓，并将现有尺寸标注重新调整为“坐标”样式的任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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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选项卡 

[类型] 

将尺寸标注类型设置为“轴”（前视图）、“轴”（侧视图）或“对称”。该选项卡的预览部分将显示选定标注类型的图

形表示方式。 

[半轴] 

只给每个尺寸标注绘制一条尺寸界线。 

[在轮廓内放置尺寸] 

在轮廓内绘制尺寸标注。要在轮廓外部绘制尺寸标注时，请清除该选项。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用户每次放置尺寸标注时都将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重新整理到一个新样式] 

将现有尺寸标注的样式改为“轴/对称”样式。 

[选择附加轮廓] 

标注其他轮廓，并将现有尺寸标注重新调整为“轴/对称”样式中的任一类型。 

 

4.2.3 对齐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对齐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ALI 

创建对齐的线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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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对齐标注的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对齐：将标注类型设置为对齐线性标注。  

 

1. 指定对齐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对齐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尺寸线仅可以在与两点联接垂直的方向上进行移动 

选择对象： 

为所选择的对象绘制对齐线性标注。如果选择直线，则直线的端点将被用作尺寸界线的起点。如果选择圆，则圆直径的端

点将被用作尺寸界线的起点。用于选择圆的点可以定义第一条尺寸界线的起点。 

 

4.2.4 水平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水平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HOR 

创建水平线性标注。 

  

创建水平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水平：将标注类型设置为水平线性标注。  

 

1. 指定水平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水平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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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尺寸线仅可以在垂直方向上进行移动。 

选择对象 

为所选择的对象绘制水平线性标注。如果选择直线，则直线的端点将被用作尺寸界线的起点。如果选择圆，则圆直径

的端点将被用作尺寸界线的起点。 

 

4.2.5 垂直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垂直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VER 

创建垂直线性标注。 

  

创建垂直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垂直：将标注类型设置为垂直线性标注。 

 

1. 指定垂直线性标注的第一个点（1） 

2. 指定垂直线性标注的第二个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尺寸线仅可以在水平方向上进行移动。 

选择对象 

为所选择的对象绘制垂直线性标注。如果选择直线，则直线的端点将被用作尺寸界线的起点。如果选择圆，则圆直径

的端点将被用作尺寸界线的起点。 

 

4.2.6 旋转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旋转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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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旋转线性标注。 

  

创建旋转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旋转:将标注类型设置为旋转线性标注。 

 

1. 尺寸线的角度 - 指定旋转尺寸线的角度。 

2. 第一条尺寸界线的起点 - 指定定义旋转的线性标注（1）的第一个点。 

3. 第二条尺寸界线起点 - 指定旋转线性标注（2）的第二个点。 

4. 尺寸线位置 - 指定放置尺寸界线的位置。尺寸线仅按与指定角度（3）垂直的方向进行移动。 

 

4.2.7 半径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半径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 RAD 

为圆弧和圆创建半径尺寸。 

  

创建半径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圆弧或圆：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 

2. 尺寸线位置：指定在何处放置尺寸线。 

3. 线性：使用水平、垂直或旋转的尺寸线创建线性标注。 

4. 拖放：根据移动标注的方向，标注会变为水平标注、垂直标注或对齐标注。 

选项 

显示“半径标注选项”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配置标注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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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标注选项”对话框 

 

[当标注文字位于外部时，在圆弧/圆内部绘制尺寸线] 

在圆或圆弧内部绘制尺寸线，并将文字、箭头以及引线放置在外部。只有当半径较小且标注文字必须位于圆弧或圆外部时，

此选项才适用。预览可以更新以反映所做的选择。 

[在内部绘制箭头] 

将箭头放置在圆或圆弧内部。 

[当标注文字位于内部时，隐藏圆弧/圆内部的尺寸线] 

禁止显示圆或圆弧内部的尺寸线。只有当标注文字位于圆弧或圆内部时，此选项才适用。预览可以更新以反映所做的选择。 

[创建折线] 

在标注文字位于圆外部时水平绘制标注文字。此选项不适用于 ANSI 绘图标准。 

[绘制中心线] 

如果将尺寸线放置在圆或圆弧外部，则绘制中心标记。此选项仅适用于 ANSI 绘图标准。 

 

4.2.8 直径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直径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DIA 

为圆弧和圆创建直径尺寸。 

  

创建半径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圆弧或圆：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 

2. 尺寸线位置：指定在何处放置尺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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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性：使用水平、垂直或旋转的尺寸线创建线性标注。 

4. 拖放:根据移动标注的方向，标注会变为水平标注、垂直标注或对齐标注。 

选项 

显示“直径标注选项”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配置标注的外观。 

  

“直径标注选项”对话框 

 

[当标注文字位于外部时，在圆弧/圆内部绘制尺寸线] 

在圆或圆弧内部绘制尺寸线，并将文字、箭头以及引线放置在外部。只有当半径较小且标注文字必须位于圆弧或圆外部时，

此选项才适用。预览可以更新以反映所做的选择。   

[在内部绘制箭头] 

将箭头放置在圆或圆弧内部。 

[当标注文字位于内部时，隐藏圆弧/圆内部的尺寸线] 

禁止显示圆或圆弧内部的尺寸线。只有当标注文字位于圆弧或圆内部时，此选项才适用。预览可以更新以反映所做的选

择。 

[创建折线] 

在标注文字位于圆外部时水平绘制标注文字。此选项不适用于 ANSI 绘图标准。 

[绘制中心线] 

如果将尺寸线放置在圆或圆弧外部，则绘制中心标记。此选项仅适用于 ANSI 绘图标准。 

 

4.2.9 折弯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折弯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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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输入：GMPOWERDIM_JOG 

创建半径标注，该标注的起点可位于任意位置，而且在尺寸线上的适当位置处存在折弯。 

  

创建折弯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圆弧或圆：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1)。 

2. 中心位置替代:指定在替代圆弧或圆实际中心点时使用的点（2）。 

3. 尺寸线位置:指示尺寸线的角度（3） 

4. 折弯位置:指定放置折弯（4）的位置。 

选项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选项”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为此命令任务预配置选项。 

 

4.2.10 弧长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弧长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ARC 

为多段线上的圆弧和圆弧段创建弧长标注。 

  

创建弧长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圆弧或多段线圆弧段：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圆弧或圆。 

2. 尺寸线位置:指示尺寸线的角度。 

3. 部分：仅为圆弧的一部分创建弧长标注，指定第一点和第二点。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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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增强尺寸标注选项”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为此命令任务预配置选项。 

 

4.2.11 角度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角度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ANG 

创建角度标注。 

  

创建角度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指定顶点：用三个点来进行角度标注。 

 

1. 选取角度标注顶点:指定角的顶点（1）。 

2. 选取角度标注第一条边的定位点:指定点（2）。 

3. 选取角度标注第二条边的定位点:指定点（3）。 

4.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4）。 

选择圆弧：对圆弧进行角度标注，已圆弧的两个端点和中点做为3点进行标注。 

 

1. 选择目标圆弧（1）。 

2.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2）。 

选择圆：选择圆上的两点和圆心共三点进行角度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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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取角度标注第一条边的定位点:指定点（1）。 

2. 选取角度标注第二条边的定位点:指定点（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3）。 

选择直线：选择两条直线作为目标进行角度标注。 

 

1. 请选择第一条线：选择直线（1）。 

2. 请选择第二条线：选择直线（2）。 

3. 将尺寸线移动至所需位置时单击确定尺寸线的位置。 

基线：从选定标注的基线创建角度标注。 

1. 基准尺寸:指定用作基线标注基准的角度标注。 

2. 下一条尺寸界线原点: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下一个角。 

连续：从选定标注的第二条尺寸界线创建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 

1. 基准尺寸:选择用作连续标注基准的角度标注。 

2. 下一条尺寸界线原点:指定要创建尺寸标注的下一个角。 

选项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选项”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为此命令任务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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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倒角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倒角标注” 

键盘输入：GMCHAM2D_DIM 

通过该命令，您可以直接访问 GMCHAM2D 命令的“添加标注”选项。选择倒角时，该命令将使用在 GMOPTIONS 中指

定的样式创建倒角标注。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倒角标注步骤 

1. 依次单击“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倒角标注”。 

2. 选择要进行标注的倒角线，然后选择第一条和第二条尺寸界线。将显示倒角标注。 

3. 按 ENTER 键。 

为倒角标注设置默认表示方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标注”。将显示“标注设置”对话框。 

3. 单击“倒角”。将显示“倒角表示方式”对话框。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倒角标注的默认表示方式。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4.2.13 基线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基线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BAS 

从选定标注的第一条尺寸界线创建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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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基线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基准尺寸:指定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以用作基线标注的基准（1）。 

2. 下一条尺寸界线原点:指定标注的下一条边或角度（2）。 

选项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选项”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为此命令任务预配置选项。 

 

4.2.14 连续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 “连续标注” 

键盘输入：GMPOWERDIM_CHAIN 

从选定标注的第二条尺寸界线创建线性标注、角度标注或弧长标注。 

  

创建连续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基准尺寸：指定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以用作连续标注的基准（1）。 

2. 下一条尺寸界线原点：指定标注的下一条边或角度（2）。 

选项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选项”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为此命令任务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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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编辑尺寸标注 

4.3.1 多重编辑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下拉 >> “多重编辑” 

键盘输入：GMDIMMEDIT 

同时编辑多个标注，可针对所选的第一个标注显示标注编辑器。如果更改设置，更改将应用于所有选定的标注。 

  

多重编辑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对象：指定要编辑的标注。 

2. 选择要编辑的所有标注并按 Enter 键显示标注编辑器。 

4.3.2 排列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排列标注” 

键盘输入：GMDIMARRANGE 

重新排列线性标注和坐标标注，将其放置在距选定对象的外轮廓适当距离的位置。 

  

基于轮廓确定标注位置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排列”。 

2. 选择要重新排列的标注 (1)。 

3. 按 ENTER 键。 

4. 选择要基于其重新排列这些标注的轮廓 (2)。 

5. 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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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选择标注和轮廓图元: 

选择线性标注或在轮廓上选择要对照其间隔标注的点。按 ENTER 键结束选择。 

选择轮廓上的点 (按回车键则自动选择): 

此提示仅在用户未选择轮廓时显示。在边界上选择要对照其放置标注的点，或按 ENTER 键让 ProdName 自动确定轮廓。 

注意：使用 GMDIMARRANGE 不会替换标注，仅会更改它的位置。 

4.3.3 线性/对称延伸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 “线性/对称延伸” 

键盘输入：GMDIMSTRETCH 

通过拉伸或收缩与对象关联的线性标注或对称标注来调整对象的大小。 

  

线性/对称延伸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线性：根据选定的线性标注值与用户键入的值的差值来调整对象的大小。 

1. 选择标注文字：指定要拉伸/收缩的标注。 

2. 新的标注文字：指定要将标注拉伸/收缩到的值。 

3. 第一个角点：指定要拉伸或收缩的角点。使用交叉窗口选择框选择对象的角点和标注尺寸界线的原点。 

4. 选择对象：选择要拉伸的其他对象。使用交叉对象选择法来选择对象的一个角点。要从选择集中删除某个对象，

请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该对象。完成对象选择后按 ENTER 键。 

对称：根据对称对象（轴对象）上选定的标注值与用户键入的值的差值来调整对象的大小。 

1. 选择标注文字：指定要拉伸/收缩的标注。 

2. 新的标注文字：指定要将标注拉伸/收缩到的值。 

3. 选择中心线：指定要绕其进行对称拉伸/收缩的线。 

4. 第一个角点：指定要拉伸或收缩的角点。使用交叉窗口选择框选择对象的角点和标注尺寸界线的原点。 

5. 选择对象：选择要拉伸的其他对象。使用交叉对象选择法来选择对象的一个角点。要从选择集中删除某个对象，

请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该对象。完成对象选择后按 ENTER 键。 

 

4.3.4 插入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下拉 >> “插入标注” 

键盘输入：GMDIM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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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分割为两个单独的标注。 

  

插入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基准尺寸:指定要分割的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1）。 

2. 定位尺寸界线原点:指定新尺寸标注的尺寸界线原点（2）。 

 

4.3.5 合并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下拉 >> “合并标注” 

键盘输入：GMDIMJOIN 

将两个单独的标注（类型相同）合并为一个标注。 

  

合并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基准尺寸：指定用作基准标注的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 

2. 标注连接：指定要与基准尺寸合并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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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对齐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下拉 >> “对齐标注” 

键盘输入：GMDIMALIGN 

以选定的标注作为基线排列线性标注、坐标标注或角度标注。 

  

对齐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基准尺寸：指定一个尺寸以用作对齐操作的基准尺寸。您可以选择线性标注、坐标标注或角度标注。 

2. 选择要对齐的线性标注：指定要与基准尺寸对齐的一组线性标注。您仅可选择平行于基准尺寸的标注。 

3. 选择要对齐的角度标注：指定要与基准尺寸对齐的一组角度标注。仅可选择与基准尺寸等分同一顶点的角度的

一组标注。 

4. 选择要对齐的坐标标注：指定要与基准尺寸对齐的一组坐标标注。仅可选择其尺寸界线平行于基准尺寸的一组

坐标标注。 

 

4.3.7 打断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下拉 >> “打断标注” 

键盘输入：GMDIMBREAK 

在标注中的特定点处或标注与其他对象相交点处创建打断。 

  

打断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标注：在选择的点处打断标注。用户选择的点为打断的起点。 

2. 第一点：重新指定打断的起点。 

3. 第二点：指定打断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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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重：选择多个标注以在其中创建打断。 

5. 对象：指定穿过选定标注的对象。 

6. 恢复：删除选定标注上的打断。 

7. 自动：自动打断在与其他标注和对象相交的所有交点上选定的标注。 

4.3.8 检查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标注”面板下拉 >> “检查标注” 

键盘输入：GMCHECKDIM 

使用标注文字替代亮显或编辑标注。 

  

检查标注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亮显：亮显替代标注。 

2. 删除亮显：删除替代标注中的亮显。 

3. 编辑：遍历每个亮显的尺寸标注，并允许用户编辑尺寸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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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符号标注 

5.1 概述 

浩辰 CAD 机械 提供了 11 种可以插入到工程图的符号类型。 

支持的符号包括： 

 引线注释符号 

 形位公差符号 

 表面粗糙度符号 

 焊接符号 

 基准标识符号 

 基准目标符号 

 形状识别符号 

 锥度和斜度符号 

 中心孔标记 

 圆孔标记 

 焊接表示法 

 标高符号 

符号与绘图标准 

绘图标准可定义每个符号的行为和特性。要更改特性，用户可以编辑该标准的元素。 

附着行为 

创建符号时，可以将其附着到对象。之后，在移动对象时，该符号将随之移动。 

当附着点不再有效时，可以从对象中拆离符号。 

符号库 

某些符号允许用户将完全配置的符号保存到库中。用户随后可以直接将它们从功能区插入工程图，而无需指定

值，或只需指定已保存符号的值。 

编辑符号 

要编辑已插入工程图中的符号的文字，请双击该符号。双击引线将显示符号“设置”对话框的“引线”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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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常用符号标注创建 

5.2.1 引线注释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引线注释” 

键盘输入：GMNOTE 

创建引线注释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创建引线注释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引线注释”。 

2. 选择要向其装入引线注释的对象。 

3. 如果将符号附着到直线，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如果将对象附着到圆弧、圆、椭圆或样条曲线，请跳到下一步。 

4.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指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符号”选项卡中，指定符号的常规外观。 

6. 在多行文字编辑器中输入注释文字。 

注意：在预览显示模式下，选择“彩色渲染文本”以查看引线注释在绘图区域中的显示方式。 

7. 单击“确定”。 

  

“引线注释”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指定正在创建或编辑的引线注释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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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选项卡 

[选项] 

[显示参照线] 

将引线的参照线添加到注释文字。复选框左侧的图标显示了选择的结果。对于 GOST 标准，已选中此选项，但它已被

禁用。 

[反向符号] 

将符号反向以便可以将注释文字放置在引线的左侧。复选框左侧的图标显示了选择的结果。 

将其他参照线添加到当前选定的参照线上方。此后，所添加的注释文字将被插入到新的参照线上。 

此按钮仅对 GOST 标准可见。 

删除当前参照线。在工程图中，当前参照线被亮显。 

此按钮仅对 GOST 标准可见。 

选择远离引线箭头的下一条参照线，并在对话框中显示其设置。 

此按钮仅对 GOST 标准可见。 

选择朝向引线箭头的下一条参照线，并在对话框中显示其设置。 

此按钮仅对 GOST 标准可见。 

[要求] 

[插入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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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选项板，以使您可以在多行文字编辑器的当前光标位置插入特殊符号。在渲染文本模式下，编辑器将显示特殊字

符，而在纯文本模式下，编辑器将显示相应的控制键序列。 

[多行文字编辑器] 

编辑注释文字。可以使用此编辑器编辑要作为注释文字显示的文字、公式以及特殊字符。使用右键弹出菜单访问特殊

编辑工具。 

[快捷菜单选项] 

使用户可以为在多行文字编辑器中选定的文字段指定格式。格式选项包括： 

格式 > 下划线 - 对选定文字加上或去掉下划线 

格式 > 上划线 - 对选定文字加上或去掉上划线 

格式 > 对齐 - 指定选定的文字相对于同一条直线上的堆叠文字的对齐方式 

格式 > 堆叠 - 堆叠由“/”字符分隔的两个文字段。 

格式 > 文字颜色 - 指定选定文字的颜色 

格式 > 文字高度 - 对选定文字应用比例因子 

格式 > 字体 - 指定选定文字的字体 

格式 > 文字宽度 - 对选定文字的宽度应用比例因子 

格式 > 文字间隔 - 指定选定文字的字符之间的间距 

剪切 - 将选定的文本到 Windows 剪贴板中。 

复制 - 将选定的文字复制到窗口剪贴板中。 

粘贴 - 在插入点处插入窗口剪贴板中的内容。 

删除 - 删除选定的文字。 

全部选择 - 选择多行文字编辑器中的所有内容。 

[预览显示模式] 

选择注释文字应如何显示在多行文字编辑器中。 

 纯文本 - 显示定义注释文字的公式以及格式符号。 

 彩色渲染文本 - 渲染所有公式以及格式符号以显示注释文字显示方式的真实预览。 

 单色渲染文本 - 单色显示与“彩色渲染文本”模式相同的文字。 

提示使用“纯文本”模式可以定义公式，特别是在插入函数时。它还可以使用户对参照的放置位置施予更多的控制。

使用渲染模式可以检查公式。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引线] 

[箭头]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将箭头设置为“按标准”后，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该箭头。此后，如果更改针对当前绘

图标准所选定的箭头（在“标准设置”对话框或“注释设置”对话框中），则此符号的箭头会自动更新。 

[编辑引线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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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添加引线、引线线段或引线节点。 

[删除] 

删除引线或引线线段。 

[编辑对象附件] 

[装入] 

将符号附着到工程图中的对象上。在附着符号后，如果移动对象，则符号也会随之移动。 

[拆离] 

将符号拆离。符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对象。 

[参照线角度] 

[调整] 

隐藏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设置参照线的方向。在 GOST 标准中，此按钮不可用。 

[文字] 

[文字对齐方式] 

设置文本的对齐方式。 

注意：如果将符号反向，则该设置将恢复为默认值。 

[引线对齐方式] 

相对于参照线设置注释文字的位置。 

注意：对于 GOST 标准，此选项将被禁用。 

[设置] 

打开“注释设置”对话框，使用户可以为当前绘图标准的引线注释编辑默认设置。 

 

5.2.2 表面粗糙度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表面粗糙度符号” 

键盘输入：GMSURFSYM 

创建表面粗糙度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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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表面粗糙度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表面粗糙度符号”。 

2. 选择附着表面粗糙度符号的对象。 

3. 如果将符号附着到直线，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如果将对象附着到圆弧、圆、椭圆或样条曲线，请跳到下一步。 

4.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指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符号”选项卡中，根据需要指定表面粗糙度要求。 

6. 要设置符号类型，请选择“基本符号”、“去除材料”或“不去除材料”。 

7. 要为表面粗糙度符号添加尾部符号，请单击“长边加横线”。 

8. 要添加全周边指定，请单击“全周边”按钮。 

注意：若要输入特殊字符（例如滤波器符号 [λ]），请输入相应的 Unicode 字符串（在这种情况下为 

U+03BB）。 

9. 单击“确定”。 

创建带有表面指示引线的表面粗糙度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表面粗糙度符号”。 

2. 选择附着表面粗糙度符号的对象。 

3.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F。 

注意：只有使用的标准修订允许使用表面指示引线时，表面选项才可用 

4. 指定表面指示引线的起点。 

5.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6. 在“表面粗糙度”对话框中，输入数据。 

7. 单击“确定”。 

使用符号库创建表面粗糙度符号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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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表面粗糙度符号”。 

2. 浩辰CAD机械 将显示符号库中保存的表面粗糙度符号。 

3. 单击要插入的符号。 

4. 选择附着表面粗糙度符号的对象。 

5.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将表面粗糙度符号定位为多数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表面粗糙度符号”。 

2. 单击要放置符号的位置，然后按 ENTER 键两次。 

3. 在“符号”选项卡中，根据需要指定表面粗糙度要求。 

 要设置符号类型，请选择“基本符号”、“去除材料”或“不去除材料”。 

 要为表面粗糙度符号添加尾部符号，请单击“长边加横线”。 

注意：若要输入特殊字符（例如滤波器符号 [λ]），请输入相应的 Unicode 字符串（在这种情况下为 

U+03BB）。 

4. 选择“定位为多数符号”。 

5. 单击“确定”。 

  

“表面粗糙度”对话框 

 

“符号”选项卡 

[选项] 

[基本符号] 

基本表面粗糙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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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材料] 

表面粗糙度是用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 

[不去除材料] 

表面粗糙度是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 

[长边加横线] 

控制不带文字的符号尾部的可用性。  

[定位为多数符号] 

将符号设置为工程图中所有其他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集合指示。此选项仅在创建无引线的符号时可用。 

注意：单击“特性”以在简化和完全列表表示法之间进行选择。在简化表示方式中，仅基本符号将显示在位于集合指示

右侧的圆括号中。在完全列表表示法中，出现在工程图中其他位置的所有表面粗糙度符号的状态均会在位于集合指示右

侧的括号中进行完整指示。完全列表表示法不是用于 GOST 标准的选项。默认选择是简化表示法。 

[库] 

列出了符号库中激活绘图标准/版本的所有表面粗糙度符号。在将鼠标指针移到条目上时，该条目的所有设置均显示在工具

提示中。库中的每个条目均与上下文相关菜单相关联。 

[菜单选项] 

加载 - 从库中加载选定的符号。“表面粗糙度符号”对话框中的当前设置将被覆盖。 

更新 - 使用“表面粗糙度符号”对话框中的当前设置覆盖库中的选定符号。预览将更新以反映新设置。使用此操作

时，符号名称以及默认状态不会更改。 

删除 - 从库中删除选定的符号。 

重命名 - 使符号名称可编辑。ProdName 将验证所提供的名称，以确保库中符号的名称唯一。 

设置默认值 - 将选定符号设置为库的默认符号。符号的旁边将显示一个蓝色复选标记，指示该符号是默认符号。在

下次创建表面粗糙度符号时，将自动加载默认符号。 

删除默认值 - 删除选定符号的默认状态。此菜单选项仅对于默认符号可用。如果未选定任何默认符号，则默认情况

下，“表面粗糙度符号”对话框将使用最近创建或编辑的表面粗糙度符号的设置。 

[添加]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符号库中的新条目。系统将提示用户对新条目命名。 

[输入]  

从其他工程图的符号库中输入表面粗糙度符号。仅可以输入其标准和版本与正在编辑的表面粗糙度符号相同的符号。 

[要求] 

[插入符号] 

显示选项板，以使您可以在当前光标位置插入特殊符号。绘图区域中的预览将显示该特殊符号，而对话框将显示相应的

控制键序列。 

[全周边] 

将全周边指示插入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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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后加工] 

将粗糙度符号设置为焊后加工形式。 

[纹理方向] 

标识纹理应采用的方向。 

[平均粗糙度最大值] 

指定曲面的平均粗糙度最大值. 

[平均粗糙度最小值] 

指定曲面的平均粗糙度最小值。 

[加工方式] 

指定曲面的加工要求。 

[第一要求] 

指定曲面的第一要求。 

[第二要求] 

指定曲面的第二要求。 

[其他粗糙度] 

指定曲面的其他粗糙度。 

[清除] 

清除粗糙度设置界面的数据内容。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引线] 

[箭头]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将箭头设置为“按标准”后，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该箭头。 

[编辑引线线段] 

[添加] 

为符号标注添加引线、引线线段或引线节点。 

[删除] 

为符号标注删除引线或引线线段。 

[编辑对象附件] 

[装入] 

将符号附着到工程图中的对象上。在附着符号后，如果移动对象，则符号也会随之移动。 

[拆离] 

将符号拆离。符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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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宽比例] 

放大或缩小图形符号。用户更改比例因子时，绘图区域将显示符号的动态预览。缩放期间，系统会将线宽保留为符号

文字高度的 10%。在放大或缩小符号的尺寸时，比例因子将仅捕捉到有效线宽可用的值。 

注意：仅当符号未附着到对象时，此选项才可用。 

[尺寸界线] 

控制到引线起点的尺寸界线适用的选项。仅在用户将引线的起点移至引线附着到的直线或圆弧的端点之外时绘制尺寸界线。

本部分中的选项仅在存在用于该符号的尺寸界线时可用。 

[距对象的偏移量] 

定义尺寸界线的起点与附着的对象之间的距离。 

[同步] 

从 DIMEXO 系统变量加载用于偏移量的值。 

[超出引线的尺寸界线长度] 

定义符号起点与曲面尺寸界线终点之间的距离 

[同步] 

从 DIMEXE 系统变量加载用于尺寸界线的值。 

[文字] 

[自动调整引线上的符号位置]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符号移动到引线上的默认位置。 

[设置] 

打开“表面粗糙度设置”对话框，使用户可以为当前绘图标准的表面粗糙度符号编辑默认设置。 

5.2.3 形位公差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形位公差符号” 

键盘输入：GMFCFRAME 

创建形位公差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136 

 

创建形位公差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形位公差符号”。 

2. 选择要附着形位公差符号的对象。 

3. 如果将符号附着到直线，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如果将对象附着到圆弧、圆、椭圆或样条曲线，请跳到下一步。 

4.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指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形位公差符号”对话框中，输入数据， 

6. 单击“确定”。 

  

“形位公差”对话框 

 

“符号”选项卡 

[顶部注释] 

使用该框，可以添加必须在形位公差符号上面显示的文本。在模型空间中，注释和形位公差符号作为单一图元一起移动。 

[符号] 

选择特征的几何图形符号。有效特征符号的列表与“¡°形位公差特性”¡±对话框中所作的设置保持一致。 

[公差 1] 

编辑主要公差数据。使用对话框中的键盘插入特殊符号。键盘字符和标记证实了当前的绘图标准。 

[公差 2] 

编辑次要数据。 

[基准] 

在工程图中编辑基准值以用于标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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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注释] 

使用该框，可以添加必须在形位公差符号下面显示的文本。在模型空间中，注释和形位公差符号作为单一图元一起移动。 

[基本尺寸] 

输入公差1、公差2时可输入基本尺寸值。 

[公差等级] 

输入基本尺寸值选择公差等级后将数值插入公差1、公差2中。 

[键盘] 

在放置形位公差的控制框中插入数字、标记和字母。 

[清除] 

清除所有数据并将对话框选项返回到默认值。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箭头类型]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将箭头设置为“按标准”后，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该箭头。 

[添加引线]  

为符号标注添加引线、引线线段或引线节点。 

[删除引线] 

为符号标注删除引线或引线线段。 

[拆离]  

将符号拆离。符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对象。 

[附着] 

将符号附着到工程图中的对象上。在附着符号后，如果移动对象，则符号也会随之移动。 

[全周边] 

给形位公差添加全周边标记。 

 

5.2.4 焊接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焊接符号” 

键盘输入：GMWELDSYM 

创建焊接符号，并将其附着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138 

 

 

  

创建焊接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焊接符号”。 

2. 选择附着焊接符号的对象。 

3. 如果将符号附着到直线，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如果将对象附着到圆弧、圆、椭圆或样条曲线，请跳到下一步。 

4.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符号”选项卡中，根据需要指定符号的常规外观。 

 要将箭头侧数据和识别线的位置或符号尾部符号的方向左对齐，请在“选项”区域中选择“反向符号”。 

 要在两侧交错对齐断续角焊缝（或 ANSI 端接焊缝），请在“选项”区域中选择“交错”。 

 要添加全周边指定，请单击“全周边”按钮。 

 要将尾部符号添加到焊接符号中，请单击“添加注释尾部符号”按钮。 

1) 添加预定义列表中焊接法的步骤： 

2) 单击“添加焊接法”。 

要使用语句“焊接法 ISO 4063”作为焊接法编号的前缀，请选中“使用‘焊接法 ISO 4063-’作为焊

接法编号的前缀”复选框。 

注意：如果当前绘图标准为 ANSI，则此选项不可用。 

3) 双击要添加的焊接法。 

4) 单击“关闭”。 

 通过使用键盘输入详细信息来编辑焊接法的步骤： 

1) 在“添加焊接法”下面的框中，单击要编辑的位置。 

2) 输入焊接法详细信息。 

 要删除焊接法，请将其选中并按 DELETE 键 

6. 要在注释周围绘制一个框，请选择“添加注释框”。 

注意：如果当前绘图标准为 ANSI，则此按钮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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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符号”对话框 

 

“符号”选项卡 

[选项] 

[上下翻转] 

将位于箭头侧的符号与非箭头侧的符号进行交换。复选框左侧的图标显示了选择的结果。 

[左右翻转] 

将符号反向以便可以将焊接尾部放置在箭头的左侧。复选框左侧的图标显示了选择的结果。 

[交错] 

指定焊缝表示交错断续焊缝。复选框左侧的图标显示了选择的结果。只有在为两侧选择角焊缝或 ANSI 端接焊缝时，此

选项才可用。 

[要求] 

[交换箭头/其他符号] 

交换箭头侧与非箭头侧的符号。 

[识别线 - 箭头侧]  

将识别线放置在箭头侧。  

[识别线 - 非箭头侧] 

将识别线放置在非箭头侧。 

[符号右对齐] 

将焊接尾部放置在箭头的右边。 

[符号左对齐]  

将焊接尾部放置在箭头的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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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交错角焊缝。 

[镜像] 

镜像反映角焊缝。 

[剖面符号] 

在 ANSI 标准中，启用创建更多的参照线以标识焊接操作的次序。 

[添加] 

给焊接符号添加参照线。 

[删除] 

删除当前的参照线。在工程图中突出显示当前的参照线。 

[上一个] 

选择当前参照线下面的参照线。 

[下一个] 

选择当前参照线上面的参照线。 

[现场焊接符号] 

放置现场焊接符号。指定在初始构造的位置不进行焊接操作。 

[全周边] 

在箭头和参照线的结合处放置全周边符号。 

[箭头侧数据] 

选择“箭头侧”选项卡。显示箭头侧的焊接类型。 

[非箭头侧数据] 

选择“非箭头侧”选项卡。显示非箭头侧的焊接类型。 

[尾部] 

放置补充数据的尾边。 

[注释] 

添加焊接符号的补充数据。 

[注释框] 

在注释文字周围添加方框。 

[过程] 

使用文字注释焊接操作。 

[注释域] 

编辑焊接符号的注释。如果用户插入注释文字，将自动激活“尾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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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段] 

指定角焊缝的短边长度。 

[直径] 

指定塞焊缝和槽焊缝的直径。 

[大小] 

指定焊缝尺寸。 

[厚度] 

指定焊缝厚度。 

[高度] 

指定单卷边焊缝的高度。 

[焊接符号样板] 

选择箭头侧的焊接类型。 

[长度] 

指定焊接的长度。 

[宽度]  

指定焊接的宽度。 

[数量] 

指定焊缝数量。 

[螺距] 

指定焊缝中心之间的距离。 

[间隙] 

指定焊接装配的余隙。 

[根部间隙] 

指定焊接装配的根部开放。 

[部分] 

指定焊缝尺寸。 

[轮廓] 

指定焊缝轮廓的加工。 

[方法] 

指定轮廓的加工方式。 

[厚度] 

指定焊缝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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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钎焊] 

添加硬钎焊箭头。 

[任一侧] 

以上选项确定了焊件的检测方法。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箭头类型]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将箭头设置为“按标准”后，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该箭头。 

[添加引线] 

为符号标注添加引线、引线线段或引线节点。 

[删除引线] 

为符号标注删除引线或引线线段。 

[拆离] 

将符号拆离。符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对象。 

[附着] 

将符号附着到工程图中的对象上。在附着符号后，如果移动对象，则符号也会随之移动。 

 

5.2.5 基准标识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标识符号” 

键盘输入：GMDATUMID 

创建基准标识符号并将其附着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上。 

 

  

创建基准标识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标识符号”。 

2.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装入基准标识符号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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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将符号附着到直线，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如果将对象附着到圆弧、圆、椭圆或样条曲线，请跳到下一步。指定引线的起点。 

4. 指定引线上的下一个点（顶点）。 

5. 按 ENTER 键来结束选择。 

6. 在“基准标识符号”对话框中，输入标识字母。 

7. 单击“确定”。 

  

“基准标识符号”对话框 

 

“符号”选项卡 

[选项] 

[远侧基准] 

更改表面指示引线的线型以指示基准位于零部件的远侧。复选框左侧的图标将更改以指示当前状态。 

[要求] 

包含用于指定基准的按钮和编辑框。只有在工具提示中才能看到这些编辑框的名称。将指针移到编辑框的上方即可识别它

们。 

[插入符号] 

显示选项板，使用户可以在“基准注释”或“螺纹注释”框中的当前光标位置插入特殊字符。绘图区域中的预览将显

示该特殊符号，而对话框将显示相应的控制键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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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标识符号] 

指定基准标识符号的标签（1）。最多可以为标签指定两个字符。 

[基准注释] 

指定与曲面上的一个或多个点相对应的参照基准目标。通常，此框包含一系列由逗号分隔的基准目标（2）。 

[螺纹注释] 

指定要用作基准的螺纹直径或齿轮直径（3）。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引线  

[箭头] 

指定要在引线末尾使用的基准特征三角形的类型。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箭头。箭头列表遵循当前的绘图标准。默认的箭头是

符号的标准箭头，可在“选项”对话框中设置。 

[曲面箭头] 

指定要在表面指示引线末尾使用的箭头类型。将箭头设置为“按标准”后，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该箭头。此后，如果

更改针对当前绘图标准所选定的箭头（在“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设置”对话框中），则此符号的箭头会自动更新。 

[编辑对象附件] 

[附着] 

将符号附着到工程图中的几何图形上。 

[拆离] 

将符号拆离。符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对象。 

[曲面尺寸界线] 

控制到引线起点的尺寸界线适用的选项。仅在用户将引线的起点移至引线附着到的直线或圆弧的端点之外时绘制尺寸界线。

本部分中的选项仅在存在用于该符号的尺寸界线时可用。 

[距对象的偏移量] 

定义曲面尺寸界线的起点与附着对象的终点之间的距离。 

[同步] 

从 DIMEXO 系统变量加载用于偏移量的值。 

[超出引线的尺寸界线长度] 

定义曲面尺寸界线的终点与引线起点之间的距离。 

[同步] 

从 DIMEXE 系统变量加载用于尺寸界线的值。 

[设置] 

打开“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设置”对话框，使用户可以编辑当前绘图标准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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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基准目标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目标符号” 

键盘输入：GMDATUMTGT 

创建基准目标符号并将其附着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不具有终止方式的基准目标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目标符号”。 

2. 在“终止类型”对话框中，选择“无”。 

3. 选择要附着基准目标符号的对象。 

4.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5. 指定一个或者更多的点用作指引线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6. 在“基准目标”对话框中，输入基准目标符号的数据， 

7. 单击“确定”。 

创建以点终止的基准目标的步骤 

这种类型的基准目标符号以表示目标点的十字终止。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目标符号”。 

2. 在“终止类型”对话框中，选择“点”， 

3. 选择要附着基准目标符号的对象。 

4.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用于点终止的点。 

5. 指定一个或者更多的点用作指引线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6. 在“基准目标”对话框中，输入基准目标符号的数据， 

7. 单击“确定”。 

创建以直线终止的基准目标的步骤 

这种类型的基准目标符号以表示目标直线的直线终止。一个十字将显示起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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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目标符号”。 

2. 在“终止类型”对话框中，选择“直线”， 

3. 选择要附着基准目标符号的对象。 

4.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用于直线终止的起点的点。 

5.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用于直线终止的端点的点。程序将绘制一条直线以指示目标区域沿两轴之间的边界进

行分布。指引线的起点位于目标线的中点。 

6. 指定一个或者更多的点用作指引线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7. 在“基准目标”对话框中，输入基准目标符号的数据， 

8. 单击“确定”。 

创建以圆终止的基准目标的步骤 

这种类型的基准目标符号以目标圆终止。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目标符号”。 

2. 在“终止类型”对话框中，选择“圆”， 

3. 选择要附着基准目标符号的对象。 

4.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用于圆终止的圆心的点。 

5. 通过输入值或者拖动圆到正确的尺寸来指定终止圆的半径。也可以输入 d 选择“直径”选项并输入一个值，

或在屏幕上选取直径。 

6. 指定一个或者更多的点用作指引线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7. 在“基准目标”对话框中，输入基准目标符号的数据， 

8. 单击“确定”。 

创建以矩形终止的基准目标符号的步骤 

这种类型的基准目标符号以目标矩形终止。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目标符号”。 

2. 在“终止类型”对话框中，选择“矩形”， 

3. 选择要附着基准目标符号的对象。 

4.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用于矩形终止的中心的点。 

5. 指定矩形的角点或者边界。 

6. 指定一个或者更多的点用作指引线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指引线的起始点位于一个角点上。用户移动鼠

标指针时，引线的起点将从一个角点移动到下一个角点上。当移动到预期的角点上时，选择第二点。 

7. 在“基准目标”对话框中，输入基准目标符号的数据， 

8. 单击“确定”。 

创建附着到另一个基准目标的基准目标的步骤 

使用下列方法创建两个或更多要附着到一条指引线的基准目标符号。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基准目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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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终止类型”对话框中，选择“附着到另一个”， 

3.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装入新符号的基准目标符号。拾取的点可以控制程序连接基准目标的位置。 

4. 在“基准目标”对话框中，输入基准目标符号的数据， 

5. 单击“确定”。 

  

“基准目标符号”对话框 

 

“符号”选项卡 

[选项] 

[远侧基准区域] 

将引线线型更改为虚线，以表示基准目标在远侧位置。 

[要求] 

[量纲] 

指定基准区域的大小。 

[基准] 

指定标签以标识基准。可以指定基准参考字母和最多 3 位数的目标号。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箭头]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设置“按标准”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箭头。如果更改针对当前绘图标准所选定的箭头（在“标

准设置”对话框或“基准目标设置”对话框中），则此符号的箭头会自动更新。 

[编辑对象附件 ] 

[附着] 

将符号附着到工程图中的几何图形上。 

[拆离] 

将符号拆离。符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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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形状识别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形状识别符号” 

键盘输入：GMFEATID 

创建形状识别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创建形状识别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形状识别符号” 

2. 选择要附着形状识别符号的对象。 

3. 如果将符号附着到直线，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如果将对象附着到圆弧、圆、椭圆，请跳到下一步。 

4.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指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形状识别符号”对话框中，输入标识字母，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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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识别符号”对话框 

 

[形状识别符号] 

指定形状识别符号的标签。最多可以为标签指定两个字符。 

 

5.2.8 锥度和斜度 

概要 

功能区：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锥度和斜度” 

键盘输入：GMTAPERSYM 

锥角和斜度符号以比率、百分比值或代码（例如莫尔斯数字）的形式显示锥角和斜度符号。如果除选择锥度/斜度对象

之外还选择基线，则 浩辰CAD机械 将测量斜度/锥度率并将该值用作默认标注文字。此外，将基线放置在绘图区域中时，浩

辰CAD机械 还会确定所附着的对象是锥度还是斜度，自动调整符号的方位，并将符号的参照线与基线对齐。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锥度和斜度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锥度和斜度” 

2.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必须从其测量斜度的基线。 

3.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必须将符号装入到的对象。 

4.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斜度/锥度上的一个点。 

5. 浩辰 CAD 机械 将使用该点计算斜度。还将使用该点作为引线的起点。如果要放置不带引线的符号， 

则该点必须位于要放置符号的位置。 

6.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定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7. 要放置不带引线的符号，首先按 ENTER 键，然后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定符号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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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计算的斜度格式不正确，请从“标注”列表中选择适当的格式。 

注意：只有在工具提示中才能看到“标注”框的名称。 

9. 单击“确定”。 

创建手动指定斜度的锥度/斜度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锥度和斜度” 

2. 按 ENTER 键。 

3.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必须将符号装入到的对象。如果不想将符号装入对象，请在绘图区域中的空白空间处

单击。 

注意：如果在空白空间处单击，浩辰 CAD 机械 将使用此位置作为引线的起点。 

4.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定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要放置不带引线的符号，首先按 ENTER 键，然后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定符号的方位。 

5. 在“标注”框中，指定斜度/锥度率。 

提示：要找到“标注文字”框，请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对话框中的各个框上并检查工具提示。要在标注文字

中插入特殊字符，请将光标放置在要插入字符的位置。从“插入符号”列表中，单击该字符。 

更改锥度/斜度符号的类型或方位的步骤 

1. 在绘图区域中，双击要编辑的锥度/斜度符号。 

2. 在“锥度和斜度符号”对话框中，单击“符号类型”按钮。 

提示：要找到“符号类型”按钮，请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对话框中的各个按钮上并检查工具提示。 

3. 选择所需方位的适当符号类型。 

4. 单击“确定”。 

更改斜度/锥度的锥度率/斜度符号的步骤 

1. 在绘图区域中，双击要编辑的锥度/斜度符号。 

2. 在“标注文字”框中，键入锥度/斜度值。 

提示：要找到“标注文字”框，请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对话框中的各个框上并检查工具提示。 

3. 要在标注文字中插入特殊字符，请将光标放置在要插入字符的位置，然后从“插入符号”列表中单击该字

符。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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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度和斜度符号”对话框 

 

“符号”选项卡 

[选项] 

[理论上精确的值] 

在尺寸值周围绘制一个框，表明该值是理论上精确的尺寸。复选框左侧的预览将根据所做的选择进行更改。 

 [要求]    

[插入符号] 

显示选项板，以使您可以在当前光标位置插入特殊字符（例如，度符号）。 

[符号类型] 

显示包含多个锥度和斜度符号表示法的选项板，以使您可以更改符号表示法及其方向。    

[量纲] 

提供手动指定斜度/锥度率的空间。在绘图区域中，此文字显示在符号旁边。下拉箭头将显示包含以不同格式表达的斜

度/锥度率计算值的列表。计算值仅在创建符号并选择了命令提示中的计算选项时可用。计算值在编辑现有符号时不可

用。 

[清除] 

将“选项和要求”区域中的所有值重置为其默认值。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引线] 

[箭头]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将箭头设置为“按标准”后，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该箭头。此后，如果更改针对当前绘图

标准所选定的箭头（在“标准设置” 对话框或“锥度和斜度设置”对话框中），则此符号的箭头会自动更新。 

[编辑对象附件] 

[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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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隐藏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选择要附着符号的对象。仅当符号未附着到对象时，此按钮才可见。  

[拆离] 

拆离符号，使其成为一个独立对象。仅当符号附着到对象时，此按钮才可见。  

[参照线角度]     

[调整] 

暂时隐藏对话框，以使用户可以更改参照线的对齐方式。 

[设置] 

显示“锥度和斜度符号设置”对话框，以使您可以为锥度和斜度符号配置默认值。 

5.2.9 边界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边界符号” 

键盘输入：GMEDGESYM 

创建边界符号并将其附着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边界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边界符号”。 

注意：仅 DIN、GB、JIS 和 ISO 标准支持边界符号。 

2. 选择要将符号附着到的对象。 

3. 如果将符号附着到直线，请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如果将对象附着到圆弧、圆，请跳到下一步。 

4. 指定边界符号引线的第二个点，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边界符号”对话框中，指定边界符号要求。 

 要插入不具有特定数据的边界符号，请选择“允许未定义的尺寸”并单击“允许带毛刺或去除毛刺”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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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用退刀槽”。要定义方向，请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要设置边界符号数据，请在参数区域的上部框或下部框中输入边界符号值，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值。 

 要在符号旁边显示标准更改，请选择“显示标准标签”。 

 要添加全周边指定，请单击“全周边”按钮。 

为边界符号创建多数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边界符号”。 

2.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空白区域以指定引线的起点。 

注意：要使符号成为多数符号，该符号不能附着到任何对象。 

3. 指定边界符号引线的第二个点，然后按 ENTER 键。 

4. 在“边界符号”对话框中，为用户不希望为其创建任何边界符号的边，指定边界要求。 

5. 选择“定位为多数符号”。 

6. 指定多数符号的显示方式： 

1) 单击“设置”。 

2) 选择“完全列表”选项以显示放置在工程图中其他位置的边界符号的要求。选择“简化”选项以仅显示

基本符号。 

3) 单击“确定”。 

7. 单击“确定”。 

使用符号库创建边界符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 >> “边界符号” 

浩辰 CAD 机械 将显示符号库中保存的边界符号。 

2. 单击要插入的符号。 

3. 选择附着边界符号的对象。 

4.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线的起点。 

5. 指定一个或多个点来定义指引线的顶点，然后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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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符号”对话框 

 

使用“边界符号”对话框设置要插入的符号的参数。 

注意： 

 此对话框中元素的可见性取决于当前的绘图标准以及所选选项。因此，此页面中所描述的某些元素在此对话框中不可

见。 

 某些按钮名称仅在工具提示中可用。将光标移动到按钮上可查看其名称。 

 “符号”选项卡 

[选项]  

[定位为多数符号] 

将符号设置为表示工程图中所有其他边界符号的集合指示。 

[要求] 

设置用于指定边界符号要求的选项。     

[确定方向] 

启用符号数据或未定义尺寸的方向。选择此选项后，在上部框中输入的值将显示在边界符号的顶部，而下部框中的

值将显示在边界符号旁边。但是，如果在两个框中输入不同的值，则它们将显示在符号的中间。也可以将未定义的

尺寸设置在符号的顶部或一侧。 

[允许未定义的尺寸] 

插入不具有特定尺寸的边界符号。边界可以有毛刺、去除毛刺或使用退刀槽。仅当用户未指定精确的边界数值定义时

使用。 

[未定义尺寸方向] 

指定是否将未定义的尺寸插入到边界符号的顶部或旁边。只有在已选择“确定方向”和“允许未定义的尺寸”选项时，

才会将其启用。 

[允许带毛刺或去除毛刺] 

将边界类型设置为带毛刺或去除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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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使用退刀槽] 

将边界类型设置为退刀槽。 

[显示标准标签] 

显示符号旁边的当前标准版本。 

[边界符号参数] 

设置边界符号数据。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建议的值或在框中输入值。如果上边界小于下边界，将显示警告。单击“关

闭”以关闭警告。将交换上边界和下边界。 

[全周边] 

将全周边指示添加到符号。只有在符号表示法不是多数符号时，此按钮才可用。 

仅在符号基于 ISO 13715 - 2000 时，才会显示此按钮。“版本”框将显示符号基于的标准。 

[库] 

列出符号库中符合当前绘图标准的的所有边界符号。 

[菜单选项] 

加载 - 将选定符号的设置加载到“边界符号”对话框。此操作将覆盖“边界符号”对话框的当前设置。 

更新 - 使用“边界符号”对话框的当前设置覆盖库中的选定符号。预览将更新以反映新设置。符号名称以及默认

状态不会更改。 

删除 - 从库中删除选定的符号。 

重命名 - 使符号名称可编辑。浩辰 CAD 机械 将验证该名称以确保符号名称的唯一性。 

设置默认值 - 将选定符号设置为库的默认符号。符号的旁边将显示一个蓝色复选标记，指示该符号是默认符号。

下次创建边界符号时，将自动加载默认符号。 

删除默认值 - 删除选定符号的默认状态。此菜单选项仅对于默认符号可用。如果未选择任何默认符号，则设置将

默认为最近创建或编辑的边界符号的设置。 

[添加]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符号库中的新条目。系统将提示用户对新条目命名。 

[输入] 

从其他工程图的符号库中输入边界符号。仅可以输入其标准和版本与正在编辑的边界符号相同的符号。 

“引线和文字”选项卡 

[箭头] 

指定引线箭头类型。将箭头设置为“按标准”后，将从当前绘图标准中获取该箭头。此后，如果更改针对当前绘图

标准选定的箭头（在“标准设置”对话框或“边界设置”对话框中），则此符号的箭头将自动更新。 

[编辑引线线段] 

[添加] 

添加引线、引线线段或引线节点。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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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引线或引线线段。 

[编辑对象附件] 

[附着] 

将符号附着到工程图中的对象上。在附着符号后，如果移动对象，则符号也会随之移动。 

[拆离] 

将符号拆离。符号成为独立存在的对象。 

[设置] 

打开“边界符号设置”对话框，使用户可以为当前绘图标准的边界符号编辑默认设置。 

5.2.10 中心孔标记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下拉 >> “中心孔标记” 

键盘输入：GMCENTERHOLE 

创建中心孔标记，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提供的中心孔标注能满足三种标注形式。 

  

创建中心孔标记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下拉 >> “中心孔标记” 

2. 选择附着目标。 

3. 显示“中心孔标注”对话框，输入数据。 

  

“中心孔标记”对话框 

 

[样式1] 

保留零件上加工的中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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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2] 

不保留零件上加工的中心孔。 

[样式3] 

可以保留零件上加工的中心孔。 

[标注值] 

符号标签中填写的内容。 

[标准代号] 

符号标签中添加的标准代号。 

 

5.2.11 圆孔标记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下拉 >> “圆孔标记” 

键盘输入：GMCIRCLEMARK 

创建圆孔标记，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提供了 12种圆孔标记方式。 

  

创建中心孔标记的步骤 

1. 显示“圆孔标记”对话框，选择标注形式。 

2. 选择目标圆孔，圆孔标记完成。 

  

“圆孔标记”对话框 

 

[标注形式]  

圆孔的标注形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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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焊接表示法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下拉 >> “焊接表示法” 

键盘输入：GMSIMPLEWELD 

在椭圆、圆、圆弧、直线和多段线上绘制缝焊缝和角焊缝。 

 

  

命令行提示  

焊脚宽度 

指定接缝的宽度。 

选择直线、圆弧、圆或椭圆 

指定要附着符号的锥度或斜度。 

起点 

指定接缝的起点 

终点 

指定接缝的终点。 

正确一侧 

指定角焊缝是否放置在接缝的正确一侧。如果指定“否”，程序会将焊缝移至另一侧。 

角度 

指定焊缝的角度。 

  

“焊接表示法”对话框 

指定不同视图中不同的焊接表示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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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标高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下拉 >> “标高符号” 

键盘输入：GMELEVSYMBOL 

创建标高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提供了 2种标高符号方式。 

  

创建中心孔标记的步骤 

1. 指定标注位置 

2. 显示“标高符号”对话框，选择标注形式 

3. 完成标高符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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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符号”对话框 

 

[文字高度] 

指定符号文字的文字高度。 

[文字颜色] 

指定符号文字的颜色。 

[精度] 

指定标注值的小数位的位数。 

[指定基点] 

指定标高测量的基点位置。 

 

5.3 编辑符号标注 

5.3.1 添加/删除引线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下拉 >> “添加/删除引线” 

键盘输入：GMSYMLEADER 

向符号添加引线和引线段或从符号中删除引线和引线段。 

  

添加/删除引线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要添加引线的符号：指定要添加引线的符号。 

2. 选择要附着的对象：指定要附着引线的对象。若要放置引线而不将它附着到任何对象，请单击要放置引线箭头

的位置。如果选择圆弧、圆、样条曲线或椭圆，则不需要指定引线的起点。程序将通过使第一条引线线段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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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附着的对象获取引线起点。如果选择直线，或未选择对象，程序将提示用户指定引线的起点。 

3. 起点：指定引线起点的位置。 

4. 下一点：指定引线下一顶点的位置。 

 

5.3.2 装入/拆离符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符号”面板下拉 >> “装入/拆离符号” 

键盘输入：GMSYMLEADER 

向符号添加引线和引线段或从符号中删除引线和引线段。 

  

装入/拆离符号步骤与命令行提示 

1. 选择要装入/拆离的符号：指定要装入/拆离的符号。 

2. 选择要装入/拆离的对象：指定要装入/拆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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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BOM 表 

6.1 概述 

在 浩辰 CAD 机械 中，用户可以创建明细表和 BOM 表，以及修改零件参照和引出序号。本章介绍了如何插入和编辑明

细表及使用 BOM 表数据库。 

BOM 表是存储工程图中零件和部件相关信息的表格。程序使用此信息生成明细表和引出序号。 

选择制图标准后，零件和引出序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此标准相符。BOM 表设置也将更改为支持明细表和引出序号

设置中的更改。您可以自定义这些设置以满足制图需求。 

编辑 BOM 表、明细表和引出序号是相互关联的工作。自定义零部件特性包括： 

 特性在 BOM 中如何显示 

 明细表布局 

 引出序号 

 程序从图纸中的零件和部件中提取哪些信息显示在 BOM 表中 

建议开始绘图前自定义设置 BOM 表，如果您在建立 BOM 表后更改 BOM 设置，则 BOM 表可能包含不一致的数据。 

6.2 零件参照 

6.2.1 创建零件参照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BOM”面板 >> “零件参照” 

键盘输入：GMPARTREF 

创建零件参照并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 

您可以使用零件参照来描述描述模型空间中的零件，模型空间中的零件参照设计为 BOM 表中的零件和部件。 

零件参照建立时，可将其与图块进行关联。这样，此图块的所有引用都会记入 BOM 表中。您也可以将零件参照当作未

关联的零件参照放置在绘图区域的几何图形中。如果您在几何图形中放置零件参照，此零件参照将显示为在其中心处的一

个实体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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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零件参照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BOM”面板 >> “零件参照” 

2.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几何图形（或绘图区域中的空白区域）以放置零件参照。 

3. “零件参照”对话框中，输入要存储到 BOM 表中的数据。 

4. 单击“确定”。 

  

命令行提示 

选择点或[块(B)/复制(C)/参照(R)] 

点 

在指定的点处插入零件参照，并显示“零件参照”对话框。如果将零件参照放置在对象上，则零件参照会装入到该对象。 

 起点：指定引出序号引线的起点。 

 下一点：指定定义引线线段的弯曲点。按 ENTER 键以在绘图区域中放置引出序号。 

块 

创建块参照的零件参照。如果块具有与零部件特性名称相同的属性，则零件参照会自动将其值输入零部件特性中。 

复制 

创建零件参照的完整副本，包括它的数据。新的零件参照将成为新 BOM 表表项。 

选择参照 

指定要复制的零件参照。 

参照 

创建零件参照，该零件参照用于将对象标记为已使用某个零件参照标记的零件的其他引用。在 BOM 表中，新的零件参照会

增加原来零件参照的数量，而不是另外添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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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参照”对话框 

 

[零部件特性] 

提供为零部件特性输入数据的功能。将仅显示预配置的要在此对话框中显示的零部件特性。注意默认情况下，“名称”零部

件特性设置为一个公式。此公式使专业版可以自动拾取对象（例如块）的名称。但是，如果手动指定名称（即使该公式不

自动拾取名。 

[设置] 

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用户可在其中设置此对话框中可显示的零部件特性。 

[管理] 

[数量] 

提供使用所需的任意数量替代默认数量 1 的选项。 

[从明细表中排除] 

从所有明细表中排除零部件。零部件仍将保留在 BOM 表中，但会从明细表中排除。还会禁止用户为此零部件创建引

出序号。 

 

6.2.2 编辑零件参照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BOM”面板 >> “零件参照”下拉列表 >> “编辑零件参照” 

键盘输入：GMPARTREFEDIT 

编辑零件参照。 

  

编辑零件参照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BOM”面板 >> “零件参照”下拉列表 >> “编辑零件参照”。 

2. 选择需要编辑的零件参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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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部件特性”对话框中修改部件属性。 

4. 单击“确定”。 

  

命令行提示 

零件参照 

显示“零件参照”对话框，以使您可以编辑用所选择的零件参照标识的零件或部件的 BOM 表相关信息。 

 

6.3 引出序号 

6.3.1 创建引出序号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引出序号”面板 >> “引出序号” 

键盘输入：GMBALLOON 

创建引出序号并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 

您可以创建单个引出序号或同时创建多个引出序号，在多个引出序号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选择水平、垂直或以任何一

个直线方向对齐引出序号。 

默认情况下，引出序号以零件参照中心为起点。也可以在一条引线下合并多个引出序号。 

 

  

创建引出序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引出序号”面板 >> “引出序号”。 

2.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一个零件参照或零部件（零件或部件）。 

3.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示引出序号引线的第二点，并连续单击直到引出序号位于用户需要的位置。 

4. 按 ENTER 键，放置引出序号。 

5. 按 ENTER 键结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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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自动(T)/全部自动(A)/设置 BOM 表(B)/合并(C)/手动(M)/单个(O)/重新编号(R)/重新组织(E)]: 

自动 

创建选定零件参照的引出序号。通过此选项，您可以仅选择尚未创建引出序号的零件参照。如果仅选择一个零件参照，将

自动跳到“单个”命令行选项。 

全部自动 

创建选定零件参照的引出序号。通过此选项，您可以仅选择尚未创建引出序号的零件参照。如果仅选择一个零件参照，将

自动跳到“单个”命令行选项。 

设置 BOM 表 

指定 BOM 表以将其设置为当前 BOM 表。 

若要选择或创建主 BOM 表，请输入 M。若要选择或创建边框 BOM 表，请单击模型空间中的相应边框。若要查看现有 BOM 表

的列表，请输入?。若要将当前数据库创建或设置为列出的 BOM 表数据库之一，请键入 BOM表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 

合并 

创建选定零件参照的合并引出序号。 

拾取对象：指定要为其创建合并引出序号的零件参照。 

引出序号  

在绘图区域中指定引出序号，以在其下合并引出序号。您可以选择现有的引出序号，或输入 n 创建新的合并引出序号 

定位方向：指定合并引出序号的定位方向。拾取点以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之间选择。 

手动 

创建带有引出序号的零件参照。该选项可将当前 BOM 表强制更改为对应于放置零件参照的边框的边框 BOM 表。要使引出

序号基于主 BOM 表，请删除此引出序号，并再次将当前 BOM 表设置为主 BOM 表并列出零件参照。 

点：在指定的点处插入零件参照，并显示“零件参照”对话框。如果将零件参照放置在对象上，则零件参照会装入到

该对象。 

起点：指定引出序号引线的起点。 

下一点：指定定义引线线段的弯曲点。按 ENTER 键以在绘图区域中放置引出序号。 

块：创建块参照的零件参照。如果块具有与零部件特性名称相同的属性，则零件参照会自动将其值输入零部件特性中。 

复制：创建零件参照的完整副本，包括它的数据。新的零件参照将成为新BOM表表项。 

单个 

将一个引出序号放置在绘图区域中。与使用“自动”和“全部自动”选项不同，您必须手动为引出序号引线指定起点。 

重新编号 

对引出序号重新编号并更改当前 BOM 表中选定零件的序号。 

起始项目编号：指定选定的第一个引出序号的编号。 

增量：指定选定的下一个引出序号的增量值。 

引出序号：按顺序指定要重新编号的引出序号。按ENTER键来结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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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组织 

可按水平、垂直方向或以指定角度排列引出序号。还可以将引出序号转换为独立引出序号（不带引线的引出序号）。 

竖直：垂直排列引出序号。 

角度：排列引出序号以便它们与指定的直线平行。通常使用此选项按一定角度排列引出序号。 

指定第一点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一点以定义希望引出序号与之平行的直线的起点。 

指定第二点 

单击直线上的另一点以定义引出序号要与之平行的直线的终点。 

独立：将不带引线的引出序号放置在零件上。如果使用零件参照，引出序号将放置在 图标上。 

水平：水平排列引出序号。 

竖直：垂直排列引出序号。 

  

“引出序号”对话框 

 

[工具栏] 

合并正在编辑的引出序号引线上的其他引出序号。对话框将暂时隐藏，以便用户可选择要合并的引出序号。已合并的

引出序号会添加到“引出序号内容”列表中。 

删除在“引出序号内容”列表中选择的引出序号。此按钮仅在“引出序号内容”列表中存在多个引出序号时可用。 

从附着引出序号的对象中拆离该引出序号。此按钮仅在引出序号附着到对象时可见。 

将引出序号附着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对话框将暂时隐藏，并且绘图区域中将亮显所有可附着引出序号的对象。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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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仅在引出序号未附着到任何对象时可见。 

将引线或引线线段添加到引出序号。对话框将暂时隐藏，以使您可以选择装入点。要添加新引线，最后选择的点必须

位于原始引出序号引线上。要添加新引线线段，最后选定的点必须为原始引线的起点。 

删除引线或引线线段。对话框将暂时隐藏，以使您可以选择要删除的引线。 

如果选择的是内部引线线段，则该操作将删除其所有后续线段。如果删除所有引线线段，则引出序号将转换为独立的引出

序号。 

显示“排序”对话框，其中提供了各种选项，用于对“引出序号内容”列表中所显示的引出序号进行排序。 

从当前选择项中删除替代并恢复它们的默认值。只有当替代存在于当前选择项中时，此按钮才可用。 

设置列中一系列单元格的值。所做的更改将写入相应的 BOM 表。 

布局设置 

[引出序号样式] 

使您可以在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与可用作自定义引出序号的块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块位于外部文件中，请单击位于列

表底部的“浏览”选项。 

[引出序号类型] 

显示面板，用户可以从中为引出序号选择符合标准的形状。此选项仅适用于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 

[箭头] 

显示选项板，其中包含表示引线终止的符合标准的箭头。 

[集合方位] 

定义引出序号集的排列方式。此选项仅在用户合并了要编辑的引出序号引线上的多个引出序号时可用。 

[引线连接] 

定义引线连接到自定义引出序号的位置。如果当前引出序号样式为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则该选项不可用。 

[引出序号内容] 

显示已添加引出序号的条目的特性。这些列与 BOM 表中的列相同。 

[设置] 

显示“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更改引出序号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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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编辑引出序号 

 重编引出序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引出序号”面板 >> “重编引出序号”。 

2.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一个零件参照或零部件（零件或部件）。 

3.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示引出序号引线的第二点，并连续单击直到引出序号位于用户需要的位置。 

4. 按 ENTER 键，放置引出序号。 

5. 按 ENTER 键结束操作。 

 合并引出序号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引出序号”面板 >> “合并引出序号”。 

2. 输入 C 以选择“合并”选项。 

3.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使用合并引出序号标识的零件参照或零部件（零件和部件）。 

4. 按 ENTER 键来结束选择。 

5. 输入 N 以创建新的合并引出序号，或选择要添加新引出序号的现有引出序号。 

6. 要创建新的合并引出序号，请选择引出序号引线的起点以及后续各点，并按 ENTER 键。 

7. 选择合并引出序号的方位。 

 

6.4 明细表与 BOM 表数据库 

6.4.1 明细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明细表”  

键盘输入：GMPARTLIST 

创建明细表并使您可以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 

在装配图中，通常我们将会将每个零件赋予零件名称、数量、材料等信息。BOM 表数据库就像一个总表，

将总装配、次装配、标准零件等零件清单完毕的记录在里面，必要时再将我们需要的明细表插入到图纸中使用。 

要创建包含工程图所有零件和部件的明细表，必须将主 BOM 表设置为当前 BOM 表。若要建立包含模型

空间内特定图框中的零件和部件的明细表，必须将对应的边框 BOM 表设置为当前 BOM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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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整个工程图明细表的操作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明细表”。 

2.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MAIN。 

3. 将显示“明细表”对话框。可修改数据在明细表中的显示。 

4. 单击“确定”。对话框将关闭并且会在绘图区域中显示明细表的预览。 

5.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示放置明细表的位置。程序会将明细表插入到工程图中。 

创建指定图形边框明细表的操作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明细表”。 

2. 单击包含要包括在明细表中的零件和部件的图形边框。将显示“明细表”对话框。 

3. 可修改数据在明细表中的显示。 

4. 单击“确定”。对话框将关闭并且会在绘图区域中显示明细表的预览。 

5. 在绘图区域中，单击以指示放置明细表的位置。程序会将明细表插入到工程图中。 

  

命令行提示 

[指定 BOM 表] 

指定 BOM 表以将其设置为当前 BOM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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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对话框 

 

[工具栏按钮] 

将明细表作为电子表格或数据库输出。 

在所选位置左侧插入列。 

删除选定的列。 

上移一行 

下移一行 

显示“排序”对话框，其中提供了各种选项，用于对明细表中的条目进行排序。 

从当前选择项中删除替代并恢复它们的默认值。只有当替代存在于当前选择项中时，此按钮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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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列中的一系列单元设置值并更新相应的 BOM 表。 

布局设置 

[明细表名称] 

提供空间，以供用户输入明细表的名称。名称将显示在明细表的标题栏 

[插入点] 

设置明细表的插入点位置以及明细表标题的显示位置。如果插入点位于底部，则表头和标题将显示在明细表底部，并

且零件会自下而上列出。类似地，如果插入点位于顶部，则表头和标题将显示在明细表顶部，并且零件会自上而下列

出。 

[插入表头] 

控制是否在明细表中显示表头行。表头行显示明细表列的列标题。 

[插入标题] 

控制明细表是否带有标题栏。标题栏显示明细表的名称。 

[显示夹点框] 

控制是否显示明细表的夹点框。夹点框是显示明细表范围的框，在某些情况下会比明细表的可见范围大。通过拖放进

行列分割时，夹点框可作为可视化辅助。这种列分割方法已由该对话框“列分割”部分中的选项所取代。包含“显示

夹点框”选项只是为了向后兼容。 

[明细表样式] 

在基于标准的明细表和自定义明细表之间切换明细表样式。此列表显示了可用作自定义明细表的所有块。如果要使用

的块位于外部工程图中，请选择“浏览”（列表中的最后一项）。 

[过滤空行] 

在自定义明细表不包含数据时，控制是否应隐藏自定义明细表的正文块。只有在明细表样式为自定义明细表时，此选

项才可用。 

[行间距] 

指定是否在明细表的行中使用单倍、双倍或者三倍行距的文本。只有在明细表样式为基于标准的明细表时，此选项才

可用。 

[零件和部件列表] 

显示在明细表中显示的 BOM 表条目的列表。与预先配置为在明细表中显示的零部件特性相对应的列。 

[过滤器和组] 

[过滤器/组列表] 

显示明细表过滤器。在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可添加或删除过滤器，或对明细表行进行分组。 

[过滤器详细信息] 

显示所选过滤器的描述，或提供用于设置自定义过滤器的选项。 

[用于设置自定义过滤条件的选项] 

显示用于设置过滤条件的两个下拉列表和一个文本框。第一个下拉列表用于选择要依据其进行过滤的列。第二个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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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用于选择过滤条件，第三个框显示过滤所依据的信息。只有在选择“过滤器/组”列表中的自定义过滤器后，这些

选项才可见。 

[分组依据] 

显示一系列下拉列表，以便用户可以选择要作为分组依据的列。 

[列分割] 

包含用于配置是否执行列分割以及如何执行（如果执行）的选项。列分割指整个明细表随数据行数的增加而换行的功能。

折返标题栏，使明细表环绕标题栏。在插入明细表之前指定标题栏。 

 左换行 使明细表向左换行。 

 右换行 使明细表向右换行。 

 行数 当行数超出在相邻的框中指定的数目后执行分割。 

 分割数 将明细表分割成指定数目的部分并平均分配条目。 

[设置] 

显示“明细表设置”对话框，如图 3-5 所示。以便用户可以更改默认明细表设置。 

 

6.4.2 BOM 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BOM”面板 >> “BOM表”  

键盘输入：GMBOM 

创建、编辑或删除 BOM 表。BOM 表是包含有关工程图中零件的信息的表。可以使用 BOM 表生成明细表和引出序号。 

一个工程图文件可以具有多个 BOM 表。“主”BOM 表包含工程图中所有零件和部件的相关信息。从主 BOM 表生成的明

细表包含该工程图中的所有零件和部件。也可以创建“边框”BOM 表，该 BOM 表仅包含图形边框内的零件和部件。从边框 BOM 

表生成的明细表不包含工程图中其他位置的零件。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整个工程图BOM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BOM”面板 >> “BOM 表”。  

2.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M。 

创建指定图形边框明细表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BOM”面板 >> “BOM 表” 。 

2. 单击要为其创建 BOM 表的图形边框。程序将创建 BOM 表并将其显示在“BOM 表”对话框中。 

  

命令行提示 

指定要创建或设为当前的 BOM 表 [Main/?]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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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 表”对话框 

 

[“BOM 表列表”面板] 

将选定的 BOM 表设置为当前 BOM 表并在 BOM 表面板中显示其内容。 

将当前 BOM 表输出为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 

删除在 BOM 表列表中选择的 BOM 表。 

[BOM 表列表] 

显示在当前工程图中存在的 BOM 表列表。 

当前 BOM 表指示器。显示图标以指示当前 BOM 表。 

[BOM 表类型] 

使用图标指示 BOM 表类型。 

边框 BOM 表 

主 BOM 表 

[在菜单项上单击鼠标右键] 

[设为当前标准]  

将选定的 BOM 表设置为当前 BOM 表并在 BOM 表面板中显示其内容。 

[缩放至] 

暂时隐藏“BOM 表”对话框并缩放到与此 BOM 表关联的几何图形。如果此 BOM 表为边框 BOM 表，则此菜单选项将缩

放到相应的边框。如果此 BOM 表为部件 BOM 表，则它将缩放到相应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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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显] 

暂时隐藏“BOM 表”对话框并亮显与此 BOM 表关联的几何图形。如果此 BOM 表为边框 BOM 表，则此菜单选项将亮显

相应的边框。如果此 BOM 表为部件 BOM 表，则它将亮显相应零部件的所有视图。 

[重命名] 

将光标放在 BOM 表的名称中，这样您可以进行重命名。 

[删除] 

删除选定的 BOM 表。 

[“BOM 表”面板】 

在 BOM 表项目列表中当前的选择项左侧插入列。 

在左侧插入列，在 BOM 表项目列表中当前的选择项左侧插入列。 

在右侧插入列，在 BOM 表条目列表中当前选择项右侧插入列。 

删除选定的列。 

在 BOM 表底部添加行。以这种方式插入的行是用户定义的项目，在绘图区域中不表示任何几何图形。 

在当前选择项的上方插入行。以这种方式插入的行是用户定义的项目，在绘图区域中不表示任何几何图形。 

在上方插入项目 

在当前选择项的上方插入行。以这种方式插入的行是用户定义的项目，在绘图区域中不表示任何几何图形。 

在下方插入项目 

在当前选择项的下方插入行。以这种方式插入的行是用户定义的项目，在绘图区域中不表示任何几何图形。 

删除选定的行。如果在该行下方嵌套有任何行，也将删除这些行。 

合并两行或更多的选定行。只有具有相同特性的行才可以合并。 

通常当系统将相同的零件显示为 BOM 表中的两个单独的条目时可以合并行。 

将数量大于 1 的行分割为两个单独的行。单击此按钮后，系统将提示用户选择要移动到新行的零件参照。 

通常使用该选项分割先前合并的行。 

显示“排序”对话框，其中提供了各种选项，用于对 BOM 表中的条目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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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选择项中删除替代并恢复它们的默认值。只有当替代存在于当前选择项中时，此按钮才可用。 

设置列中一系列单元格的值。 

[BOM 表列表项目] 

显示 BOM 表条目列表。 

如果通过手动指定值来替代单元的默认值，则专业版会将该单元亮显为蓝色。在替代的单元上移动鼠标时，工具提示将显

示单元的默认值。 

可以替代“数量”零部件特性以及使用公式显示其值的任何其他零部件特性。可以替代顶级外部参照项目的任何零部件特

性。装入到零件参照的 BOM 表也会被视为外部参照项目。 

可以通过在单元中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删除替代”来删除并恢复单元的默认值。 

零件参照 

块零件参照（使用 GMPARTREF 命令的“块”选项创建） 

[在菜单项上单击鼠标右键] 

[插入项目] 

 在上方插入项目：在当前选择项的上方插入行。以这种方式插入的行是用户定义的项目，在绘图区域中不表示任

何几何图形。 

 在下方插入项目：在当前选择项的下方插入行。以这种方式插入的行是用户定义的项目，在绘图区域中不表示任

何几何图形。 

[删除项目] 

删除选定的行。如果在该行下方嵌套有任何行，也将删除这些行。 

[合并项目] 

当系统将同一零件在 BOM 表中显示为两个单独的条目时，通常会合并行 

[分割项目] 

将数量大于 1 的行分割为两个单独的行。 

通常，此选项用于分割以前合并的行。 

[插入列] 

 左：在当前选择项左侧插入列。 

 右：在当前选择项右侧插入列。 

[删除] 

删除选定的列。 

[设置值] 

设置列中一系列单元格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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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配置零部件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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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标准零件与零件库 

7.1 概述 

利用浩辰 CAD 机械提供的标准零件调用和高效的辅助设计工具，让设计师从繁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作图变得更迅

速、更准确、更标准。 

7.2 轴类设计 

概要 

功能区： “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轴类设计” 

键盘输入：GMSHAFT 

轴是机械设计中常见的零件，轴的设计有许多共同特点。浩辰机械软件将常用结构形式的轴按其特征加以分类，使得

用户可以方便、迅速地绘出各种结构形式的轴。 

  

创建轴的步骤 

1. 单击“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轴类设计”。 

2. 显示“轴整体设计”对话框，选择段数，输入每段数值，分别“接收”，点击“分段编”。 

3. 显示“轴分段编辑”对话框，选择每段轴形式，分别“确认和预演”。 

4. 点击“画整轴”或“画截面”，绘制整轴零件或截面图。 

5. 选择绘图区域，指定插入点。 

  

命令行提示 

点取位置或 [转 90 度(A)/左右翻(Z)/上下翻(V)/改基点(B)/改比例(S)]<退出>: 

  

“轴整体设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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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数选择] 

提供 1~30 段可选择。 

[参数输入] 

显示 “输入第 1 段尺寸”，即要求用户输入第 1 段轴的直径与长度，直到输入最后一段轴的参数后，显示“输入完毕！”。 

[接收] 

接收录入轴的每段直径和段长参数。 

[参数显示] 

在“参数输入”中输入轴每段的直径和长度值后，分别点击“接收”，相应的数值会显示在此区域内。 

[分段编] 

点击此按钮，进入“轴分段编辑”对话框。 

  

“轴分段编辑”对话框 

 

[段号] 

从轴的左端算起，包含整轴的每一段段号。点击段号，确定当前要编辑轴的第几段。 

[基本形式] 

确定当前所编辑轴的基本结构形式，包含光轴、键轴、螺纹轴、孔轴、梯形轴 5 种基本结构。 

点取对话框中的“<<”或“>>”按钮，可在该按钮上面的矩形框中依次显示出当前轴段可以使用的具体结构。 

[相应参数] 

第一行显示出当前所编辑轴段的直径和长度。第二行显示要求用户输入的参数（如果有的话），用户要根据设计要求输入这

些参数。 

[倒角/圆角/退刀槽] 

根据设计要求，在“左端 C/R/T”和“右端 C/R/T”编辑框中输入当前轴段两端的倒角尺寸（或圆角半径、退刀槽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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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和预演] 

确定了当前轴段的结构和尺寸后，点击此按钮。在该按钮下面的图像中显示出相应的图形，供用户观察设计是否合理，若

不合理，可重新输入有关参数。 

[画整轴] 

确定了各轴段的结构与尺寸且预演满足要求后，就可以点击该按钮，切换到作图屏幕，画出整轴了。 

[画截面] 

可以画出指定轴段的截面。确定欲画截面的轴段或直接在预览区域的轴上点取相应段，然后点击“画截面”按钮，切换到

作图平面后，可通过拖动鼠标的方式确定该截面的位置，然后点取鼠标左键，画出相应的截面。可利用此方法画多个轴段

的截面。 

[退出] 

结束画轴过程。 

 

7.3 齿轮设计 

概要 

功能区：“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齿轮设计” 

键盘输入：GMGEARDESIGN 

齿轮设计主要帮助工程设计人员快速完成常见结构的圆柱齿轮设计和绘制。 

  

创建齿轮的步骤 

1. 单击“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齿轮设计”。 

2. 显示“圆柱齿轮类型选择”对话框，点取相应齿轮类型。 

3. 显示“绘制齿轮”对话框，输入齿轮关键参数，点击“绘制”。 

4. 选择绘图区域，指定插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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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齿轮类型选择”对话框 

 

提供了 6 种常见结构的圆柱形齿轮类型的图片，用户可在此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齿轮类型。 

“绘制齿轮”对话框 

 

[画截面] 

用户要根据设计要求输入选择齿轮的相应几何参数内容值。 

[主视全剖]、[主视不剖] 

单选，绘制剖视图或不剖。 

[画侧视图] 

是否绘制主视图的同时绘制侧视图。 

[标注尺寸] 

是否标注关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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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尺寸”对话框 

 

可参照图示对齿轮内非主尺寸及局部结构的尺寸进行修改。本功能提供了图形图元在参数不合理时的干涉判断。例如：输

入倒角过大，绘制零件时会弹出“倒角值或其他尺寸不合理”对话框。螺孔尺寸过大时会提示“D+2*d1+2*d2>D1”等。 

 

7.4 渐开线齿形设计 

概要 

功能区：“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渐开线齿形设计” 

键盘输入：GMGEAR 

渐开线齿形绘制可以帮助工程设计人员快速完成渐开线齿轮齿形的图形预览、调整和绘制。本功能采用拟合线绘制齿

廓，具有精度高、图形准确的特点。用户可按绘制出的图形较精确的完成齿形加工。 

  

创建渐开线齿形的步骤 

1. 单击“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渐开线齿形设计”。 

2. 显示“渐开线齿轮齿形设计”对话框，输入设计好的参数，点击“绘制”。 

3. 选择绘图区域，指定插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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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开线齿轮齿形设计”对话框 

 

[基本参数] 

根据设计要求单选内齿轮或外齿轮，输入相应几何参数内容值。 

[齿厚参数] 

可通过“法向变位系数”或“分度圆弧齿厚”控制，齿高计算可通过“顶高系数”、“顶隙系数”控制，也可以直接输入齿顶、

齿根圆径。修改“顶高系数”、“顶隙系数”，可以同步显示对应的齿顶、齿根圆直径。 

[有效齿数] 

控制欲绘制的齿数。不选时默认绘制所有齿；输入0，系统自动将齿数校正为1。 

[有效齿起始角] 

以预览图示水平右向角度为0度的相对角度（逆时针为正）。 

[中心线] 

控制是否绘制中心线以及中心线超出图形实体的长度。 

[图形预览] 

输入设计好的参数，点击“图形预览”，可以直观的看到参数对应的图形是否正确。 

 

7.5 弹簧设计 

概要 

功能区：“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弹簧设计” 

键盘输入：GMSPRING 

弹簧设计主要帮助工程设计人员快速完成常用弹簧的设计、校核和绘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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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弹簧步骤 

1. 单击“零件库”选项卡 >> “零件设计”面板 >> “弹簧设计”。 

2. 显示“弹簧设计”对话框，点取相应图片，单选“设计”,点击“确定”。 

3. 显示“压缩（拉伸\扭转）弹簧设计”对话框，选择弹簧型号、有效圈数，输入总圈数，点击“确定”。 

4. 显示“压缩（拉伸\扭转）弹簧设计”对话框，选择绘图类型，绘图长度设置，点击“确定”。 

5. 选择绘图区域，指定插入点。 

  

“弹簧设计”对话框 

 

按下对话框中的某一种弹簧图形按钮，如选择“设计”并按“确定”，是对所选弹簧类型进行详细设计；如选择“修改”并

按“确定”，命令行会提示：请选择弹簧[ESC退出]:，选择已绘制需修改的弹簧，进入弹簧设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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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弹簧设计”对话框 

  

 

[选择弹簧型号] 

根据弹簧工作极限负荷Flim,从对话框列表中选择一种弹簧型号，再输入有效圈数n（也可从列表的标准系列中选取）和总圈

数n1,注意应满足n1=n+(1.5-2.5)。 

[选择绘图类型] 

在图形按钮中选取所需绘图的类别，即按下该按钮。 

[绘图长度设置] 

（因弹簧是一种可伸缩的零件，绘图长度不一定就是弹簧的实际长度）如知道弹簧在图纸上的确切长度，可点中“输入绘

图长度 H”圆形按钮，再输入弹簧绘图长度（应满足 H3<H<H0,其中 H3 为极限工作负荷长度，H0 为弹簧自由高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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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图纸上确定弹簧的绘图长度，应点中“鼠标拾取绘图长度”圆形按钮。 

  

命令行提示： 

1、点选“输入绘图长度 H”按钮。 

请选择或输入插入点 

请输入角度或选择第二点 

点取放置位置 

2、点选“鼠标拾取绘图长度”按钮。 

请输入角度或选择第二点 

点取弹簧端点 

拾取的长度为 dis=（值） 

点取弹簧末点 

在命令行上将不断的显示鼠标的当前位置与插入点的距离dis的值，当dis满足H3<dis<H0时,你可用鼠标在图纸上输入弹簧的

末端点的位置。如输入两点的长度不满足H3<dis<H0,系统将提示你重新输入末端点， 输入满足条件后，将在图纸上绘出设

计的弹簧。 

  

“拉伸弹簧设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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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弹簧型号] 

根据弹簧工作极限负荷 Flim,从对话框列表中选择一种弹簧型号，再输入有效圈数 n（也可从列表的标准系列中选取）。 

[选择类型] 

在图形按钮中选取所需绘图的类别，即按下该按钮。 

[绘图长度设置] 

如知道弹簧在图纸上的确切长度，可点中“输入绘图长度 H”圆形按钮，再输入弹簧绘图长度（应满足 H3>H>H0,其中 H3

为极限工作负荷长度，H0 为弹簧自由高度）。如想在图纸上确定弹簧的绘图长度，应点中“鼠标拾取绘图长度”圆形按钮。 

  

“扭转弹簧设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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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弹簧材料] 

根据设计需要，分别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弹簧材料”和“负荷类型”。 

[弹簧基本尺寸] 

根据设计需要，分别输入弹簧“材料直径 d”、“弹簧圈数 n”、“弹簧中径 D2”，也可从下来列表中选取。 

[弹簧工作参数] 

点击“<=计算工作参数”按钮，根据输入的弹簧材料及基本尺寸，软件会自动计算出弹簧相应工作参数显示在组框内（此

处数值不可手动更改）。如弹簧基本尺寸输入错误，点击“<=计算工作参数”按钮，软件会提示设计错误，此时需修改输入

值，再按“<=计算工作参数”按钮，重新计算，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选择类型] 

在图形按钮中选取所需绘图的类别，即按下该按钮。 

[绘图设置] 

确定是画“主视图”还是画“左视图”。如绘制“左视图”，还需输入相应参数。 

 

7.6 系列化零件库 

概要 

功能区：“零件库”选项卡 >> “库”面板 >> “系列化零件” 

键盘输入：GM_SPART_OUT 

浩辰 CAD 机械系列化零件设计开发系统(HCsPartBuilder2009)是浩辰公司在系列化零件设计开发方面的新产品，维护

程序可在 Win2000/WinXP 平台独立使用，其出库程序与浩辰 CAD 机械软件紧密绑定。本系统是提供给广大绘图者使用，将

非程序员（绘图者）绘图数据写入数据库（Access），并随意进行调用的程序。绘图者无需软件编程的专业知识，只要会使

用 CAD 类产品便可进行设计系统的编辑过程。再复杂的图形，只要想得出便可以绘得出，该系统可进行系列存储，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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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零件只需输入相应参数值即可输出准确图形。该软件适用于制造业设计、开发、管理零件库的全过程，是广大设计者

设计、保存零件的首选工具。把您的设计成果保存在 HCsPartBuilder2009 中是最灵活、最安全、最便捷的。 

  

调用图库零件的步骤 

1. 单击“零件库”选项卡 >> “库”面板 >> “系列化零件”。 

2. 显示“系列化零件设计开发系统”对话框。 

3. 在零件目录树中选择零件类型。 

4. 在参数列表中选择零件参数值。 

5. 选择视图选项和出库选项内容。 

6. 点击“绘制零件”按键。 

7. 指定标准件在图纸中的位置和角度，零件绘制完成。 

注意：系列化零件设计开发系统中含有大量的零件，我们也进行了分类，用户可根据分类内容快速选择所需的零件，

确定零件的位置。 

编辑图库零件的步骤 

1. 双击超级编辑已经绘制的标准件。 

2. 显示“系列化零件设计开发系统”对话框，并定位在标准件所在系列的位置。 

3. 选择“相应选项”或“其他参数”，点击确定。 

注意：标准件编辑后，零件在图纸中的位置、方向不会发生改变。 

  

命令行提示 

点取位置或[转 90 度(A)/左右翻(Z)/上下翻(V)/改基点(B)/改比例(S)]<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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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化零件设计开发系统”对话框 

 

[零件树] 

[零件目录] 

选择全部零件或某种零件时，零件库所包含的零件种类。 

[查询输入框] 

查询当前零件目录内容输入框。 

[定位] 

显示查询内容在当前零件目录的位置。 

[下一个] 

显示查询内容在当前零件目录的下一个同名零件位置。 

[参数列表] 

[原始参数] 

选择目录中零件系列所包含的原始参数数据。 

[结构参数] 

选择零件参数数据列表中某一零件所包含的选项参数数据，包含原始参数，标注内容绘图比例等内容。 

[属性参数] 

选择零件参数数据列表中某一零件所包含的属性数据内容，包含标注信息、代号、名称等内容。 

[点表参数] 

选择零件参数数据列表中某一零件经过计算后的坐标值、坐标公式内容。 

[绘制零件] 

在工程图中绘制选择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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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预览] 

[预览窗口] 

当前所选零件的选择视图的对应预览图。 

[放大] 

放大预览窗口中的图形。 

[缩小] 

缩小预览窗口中的图形。 

[移动] 

鼠标拖动预览窗口中的图形。 

[局部放大] 

选择窗口中图形的局部图形进行放大查看。 

[充满] 

使预览图形充满预览窗口。 

[放大查看] 

将预览图放大查看 

[视图选择] 

当零件存在多个视图时，选择零件对应的某一视图在预览窗口中显示，选择视图后绘制零件时将绘制选择的视图内容。  

[出库选项] 

[基本图元] 

在工程图中绘制零件的尺寸轮廓图形。 

[尺寸标注] 

在工程图中绘制零件的尺寸标注图形。 

[其它标注] 

在工程图中绘制零件所包含的其他标注内容。 

[零件编组] 

在工程图中的零件图形以“对象编组”形式绘制。 

[零件做块] 

在工程图中的零件图形以块形式绘制。 

[背景消隐] 

自动消隐零件之间的表示装配关系的图形。 

[允许拖动] 

在工程图中绘制零件是否可以在基点以外的区域绘制，否则仅允许在基点做为插入点绘制。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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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图中绘制零件的比例，零件的图形无法自动适应比例，而零件的标注内容会随比例变化。 

7.7 库 

概要 

功能区：“插入”选项卡 >> “块”面板 >> “库” 

键盘输入：GMLIBRARY 

库功能简化了对工程图文件的使用和管理。启动 GMLIBRARY 命令时，将显示“库”对话框。可以通过单击鼠标右键来

访问库的所有选项。利用此对话框，用户可以完成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将当前工程图中的选定对象添加到库中 

 将新的图形文件添加到库中或从库中删除现有图形文件 

 从库中选择图形，并将其插入到工程图窗口进行编辑 

 将外部目录、库或装配目录连接到库 

  

常用的操作步骤 

在库中设置选项以插入工程图文件的步骤： 

1. 单击“插入”选项卡 >> “块”面板 >> “库”。 

2. 在“库”对话框中，选择需要设置新选项的图形文件，然后右键单击。 

3.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选项”。 

4. 在“选项”对话框中，选择“插入”选项卡。 

5. 为插入所选工程图文件指定选项。 

6. 选择“确定”。 

将工程图中选定的对象保存到库中的步骤 

1. 单击“插入”选项卡 >> “块”面板 >> “库”。 

2. 在“库”对话框中，选择要用来保存图形文件的文件夹，然后单击右键。 

3. 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从图形添加”。 

4. 在“从图形添加”对话框中，指定图形文件的名称。 

5. 选择要用以创建幻灯片的图形的区域。 

6. 指定工程图的插入点。 

7. 选择“确定”。 

注意：用户指定的插入点将显示在幻灯片中。 

在库中创建文件夹的步骤 

1. 单击“插入”选项卡 >> “块”面板 >>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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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库”对话框中，选择要添加图形文件的文件夹，然后单击右键。 

3. 从弹出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 

4. 在“创建文件夹”对话框中，指定需要添加到“库”中的文件的名称和路径，或者选择“浏览”定位文件。 

5. 选择“空”。 

6. 选择“确定”。 

注意：使用“映射目录”或“包括子目录映射”时，用户要包括的文件夹必须存在 

编辑库文件夹的步骤 

1. 单击“插入”选项卡 >> “块”面板 >> “库”。 

2. 在“库”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编辑的文件夹，然后用鼠标右键单击。 

3. 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编辑”。 

4. 在“编辑库”对话框中，进行必要的更改。 

5. 选择“确定”。 

  

“库”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管理图形文件、将文件添加到“库”中或从“库”中删除现有文件，以及从“库”中将文件插入到当前工程

图中。 

文件夹窗格 

该部分在“库”对话框的左侧。它显示“库”中所有文件夹的列表。选择一个文件夹时，该文件夹的说明将显示在文件夹

窗格的下面。要显示包含在文件夹中所有文件和子文件夹的列表，请双击该文件夹。 

“预览”窗格 

该部分位于“库”对话框的右侧。它显示选定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形文件的幻灯图片。选择一个幻灯片时，系统将亮显该幻

灯片，并且将在预览窗格下面的区域中显示路径说明。要将图形插入到工程图窗口，请双击所需的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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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常用工具集 

8.1 概述 

浩辰 CAD 机械提供的常用工具集，包含文字、表格、打印、浏览、计算、移植管理等相关辅助设计工具，涵盖了设计

师日常绘图的各个方面。这些常用的工具集，将协助设计师快速完成图纸绘制，减轻设计师的负担。 

8.2 文字工具 

8.2.1 文字标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文字”面板 >> “文字” 

键盘输入：GMTEXT 

文字标注功能能够提供一些特殊文字处理方式，如文字旋转、宽度比例设定，文字倾斜度设定等，是对GstarCAD的文字

处理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另外文字标注还与软件提供专业词句库进行关联，用户可以更方便的调用词句库中的内容。 

  

创建文字标注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文字”面板 >> “文字”。 

2. 显示“文字标注”对话框，输入数据。 

3. 选择标注位置。 

  

命令行提示 

选择文字标注的起点 

指定文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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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标注”对话框 

 

[标注内容] 

输入所需的文字标注内容。在输入内容的过程中，可在输入框内点击鼠标右键，快速调用工程计算器和词句库等资源工具，

可把其中的内容快速导入到输入内容中来。 

[文字高度] 

标注的文字高度设置列表，也可输入数值。 

[旋转角度] 

标注的文字旋转角度设置。 

[宽度比例] 

标注的文字宽度比例设置。 

[倾斜角度] 

标注的文字倾斜角度设置。 

[水平对齐方式] 

标注的文字水平对齐方式列表。 

[垂直对齐方式] 

标注的文字垂直对齐方式列表。 

[标注文字式样] 

标注的文字的样式列表。 

[前后颠倒] 

文字标注进行前后颠倒设置。 

[上下翻转] 

多行文字标注进行上下翻转设置。 

[保留设置] 

将文字标注中设置的各项内容保留，待下次文字标注时将继续保持此时设置的方式。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196 

 

[超级编辑使用此对话框] 

勾选此项后，可通过双击文字标注或“辅助工具”中的“超级编辑”命令回到“文字标注”对话框。 

 

8.2.2 技术条件 

概要 

菜单：“文字”>>  “技术条件” 

键盘输入：GMTECHREQUEST 

技术要求是任何图纸所需内容之一，同种类的零件常常需要比较相似的技术要求。本操作提供了对已有技术要求的编辑

或修改，不改变字型的条件下，对文字进行文字旋转、宽度比例设定，文字倾斜度设定等。还可以从常用的技术条件文档中

提取技术要求，或将常用的技术要求存为技术条件文档。本功能也可以从专业词句库中调用内容，方便用户使用。 

  

创建技术条件的步骤 

1. 单击菜单“文字”>> “技术条件”。 

2. 显示“技术要求标注工具”对话框，输入文字，或通过其他方式填写内容，点击“生成”。 

3. 选择标注位置。 

  

命令行提示 

请指定技术要求块第一点 

选择技术要求区域的第一个角点 

请指定技术要求块第二点 

选择技术要求区域的第二个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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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标注工具”对话框 

 

[标题] 

技术要求的标题。 

[重新制定所放位置]  

技术要求选定位置后，可重新放置技术要求的位置。 

[技术要求内容]  

输入技术要求内容。可手动输入或者在“双击选择要添加的内容”中选择，也可以在输入框内点击鼠标右键，快速调用工程

计算器和词句库等资源工具，可把其中的内容快速导入到输入内容中来。 

[插入特殊字符] 

下拉列表框提供了在技术要求中一些特殊的符号，如“±”、“°”等。 

[保存文件] 

用户可以在技术要求标注工具中直接编辑技术条件文本，编辑好的技术条件文本可以通过单击【保存文件】按钮来保存当前

的内容使之成为一个技术条件文件。 

[导入文件] 

可以打开预先编译好的一些技术条件的文件。 

[设置字体样式] 

单击此按钮弹出“技术要求字体设置”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可以对字体进行设置。其中复选"保留字体设置"项可以保存

当前修改后的样式。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198 

 

 
[生成] 

当技术要求内容编辑完成后单击此按钮，然后在图中指定一个插入技术条件的矩形区域，就可以在图纸中完成技术条件写入

了。 

 

8.3 表格工具 

8.3.1 孔特征图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孔特征图表” 

键盘输入：GMHOLECHART 

孔特征图表是一个在图形中列出选定孔的位置和尺寸的表。当用户选择定义位置所位于的孔和原点时，GMHOLECHART 命

令可创建孔特征图表。在创建孔特征图表时，将在每个孔的旁边放置孔标签，以在孔特征图表中独一无二地标识每个孔。

如果删除孔，孔特征图表将自动更新。但是，如果绘制新孔，则孔特征图表不会自动更新。用户必须明确将孔添加到孔特

征图表。孔标签和孔特征图表的格式由绘图标准控制。请在创建孔特征图表之前，配置孔特征图表的绘图标准设置。 

孔表： 

除了孔特征图表，ANSI 标准还定义称为孔表的表格。孔表向为孔特征图表选定的每个唯一大小的孔分配标签。还将列

出标签、尺寸以及孔特征图表中具有该尺寸的孔数。当创建孔特征图表时，系统将提示用户在绘图区域中也放置孔表。 

嵌套孔特征图表： 

用户也可以创建“嵌套孔特征图表”。嵌套孔特征图表是一个合并表，其中包括属于多个原点的孔。 

孔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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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标签用于在孔特征图表中唯一标识一个孔。孔标签格式来自绘图标准。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孔特征图表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孔特征图表”。 

2. 指定用于孔特征图表的原点。 

3. 指定孔特征图表坐标相对 UCS 偏移的角度，然后按 ENTER 键。 

4. 指定原点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包含在孔特征图表中的孔，然后按 ENTER 键。 

6. 将孔特征图表放置在绘图区域中。 

注意：如果孔特征图表太长，可以将孔特征图表分割成多重孔特征图表。 

创建孔特征图表及孔表的步骤 

仅在当前绘图标准为 ANSI 时，才能创建孔表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孔特征图表”。 

2. 指定用于孔特征图表的原点。 

3. 指定孔特征图表坐标相对 UCS 偏移的角度，然后按 ENTER 键。 

4. 指定原点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绘图区域中，选择要包含在孔特征图表中的孔，然后按 ENTER 键。 

6. 指定插入点以放置孔特征图表。 

7. 指定插入点以放置孔表。 

创建嵌套孔特征图表的步骤 

嵌套孔特征图表是一个合并表，描述了属于多个原点的孔的坐标位置和规格。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孔特征图表”。 

2. 指定用于嵌套孔特征图表的原点。 

3. 指定孔特征图表坐标相对 UCS 偏移的角度，然后按 ENTER 键。 

4. 指定原点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选择孔或 [点(PO)]:”提示下，选择要包括在嵌套孔特征图表中的孔特征图表的原点，然后按 ENTER 键。 

6. 指定插入点以放置孔特征图表。程序将创建嵌套孔特征图表，并删除单独的孔特征图表。 

设置孔特征图表或孔表中数值精度的步骤 

1. 在绘图区域中，双击孔特征图表或孔表。 

2. 在“孔特征图表”对话框中，单击 。 

3. 在“孔特征图表列”对话框中，通过单击行起始处的空白单元格选择要设置精度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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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所有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对孔特征图表或孔表进行排序的步骤 

1. 在绘图区域中，双击孔特征图表或孔表。 

2. 在“孔特征图表”对话框中，选择“排序数据”按钮。 

3. 在“排序”对话框中，选择设置并单击“确定”。 

4. 在“孔特征图表”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切换孔特征图表或孔表列的可见性的步骤 

1. 在绘图区域中，双击孔特征图表或孔表进行编辑。 

2. 在“孔特征图表”对话框中，单击“列特性”按钮。 

3. 在“孔特征图表列”对话框中，选择要使其在孔特征图表中可见的列。 

4. 在“在孔特征图表中可见”下，选择“笛卡尔”以使选定列在笛卡尔孔特征图表中可见。 

5. 选择“极轴”以使选定列在极轴孔特征图表中可见。 

6. 在所有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孔特征图表”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编辑孔特征图表。 

 

[工具栏按钮] 

将坐标设置为笛卡尔坐标类型。 

将坐标设置为极坐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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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孔表。默认情况下，ANSI 标准将启用此选项。 

[显示] 

指定此对话框是显示孔特征图表详细信息还是孔表详细信息。对于孔特征图表，选择“坐标列表”；对于孔表，选择“孔表”。 

在选定的孔特征图表或孔表中对列进行排序。 

暂时关闭此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从工程图中选择孔并将其添加到当前选择集中。 

暂时关闭此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从工程图中选择孔并从当前选择集中将其删除。 

在工程图中插入孔特征图表。 

将数据输出到 MS-Excel、文本编辑器或其他支持的格式。 

显示“孔特征图表列”对话框。 

删除选定的列。 

删除一个或多个选定的行。 

显示“配合与公差”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向选定的单元格添加配合和/或公差。仅在配合与公差适用于选定单元格

时，此按钮才可用。 

将用于给用户项列自动编号的内部计数器设置为选定单元格的值。向孔特征图表添加新孔时，此计数器会随之增加（直

到达到唯一编号）。该编号显示在新孔的用户条目单元格中。只有在用户条目列中选择了单元格时，此按钮才可用。 

重编用户条目列，以反映行在当前排序顺序中的位置。 

在工程图中显示列表头。 

在工程图中显示列标题。 

控制夹点框的显示。 

[多重孔特征图表] 

包含通过过滤标准对选定孔进行编组的选项，并在单独的孔特征图表中显示每个组。因此，创建的孔特征图表将共享同一

个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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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孔特征图表添加到列表底部。系统将提示用户将孔特征图表放置在绘图区域中，并且孔特征图表会使用列表中没有

被其他孔特征图表拾取的孔自动填充。 

注意：如果对嵌套孔特征图表使用“添加孔”按钮，则它们将转换为普通孔特征图表。将删除各个原点并相对于嵌套孔特

征图表的原点重新设置孔的标签。 

删除选定的孔特征图表。如果满足过滤条件，则属于该孔特征图表的孔将在列表中该孔特征图表下面的孔特征图表中

可用。不满足过滤条件的孔变为未指定的孔。 

将选定的孔特征图表上移一级。选定图表及其下面图表的孔编组将更改。过滤器是自上而下应用的，只有不满足上方

孔特征图表的过滤条件的孔，才可用于给定的孔特征图表。 

将选定的孔特征图表下移一级。选定图表及其下面图表的孔编组将更改。过滤器是自上而下应用的，只有不满足上方

孔特征图表的过滤条件的孔，才可用于给定的孔特征图表。 

[“孔特征图表”列表] 

显示当前选择集中的孔特征图表。在任意描述单元格中单击并为孔特征图表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未指定的孔] 

包含处理不满足任何过滤标准的孔的选项。在绘图区域中，未指定的孔将标记为“?”。 

[“删除”按钮] 

从选择集中删除未指定的孔。 

[提示进行删除时，按“确定”删除] 

单击“确定”按钮后，提示确认是否自动删除未指定的孔。 

[主窗口] 

显示选定孔的坐标标注和直径尺寸。要在标注中添加公差或配合，请在此表中选择一个单元格并单击鼠标右键，然后

单击“配合/公差”。 

[过滤器] 

在多重孔特征图表列表中，包含为选定的孔特征图表设置过滤器的选项。 

注意：过滤器不适用于嵌套孔特征图表。 

[“过滤器”列表] 

显示已为孔特征图表设置的过滤器类型。另外，还包含一个可添加/删除过滤器的快捷菜单。 

[快捷菜单项：] 

[添加自定义过滤器] 

添加过滤器，用户可以从下拉列表中可用的一组预定义过滤条件中为其选择过滤条件。 

[添加孔选择过滤器] 

添加使用户可以从绘图区域中手动选择孔的过滤器。用户仅可以为每个孔特征图表添加一个孔选择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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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过滤器”列表中选定的过滤器。 

[过滤器详细信息] 

包含使用户可以为“过滤器”列表中选定的过滤器定义过滤条件的选项。 

[下拉列表] 

包含预先定义的过滤条件。只有在“过滤器”列表中选择的过滤器类型为自定义过滤器时，该列表才可见。 

[“编辑”框] 

在下拉列表中，为选定的过滤条件指定操作数。只有在“过滤器”列表中选择的过滤器类型为自定义过滤器时，该“编

辑”框才可见。 

[选择] 

暂时隐藏“孔特征图表”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从绘图区域中选择孔。要选择孔，请在绘图区域中单击该孔。按 ENTER 

键或 ESC 键返回到“孔特征图表”对话框。只有在“过滤器”列表中选择的过滤器类型为孔选择过滤器时，该按钮才

可见。 

[“设置”按钮] 

显示“孔特征图表设置”对话框。 

[预览] 

暂时关闭对话框以显示绘图区域。亮显属于在多重孔特征图表列表中选定的孔特征图表的孔。按 ENTER 键返回到“孔特征

图表”对话框。 

8.3.2 配合列表 

概要 

功能区：“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配合列表” 

键盘输入：GMFITSLIST 

从绘图区域中的标注生成配合列表，并将其放置在选定的位置。 

 

  

创建配合列表的步骤 

1. 单击“注释”选项卡 >> “图纸”面板 >> “配合列表”。 

2. 按 ENTER 键接受默认选项。此操作将创建一个配合列表。 

3. 在绘图区域中，为配合列表指定插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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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 

新建 

生成新的配合列表。 

插入点 

指定插入配合列表的位置。 

更新 

使用已更改或添加配合的尺寸标注中的数据更新现有的配合列表。 

注意“标注设置”对话框（通过“IM:标准总览”对话框的访问）包含可以自动更新配合列表的设置。 

排序 

可以按值或配合对配合列表进行排序。 

8.3.3 超级卡片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表格”面板 >> “超级卡片” 

键盘输入：GMCREATECARD 

为满足中小企业进行设计汇总表格处理、加工工艺表格定义和填充、以及工艺卡片管理等的需要，提供了功能强大、非

常实用的超级卡片功能。用户可以很方便地绘制出各种各样的表格，生成所需要的各种汇总表格和工艺卡片。超级卡片的最

大特点是支持对已生成卡片的再编辑，且可同时编辑卡片中的多个属性块。 

  

创建超级卡片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表格”面板 >> “超级卡片”。 

2. 显示“选择卡片”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所需表格，点击“下一步”。 

3. 在工程图中指定表格插入点位置。 

4. 显示“当前活动卡片名称”对话框，各标签页中填写数据，点击“绘制”。 

5. 表格将在指定的位置自动绘制。 

  

命令行提示 

指定对角点 

指定超级卡片表格的插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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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卡片”对话框 

 

左边的树型列表中列出了已经定义好的卡片库，右边是卡片浏览区域。在“选择卡片”对话框中，可以完成如下工作。 

1. 浏览卡片的首页续页 

右边的浏览区域，可以放大、缩小、平移来观察局部细节。可以看首页、看续页，帮助用户了解所选择的卡片样式。 

2. 选择要绘制的卡片样式 

选择合适的卡片名称，按“下一步”按钮，出现提示“请选择卡片 插入点<按回车键则默认为当前点>：”，在绘图屏幕

上卡片开始处输入一点，则出现“当前活动卡片名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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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活动卡片名称”对话框 

 

在“当前活动卡片名称”对话框中央区域显示表格数据网格编辑区，浩辰 CAD 机械支持对一个卡片中所有单记录、多记录

属性块的同时编辑，切换属性块，只要点取窗口下方相应的属性块页签即可。 

：按此按钮，将以所编辑的内容直接刷新绘图区域的卡片内容。 

：这是一个开关按钮，在自动刷新打开时，随着编辑区内容的改变，将自动刷新绘图区域的卡片内容。打开

按钮时，将会出现警示框，同时图标按钮变为[自动刷新(开)]。在自动刷新模式下，如果卡片的张数很多时会影响运行速度，

建议用户一般情况下不要打开此开关。 

：这是一个开关按钮，在分页开关打开时，随着编辑区记录数的增减，系统将自动计算出可能的页数，用户可以

很直观地感受到所编辑区域是属于哪一页的内容。打开按钮时，图标按钮变为[分页 (开)]。在分页开关打开时，如果卡片

的张数很多时会影响运行速度，建议用户一般情况下不要打开此开关。 

：分页开关打开时，按此按钮可以直接转跳到某一页，方便用户快速定位所要修改的区域。 

：前后翻页或跳转到首尾页按钮。 

：在自动刷新打开时，按此按钮可以直接浏览当前所编辑修改的卡片。 

：按此按钮可以直接浏览目前所编辑修改的所有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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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移动当前编辑区内所选择行的数据。点击此按钮，选中的数据向上移动一行。 

：向下移动当前编辑区内所选择行的数据。操作方式同上。 

：在当前拥有输入焦点的行前插入多行空行，点击此按钮，在弹出“插入”对话框中输入行数，然后按“确定”。

选择了多行，则自动在当前行前插入相同的行数。 

：在未选择行的时候，点取此按钮，出现“删除”对话框，输入数值，点取确定，选定行即被删除；连续选择

若干行后，再点取此按钮，出现提示框，提示是否删除所选行。 

：调用浩辰 CAD 机械通用导入接口，可以调用 Excel 文件数据的导入。 

：调用浩辰 CAD 机械通用导出接口，实现明细表数据转换或传递到 Excel 文件中。 

：通过点取此按钮，可以实现在编辑一张卡片的过程中，来编辑其它卡片。 

：勾选此按钮，可以输入排列方式和间距。如果不想重新指定排列方式，系统将按照定制卡片模板时所定义的

方式自动排列。 

：勾选“重新排列“按钮后，可复选此按钮，出现“排列方式”按钮。 

：点取此按钮，出现“排列方式”对话框，可对表格的水平垂直间隙、排列方向、行或列优先的排列方式进

行编辑。 

 

[文件] 

1. 读入文件：读取 Excel 文件和文本文件中的数据到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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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出文件：将表信息以 Excel文件或文本文件格式导出。 

[编辑] 

可对表格内容进行剪切、复制、粘贴、清楚、查找、定位、替换的等相关操作。 

[资源操作] 

为更有效的利用企业内部的已有资源，方便对非 GstaCAD Mechanical 图纸中数据的有效利用，GstaCAD Mechanical 中提供

了多种获取外部资源数据的手段。 

(1) 字词句库：可从“词句库管理”中调用相关专业词句。 

(2) 工程计算器：对于由公式来计算的属性值，可使用此功能,调用浩辰工程计算器，自动完成数据获取与计算的全部工作。 

(3) 读入 dwg 文件：根据 GstaCAD Mechanical 数据提取配置，不仅可以提取 dwg 文件中的标题栏数据，而且还可以自动转

化明细表字段的名称，进行关联提取。 

(4) 提取表格数据：从已有数据表格中提取相关数据，帮助设计师快速自动填写表格内容。 

[界面格式] 

可对表格界面的行、列排序和字体等进行设置 。 

 

8.3.4 读取 Excel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表格”面板 >> “读取 Excel” 

键盘输入：CAOT_AUTOXLSTABLE_CREATE 

浩辰 CAD 机械能够与 Excel 无缝兼容，快速、准确输入表格数据，提高工作效率，降低错误率。 

  

读取 Excel 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表格”面板 >> “读取Excel”。 

2. 切换到Excel文件，编辑表格。 

3. 点击“加载项”选项卡，点击AutoXlsTable下拉列表，输出表格数据。 

4. 在工程图中指定表格插入点位置，表格将在指定的位置自动绘制。 

  

命令行提示 

等待编辑表格 

读取表格 

请选择插入点 

绘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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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导出 Excel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表格”面板 >> “导出 Excel” 

键盘输入：GMTABLEDATAOUT 

浩辰 CAD 机械能够与 Excel 无缝兼容，快速、准确输入表格数据，提高工作效率，降低错误率。 

  

导出 Excel 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表格”面板 >> “导出Excel”。 

2. 显示“CAD表格转换Excel”对话框，指定表格大小，选择表格。 

3. 所选表格导入到Excel文件中。 

  

“CAD 表格转换 Excel”对话框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导入的 Excel 文件中的大小，以 A4 纸大小比例调整。 

 

8.4 打印工具 

8.4.1 自动排图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图纸工具”面板 >> “自动排图” 

键盘输入：GMJIGSAWPRINT 

智能的自动排图功能，可以按目录，按文件或按 P3DM 导出的文件列表添加图纸文件，引入了“分页”的概念，重新

优化了排图出图功能，自动识别图纸比例、自动摆放图纸、自动旋转图纸，同时，也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部分或全部

图纸的比例，以满足设计过程中审图时打印缩略图纸的需要，使大幅面绘图仪的效率成倍提高，纸张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很

多。 

  

创建自动排图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图纸工具”面板 >> “自动排图”。 

2. 显示“浩辰排图”对话框，添加文件至列表，输入排图相关数据。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210 

 

3. 点击“确定”，提示“正在载入图框，请稍后……”。 

4. 自动排列出所有选择图纸。 

  

“浩辰排图”对话框 

 

[加入文件] 

将图纸文件添加到待排图纸文件列表中。也可将不在此列表中但需要同时出图的图纸增加进来。鼠标点击按钮“加入文件”，

出现“添加文件方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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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选择有以下几种方式：按文件夹目录、按 P3DM 导出的出图列表或者按文件添加。同时还支持从资源管理器直接用鼠

标左键拖拽文件夹或文件到文件列表窗口。“包含子文件夹文件”按钮打上“√”，则搜索子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 

[移出文件] 

移走不想排图的文件，直到满意为止。选择文件的方式可以按住 Ctrl、Shift 键跳选或连选，也可以按住鼠标左键连选。 

[导出列表] 

将已选择的文件列表保存为列表文件，作为排图备案资料。 

[文件属性] 

选择列表中的文件后，点击此键显示“图纸相关属性”对话框。属性界面中提供对某个待排图纸的实际尺寸和比例、基点

等的调整。如果你想处理其他类型的图纸或对排图的效果不很满意，请在此进行调整后再试。 

[图幅大小] 

选择图面绘图仪的大小，可以点选软件提供的 A0 或 A1 两种，也可点击其它，在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或手动输入图幅大小。 

[分页设置] 

设置打印“图纸长度”和“纸间间隔”参数。 

[图块间隔] 

设置图块间的纵向和横向间隔参数。 

[比例] 

设置出图比例。 

[排图时直接将图纸插入到当前图中] 

不推荐选择此项，如果选择排图时直接将图纸插入到当前图中，您应该保证所有要插入的图形文件中不含有相同名称的图块

或同名图块表示相同的外观，否则可能会造成所排图纸内容发生改变。 

[排图预览] 

浩辰 CAD 机械提供的排图预览功能，可方便用户快速调整参数已到达最佳预期排图效果后再正式排图。 

点取“排图预览”按钮。这里不仅提供鼠标跟踪实时显示图纸路径、图幅属性等功能，还可通过图纸的显示设置，选择显

示文件名或图纸大小。 

如果选择的图纸中有部分图纸图幅面超过绘图仪最大宽度不能排下，会出现提示对话框，将所有不能排放下的图纸列表显

示。点取“确定”按钮，将忽略这些图纸，仅排放有效的图纸。 

如果预排效果满足要求，在“自动排图”对话框中点“确定”按钮等待一段时间后，自动排图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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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相关属性”对话框 

 

[预览] 

用鼠标选择列表中的文件，在预览区域观察该文件的缩略图。 

[图纸基点] 

设置排图基点的X\Y\Z坐标值。 

[绘图比例] 

图纸的实际比例尺寸值。对于在图幅面超过绘图纸最大宽度的图纸，可以通过设置单张图纸的“绘图比例”，以达到与其他

图纸同时进行排图的目的。 

[图形左下角点于基点的距离] 

图纸图形中的左下角点距离图纸X1和Y1基点的距离。 

[图纸的实际尺寸] 

图纸的实际尺寸值，单位为毫米（mm）。 

 

8.4.2 批量打印 

概要 

运行程序：HCAutoBatchPlot_g2013.exe 

浩辰 CAD 批量打印工具是一款在浩辰 CAD 机械软件下独立运行的辅助工具，不仅可以解决一张 dwg 图纸的多图快速打

印问题，还可以解决多张 dwg图纸的多图快速打印问题。可以自由制定您所想约束的要求（打印更精确），更可以模糊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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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系统默认所进行。 

  

批量打印图纸的步骤 

1. 运行：HCAutoBatchPlot_g2013.exe。 

2. 显示“HcAutoBatchPlot”界面，选择打印图纸，设置相关打印属性。 

3. 点击“打印”。 

  

“HcAutoBatchPlot”界面 

 

[文件列表] 

显示所有选择文件的相关属性，如文件路径、名称、图框大小等。 

1. 文件版本：当点取“文件名/图框尺寸”的扩展选项，显示图框尺寸属性后，可选择是否勾选“打印”，决定是

否打印所选图纸。 

2. 拆图设置：点击“设置条件”，显示“图框分析条件设置”对话框，可对图框的高度和宽度上下线、图框实体类

型和图层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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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形方向：选择图纸打印方向为横向或纵向。 

4. 预览：点击“预览”，显示“预览”对话框，可预览图纸详细内容。 

 

[添加文件] 

将图纸文件添加到待打印图纸文件列表中。也可将不在此列表中但需要同时出图的图纸增加进来。 

[移除文件] 

移走不想排图的文件，直到满意为止。选择文件的方式可以按住 Ctrl、Shift 键跳选或连选，也可以按住鼠标左键连选。 

[移除全部] 

执行下一次选择文件前自动清空已选文件。 

[选项] 

可选择多文档输出到打印机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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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点击“设置文件”，在右边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加载设置文件”、“保存设置文件”、“保存到自动加载

设置文件”，或双击“设置文件”选择。 

2. 一般选项：设置打印机、纸张大小、打印的份数和打印样式。 

3. 打印比例：设置图纸是否布满和图纸测量单位等。 

4. 打印偏移：设置是否居中打印。 

5. 打印选项：设置图纸打印是否打印线宽和是否按样式打印。 

 

8.5 数据处理工具 

8.5.1 批量文字查找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批量数据管理”面板 >> “批量文字查找” 

键盘输入：GMDWGDATAFINDREPLACE 

批量文本查找功能，可以使您在不打开文件的情况下，实现批量查找与替换图面中的单行文本、属性文本、多行文本、

标注文本等，而不论这些文本是否存在于嵌套块内。 

  

批量文字查找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批量数据管理”面板 >> “批量文字查找”。 

2. 显示“批量查找替换”对话框，选择当前文档或添加文件确定查找范围。 

3. 输入查找内容和替换内容，点击查找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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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查找或替换”对话框 

 

[选择文件] 

将单个文件或多个文件添加至文件列表中。 

选择文件集合：点击此按钮，显示“选择dwg文件”对话框，添加或移除文件，也可查看某个图纸的属性等。 

 

选择被处理的单个文件：将文件列表中的文件设为当前处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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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配置] 

1. 查找字符串：输入要查找的字符串，或从列表中在最近使用过的六个字符串中选择一个。 

2. 搜索范围：选择“当前文件”、“当前选择”、“单个文件”或“全部选择”来定义搜索的范围。 

3. ：用来执行当前选择范围的确定。 

4. 改为：输入用来替换找到的字符串的内容。 

5. 选项：指定要包含在搜索中的文字范围、类型及标题栏、明细表数据等，弹出“查找替换配置”对话框。同时

可以指定全字匹配，也可以指定区分大小写。 

 

6. ：刷新“查找替换配置”选项。 

[搜索结果] 

1. 上下文：在此区域中显示查找到的文字及其上下文。 

2. 查找：在“上下文”区域中显示查找到的文字及其上下文。点击此按钮，在搜索到查找内容后按钮显示为“查

找下一个”，可继续查找图纸中符合查找范围的内容。 

3. 替换：将查找内容替换为更改内容。 

4. 全部查找：开始查找全部文档中的字符串，显示“数据浏览窗口”对话框，记录文件名称、查找的字符串、上下

文及次数、查找状态及图元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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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部替换：开始替换全部文档中的字符串，显示“数据浏览窗口”对话框。 

6. 全部选择：选择全部查找到文档中的字符串。 

 

8.5.2 批量 DWG 浏览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批量数据管理”面板 >> “批量 DWG 浏览” 

键盘输入：GMDWGDATAVIEW 

“批量 DWG 浏览”功能，可以提取包括标题栏、明细表在内的所有 DWG 文件中带有属性的块中的数据。并且通过灵活

的操作，使您更加方便的利用已有的数据资源。 

  

批量 DWG 浏览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批量数据管理”面板 >> “批量DWG浏览”。 

2. 显示“DWG数据浏览”对话框，添加文件。 

3. 文件中的目录树和文件的相关数据显示在对话框中。 

  

“DWG 数据浏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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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按钮操作可参照“超级卡片”和“自动表格”功能里面的详细介绍。 

 

8.6 计算工具 

8.6.1 计算面积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计算”面板 >> “计算面积” 

键盘输入：GMAREA 

浩辰 CAD 机械提供的计算面积功能可以计算出任意封闭区域的面积和周长，并且可以实现几个区域面积或周长的累加

减。此功能提供了常用的工程材料选择，可以快速计算出周长、面积、等截面体的质量等。 

  

创建计算面积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计算”面板 >> “计算面积”。 

2. 选择所要计算面积的区域。 

3. “回车”键完成当前所选图形的面积计算，显示“计算面积、周长和质量”对话框。 

4. 若选择区域复杂可通过对话框中“加上”或“减去”控制所选区域，面积、周长、质量即时显示在对话框。 

  

命令行提示 

请在轮廓线内点取一点(回车进行计算) 

选择工程图中需计算面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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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面积、周长和质量”对话框 

 

[面积] 

工程图中所选区域的面积计算值。 

[周长] 

工程图中所选区域的周长计算值。 

[密度] 

预置材料密度值。 

[材料] 

预置材料列表。 

[输入横截面面积] 

此处面积值表示封闭的区域若由曲线包围，此曲线的截面积是多少。输入横截面积值，计算结果自动更新。 

[输入平板的厚度] 

此处厚度值表示赋予封闭区域厚度，结果值是此厚度下的质量。输入高度值，计算结果自动更新。 

[加上]、[减去] 

执行面积和周长的累加和累减的操作。 

 

8.6.2 截面特性 

概要 

功能区：“辅助工具”选项卡 >> “计算”面板 >> “截面特性” 

键盘输入：GMSECTIONPROPERTY 

浩辰 CAD 机械提供的截面特性功能可以快速计算出任意封闭区域的面积和周长，并将其信息显示在绘图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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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截面特性的步骤 

1. 单击“辅助工具”选项卡 >> “计算”面板 >> “截面特性”。 

2. 选择所要创建截面特性的区域。 

3. “回车”键完成当前所选图形的截面特性计算。 

 

8.7 移植管理 

8.7.1 提取模板 

概要 

功能区：“管理”选项卡 >> “移植”面板 >> “提取模板” 

键盘输入：GMBOMDISTILL 

对可作为要移植工程图的典型代表的工程图运行提取模板向导。如果没有可作为项目中工程图的典型代表的工程图文

件，则可以为每个变体创建一个提取模板。例如，部件工程图的标题栏与零件工程图的标题栏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为部件工程图创建一个提取模板，并为零件工程图创建另外一个提取模板。BOM 表移植实用程序对于每个项目最多支持 3

个提取模板。 

  

提取工程图模板的步骤和对话框 

1. 单击“管理”选项卡 >> “移植”面板 >> “提取模板”。 

2.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确定当前图纸中包含有对话框中提示的信息后，点击“是”，进入下一步。 

 

3. 显示“提取模板 – 未保存工程图”对话框，选择是否保存当前工程图，点击“是”或“否”，进入下一步。 

 

4.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设置并创建参考图，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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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指定向导创建的参考图的名称和路径。单击“下一步”后，当前工程图将使用指定的工程图名称复制到指定的文件

夹中。 

[浏览] 

显示一个典型文件选择对话框，以帮助用户选择参考图的路径。 

[将工程图模板的标准应用到参考图] 

从用户指定的模板文件 (*.dwt) 输入绘图标准，并将其应用于参考图。如果模板与当前工程图之间存在单位不匹

配，则向导会忽略该复选框的选中状态而不执行应用操作。 

5.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选择定义模板边框，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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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图形边框] 

临时隐藏向导，以便可以指定图形边框区域。 

操作步骤： 

点击按钮 ，命令行提示：指定图形边框的第一个角点： 

点取框选工程图范围角点：指定图形边框的对角点： 

如再次单击该按钮以重新选择图形边框，并弹出提示。但是，不会清除比例和公差。 

[标准化比例] 

指定用于选定图形边框的比例。如果 浩辰 CAD 机械 可以确定自动检测到的比例值是可靠的，则此选项不可用。

“BOM 表移植”向导使用该值来执行称为“标准化”的过程。 

[提取公差] 

为对象之间的不准确度、小间隙和不一致设置余量。用户在此处设置的值会用于该向导的所有后续步骤，并会用

于“BOM 表移植”向导。 

例如，选择图形边框时，向导预期将查找矩形闭合轮廓。假定图形边框中包含间隙，并且提取公差设置为 0.5 个

图形单位。如果间隙小于 0.5个图形单位，则向导会忽略该间隙。如果间隙大于 0.5 个图形单位，则向导无法找

到闭合轮廓，并因此报告找不到图形边框。 

[预览框] 

显示选定图形边框的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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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标识参照工程图中的标题栏并指定要从该标题栏中提取的特性，点击“下一步”。 

 

[选择标题栏] 

暂时隐藏向导，使用户可以选择要从中提取数据的标题栏。选择标题栏后，在要提取的单元内单击。完成操作后，

按 ENTER 键返回向导。 

操作步骤： 

点击按钮 ，命令行提示：指定标题栏的第一个角点： 

点取角点：指定标题栏的对角点： 

提示：通过指定内部点选择标题栏单元： 

点取标题栏单元格：通过指定内部点选择标题栏单元或<完成>： 

[自动提取所有文字对象] 

提取选定标题栏中的所有文字对象，而不提示用户逐个选择这些对象。 

[提取的文字对象] 

列出从选定标题栏中提取的文字对象。 

[预览框] 

显示选定标题栏的缩略图。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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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隐藏向导，使用户可以选择其他单元，并将这些单元中包含的文字对象附加到“提取的文字对象”列表中。如

果提取标题栏中的所有单元，则会禁用该按钮。 

[删除] 

从“提取的文字对象”列表中删除选定的行。 

[亮显] 

暂时隐藏向导，并亮显与“提取的文字对象”列表中的选定行对应的标题栏单元。 

7.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指定明细表的位置，并收集关于标题行、表头行和第一个数据行的信息，点击“下一步”。 

 

[选择明细表] 

隐藏向导，使用户可以指定明细表标题行、表头行和第一个数据行的位置。 

操作步骤： 

点击按钮 ，命令行提示：指定标题栏的第一个角点或<无标题>：，如果工程图明细表包含标题栏，则框选标题

栏，如果没有，则跳过此命令，到下一步 

提示：指定表头的第一个角点： 

选择明细表表头：指定表头的对角点： 

提示：指定第一行的第一个角点： 

选择明细表第一行：指定第一行的对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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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明细表移植] 

阻止向导尝试从明细表提取信息。通常，对于零件工程图，请选中此选项，而对于部件工程图则取消选中此选项。

选中此选项后，向导将跳过“指定引出序号类型”步骤和“选择唯一标识符号”步骤，这两个步骤不是零件提取

模板（基于零件工程图创建的提取模板）所必需的步骤。 

[提取的文字对象] 

列出明细表表头中指定的列表头。如果明细表中没有表头，则该列表将显示第一个数据行中的数据。 

[预览框] 

显示针对明细表的标题、表头和第一个数据行选择的区域的缩略图。 

[亮显] 

暂时隐藏向导，并亮显第一个数据行中与“提取的文字对象”列表中的选定行对应的单元。 

8.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捕捉在参照工程图中使用的引出序号类型的详细信息，点击“下一步”。 

 

[选择引出序号] 

暂时隐藏向导，以便用户可以从绘图区域中选择引出序号。向导可以智能化地将用户可能不慎选择但并不需要的几

何图形过滤掉。但是，用户的选择集中只能有1个文字对象，系统将该文字对象假定为引出序号文字。 

操作步骤： 

点击按钮 ，命令行提示：选择组成单个引出序号的所有对象： 

选择对象后，命令行提示共找到几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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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引出序号移植] 

指定向导是否移植引出序号。如果选择跳过引出序号移植，则“BOM 表移植”向导无法在移植期间在引线箭头位

置放置零件参照。相反，向导会将所有零件参照放置在图形边框之外。 

[预览框] 

显示在参照工程图中选择的引出序号的缩略图。 

9.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将标题栏列表、明细表和引出序号列表中的文字对象映射至其零部件特性，点击“下一

步”。 

 

[文字对象] 

显示从参照工程图提取的文字对象的列表。 

(1) 标题栏：显示提取模板向导的“选择标题栏”步骤中提取的文字对象列表。 

(2) 明细表：显示提取模板向导的“选择明细表”步骤中提取的文字对象列表。 

(3) 引出序号：显示提取模板向导的“指定引出序号类型”步骤中提取的引出序号类型。 

[零部件特性] 

显示 BOM 表使用的零部件特性。 

[添加] 

将在“文字对象”列表中选择的文字对象映射到“零部件特性”列表。 

一个零部件特性包含的文字对象数不能超过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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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返回到“文字提取”对话框并更改映射的文字对象，则这些文字对象将自动移回其原来的列表中。 

[自动] 

将文字对象与零部件特性进行比较，并自动映射匹配的项目。 

[删除]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中的选定文字对象移回其原始列表。 

[全部删除] 

将添加到“零部件特性”列表的所有文字对象移回其原始列表。 

注：“下一步”按钮将不可用，除非出现以下情况： 

 至少有一个零部件特性映射到明细表和标题栏中的文字对象。 

 引出序号中的文字对象映射到零部件特性。如果已选择跳过引出序号移植，则此规则不适用。 

若“文字对象”列表中相关对象未能全部映射到“零部件特性中”，点击“下一步”，会提示不完全映射，是否继续，

一般不影响模板的提取，可点击“是”，进入下一步。 

10.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指定唯一标识明细表中项目的标识符号，点击“下一步”。 

 

[主标识符号] 

指定零部件特性的名称，该零部件特性的值用于唯一标识零件或部件。唯一标识符号用于在移植过程中构建工程图

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只有同时显示在明细表和标题栏中的特性才可供选择。 

[附属识符号]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229 

 

选择在要移植的工程图中主标识符号为空时，要用作唯一标识符号的零部件特性。附属标识符号是可选的。 

如果返回到“文字提取”对话框并更改映射至用作标识符号的零部件特性的文字对象，则会清除该标识符号下拉列

表中的所有输入。 

11.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将所有提取规则保存到提取模板文件。默认情况下，提取模板保存在参照工程图所在的

文件夹中，点击“保存”。 

 

[文件名] 

显示模板文件的位置和名称。 

默认情况下，提取模板与参考图具有相同的名称（但前者的文件扩展名为“.xml”），并与参考图保存在相同的文件

夹中。 

提示：请始终将参考图与提取模板保存在相同的文件夹中。 

[浏览] 

显示“另存为”对话框。使用此对话框可以指定用于保存模板文件的位置。 

12. 显示“提取模板”对话框，提示“提取模板已成功”，可“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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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BOM 表移植 

概要 

功能区：“管理”选项卡 >> “移植”面板 >> “BOM 表移植” 

键盘输入：GMBOMMIGRATE 

将图形移植到浩辰 CAD 机械 并从明细表生成 BOM 表。帮助设计师实现对老图纸的管理与维护，统一标准。 

  

创建 BOM 移植的步骤和对话框 

1. 单击“管理”选项卡 >> “移植”面板 >> “BOM表移植”。 

2. 显示“BOM 表移植”对话框，确定具有现有提取模板后，点击“是”，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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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BOM 表移植”对话框，选择要移植的工程图文件，用户可以删除和添加工程图，然后点击“下一步”。 

 

[项目文件夹] 

显示包含要移植工程图的文件夹所在的位置。 

[浏览] 

显示“选择文件夹”对话框，使用户可以选择包含工程图项目的文件夹。向导假定此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形文件都

要被移植，并会将它们添加到“文件列表”。如果选定的文件夹包含子文件夹，则这些子文件夹中的工程图文件也

会添加到“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 

显示已选择进行移植的文件。 

1) 文件名称：显示文件的名称。 

2) 文件夹：显示项目中每个文件的位置。如果某个文件位于项目文件夹的根文件夹内，则“文件夹”列为空。 

3) 当前格式：显示文件的格式。 

[添加] 

显示“打开”对话框，使用户可以手动添加以前删除的图形文件。用户不能添加位于项目文件夹之外的工程图。 

[删除] 

从“文件列表”中删除选定的文件。 

4. 显示“BOM 表移植”对话框，选择移植所要使用的提取模板，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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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模板包含执行以下操作所必需的信息： 

1) 定位并标识用户所选文件夹中工程图中的对象。 

2) 从对象提取信息。 

3) 将提取的信息映射到 BOM 表中的相应零部件特性。 

4) 选择提取模板后，将显示从其导出模板文件的参照工程图的名称和位置。 

[提取模板] 

显示包含要提取的模板是否包含图框等信息。 

[添加] 

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在保存的工程图提取的模板保存文件夹下选择相应模板。 

[删除] 

删除“提取模板”中选择的模板文件。 

[提取模板信息] 

显示提取模板文件位置、参考图文件位置等信息。 

5. 显示“BOM 表移植”对话框，选择每个工程图需清理的项目，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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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显示“BOM 表移植”对话框，定义日志文件的文件名和路径，点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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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位置] 

显示分析过程中创建的日志文件的位置和名称。该日志文件在用户在本向导的步骤2中指定的文件夹中创建。 

[浏览] 

显示“保存日志文件”对话框，从中可以更改该日志文件的名称和位置。 

7. 显示“BOM 表移植”对话框，分析进度并提供有关在分析过程中检测到的错误的部分信息，全部通过后，点击“移

植”。 

 

BOM 表移植向导会使用用户之前创建的提取模板和参照工程图。如果向导遇到问题无法执行正确的移植操作，则

会在进行实际的移植操作前报告该问题。因此，用户可以返回并更正问题，或忽略问题并继续（如果愿意）。 

[正在分析工程图] 

显示当前正被分析的工程图。例如，如果项目包含20个工程图，现在正在分析第10个工程图，则会显示“第10个，

共20 个”。 

(1) 进度条：指示分析过程的进度。 

(2) 状态：显示所执行的每个测试的状态。 

(3) 错误类别：显示已为图形检查的错误。 

(4) 错误数：显示发现的每个错误类别的错误数。 

8. 显示“BOM 表移植”对话框，移植完成后，点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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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打开工程图，可查看模板移植效果。 

8.8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工具 

8.8.1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概要 

功能区：“常用”选项卡 >> “图层”面板 >>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键盘输入：GMLAYER 

在 GstarCAD 和 浩辰 CAD 机械 中管理图层的方法存在一些重要区别。 

GstarCAD 命令通常在当前图层上创建对象。因此，必须在创建对象前将与对象类型相对应的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这还意味着用户必须预先创建图层并指定设置，例如颜色、线宽和线型。 

已使用称为“自动特性管理”的功能预先配置了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以在特定图层上创建对象。无论将哪个图层设

置为当前图层，这些命令都仅在预先定义的图层上创建几何图形/对象。如果该图层不存在，命令将自动创建图层。图层颜

色、线宽和线型等设置来自于称为图层定义的一组预配置的设置。 

浩辰 CAD 机械 实时创建的图层称为 Mechanical 图层。GMLAYER 命令使用户能够看到 Mechanical 图层和图层定义

的列表。与 LAYER 命令允许用户更改图层特性的方法类似，GMLAYER 命令允许用户更改 Mechanical 图层的特性和图层定

义。此外，GMLAYER 命令可显示在每个图层上创建的对象。 

浩辰 CAD 机械 附带已默认指定给不同对象的 31 个图层定义。这些图层的名称以“AM_”开始，后跟如下所述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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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短语。 

工作图层：图层 AM_0 到 AM_12。几乎所有几何图形都是在工作图层上创建的。 

标准零件图层：图层 AM_0N 到 AM_12N。浩辰 CAD 机械 命令在这些图层上创建标准零件和特征。 

特定图层：AM_BOR（用于工程图边框），AM_PAREF（用于零件参照），AM_CL（用于构造线），AM_VIEW（用于视口）和 AM_INV

（用于不可见线）。 

浩辰 CAD 机械 允许用户自定义每个对象类型的特性，以便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能够在用户选择的图层上（而不是在

默认创建其所在的图层上）创建它们。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可实时创建 Mechanical 图层，且通常不需要手动创建。但是，如果需要，可使用 GMLAYER 命令

手动创建 Mechanical 图层。GMLAYER 命令可显示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它使用户能够从现有的图层定义创建 

Mechanical 图层或创建一个全新的 Mechanical 图层（和定义）。 

使用图层管理器（GstarCAD LAYER 命令），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允许用户设置图层的特性。也可以设置图层定义

的特性，这是使用 LAYER 命令不能执行的操作。 

如果使用 LAYER 命令更改 Mechanical 图层的特性，图层的特性将不再与其定义相匹配。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GMLAYRESET 命令重置所有 Mechanical 图层以与它们的定义特性相匹配。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图层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图层”面板 >>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2. 单击  。 

3. 在“名称”列中，指定新图层的名称。 

4. 单击“确定”。 

从图层定义创建图层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图层”面板 >>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2. 单击 以显示所有图层定义。 

3. 双击要从其创建图层的图层定义。将创建图层并将其设置为当前图层。 

4. 单击“确定”。 

删除图层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图层”面板 >>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2. 在“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中，选择要删除的图层。 

3. 单击 。 

注意:无法删除诸如当前图层和图层 AM_0 等特定图层。 

已有对象或外部参照使用的图层将无法删除。如果检测到此类对象，浩辰 CAD 机械 将显示“Mechanical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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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删除”对话框以允许用户删除图层上的对象或将其移动到其他图层。 

如果删除 Mechanical 图层，将删除图层，但会保留定义。 

删除图层定义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图层”面板 >>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2. 单击 以显示所有图层定义。 

3. 选择要删除的图层定义。 

4. 单击 。 

将图层重设为默认设置的步骤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LAYRESET。 

更改 Mechanical 图层的特性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图层”面板 >>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2. 在包含要修改图层的行中： 

 要更改图层名称：请单击“名称”列，键入新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 

 要更改图层颜色：请单击图层颜色图标，从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颜色，然后单击“确定”。 

 要更改图层线型：请单击“线型”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线型。 

 要更改图层线宽：请单击“线宽”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线宽。 

 要切换打印图层的功能：请单击“打印”列以在“打印”图标和“不打印”图标之间切换。 

 要允许或禁止在图层组中复制：请单击“在图层组中复制”列。列中的一个记号将指示已允许该功能。 

 要允许或禁止图层组颜色替代图层颜色：请单击“按图层组替代颜色”列。列中的一个记号将指示已

允许该功能。 

 要更改说明：请单击“说明”列，键入说明，然后按 Enter 键。 

3.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锁定/解锁图层的步骤 

1.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图层”面板 >>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 

2. 在“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中，选择要锁定或解锁的图层。 

3. 在与要锁定/解锁的图层相对应的行中，在“锁定”列单击锁定图标。 

4. 单击“确定”。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创建、删除和重命名图层和图层定义、更改其特性或添加图层描述 

注意:如果使用图层组分类/组织几何图形，请注意 

 使用 GMLAYER 命令时，图层组管理将不再可行。现在 GMLAYERGROUP 命令可以处理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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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所有其他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类似，GMLAYER 命令对已使用 GMLAYERGROUP 命令设置为当前图层组的组起作

用。如果未明确选择图层组作为当前图层组，浩辰 CAD 机械 将假设基本图层组为当前图层组。 

 

[工具栏按钮] 

  创建图层。与按钮相邻的下拉菜单提供了以下选项： 

 新建图层 - 创建图层和图层定义。 

 新建图层定义 - 只创建图层定义。 

 删除图层列表中的当前选择内容。如果当前选择内容是 GstarCAD 图层，则将删除该图层。如果当前选择内容是 

Mechanical 图层，则将删除该图层，但会继续保留图层定义。如果当前选择内容是图层定义，则将删除图层定义。 

注意:法删除以下图层： 

 包含对象的图层 

 已指定给对象的图层定义 

 浩辰 CAD 机械 附带的图层定义（以 AM 开头的默认图层定义） 

 当前图层 

 特殊图层 AM_0 

 特殊图层 DEFPOINTS，该图层包含非关联标注的定义点。 

 外部参照从属图层。 

将选定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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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arCAD 命令始终在当前图层上绘制对象。在使用 GstarCAD 命令之前，请相应地设置当前图层。另一方面，无论将

哪个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在启用“自动特性管理”时，浩辰 CAD 机械 命令都会在相应的图层上绘制对象。 

    

使用户可以选择对象并确定在其上执行绘制操作的图层。 

此按钮可以临时关闭对话框，从而使用户可以在绘图区域中选择对象。选择了要选中的所有对象后，按 Enter 键返回

对话框。再次显示对话框时，选定对象所在的图层将亮显。 

暂时隐藏对话框，以使用户可以选择对象并将其移动到在图层列表中选择的图层上。 

暂时隐藏对话框并亮显在图层列表中选择的图层上的对象。   

隐藏图层列表中的图层定义。 

[不可用作工具栏按钮的菜单项上单击鼠标右键] 

[作选择集] 

在图层上选择作为选择集一部分的所有对象。在随后的命令中，当系统提示选择对象时，可以通过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Previous”关键字访问此选择集。 

[反向选择] 

在列表中选择除当前选定的项目外的所有项目。 

[简单视图] 

隐藏列，这些列用于显示图层特性和使用图层的对象的名称。 

[完整视图] 

显示列，这些列用于显示图层特性和使用图层的对象的名称。 

[过滤器类型] 

使用户可以基于使用图层的对象类型过滤图层列表。 

[当前图层] 

显示当前图层的名称。 

GstarCAD 命令始终在当前图层上绘制对象。另一方面，无论将哪个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在启用“自动特性管理”时，浩

辰 CAD 机械 命令都会在相应的图层上绘制对象。 

[图层列表中的列] 

[状态] 

 - 指示图层是 Mechanical 图层（通过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创建的图层）。 

 - 指示图层是未随图层组一起复制的 Mechanical 图层。图层组是使用 GMLAYERGROUP 命令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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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图层由 GstarCAD LAYER 命令创建。 

没有图标表示它是图层定义。 

[名称] 

显示图层或图层定义的名称。单击以启用重命名图层或图层定义的功能。 

[打开] 

指示是打开还是关闭图层。在打开图层时，图层将可见并可用于打印。在关闭图层时，图层将不可见并不可打印，即

使已启用打印。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打开/关闭状态。 

[冻结] 

指示是否冻结图层。在冻结图层后，将无法显示、打印、隐藏、渲染或重新生成该图层上的对象。单击以切换该图层

的冻结/解冻状态。 

注意:仅冻结要使其长期不可见的图层。如果要频繁切换可见性设置，请使用“开/关”设置以避免重新生成工程图。 

[锁定] 

指示是锁定还是解锁图层。在锁定图层后，将无法修改该图层上的对象。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锁定/解锁状态。 

[颜色] 

指示与图层关联的颜色。单击颜色以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其他颜色。 

[线型] 

指示与图层关联的线型。单击以显示可以为该图层选择的线型列表。 

[线宽] 

指示与图层关联的线宽。单击以显示可以为该图层选择的线宽列表。 

[打印] 

指示是否打印图层。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打印状态。 

已关闭打印的图层上的对象将继续在绘图区域中可见。无论打印设置为何，都将无法打印已关闭或冻结的图层。 

[在图层组中复制] 

指示是否在使用 GMLAYERGROUP 命令创建新图层组后复制图层。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复制状态。 

注意:如果在创建图层组后关闭此设置，则 浩辰 CAD 机械 将不会删除任何现有图层。 

[按图层组替代颜色] 

指示在图层是图层组一部分时与图层关联的颜色是否被图层组颜色替代。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替代状态。 

[关联对象] 

包含使用图层的对象的名称。此选项仅适用于 Mechanical 图层。 

[说明] 

包含图层或图层定义的可选描述。单击以启用更改该图层描述的功能。 

[线宽映射] 

显示“线宽映射”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用户可以将线宽指定给某个颜色，从而更改该颜色的所有图层的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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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激活绘图标准的默认值。 

8.8.2 图层组管理器 

概要 

键盘输入：GMLAYERGROUP 

浩辰 CAD 机械 提供创建多组 Mechanical 图层的功能。每个组均称为图层组。创建图层组并将其设置为“当前”后，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将在该图层组内的 Mechanical 图层上绘制对象。 

 

已在每个图层组中复制工作图层（AM_0 到 AM_12）和标准零件图层（AM_0N 到 AM_12N）。未复制特定图层：AM_BOR

（用于图形边框），AM_PAREF（用于零件参照），AM_CL（用于构造线），AM_VIEW（用于视口），和 AM_INV（用于不可见线）。

上图显示了两个图层组 LG1 和 LG2，它们包含两组不同的 Mechanical 图层。由于 GstarCAD 不允许有重复的图层名称，

因此如果使用 GstarCAD LAYER 命令检验 Mechanical 图层，用户将看到该图层的名称已将图层组名称作为前缀。例如，

属于图层组 LG1 的图层 AM_0 显示为 LG1-AM_0。如果未明确地创建任何图层组，可以假定用户使用称为“基本图层组”

的假定图层组。 

用户可以使用图层组关联或联系工程图中的项目。例如，在包含引擎设计的工程图中，可将所有轴视图放置“轴”图

层组中；同样，可以将所有变速箱外壳视图放置在“变速箱外壳”图层组中。用户可以将可见性增强功能应用于工程图内

的各个图层组，例如亮显变速箱部件内的轴。 

使用 Mechanical 图层组，用户可以： 

 将对象从一个图层组移动或复制到另一图层组。 

 全局处理图层组中的单个图层。例如，关闭剖面线，而不用管它是在哪个图层组中创建的。 

 设置图层组颜色，然后按图层组颜色替代各个图层的颜色。 

 锁定和冻结图层组以简化设计工作。 

 可以很轻松地组合或堆叠各个图层组。 

  

常用的操作步骤 

创建图层组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LAYERGROUP。 

2. 在“图层组管理器”中的“图层组”列表中单击。 

3. 单击 。 

4. 在“名称”列中，指定新图层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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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 

删除图层组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LAYERGROUP。 

2. 在“图层组管理器”中，选择要删除的图层组。 

3. 单击 。 

4. 注意不能删除特定图层，例如当前图层组、基本图层组以及对象或外部参照使用的图层组。 

  

“图层组管理器”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创建、删除和重命名图层组、更改其特性或将对象从一个图层移动到另一个图层。 

 

[工具栏按钮] 

创建图层组。创建图层组后即可重命名图层组 

删除列表中的当前选择内容。如果当前选择内容是“图层组”列表中的图层组，则将删除该图层组。如果当前选择内

容是“图层”列表中的图层，则将删除该图层，但会继续保留图层定义。 

注意:无法删除以下图层组： 

 基本图层组 

 包含对象的图层组和图层 

 已指定给对象的图层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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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辰 CAD 机械 附带的图层定义（默认图层定义以 AM 开头） 

 当前图层 

 特殊图层 AM_0 

 特殊图层 DEFPOINTS，该图层包含非关联标注的定义点。 

 外部参照从属图层。 

将选定图层组设置为当前图层组。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始终在当前图层上绘制对象。如果使用图层组来组织几何图形，则在使用命令之前，请先相应地设置当

前图层组。 

注意:“图层”列表中的当前图层选择将会被 浩辰 CAD 机械 命令忽略，因为这些命令始终在预先指定的图层上绘制对象。 

使用户可以选择对象并确定在其上执行绘制操作的图层/图层组。 

此按钮可以临时关闭对话框，从而使用户可以在绘图区域中选择对象。选择了要选中的所有对象后，按 Enter 键返回对话

框。再次显示对话框时，选定对象所在的图层/图层组将亮显。 

注意:除非在单击按钮时选择了图层，否则将不会显示对象所在的图层。 

暂时隐藏对话框使用户可以选择对象，并将其移动到选定图层或图层组。如果仅选择图层组而没有选择图层，则对象

将移动到与新图层组中的当前图层相对应的图层上。 

暂时隐藏对话框并亮显当前选择内容上的对象。如果当前选择内容是图层组，则将亮显该图层组上的所有对象。如果

当前选择内容是图层，则将仅亮显该图层上的对象。 

显示“可见性增强”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用户可以为所有非当前图层组和/或锁定的图层组设置特殊颜色。此设置

仅对当前绘图任务有效。 

隐藏“图层”列表中的所有图层定义。 

[在不可用作工具栏按钮的菜单项上单击鼠标右键] 

  [用作选择集] 

在选定图层或图层组上选择作为选择集一部分的所有对象。在随后的命令中，当系统提示选择对象时，可以通过在命

令提示下输入“Previous”关键字访问此选择集。 

  [反向选择] 

在列表中选择除当前选定的项目外的所有项目。 

[过滤器类型] 

使用户可以基于使用图层的对象类型过滤图层列表。 

[当前图层] 

显示当前图层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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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arCAD 命令始终在当前图层上绘制对象。另一方面，无论将哪个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在启用“自动特性管理”时，浩

辰 CAD 机械 命令都会在相应的图层上绘制对象。 

[图层组列表中的列] 

[状态] 

- 指示图层组是当前图层组。 

[名称] 

显示图层组的名称。单击以启用重命名图层组的功能。 

[冻结] 

指示是否冻结图层组。冻结图层组后，将无法显示、打印、隐藏、渲染或重新生成在属于该图层组的图层上绘制的对

象。单击以切换冻结/解冻状态。 

[锁定] 

指示是锁定还是解锁图层组。在锁定图层组后，将无法修改该图层组上的对象。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组的锁定/解锁状态。 

[颜色] 

指示与图层组关联的颜色。单击以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其他颜色。 

只有启用颜色列上的快捷菜单选项“使用图层组颜色”后，此列才可用。 

[打印] 

指示是否打印图层组。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打印状态。 

已关闭打印的图层组上的对象将继续在绘图区域中可见。无论打印设置为何，都将无法打印已冻结的图层组。 

[创建的图层列表中的列] 

- 指示图层是当前图层。 

[状态] 

- 指示与 Mechanical 图层相对应的行。 

- 指示在使用 GMLAYERGROUP 命令创建图层组后与未复制的 Mechanical 图层相对应的行。 

- 指示与 GstarCAD 图层相对应的行。 

[名称] 

显示图层或图层定义的名称。 

[冻结] 

指示是否冻结图层。在冻结图层后，将无法显示、打印、隐藏、渲染或重新生成该图层上的对象。单击以切换该图层

的冻结/解冻状态。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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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是锁定还是解锁图层。在锁定图层后，将无法修改该图层上的对象。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锁定/解锁状态。 

[打印] 

指示是否打印图层。单击以切换该图层的打印状态。 

已关闭打印的图层上的对象将继续在绘图区域中可见。无论打印设置为何，都将无法打印已关闭或冻结的图层。 

[说明] 

包含图层或图层定义的可选描述。单击以启用更改该图层描述的功能。 

8.8.3 用于处理 Mechanical 图层的命令 

功能名称 命令 概要 

复制图层组 GMCOPYLG 通过指定图层组名称或通过选择属于该图层组的对象

来选择图层组。 

移至另一图层 GMLAYMOVE 将对象从一个图层移至另一个图层。 

移至另一图层组 GMLGMOVE 将选定对象移至指定的图层组。 

移至零件图层 GMLAYMOVEPL 将位于工作图层（默认为从图层 AM_0 到 AM_12）

上的对象移至相应的标准零件图层（默认为从图层 

AM_0N 到 AM_12N）。 

移至工作图层 GMLAYMOVEWL 将位于标准零件图层（默认为从图层  AM_0N 到 

AM_12N）上的对象移至相应的工作图层（默认为从

图层 AM_0 到 AM_12）。 

标准零件 开/关 GMLAYPARTO 切换标准零件图层（默认为从 AM_0N 到 AM_12N）

的可见性。 

零件参照图层 开/关 GMLAYPARTREFO 切换指定给零件参照的图层（默认为 AM_PAREF）的

可见性。 

标题栏图层 开/关 GMLAYTIBLO 切换指定给标题栏和图形边框的图层（默认为 

AM_BOR）的可见性。 

视口图层 开/关 GMLAYVPO 切换指定给视口边框的图层（默认为 AM_VIEWS）的

可见性。 

隐藏线 开/关 GMLAYINVO 切换指定给不可见线的图层 (AM_INV) 的可见性。 

构造线 开/关 GMCLINEO 冻结或解冻构造线图层。 

构造线 锁定/解锁 GMCLINEL 锁定或解锁构造线图层。 

可见性增强 GMLAYVISENH 显示“可见性增强”对话框，从中您可以设置选项以在

视觉上区分激活图层组和未激活图层组。 

重置所有图层 GMLAYRESET 重置所有 Mechanical 图层的特性以匹配其图层定义。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246 

 

第九章 配置 

9.1 概述 

浩辰 CAD 机械提供轻松、精确的符合不同国家的绘图标准，支持 ANSI/BSI/CSN/DIN/GB/GOST/ISO/JIS。基于标准的绘

图设计环境有助于多组用户交流设计意图和高质量生产加工，帮助用户制作标准一致的制造业设计文档，将大幅度提高生

产力。并且支持根据企业需求进行轻松定制。 

9.2 配置标准 

概要 

浩辰 CAD 机械 对由绘图标准管理的所有设置进行编组并将其保存到配置文件中，该配置文件称为标准。浩辰 CAD 机械 

包括八个这样的配置文件（ANSI、BSI、CSN、DIN、GB、ISO、JIS 和 GOST），每个均被配置为与绘图标准匹配。这些设置可

以管理 浩辰 CAD 机械 内置工具创建几何图形的方式。 

默认绘图标准： 

因为 浩辰 CAD 机械 由标准驱动，所以为工程图指定绘图标准很关键。用户创建工程图时，浩辰 CAD 机械 会自动为工

程图指定绘图标准。 

如果打开 GstarCAD 工程图或使用 GstarCAD 模板 (.dwt) 创建工程图，浩辰 CAD 机械 将为工程图指定最合适的标

准。用户可以轻松地更改绘图标准。 

绘图标准控制以下标准元素： 

 Mechanical 对象的行为。 

 创建的 Mechanical 对象所在的图层。 

 这些图层的特性。 

 文字高度和颜色。 

 标注样式。 

 孔特征图表设置和格式。 

 剖切线格式。 

 注释文字和引线格式。 

 符号格式。 

 BOM 表、明细表和引出序号格式。 

  

常用的操作步骤 

配置绘图标准的元素的步骤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包含了一个由绘图标准控制的特征列表，这些特征可以作为标准的图元引用。此类图元是

工程图图纸格式、标注样式和符号格式等。用户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替代图元的默认设置：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247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要更改的条目。将显示相应的设置对话框。 

3. 进行必要的替代，然后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注意：替代仅应用到当前绘图标准下创建的对象。例如，如果用户在已将标准设置为 ISO 时创建了一个注释，然

后将标准切换为 DIN，并随后替代了注释的文字颜色设置，那么将仅影响在切换为 DIN 之后创建的注释。在 ISO

下创建的注释将不改变颜色。 

更改当前绘图标准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从“标准”列表中，选择新的标准。 

3. 选择“确定”。 

注意：不会影响切换标准时已存在的任何工程图对象。只有绘制的新对象会遵循切换后的标准。 

为文字高度配置主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根节点（标准名称）。将显示“标准设置”对话框。 

3.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基准高度”框中选择文字高度。 

为文字颜色配置主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根节点（标准名称）。将显示“标准设置”对话框。 

3. 单击“设置”。将显示“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 

4. 在“类别”列表中，选择“文字”。“显示文字的特性”列表将显示 浩辰 CAD 机械 支持的文字类别。 

5. 单击与要为其更改颜色的文字类别对应的行中的颜色图标。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 

6. 单击颜色，然后单击“确定”。 

7. 单击“线宽”列，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线宽。 

8.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注意：字颜色设置将重置为为包含文字的所有对象选定的颜色。 

创建自定义文字样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STYLE。 

2. 选择“新建”。将显示“新建文字样式”对话框。 

3. 在“样式名称”框中，键入要创建的样式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返回“文字样式”对话框。 

4. 在“字体名称”对话框中，选择要使用的字体。 

5. 在“高度”框中，键入 0（零）。 

注意：浩辰 CAD 机械 将自动控制文字高度。要保持此行为，请将自定义文字样式的文字高度设置为 0（零）。 

6. 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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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关闭”。 

将文字和引线主设置链接到标注样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根节点（标准名称）。将显示“标准设置”对话框。 

3. 选中“链接到标注样式”复选框。 

4. 要仅链接到引线子样式，请选中“仅链接到引线标注样式”复选框。 

5. 注意如果清除“仅链接到引线标注样式”复选框，则引线和文字设置将链接到基准标注样式。如果修改文

字或引线设置，除非子样式替代设置，否则所有标注子样式都会更新。 

6. 在“样式”列表中，选择要链接到的标注样式。 

7.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IM:标准总览”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设置通常由绘图标准控制的配置。 

 

[标准] 

[标准] 

指定要在工程图中使用的绘图标准。如果用户切换标准，标准的所有元素的设置将相应改变。但是，不会影响任何现

有工程图对象。仅绘制的新对象遵循新标准。在创建或更改标准之后将新设置应用到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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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单位] 

设置要在当前工程图中使用的测量单位。 

[比例] 

[模型比例] 

设置模型空间中工程图的文字和符号使用的比例。 

[默认标准模板] 

指定当用户打开 CAD 工程图（而不是 浩辰 CAD 机械 工程图）或选择不使用模板创建工程图时，系统应从哪个模板拾

取标准设置。 

注意：仅标准从属设置源于默认模板。 

如果在默认模板和要打开的 CAD 图形之间的单位不匹配，将忽略默认模板设置，而且系统将执行未指定默认模板时应

执行的操作。 

如果用户不使用模板来创建工程图，并且选定的单位与默认模板的单位不匹配，将忽略默认模板设置，系统的行为方

式就像未指定默认模板时一样。 

如果未指定默认模板，系统将根据要打开的工程图中的单位类型自动选择最适当的标准。 

[标准元素] 

以树视图的形式显示标准元素列表。 

树视图的根显示了当前绘图标准。双击根以显示包含标准的主设置的对话框。双击元素以显示其特性对话框。从该对

话框中，可以替代默认设置以及从主设置中继承的设置。 

替代将仅应用于在当前绘图标准下创建的对象。例如，如果用户在已将标准设置为 ISO 时创建了一个注释，然后将标

准切换为 DIN，并随后替代了注释的文字颜色设置，那么将仅影响在切换为 DIN 之后创建的注释。在 ISO 下创建的

注释将不改变颜色。 

提示：要了解创建对象时使用的标准，请显示该对象的特性。 

对于某些项目（例如形位公差符号），可更改标准的多个设置。要激活某个更改选择，右击此更改并选择“设为当前标

准”。如果“设为当前标准”不可用，请选择“插入标准”。 

[快捷菜单项目] 

[删除] 

使选定的项目不能实现。例如，如果删除注释，则在以后调用 GMNOTE 命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通知用户该特征对

于选定的标准不可用。 

[设置] 

显示包含选定项目特性的对话框。该对话框用于替代此项目的默认设置。 

[恢复默认值] 

删除选定项目的所有替代并将其特性重置为默认设置。 

[插入标准] 

插入以前已删除的项目。如果项目在删除前已包含替代，则在重新插入该项目时这些替代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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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设置”对话框 

为当前绘图标准设置主设置。其设置被配置为“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标准元素将自动从该对话框中获取设置。 

. 

[标注链接] 

[链接到标注样式] 

将文字和引线设置链接到标注样式，以便可以通过绘图标准控制标注样式。在此对话框中所做的任何更改均将应用于

链接的标注样式。对链接的标注样式所做的任何更改均将反过来应用于文字和引线设置。 

[仅链接到引线标注样式] 

限制将标注样式链接到引线标注子样式。因此，对文字和引线设置的更改仅应用于引线子样式。 

如果未选定此选项，则将链接到基准标注样式。对基准标注样式的更改将被自动应用到所有子样式，除非子样式中的

设置已被替代。这意味着如果修改此对话框中的文字和引线设置，更改将被应用于所有子样式，除非子样式中的设置

已明确地被替代。 

[样式] 

显示引线和文字设置要链接到的标注样式的名称。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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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设置要用于所有注释的文字样式。该设置由绘图标准控制。因此，仅在当前绘图标准为自定义绘图标准时或文字和引

线设置被链接到标注样式时才可以更改此设置。 

[基准高度] 

设置文字高度以用作注释文字的基准高度 

默认情况下，所有符号均使用符号文字的基准文字高度。注释（例如注释视图标签、剖切线标签、局部视图标签以及

引出序号）将使用比基准高度尺寸大一个尺寸的文字高度。 

[颜色] 

设置为基准文字选定的文字类别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

话框。您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引线] 

[箭头] 

为所有注释设置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箭头尺寸] 

为所有注释设置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颜色] 

显示并设置所有注释的引线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

您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如果选定了“链接到标注样式”复选框，此设置将影响尺寸线以及尺寸界线的颜色。 

[符号] 

[列出装入点] 

为由绘图标准控制的列表（例如明细表和孔特征图表）设置默认的装入点。 

[颜色] 

为所有符号几何图形设置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

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当前标准的默认值。 

9.3 配置标注 

概要 

为工程图选择绘图标准时，符合标准的一组标注样式将被自动添加到工程图中，用户可以更改标注样式设置。 

与绘图标准关联的标注样式由基准标注样式组成，基准标注样式定义了用于该标准的标注的基本设置，子样式明确定

义了用于不同标注类型的样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子样式与基准样式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当需要在标注类型上强制实现

某个唯一的特性时，标注样式的默认设置中至少有一个设置不同于基准标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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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操作步骤 

配置距离捕捉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双击“标注”，将显示“标注设置”对话框。 

3. 要启用距离捕捉，请选中“将距离捕捉用于定位”复选框。 

4. 在“捕捉值”框中，键入距离。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半径标注设置默认表示方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双击“标注”，将显示“标注设置”对话框。 

3. 单击“半径”。将显示“半径表示方式”对话框。 

4. 选中与要启用的行为对应的复选框。预览将更新。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直径标注设置默认表示方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双击“标注”，将显示“标注设置”对话框 

3. 单击“直径”。将显示“直径表示方式”对话框。 

4. 选中与要启用的行为对应的复选框。预览将更新。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添加标注文字模板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单击“预定义文字”。将显示“预定义标注文字”对话框。 

3.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双击“标注”，将显示“标注设置”对话框 

4. 从“预定义文字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标注文字模板。 

5. 单击“添加”。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删除标注文字模板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双击“标注”，将显示“标注设置”对话框 

3. 单击“预定义文字”。将显示“预定义标注文字”对话框。 

4. 从“预定义文字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标注文字模板。 

5. 单击“删除”。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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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设置”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为当前标准的增强尺寸标注命令设置首选项。 

 

[标注样式] 

[基准标注样式] 

设置要作为基本标注样式使用的标注样式。所有标注类型均基于标注样式或变更形式（子样式）。 

[强制增强尺寸标注使用此标注样式] 

防止使用 DIMSTYLE 命令覆盖标注样式。 

[默认表示方式] 

[倒角] 

显示“倒角表示方式”对话框，使您可以从表示方式的预定义列表中选择默认倒角标注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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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 

显示“半径表示方式”对话框，使您可以选择半径尺寸线、标注文字以及箭头的默认位置。 

[直径] 

显示“直径表示方式”对话框，使您可以选择直径尺寸线、标注文字以及箭头的默认位置。 

[标注文字] 

[对于线性标注测量，忽略全局比例系数 DIMLFAC] 

使增强尺寸标注忽略可以控制线性比例的 DIMLFAC 系统变量以及其他设置。 

浩辰 CAD 机械 可以使用多种在 GstarCAD 中无法使用的缩放机制（例如缩放区域、局部视图）。增强尺寸标注可以识

别比例并自动对其进行补偿。如果选择使用 GstarCAD 缩放比例并在工程图中的不同位置使用不同比例，则 浩辰 CAD

机械 的缩放机制不会反映正确的尺寸值。 

[预定义文字] 

显示“预定义文字”对话框，使用户可以在绘制时为增强尺寸标注命令创建预定义标注文字模板。 

[配合与公差] 

[配合] 

显示“配合表示方式”对话框，使您可以设置默认配合表示方式。 

[公差] 

显示“公差表示方式”对话框，使您可以设置默认公差表达方式。   

[配合列表需要更新时] 

配置配合列表的重新生成方式。您可以选择以原理图形式更新配合列表，使系统提示您，或通过选择手动选项根据需

要更新配合列表。 

[定位选项] 

[在连续标注中，如果长度小于以下值，则使用点替换箭头] 

定义连续标注中点替换箭头的距离。 

[将距离捕捉用于定位] 

打开距离捕捉，以使当您在绘图区域中移动尺寸线时标注可以捕捉到位置。 

[捕捉值] 

设置从捕捉位置到正在进行标注的对象的距离。 

[显示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 

设置增强尺寸标注对话框在命令任务过程中显示的频率。 

[显示文字替代提示] 

启用文字替代提示的显示，以使用户可以在进行标注的过程中，在命令行上修改标注文字。默认情况下，此复选框处

于清除状态。 

[恢复默认值] 

根据当前标准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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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配置孔特征图表 

概要 

浩辰 CAD 机械 支持用户预先配置孔特征图表的格式，同时将其与绘图标准一起保存。在绘图时，基于该标准的孔特征

图表将自动默认为该格式。用户可以： 

 分别为表头和数据行设置文字高度和颜色。 

 设置表头和数据行之间以及相邻数据行之间的间隙。 

 确定孔特征图表标题。 

 选择要在孔特征图表中显示的列。 

 向孔特征图表添加自定义列。 

注意：如果在绘图过程中更改了设置，则现有的孔特征图表将不会反映此更改。但是，创建的任何新孔特征图表将反映设

置中的更改。 

  

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孔特征图表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孔特征图表”。将显示“孔特征图表设置”对话

框。 

3. 要更改孔特征图表列标签的文字高度，请在“坐标列表”区域的“表头文字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4. 要更改孔特征图表数据行的文字高度，请在“坐标列表”区域的“数据文字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5. 要更改原点标签的文字高度，请在“点和原点笛卡尔”区域的“文字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6. 要更改孔特征图表列标签的文字颜色，请在“坐标列表”区域的“表头文字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7. 要更改孔特征图表数据行的文字颜色，请在“坐标列表”区域的“数据文字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8. 若要更改原点标签的文字颜色，请在“点和原点笛卡尔”区域的“文字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9.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配置孔特征图表中行间距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孔特征图表”。将显示“孔特征图表设置”对话

框。 

3. 在“坐标列表”区域的“表头间隙”框中，键入或选择表头行和数据行之间的间隙。 

4. 在“行间隙”框中，键入或选择相邻数据行之间的间隙。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在孔特征图表中配置哪些列可见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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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孔特征图表”。将显示“孔特征图表设置”对话

框。 

3. 单击 。将显示“孔特征图表列”对话框。 

4. 要使孔特征图表列在所有类型的孔特征图表中都可见，请选中第一列中的复选框。 

5. 要使列仅在笛卡尔孔特征图表中可见，请在“(1) 在孔特征图表中可见”区域中选中“笛卡尔”复选框，

并清除“极轴”复选框。 

6. 要使列仅在极坐标孔特征图表中可见，请在“(1) 在孔特征图表中可见”区域中清除“笛卡尔”复选框，

并选中“极轴”复选框。 

7.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孔特征图表设置”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指定当前绘图标准的孔特征图表设置。 

 

[工具栏] 

将默认坐标设置为笛卡尔坐标类型。设置之后，用户创建的所有新孔特征图表都会将其坐标类型设置为笛卡尔坐

标。仅在用户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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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默认坐标设置为极坐标类型。设置之后，用户创建的所有新孔特征图表都会将其坐标类型设置为极坐标。仅在

用户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 

默认情况下启用孔表的创建。因此，当在绘图区域放置孔特征图表时，GMHOLECHART 命令将提示您同时放置孔表。

仅在用户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此选项通常用于 ANSI 孔特征图表。 

[显示] 

指定此对话框是显示孔特征图表详细信息还是孔表详细信息。选择“坐标列表”可显示孔特征图表详细信息，而选择

“孔表”可显示孔表详细信息。仅在用户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选项才可用。 

显示“孔特征图表列”对话框。使用该对话框可以设置孔特征图表的列默认值。仅在用户通过”IM:标准总览”

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 

显示“排序”对话框以设置默认排序顺序。仅在用户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 

指定默认情况下孔特征图表必须显示列表头。仅在用户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 

指定默认情况下孔特征图表必须显示表格标题。设置之后，用户创建的所有新孔特征图表都会包含标题。仅在用

户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 

指定默认情况下孔特征图表应显示夹点框。设置之后，用户创建的所有新孔特征图表都会包含夹点框。仅在用户

通过”IM:标准总览”打开此对话框时，此按钮才可用。 

[坐标列表/孔表] 

[装入点] 

设置夹点的位置。 

[标题图案] 

设置表格标题。 

[文字样式] 

指定要用于孔特征图表文字的文字样式。此选项仅在当前绘图标准为自定义标准或文字设置被链接到标注样式时可用。 

[表头间隙] 

设置表中表头和第一行之间的间隙。 

[行间隙] 

设置表中的行间隙。 

[文字行数] 

设置行高度。 

[表头文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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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表头行中文字的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表头文字高度将相应地更改。 

[表头文字颜色] 

定义用于表头行的文字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认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表头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表头文字的文字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数据文字高度] 

定义用于数据行的文字高度。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

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数据文字高度将相应地更改。 

[数据文字颜色] 

定义用于数据行的文字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认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数据行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数据行文字颜色将相应地更改。 

[点和原点笛卡尔坐标] 

[标签位置] 

指定在工程图中放置标签的方式。 

[点标识符号] 

指定工程图中点的格式。 

[原点端符] 

指定工程图中原点的格式。 

[文字高度] 

设置要用于孔标签和原点标签的文字高度。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

认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标签文字高度将相应地更改。 

[文字颜色] 

定义要用于孔标签和原点标签的文字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

认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标签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标签文字颜色将相应地更改。 

[绘制从点到标签的引线] 

在原点处绘制指引线。 

[显示坐标系] 

在工程图中显示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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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0 原点指示] 

在工程图的原点处显示 0。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重置为默认设置。 

 

9.5 配置工程图 

概要 

当用户为工程图选择绘图标准时，可以在 GMTITLE 命令中选择对应于该标准的图纸格式。图纸格式由两个可单独配置

的区域组成：图形边框和标题栏。其中每个条目都作为单独的 .dwg 文件存在，可以自定义这些文件。通常，用户不能修

改产品附带的原始文件，而是创建副本并修改该副本。可配置系统以将修改的文件与 GMTITLE 命令一起使用。添加所需的

图形边框和标题栏之后，用户可能希望从 GMTITLE 命令中删除其他所有选择。 

注意：如果在绘图区域中已包含图形边框，则在绘图过程中对设置进行的更改可能不会生效。要使最新的设置生效，请删

除现有图形边框并清除所有块，然后调用 GMTITLE 命令。 

  

常用的操作步骤 

将标题栏添加到可用标题栏列表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双击“工程图”。屏幕上将显示“工程图特性”对话框。 

3. 在“默认标题栏”部分中，单击“附加”按钮。将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4. 注意程序将在包含标题边框文件的文件夹的“Title”子文件夹中存储标题栏 

5. 选择包含所需标题栏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7. 程序会将标题栏的详细信息保存到当前绘图标准。如果在更改标题栏详细信息后执行 GMTITLE 命令后，则

可以获得选择集中选定的标题栏。 

从可用标题栏列表中删除标题栏的步骤 

绘图标准可追踪选定作为标题栏使用的文件名称。重命名文件将从选择集中删除标题栏，所以使用 GMTITLE 命 

令。要从 GMTITLE 命令中删除不必要的选择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双击“工程图”。屏幕上将显示“工程图特性”对话框。 

3. 在“默认标题栏”部分中，单击“附加”按钮。将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4. 在要从选择集中删除的文件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重命名该文件。 

5. 单击“取消”，直到返回“IM:标准总览”对话框，“标准元素”列表中，再次双击“工程图纸”。屏幕上将

显示“工程图特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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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默认标题栏”部分中，单击“附加”按钮。将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7. 在重命名的文件上单击鼠标右键并恢复其原来的名称。 

8. 单击“取消”，直到返回“IM:标准总览”对话框。 

9. 单击“确定”。 

10. 程序会将标题栏的详细信息保存到当前绘图标准。如果在更改标题栏详细信息后执行 GMTITLE 命令，则将

无法再选择重命名的标题栏。 

将图形边框添加到图纸格式列表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工程图”。将显示“工程图设置”对话框。 

3. 在“默认图纸格式”部分中，单击“附加”按钮。将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4. 注意程序将在包含标题边框文件的文件夹的“Format”子文件夹中存储图形边框。 

5. 选择包含所需图形边框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7. 程序会将图形边框的详细信息保存到当前绘图标准。如果在更改图形边框详细信息后执行 GMTITLE 命令

后，则可以获得选择集中选定的图形边框。 

从图纸格式列表中删除图形边框的步骤 

绘图标准可追踪选定作为标题栏使用的文件名称。重命名文件将从图纸格式列表中删除图形边框，因此，也将删

除通过 GMTITLE 命令打开的对话框。删除不必要的图形边框格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工程图”。屏幕上将显示“工程图特性”对话框。 

3. 在“默认图纸格式”部分中，单击“附加”按钮。将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4. 在要从选择集中删除的文件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重命名该文件。 

5. 单击“取消”，直到返回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再次双击“工程图”。屏幕上

将显示“工程图特性”对话框。 

6. 在“默认图纸格式”部分中，单击“附加”按钮。将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7. 在重命名的文件上单击鼠标右键并恢复其原来的名称。 

8. 单击“取消”，直到返回在“IM:标准总览”对话框中。 

9. 单击“确定”。 

10. 程序会将图形边框的详细信息保存到当前绘图标准。如果在更改图形边框详细信息后执行 GMTITLE 命令后，

则将不再可以获得选择集中重命名的图形边框。 

  

“工程图设置”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针对当前标注指定标题栏的条目、图纸格式和工程图的比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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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显示此符号符合的标准的最新更改。 

[默认图纸格式] 

[下拉列表] 

为当前图形设置默认图形边框。 

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用户可以在该对话框中将工程图文件（包含图形边框）添加到下拉列表中，并将其设置为

默认的图形边框。 

[默认标题栏] 

[下拉列表] 

为当前图形设置默认标题栏。 

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用户可以在该对话框中将工程图文件（包含标题栏）添加到下拉列表中，并将其设置为默

认的图形边框。 

[扩展表单] 

显示一个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斜对标题栏放置图号。 

注意：仅当当前绘图标准设置为 GB 时，此选项才可用。 

[默认更改栏] 

注意更改列表在 GOST 标准中不可用。 

[第一个下拉列表] 

为当前图形选择默认更改栏块。 

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用户可以在该对话框中将工程图文件（包含更改栏）添加到下拉列表中，并将其设置为默

认更改栏。 

[第二个下拉列表] 

为更改栏块设置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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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更改设置] 

[重设缩放对象] 

指定自动还是手动选择工程图对象。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其默认值。 

9.6 配置剖视图 

概要 

定义剖切线样式的特性。每个选项卡上的样例图像显示每个选项的效果。“修改剖切线样式”对话框包含三个选项卡

（“标识符和箭头”选项卡、“剪切平面”选项卡和“视图标签”选项卡）。 

  

“修改剖切线样式”对话框 

“标识符和箭头”选项卡 

 

[标识符] 

控制剖切线上标识符的格式。 

[文字样式] 

设置标识符所使用的文字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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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文字样式，则标识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文

字样式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文字颜色] 

设置要用于标识符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也可

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标识符颜色将链接到与标识符文字高度相

对应的颜色（“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指定）。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文字高度] 

设置标识符的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标识符文字高度是基于绘图标准主设

置的基准高度设置。选择此选项后，标识符高度始终比基准高度大一个尺寸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

视图样式。 

[排除字符] 

设置不能用作标识符的字符。 

[显示所有弯曲上的标识符] 

选定后，在所有弯曲上显示剖切线标识符。 

[使用连续编号] 

选定后，名称以连续的字母开头和结尾。 

[方向箭头] 

控制剖切线上方向箭头的格式。 

[显示方向箭头] 

选定后，将在剖切线的端点处显示方向箭头。 

[起点符号] 

设置要在剖切线的起点使用的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箭头类型将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

引线箭头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结束符号] 

设置要在剖切线的终点使用的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箭头类型将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

引线箭头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符号颜色] 

设置要用于方向箭头的颜色。两个方向箭头使用相同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

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箭头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

颜色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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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大小] 

设置箭头的大小。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典型大小，或为大小输入任意数字值。该程序将验证您输入的值以防止您指定

无效的值。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

头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尺寸界线长度] 

设置由方向箭头使用的尺寸界线的长度。 

[排列] 

控制剖切线标识符和方向箭头相对于剖切线起点和终点的放置位置。 

注意：排列也由投影角度（第一个或第三个）控制。 

[标识符位置] 

设置剖切线标识符的位置和对齐方式。 

[标识符偏移] 

设置剖切线标识符从标识符位置设置所指定的位置要偏移的距离。 

[箭头方向] 

指定方向箭头应指向剖切平面还是远离剖切平面。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样式所基于的绘图标准和版本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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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平面”选项卡 

 

[端线和弯曲线] 

控制端线的特性和剖切线的弯曲线段。 

[显示端线和弯曲线] 

选定后，将显示剖切线的端线和弯曲线段。 

[线颜色] 

设置端线和弯曲线段的颜色。所有端线和弯曲线段使用相同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

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将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获取端线和

弯曲线颜色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线型] 

设置端线和弯曲线段的线型。所有端线和弯曲线段使用相同的线型。如果单击“其他”，将显示“选择线型”对话框。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型，将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获得端线和

弯曲线的线型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线宽] 

设置端线和弯曲线段的线宽。所有端线和弯曲线段使用相同的线宽。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宽，将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获得端线和

弯曲线的线宽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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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线长度] 

设置端线线段的长度。 

[端线外偏移量] 

设置超出方向箭头延伸的长度。 

[弯曲线长度] 

在弯曲顶点的任一侧设置弯曲线段的长度。 

[剖切平面线] 

控制剖切线平面线段的特性。 

[显示剖切平面线] 

选定后，将显示直线段以指示整个剖切平面。 

[线颜色] 

设置剖切平面线段的颜色。所有平面线段使用相同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

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平面线颜

色。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线型] 

设置剖切平面线段的线型。所有平面线段使用相同的线型。如果单击“其他”，将显示“选择线型”对话框。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型，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平面线的

线型。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线宽] 

设置剖切平面线的线宽。所有剖切平面线段使用相同的线宽。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宽，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平面线的

线型。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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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标签”选项卡 

 

[标签] 

[显示视图标签] 

选定后，将在剖视图上显示视图标签。 

[文字样式] 

设置要用于剖视图标签的文本样式。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样式，则剖视图标签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文字样式设置。

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文字颜色] 

设置要用于剖视图标签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

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剖视图标签的颜色将链接到与剖视图标签

的文字高度相对应的颜色。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指定）。 

[文字高度] 

设置剖视图标签的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剖视图标签大小是基于绘图标准主设

置中的基准高度设置。选择此选项后，剖视图标签高度始终比基准高度设置大一个尺寸。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剖视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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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指定剖视图标签相对于剖视图的放置位置。 

[相对于视图的距离] 

指定剖视图的边和剖视图标签之间的间距。 

[标签内容] 

[默认值] 

设置剖视图标签的默认文本内容。 

9.7 配置局部视图 

概要 

浩辰 CAD 机械提供随设计变更自动更新的智能详图设计工具。该功能可将图纸中局部细微的地方框选后在绘图区域放

大引出，轻松创建不同比例但相互链接的的视图。帮助用户轻松地重新编辑几何图形特征而无需重新创建，优先配置局部

视图的相关选项，有助于减少设计阶段的错误，节省宝贵的设计时间。 

  

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局部视图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默认情况下，局部视图标签比绘图标准的主设置所指定的基准高度大一个尺寸。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局部视图”。将显示“局部视图符号设置”对话

框。 

3. 要更改局部视图标签文字高度，请在“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4. 注意若要自动从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拾取文字高度，请选择标记为“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5.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单击“文字颜色”按钮并从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颜色。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注意：如果当前绘图标准是自定义绘图标准，则可以为局部视图标签选择文字样式。 

  

“修改局部视图样式”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配置使用 GMDETAIL 命令创建的局部视图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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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选项卡 

[标识符] 

[文字样式] 

指定要用于局部视图边界标识符的文本样式。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文字样式，则该标识符文字样式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

设置的文字样式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文字颜色] 

指定用于局部视图标识符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

您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该标识符颜色会链接到与其文字高度特性对

应的颜色（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指定）。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文字高度] 

指定局部视图边界标识符的高度。 

[排列] 

 

将标识符放置在局部视图边界上的间隙中，如图标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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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识符放置在局部视图边界的外部，如图标中所示。 

[符号] 

指定要在局部视图边界中间隙的任一侧使用的箭头。如果将局部视图标识符放置在局部视图边界外部，则此选项不可

用。 

[符号颜色] 

指定要用于箭头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也可以

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如果将局部视图标识符放置在局部视图边界外部，则此选项不可用。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箭头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

色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符号大小] 

指定箭头的尺寸。如果将局部视图标识符放置在局部视图边界外部，则此选项不可用。 

[将标识符从边界上移开时添加引线] 

选定后，在将标识符从其默认位置移开时，使用引线将局部视图边界连接至标识符。 

注： 该设置不影响已存在于工程图中的 GMDETAIL 局部视图。 

[恢复默认值] 

将当前绘图标准的所有设置重置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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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图边界”选项卡 

 

[边界线] 

[线颜色] 

设置局部视图边界线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也

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局部视图边

界线颜色。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线型] 

设置局部视图边界线的线型。如果单击“其他”，将显示“选择线型”对话框。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型，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获取线型。此

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线宽] 

设置局部视图边界的线宽。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宽，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局部视图边

界线宽。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模型边] 

[平滑] 

将局部视图中模型上的剖切线设置为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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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带边框] 

在局部视图周围显示边框，并将局部视图中显示的模型上的剖切线设置为平滑。 

[平滑带连接线] 

在局部视图边框和局部视图边界之间显示连接线。此外，在局部视图周围显示边框，并将局部视图中显示的模型上的

剖切线设置为平滑。 

[锯齿状] 

将局部视图中模型上的剖切线设置为锯齿状。 

注： GMDETAIL 局部视图不支持锯齿状的剖切线。选择此选项后，GMDETAIL 工程视图的行为与选择了“平滑”选项相

似。 

[线颜色] 

设置局部视图边框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也可

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局部视图边

框线颜色。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线型] 

设置局部视图边框的线型。如果单击“其他”，将显示“选择线型”对话框。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型，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局部视图边

框的线型。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线宽] 

设置局部视图边框的线宽。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型，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局部视图边

框的线宽。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连接线] 

[线颜色] 

设置将局部视图边框连接到局部视图边界的线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

择颜色”对话框。您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连接线颜色。

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线型] 

设置连接线的线型。如果单击“其他”，将显示“选择线型”对话框。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型，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连接线的线

型。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线宽] 

设置连接线的线宽。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线型，则从“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获取连接线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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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视图标签”选项卡 

 

[标签] 

[显示视图标签] 

选定后，将在局部视图上显示视图标签。 

[文字样式] 

指定要用于局部视图标签的文本样式。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文字样式，则局部视图标签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

的文字样式设置。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文字颜色] 

指定用于局部视图标签的颜色。如果单击“选择颜色”（位于“颜色”列表的底部），将显示“选择颜色”对话框。您

也可以输入颜色名称或编号。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颜色，则局部视图标签颜色将链接到与局部视图标签

的文字高度相对应的颜色（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指定）。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文字高度] 

指定局部视图标签的文字高度。 

注： 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局部视图标签大小是基于绘图标准主设

置中的基准高度设置。选择此选项后，局部视图标签高度始终比基准高度设置大一个尺寸。此选项仅适用于 浩辰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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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局部视图样式。 

[标签位置] 

指定局部视图标签相对于局部视图的放置位置。 

[与视图的距离] 

指定局部视图的边和局部视图标签之间的间距。 

[标签内容] 

[默认值] 

指定局部视图标签的默认文本内容。 

9.8 配置注释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及更改）后，注释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可以自定义这些设置以满足绘图要求。

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框），以使用户可以

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在“注释设置”对话框中，默认情况下，文字和引线设置被设置为“按当前绘图标

准的名称”。如果修改主设置，注释符号将自动获取新设置。如果不希望注释符号沿用主设置，则可以替代文字高度并选择

特定的值。 

  

常用的操作步骤 

配置引线注释的引线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注释符号”。将显示“备注设置”对话框。 

3. 要更改箭头形状，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列表中选择箭头。 

4. 要更改箭头尺寸，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尺寸”列表中选择尺寸。 

5. 要更改引线颜色，请在“引线”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注意：要从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形状、箭头尺寸和引线颜色，请在相应列表中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

名称”的列表条目。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引线注释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注释符号”。将显示“备注设置”对话框。 

3.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4.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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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设置”对话框 

使用“备注设置”对话框可以自定义当前绘图标准引线注释的默认设置。 

 

[选项] 

[显示参照线] 

将参照线从引线添加到注释文字。 

[引线] 

[箭头] 

指定注释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该箭头类型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箭头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注释符号的箭头类型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箭头尺寸] 

指定注释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头设置。如果主设

置更改，则注释符号的箭头尺寸值会相应地更改。 

[颜色] 

指定注释符号的默认引线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引线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色设置。如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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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更改，则注释符号的颜色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文字] 

[基准高度] 

指定注释符号符号文字的默认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注释符号的文字高度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颜色] 

指定注释符号符号文字的默认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认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注释符号的文字颜色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引线对齐方式] 

基于指引线终点设置注释文本的位置。 

[恢复默认值] 

将此对话框的所有设置恢复为绘图标准的预设默认值。 

9.9 配置表面粗糙度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及正确更改）后，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可以自定义这些设置

以满足绘图要求。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 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

框），以使用户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 

在“表面粗糙度设置”对话框中，默认情况下，文字和引线设置被设置为“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如果修改主设置，

表面粗糙度符号将自动获取新设置。如果不希望表面粗糙度符号沿用主设置，则可以替代文字高度并选择特定的值。也可

以配置符号类型、尾部符号的外观以及全周边符号的外观的选项。将表面粗糙度符号插入到工程图中时，这些设置即是初

始设置。用户可以更改这些设置。我们建议将这些选项设置为与最常用的设置匹配，以便将插入符号时所需的自定义操作

量降到最低。 

  

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表面粗糙度符号配置默认符号类型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表面粗糙度符号”。 

3. 在“符号类型”区域中，选择要设置为默认项的选项。 

4.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表面粗糙度符号配置引线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表面粗糙度”。将显示“表面粗糙度设置”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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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 要更改箭头形状，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列表中选择箭头。 

4. 要更改箭头尺寸，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尺寸”列表中选择尺寸。 

5. 要更改引线颜色，请在“引线”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6. 注意要从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形状、箭头尺寸和引线颜色，请在相应列表中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

称”的列表条目。 

7.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表面粗糙度符号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表面粗糙度”。将显示“表面粗糙度设置”对话

框。 

3.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4.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5.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表面粗糙度设置”对话框 

使用“表面粗糙度设置”对话框可以根据当前绘图标准指定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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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显示此符号符合的标准的最新更改。 

[符号类型] 

[将圆置于小写 v 中] 

设置“禁止加工”标示符号的大小。 

[长边加横线] 

控制“表面粗糙度”对话框中“长边加横线”按钮的默认状态。此按钮用于控制不带文字的符号横线的可用性。 

[允许全周边] 

控制“表面粗糙度”对话框中“全周边”按钮的可见性。在 ANSI 标准中，此选项不可见。 

[添加多行尾线] 

将符号设置为在尾线上存在多行文字时具有附加尾线。在 ANSI 标准中，此选项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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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该选项对于 GOST 标准无效。 

[预设列表] 

包含一组按钮，这组按钮允许用户自定义显示在“表面粗糙度”对话框中的下拉列表。 

[编辑列表] 

显示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允许用户在由按钮位置表示的位置自定义列表。 

[多数符号] 

使用一个集体符号设置多数符号的选项，该选项可以指示所有曲面共同的状态。绘图标准为 ANSI 时，该选项不可见。 

[简化] 

将多数符号设置为其简化表示法。相应地，只有基本符号显示在集体指示右侧的圆括号中。 

[完整列表] 

将多数符号设置为其完全表示法。相应地，如果曲面纹理符号出现在工程图中的其他位置，则这些符号的状态将在集

体指示右侧的圆括号中完整表示出来。 

注意：该选项对于 GOST 标准无效。 

[引线] 

[箭头] 

指定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该箭头类型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箭头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表面粗糙度符号的箭头类型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尺寸] 

指定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头设置。如果主设

置更改，则表面粗糙度符号的箭头尺寸值将相应地更改。 

[曲面箭头] 

指定用于表面指示引线的箭头。 

注意：仅为允许使用表面指示引线的标准显示此选项。 

[颜色] 

指定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默认引线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引线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色设置。如果

主设置更改，则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文字] 

[高度] 

为表面粗糙度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表面粗糙度符号的文字高度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280 

 

[颜色] 

为表面粗糙度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

默认颜色。文字对象颜色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表面粗糙度符号的文字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绘图标准的默认值。 

9.10 配置焊接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及更改）后，焊接符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些

设置来满足绘图要求 

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框），以使用户

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在“焊接设置”对话框中，默认情况下，文字和引线设置被设置为“按当前绘

图标准的名称”。如果修改主设置，焊接符号将自动获取新设置。如果不希望焊接符号沿用主设置，则可以替代文字高度并

选择特定的值。也可以指定在向工程图中插入焊接符号时可供选择的补充焊接符号。还可以配置识别线和参照线之间的间

隙。 

  

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焊接符号配置引线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焊接”。将显示“焊接设置”对话框。 

3. 要更改箭头形状，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列表中选择箭头。 

4. 要更改箭头尺寸，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尺寸”列表中选择尺寸。 

5. 要更改引线颜色，请在“引线”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注意：要从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形状、箭头尺寸和引线颜色，请在相应列表中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

名称”的列表条目。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焊接符号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焊接”。将显示“焊接设置”对话框。 

3.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4.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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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可用于插入的补充焊接符号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焊接符号”。 

3. 在显示符号列表中，选择类别。 

4. 在补充焊接符号列表中，选中要使用的符号旁边的复选框，并清除其他复选框。 

5. 重复步骤 4 和步骤 5，选择所需的类别。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焊接设置”对话框 

 

[修订] 

显示此符号符合的标准的最新更改。 

[识别线] 

定义识别线的外观。如果激活绘图标准为 ANSI、GOST 或 JIS，则该区域不可见。 

[线型] 

定义用于识别线的默认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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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 

设置识别线（如果已添加）和参照线之间的距离。 

[焊接符号] 

[目录] 

指定要在“符号”列表中显示的符号类别。 

[符号列表] 

显示当前绘图标准支持的补充焊接符号列表。选中焊接符号前面的复选框，使其可用于“焊接符号”对话框。 

[引线] 

[箭头] 

指定指引线箭头的类型。当箭头设置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获

取箭头。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设置为“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所有焊接符号的箭头将自动更改。 

[箭头尺寸] 

指定引线箭头的尺寸。当箭头尺寸设置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

获取箭头尺寸。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于当前绘图标准的所有焊接符号的箭头尺寸将自动更改。 

[颜色] 

指定引线的颜色。当引线颜色设置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获取

颜色。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于当前绘图标准的所有焊接符号的引线颜色将自动更改。 

[文字] 

[高度] 

指定符号文字的文字高度。当文字高度设置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

置中获取文字高度。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于当前绘图标准的所有焊接符号的文字高度将自动更改。 

[颜色] 

指定符号文字的颜色。当文字颜色设置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置中

获取颜色。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于当前绘图标准的所有焊接符号的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当前标准的默认值。 

9.11 配置形位公差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及更改）后，形位公差符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以自定义

这些设置来满足绘图要求 

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框），以使用户

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在“形位公差符号设置”对话框中，默认情况下，文字和引线设置被设置为“按

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如果修改主设置，形位公差符号将自动获取新设置。如果不希望形位公差符号沿用主设置，则可以

替代文字高度并选择特定的值。也可以指定向工程图中插入形位公差符号时可供选择的几何尺寸和公差 (GD&T)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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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形位公差符号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形位公差符号”。将显示“形位公差符号设置”

对话框。 

3.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4.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形位公差符号配置引线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形位公差符号”。将显示“形位公差符号设置”

对话框。 

3. 要更改箭头形状，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列表中选择箭头。 

4. 要更改箭头尺寸，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尺寸”列表中选择尺寸。 

5. 要更改引线颜色，请在“引线”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6. 注意：要从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形状、箭头尺寸和引线颜色，请在相应列表中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

名称”的列表条目。 

7.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配置可用于插入的 GD&T 符号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形位公差符号”。 

3. 在显示符号列表中，选择类别。 

4. 在几何标注和公差符号的列表中，选中要使用的符号旁边的复选框，并清除其他复选框。 

5. 重复步骤 4 和步骤 5，选择所需的类别。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形位公差符号设置”对话框 

使用“形位公差符号设置”对话框可以根据当前标准配置形位公差符号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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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显示此符号符合的标准的最新更改。 

[合并样式] 

提供通过删除重复的公差类型、公差带和基准参考合并单元的选项。 

[合并符号] 

如果单元包含相同的符号，则合并符号单元。 

[合并公差] 

如果公差值相同，则合并垂直相邻的公差单元。 

[合并基准] 

如果公差相同，则合并垂直相邻的基准单元。 

[调整单元为垂直对齐] 

用空格作为单元内容，以便使相似区域的单元宽度相同。 

[几何符号和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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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用于选择在“形位公差符号”中将用于插入的几何标注和公差符号的选项。 

[目录] 

选择显示在符号列表中的符号目录。 

[符号列表] 

显示选定目录的列表。选中符号前面的复选框，以使该符号可以通过 GMFCFRAME 命令插入。 

[引线] 

[箭头] 

指定形位公差符号主引线和辅助引线的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该箭头类型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箭头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形位公差符号的箭头类型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尺寸] 

指定形位公差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头设置。如果主设

置更改，则形位公差符号的箭头尺寸值会相应地更改。 

[曲面箭头] 

指定用于表面指示引线的箭头。 

注意：仅为允许使用表面指示引线的标准显示此选项。 

[颜色] 

指定形位公差符号的默认引线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箭头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色设置。如果主

设置更改，则形位公差符号的颜色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文字] 

[高度] 

为形位公差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形位公差符号的文字高度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颜色] 

为形位公差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

认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形位公差符号的文字颜色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绘图标准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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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配置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后，基准标识符号和形状识别符号的默认设置将会更改，以便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

以自定义这些设置来满足绘图要求。您不能独立于形状识别符号来更改基准标识符号的设置。这两个符号从同一组配置参

数中导出其设置。这些符号唯一可配置的选项是文字和引线设置。 

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 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框），以使用

户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在“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设置”对话框中，文字和引线设置默认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如果修改主设置，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将自动获取新设置。但是，如果不希望基

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沿用主设置，您可以替代文字高度并选择特定的值。 

  

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基准标识符号和形状识别符号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将显示“基准标识

和形状识别符号设置”对话框。 

3.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4.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基准标识符号和形状识别符号配置引线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将显示“基准标识

和形状识别符号设置”对话框。 

3. 要更改箭头形状，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列表中选择箭头。 

4. 要更改箭头尺寸，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尺寸”列表中选择尺寸。 

5. 要更改引线颜色，请在“引线”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注意：要从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形状、箭头尺寸和引线颜色，请在相应列表中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

名称”的列表条目。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设置”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针对当前绘图标准指定基准标识符号和形状识别符号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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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线] 

[箭头] 

指定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该箭头类型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箭头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箭头类型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尺寸] 

指定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头设置。如果主设

置更改，则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箭头尺寸值将相应地更改。 

[曲面箭头] 

指定用于表面指示引线的箭头。 

注意：仅为允许使用表面指示引线的标准显示此选项。 

[尺寸] 

指定表面指示引线箭头的大小。 

注意：仅为允许使用表面指示引线的标准显示此选项。 

[远侧线型] 

指定指向隐藏曲面的表面指示线所用的线型。 

注意：仅为允许使用表面指示引线的标准显示此选项。 

[颜色] 

指定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默认引线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箭头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色设置。如果主

设置更改，则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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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高度] 

为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文字高度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颜色] 

为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

度对应的默认颜色。文字对象颜色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文字颜色设置。如果

主设置更改，则基准标识和形状识别符号的文字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绘图标准的默认值。 

9.13 配置基准目标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及正确更改）后，基准目标符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以自

定义这些设置来满足绘图要求。 

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 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框），以使用户

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在“基准目标设置”对话框中，默认情况下，文字和引线设置被设置为“按当

前绘图标准的名称”。如果修改主设置，基准目标符号将自动获取新设置。如果不希望基准目标符号沿用主设置，则可以替

代文字高度并选择特定的值。对于以圆形和矩形终止的基准目标符号，可以指定填充角度、填充间距和边界线类型。对于

以点终止的基准目标符号，可以指定终止点的尺寸并指定符号是否包括箭头。 

  

常用的操作步骤 

为基准目标符号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基准目标符号”。将显示“基准目标符号设置”

对话框。 

3.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4.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基准目标符号配置引线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基准目标符号”。将显示“基准目标符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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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 

3. 要更改箭头形状，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列表中选择箭头。 

4. 要更改箭头尺寸，请在“引线”区域的“箭头尺寸”列表中选择尺寸。 

5. 要更改引线颜色，请在“引线”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注意：要从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形状、箭头尺寸和引线颜色，请在相应列表中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

名称”的列表条目。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基准目标设置”对话框 

使用“基准目标设置”对话框可以根据当前标准配置基准目标符号的默认设置。 

 

[样式] 

[目标点尺寸] 

使用点终止设置用于基准目标的目标点尺寸。设置的值是指“X”与目标点的宽度的一半。 

[区域填充距离] 

为以矩形和圆终止的基准目标设置剖面线之间的距离。 

[填充角度] 

为以矩形和圆终止的基准目标设置填充角度。 

[边界线型] 

为以矩形和圆终止的基准目标指定要用于基准目标边界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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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线] 

[绘制用于点终止的箭头] 

指定是否绘制用于以点终止的基准目标的箭头。该设置不影响已存在于工程图中的基准目标符号。它只影响创建的新

符号。 

[箭头] 

指定基准目标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该箭头类型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箭头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形位公差符号的箭头类型设置会相应地更改。 

[尺寸] 

指定基准目标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头设置。如果主设

置更改，则基准目标符号的箭头尺寸值将相应地更改。 

[远侧线型] 

指定要用于基准目标符号引线（表明基准目标位于远侧）的线型。 

[颜色] 

指定基准目标符号的默认引线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箭头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色设置。如果主

设置更改，则基准目标符号的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文字] 

[高度] 

为基准目标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准目标符号的文字高度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颜色] 

为基准目标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

认颜色。文字对象颜色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准目标符号的文字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绘图标准的默认值。 

9.14 配置边界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及更改）后，边界符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些设

置来满足绘图要求。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 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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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框），以使用户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在“边界设置”对话框中，默认情况下，文字和引线设置被设

置为“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如果修改主设置，边界符号将自动获取新设置。但是，如果不希望焊接符号沿用主设置，

则可以替代文字高度并选择特定的值。 

  

“边界设置”对话框 

 

使用“边界设置”对话框可以根据当前绘图标准指定边界符号的默认设置。 

[多数符号] 

使用单一集合符号设置多数符号（表明所有边界共同的状态）的选项。 

[简化] 

将多数符号设置为其简化表示法。相应地，在括号中集合指示的右侧将仅显示基本符号。 

[完整列表] 

将多数符号设置为其完全表示法。相应地，如果边界符号存在于工程图中的其他位置，在括号中集合指示的右侧将完

全显示边界符号的状态。 

[引线] 

[箭头] 

指定边界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该箭头类型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箭头设置。

如果主设置发生更改，形位公差符号的箭头类型设置也将随之更改。 

[箭头尺寸] 

指定边界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头设置。如果主设

置发生更改，边界符号的箭头尺寸值也将随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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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指定边界符号的默认引线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箭头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色设置。如果

主设置发生更改，边界符号的颜色设置也将随之更改。 

[文字]  

[高度] 

指定边界符号的符号文字的默认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发生更改，边界符号的文字高度设置也将随之更改。 

[颜色] 

指定边界符号的符号文字的默认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默认颜

色。文字对象颜色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发生更改，边界符号的文字颜色设置也将随之更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绘图标准的默认值。 

9.15 配置锥度和斜度符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及正确更改）后，锥度和斜度符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以

自定义这些设置来满足绘图要求。 

  

“锥度和斜度设置”对话框 

使用“锥度和斜度设置”对话框可以根据激活标准配置锥度和斜度符号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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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的标注类型] 

定义默认情况下是将计算出的锥度/斜度表示为百分比还是比率。 

[格式] 

定义以何种格式表示比率。 

[分隔符] 

定义要在比率格式中使用的比率分隔符。可以使用字母和数字字符，包括空格。如果不指定分隔符，则 GMTAPERSYM 命

令将使用冒号 (:) 作为分隔符。 

[引线] 

[箭头] 

指定锥度和斜度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类型。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箭头类型，则该箭头类型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箭头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锥度和斜度符号的箭头类型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尺寸] 

指定锥度和斜度符号的默认引线箭头尺寸。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尺寸，则该箭头尺寸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箭头设置。如果主设

置更改，则锥度和斜度符号的箭头尺寸值将相应地更改。   

[颜色] 

指定锥度和斜度符号的默认引线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箭头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引线颜色设置。如果主

设置更改，则锥度和斜度符号的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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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指定符号文字的文字高度。当文字高度设置为“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时，将从当前绘图标准的主设

置中获取文字高度。如果主设置更改，则基于当前绘图标准的所有锥度/斜度符号的文字高度将自动更改。  

[颜色] 

为锥度和斜度符号的符号文字指定默认颜色。如果文字高度发生更改，则文字颜色将自动更改为与该文字高度对应的

默认颜色。文字对象颜色在“对象特性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文字颜色设置。如果

主设置更改，则锥度和斜度符号的文字颜色设置将相应地更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值恢复为绘图标准的默认值。 

9.16 配置零部件特性 

概要 

对 BOM 表、引出序号和明细表的所有配置操作的入口点均为“BOM 表设置”对话框。此对话框包含可用零部件特性的

列表。用户可以拖放特性，以使其显示在“零件参照”（针对非 Mechanical 结构零件/部件）和“特性”（针对 Mechanical 

结构零件/部件）对话框的明细表、引出序号及零部件特性区域中。这些特性将自动显示在 BOM 表中。如果需要，可以直

接向 BOM 表中添加特性。 

可以创建用户定义的零部件特性。我们建议使用预先定义的零部件特性 USER1 到 USER8，并对它们进行自定义。如果

将 浩辰 CAD 机械 一起使用，则预先定义的零部件特性具有比用户定义的零部件特性更多的内置支持。用户可以自定义零

部件特性以包含特定的数据类型。对于数值数据，用户可以设置精度，并指定是否在 BOM 表和明细表中合计该特性。可以

自定义特性的标题，该标题将在 BOM 表和明细表中显示为列标题。还可以将零部件特性自定义为：包含公式，以便在向工

程图中添加对象时使用上下文相关的信息自动填充特性。如果需要，可以锁定特性，以确保公式不被替代。从可自定义的

下拉列表中填充。 

我们建议先配置零部件特性，然后再开始绘图。如果在创建 BOM 表后添加零部件特性，则此 BOM 表中可能会包含不

一致的数据。 

  

常用的操作步骤 

配置可见的零部件特性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零部件特性”。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选择对应于要使特性在其中可见的图元的选项卡： 

4. 要使特性在明细表中可见，请单击“明细表”选项卡。 

5. 要使特性在“零件参照”或“零部件特性”对话框中可见，请单击“零部件特性/零件参照”选项卡。 

6. 要使特性仅在 BOM 表中可见，请单击“BOM 表”选项卡。 

7. 注意：将零部件特性添加到“明细表”或“零部件特性/零件参照”选项卡中时，程序会自动将其添加到“BOM 

表”选项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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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单击要使其可见的零部件特性的行表头，然后单击“添加到”。程序会将

零部件特性添加到此选项卡中列表的底部。 

注意：如果列表中已经存在选定的零部件特性，则“添加到”按钮不可用。 

9. 使用“上移”或“下移”按钮可放置特性。 

10. 单击“确定”。 

创建用户定义的零部件特性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零部件特性”。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选择“新建”。程序将插入点放置在“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最后一行的第一列。 

4. 逐列向新行中添加数据。程序会将新特性添加到“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和“BOM 表”选项卡中。 

5. 使用“上移”或“下移”按钮可放置特性。 

6. 单击“确定”。 

设置零部件特性的数据类型和格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零部件特性”。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在对应于要更改的零部件特性的行中，从“数据类型”列的下拉列表中

选择数据类型。 

4. 在“精度”列，单击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精度。 

5. 在“首字加零”列，单击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首字加零数目。 

6. 注意：步骤 5 和 6 仅适用于数值数据类型。 

7. 单击“确定”。 

将零部件特性设置为可自动合计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零部件特性”。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在对应于要合计的零部件特性的行中，选中“合计”列中的复选框。 

4. 单击“确定”。 

  

“BOM 表设置”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配置零部件特性，并设置 BOM 表的明细表、引出序号和数据捕获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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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显示控制明细表默认设置的标准的名称和版本。 

[可用的零部件特性] 

包含可以用作 BOM 表和明细表的列的零部件特性列表。要使某个特性在 BOM 表、明细表或“零件参照”对话框及“特性”

对话框中的“零部件特性”区域中可见，请将该特性从此列表拖放至相应选项卡的特性列表中。 

[特性] 

定义零部件特性的名称。该名称唯一识别零部件特性。在公式中使用该名称参照 BOM 表列。 

[名称] 

定义当该特性用作 BOM 表或明细表的列时为其显示的列标题。 

[数据类型] 

指定特性的数据类型。 

文本数据类型可以使用所有字母数字字符，而数字数据类型仅可以使用数字字符 0～9。如果需要存储诸如 4 1/2" 的

值，则必须将数据类型设置为“文本”。 

[值] 

指定特性的默认值。在单元中单击时，可以直接输入创建公式或预定义列表。 

[精度] 

指定舍入特性的数字数据时，要保留的小数位数。精度以 0.000 的形式定义，其中小数点之后零 (0) 的个数表示要

使用的小数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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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加零] 

指定显示该特性的数字数据时使用的首字加零 (0) 的数量。首字加零以 00.0 的形式定义，其中小数点之前零 (0) 的

个数表示小数点之前必须存在的最小的数字位数。 

[锁定] 

防止在 BOM 表、明细表、“零件参照”和“特性”对话框中对零部件特性数据进行编辑。 

[合计] 

控制是否应合计零部件特性，并在“BOM 表”和“明细表”对话框的结果栏中显示该特性。 

[新建] 

显示“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的最后一行，以使用户可以添加新行，从而创建用户定义的零部件特性。 

提示：最好使用预先定义的零部件特性 User1 到 User8（可通过“更多”按钮访问），因为它们受到系统更好地支持。

例如，创建自定义明细表时，为了能够使文字正确地配合列，用户必须使用特性 ID。由于预先用于用户定义的列的特

性 ID 并不是已知的，因此无法受到支持。但是，用于预定义列的特性 ID 是已知的。 

[删除] 

删除“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定的行。如果特性为用户定义的特性，则将删除该特性。如果不是用户定义的特

性，则会将特性添加到其他预定义零部件特性的列表中。其他零部件特性将显示在“更多零部件特性”对话框（单击

“更多”按钮时将显示该对话框）中。只有选择整行时，“删除”按钮才可用。 

[更多] 

打开其他预定义零部件特性列表，以添加到“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 

[添加到] 

将“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择的行添加到“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下方当前选定的选项卡中的特性列表中。

如果未选择整行或当前选项卡为“引出序号”选项卡，则该按钮不可用。 

[“零部件特性”选项卡] 

[“零部件特性”列表] 

显示在“零件参照”对话框和“特性”对话框中可见的零部件特性。 

[特性] 

定义零部件特性的名称。 

[显示提示] 

定义为“零件参照”对话框和“特性”对话框中该特性显示的提示。例如，用户可以设置名称特性的标题，以输入零

部件的名称。 

[上移]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定的一行或多行上移一个位置。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下移]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定的一行或多行下移一个位置。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删除] 

从“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删除选定的一行或多行。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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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与“BOM 表”选项卡中的零部件特性列表同步。这样，在“BOM 表”中可见的所有零部件特性

在“零件参照”对话框和“特性”对话框中同样可见。 

注意：同步不添加 QTY 和 ITEM。 

[“BOM 表”选项卡] 

[“零部件特性”列表] 

显示在“BOM 表”对话框中可见的零部件特性。 

[特性] 

定义零部件特性的名称。 

[标题对齐方式] 

定义“BOM 表”对话框中列标题的对齐方式。 

[值对齐方式] 

定义“BOM 表”对话框中数据行的对齐方式。 

[上移]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定的一行或多行上移一个位置。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下移]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定的一行或多行下移一个位置。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删除] 

从“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删除选定的一行或多行。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明细表”选项卡] 

[“零部件特性”列表] 

默认情况下，显示在“明细表”中可见的零部件特性。 

[特性] 

定义零部件特性的名称。 

[标题对齐方式] 

定义明细表中列标题的对齐方式。 

[值对齐方式] 

定义明细表中数据行的对齐方式。 

[宽度] 

定义明细表中特性的列宽度。 

[上移]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定的一行或多行上移一个位置。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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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中选定的一行或多行下移一个位置。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删除] 

从“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删除选定的一行或多行。只有选择整行时，该按钮才可用。 

[同步] 

将“零部件特性”列表与“BOM 表”选项卡中的零部件特性列表同步。这样，在“BOM 表”中可见的所有零部件特性

在明细表中同样可见。 

[默认样式] 

[标准] 

将明细表样式切换为基于标准的明细表。 

显示对话框，使您可以自定义适用于基于标准的明细表的设置。 

[自定义] 

将明细表样式切换为自定义明细表。此列表显示了可用作自定义明细表的所有块。如果要使用的块位于外部工程图中，

请选择“浏览”（列表中最后一个条目）。 

[“引出序号”选项卡] 

[类别] 

显示可在引出序号文字表达式中使用的不同类别的参照或函数。该选项不可用于自定义引出序号（因为用于引出序号

文字的表达式是在用于自定义引出序号的块中定义的）。 

[选择] 

显示属于所选类别的参照列表或函数列表（视具体情况而定）。 

[添加] 

将“选择”列表中选定的参照插入“表达式”框。该参照将在“表达式”框中的插入点处插入。如果没有明确的插入

点，该参照将附加到任何现有表达式的末端。 

[表达式] 

定义用于引出序号文字的公式。 

[默认样式] 

[标准] 

将引出序号的外观切换为由绘图标准定义的外观。 

显示对话框，从中可以自定义适用于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的设置。 

[自定义] 

将引出序号的外观切换为通过块定义的自定义样式。如果要使用的块位于外部工程图中，请选择“浏览”（列表中的最

后一项）。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当前绘图标准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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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配置 BOM 表 

概要 

配置 BOM 表是配置明细表和引出序号的基础。为 BOM 表配置以下选项： 

 配置在 BOM 表中可见的零部件特性。 

向明细表或零件参照中添加零部件特性时，此特性会自动添加到 BOM 表中。可以将明细表不常使用的零部件特性

直接添加到 BOM 表中。例如，用户可以添加零部件特性，以供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工具进行随后的使用。 

从 BOM 表中删除零部件特性时，该特性也将从明细表或零件参照中消失。 

 更改零部件特性在 BOM 表中的显示顺序。 

零部件特性在“BOM 表设置”对话框中的显示顺序与它们在 BOM 表（作为 BOM 表列）中的显示顺序相同。使用

“BOM 表设置”对话框中“BOM 表”选项卡上的“上移”和“下移”按钮可以更改此顺序。 

  

常用的操作步骤 

向 BOM 表中添加零部件特性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BOM 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单击要添加到 BOM 表的零部件特性的行表头。程序将选择整个行。 

4. 单击“添加到”。程序会将零部件特性添加到“BOM 表”选项卡中列表的底部。 

注意：如列表中已经存在选定的零部件特性，则“添加到”按钮不可用。 

5. 使用“上移”或“下移”按钮可放置特性。 

6. 单击“确定”。 

从 BOM 表中删除零部件特性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BOM 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BOM 表”选项卡中，单击要删除的零部件特性的行表头。程序将选择整个行。 

4. 单击“删除”。 

5. 单击“确定”。 

更改零部件特性在 BOM 表中显示顺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BOM 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BOM 表”选项卡中，移动行以获得所需的顺序。 

4. 移动行的步骤 

 单击要移动的行的行表头。程序将选择整个行。 

 相应地单击“上移”或“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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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 

9.18 配置明细表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后，明细表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些设置来满足绘

图要求。配置明细表包括以下方面： 

 指定将在明细表中显示的列。 

在明细表中，每一列都对应一个零部件特性，因此每一列的行为方式都符合零部件特性的设置。例如，对于相

应的明细表列，在零部件特性中设置的标题、数据类型和精度相同。 

注意：向明细表中添加零部件特性时，该特性会自动添加到 BOM 表中。 

 格式化明细表列。 

向明细表中添加列后，可以设置每一列的宽度。也可以指定列表头及数据行的对齐方式。 

零部件特性在“BOM 表设置”对话框的“明细表”选项卡中的显示顺序与列在明细表中的显示顺序相同。可以

使用“上移”和“下移”按钮更改列的显示顺序。 

 设置明细表的布局。 

用户可以设置明细表标题和列标题的可见性。可以指定它们是显示在明细表的顶部还是底部。可以分别设置标

题行和数据行的行和列边距。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夹点框，从而在绘图区域中启用夹点编辑。 

 配置明细表文字选项。 

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框），以

使用户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当明细表的文字大小为“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时，将自

动获取基准高度主设置。如果修改主设置，明细表的文字大小将自动更新。如果不希望明细表的文字大小沿用

主设置，则可以将设置替代为特定的值。 

还可以配置文字在明细表列中的显示方式。用户可以使文字符合列宽度，还可以使文字换行至下一行或使其延

伸到下一列。 

 指定表头行的位置。 

系统可允许用户配置明细表插入点的显示位置。如果插入点位于左上方或右上方，则表头行将位于明细表顶部。

如果插入点位于左下方或右下方，则表头行将位于底部。 

 启用列分割。 

列分割是指当数据行数超出可配置的阈值时，明细表列换行的能力。下图显示了一个具有 18 行数据行的明细

表和一个具有 36 行数据行的明细表。如果行数超出阈值 20，则将进行列分割。插入点显示为一个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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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定义列必须分割成的区域数，而不必指定阈值。在这种情况下，将以定义的区域数平均分割数据行。 

我们建议先配置明细表，然后再开始绘图。明细表将遵循用户设置的选项。如果用户在创建明细表之后更改明细表配

置设置，则只有文字高度设置会应用到这些明细表，而其他设置均不会应用到现有明细表中。 

  

常用的操作步骤 

指定在明细表中要显示的列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向明细表添加列的步骤 

 在“可用的零部件特性”列表中，单击要作为明细表列添加的零部件特性的行表头。程序将选择整个

行。 

 单击“添加到”。程序会将零部件特性添加到“明细表”选项卡中列表的底部。 

注意：如果列表中已经存在选定的零部件特性，则“添加到”按钮不可用。 

 使用“上移”或“下移”按钮可放置特性。 

4. 删除明细表列的步骤 

 在“明细表”选项卡中，单击要删除的零部件特性的行表头。 

 单击“删除”。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指定在明细表中要显示的列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明细表”选项卡中，使用“上移”或“下移”按钮可放置特性。 

4.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格式化明细表列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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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要设置列宽，请在“明细表”选项卡中的“宽度”列内输入宽度。 

4. 要设置表头行标题对齐方式，请单击“标题对齐方式”列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对齐方式。 

5. 要设置数据行对齐方式，请单击“值对齐方式”列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对齐方式。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明细表设置表格布局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明细表”选项卡中，单击 。 

4. 要在表格的顶部插入列表头和标题，请在“附着点”列表中，选择“左上”或“右上”。要在表格的底部插

入表头和标题，请选择“右下”或“左下”。 

5. 要为每个明细表列插入表头，请在“布局”区域选中“插入表头”复选框。用户可以在插入明细表时替代

此设置。 

6. 要为明细表插入标题行，请在“布局”区域选中“插入标题”复选框。用户可以在插入明细表时替代此设

置。 

7. 要包括夹点框以显示明细表的范围，请在“布局”区域选中“显示夹点框”复选框。 

8. 要在表头行和正文行之间设置间距，请在“内部页边距”区域中设置表头上页边距或下页边距。 

9. 要在正文行之间设置间距，请在“内部页边距”区域根据需要设置数据上页边距和/或下页边距。 

10.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注意：对明细表表格布局的更改不会影响工程图中已经存在的明细表。 

为明细表配置文字设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明细表”选项卡中，单击 。 

4. 要更改明细表列标题的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表头”行下面，从“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获取基准高度设置，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5. 要更改数据行的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数据”行下面，从“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6. 要更改明细表列标题的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表头”行下面，从“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7. 要更改数据行的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数据”行下面，从“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8. 指定文字与列相适应的方式的步骤 

 要调整文字的大小以适合列宽度，请在“文字”区域相应的“控制”列表中，选择“配合”。 

 要对文字换行以使其成为多行，请在“文字”区域相应的“控制”列表中，选择“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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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指定表头行位置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明细表”选项卡中，单击 。 

4. 要在表格的顶部插入列表头和标题，请在“装入点”列表中选择“左上”或“右上”。 

5. 要在表格的底部插入表头和标题，请选择“右下”或“左下”。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注意：对表头行位置的更改不会影响工程图中已经存在的明细表。 

在明细表上启用列分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明细表”选项卡中，单击 。 

4. 选中“启用列分割”复选框。 

5. 要基于数据行数目分割列，请选择“行数”选项并输入要分割的行数。 

6. 要通过在多个剖面之间平均分配数据行来分割列，请选择“剖面数”选项并输入要分割的剖面数。 

7.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注意：对表头行位置的更改不会影响工程图中已经存在的明细表。 

将自定义明细表设置为默认明细表样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明细表”。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明细表”选项卡中的“默认样式”区域，选择“自定义”。“自定义”旁边的下拉列表将可用。 

4.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自定义明细表规划的名称。要从外部文件使用自定义明细表规划，请选择“浏览”并

打开外部文件。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明细表设置”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自定义明细表的默认设置。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305 

 

 

[修订] 

显示控制明细表默认设置的标准的名称和版本。 

[插入] 

[插入点] 

指定明细表基点的位置。此设置也可以控制明细表的标题的显示位置。如果插入点位于底部，则表头和标题将显示在

明细表底部，而零件将自下而上列出。同样地，如果插入点位于顶部，则表头和标题将显示在明细表顶部，而零件将

自上而下列出。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选项，则插入点会链接到当前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列出装入点”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插入点将自动更改。 

[文字]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306 

 

控制明细表表头和正文行的默认文字设置。 

[表头] 

[样式] 

定义用于表头行的文字样式。 

[控制] 

定义在文字长度超出列宽度时使文字配合列的方式。“配合”选项将压缩文字以使其保持在一行中。“换行”选项将文

字换到下一行。“无”选项将使文字转向下一列。 

[高度] 

定义用于表头行的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表头文字尺寸将相应地更改。 

[颜色] 

定义用于表头行的文字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表头行的文字颜色将相应地更改。 

[数据] 

[样式] 

定义用于数据行的文字样式。 

[控制] 

定义在文字长度超出列宽度时使文字配合列的方式。“配合”选项将压缩文字以使其保持在一行中。“换行”选项将文

字换到下一行。“无”选项将使文字转向下一列。 

[高度] 

定义用于数据行的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文字高度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度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数据行文字尺寸将相应地更改。 

[颜色] 

定义用于数据行的文字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该文字颜色会链接到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文字颜色设置。

如果主设置更改，则数据行的文字颜色将相应地更改。 

[间距] 

定义两个数据行之间的间隙。 

内部页边距 

[表头] 

设置表头行中空白字符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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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距] 

设置从行顶部到文字顶部的距离。 

[下边距] 

设置从行底部到文字底部的距离。 

[左边距] 

设置从列的左边界到左对齐文字的左边界的距离。 

[右边距] 

设置从列的右边界到右对齐文字的右边界的距离。 

[数据] 

设置数据行中空白字符的数量。 

[上边距] 

设置从行顶部到文字顶部的距离。 

[下边距] 

设置从行底部到文字底部的距离。 

[左边距] 

设置从列的左边界到左对齐文字的左边界的距离。 

[右边距] 

设置从列的右边界到右对齐文字的右边界的距离。 

[布局] 

[插入表头] 

控制是否在明细表中显示表头行。表头行将显示明细表列的列表头。 

[插入标题] 

控制明细表是否带有标题栏。标题栏将显示明细表的名称。 

[显示夹点框] 

控制是否显示明细表的夹点框。夹点框是显示明细表实际范围的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大于明细表的可见范围。 

[粗体样式] 

将标题行、表头行和汇总行上的线样式设置为粗体。 

[过滤空行] 

控制主体块（属于自定义明细表）在不包含数据时是否应隐藏。只有将明细表样式设置为自定义明细表时，该选项才

可用。 

[列分割] 

包含用于配置是否执行列分割以及如何执行（如果是）的选项。列分割是指随着数据行数量的增多，整个明细表换行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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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列分割] 

启用列分割。 

[折返标题栏] 

如下图所示，使明细表在标题栏周围换行。必须在插入明细表之前指定标题栏。 

 

[左换行] 

如下所示，使明细表向左换行。 

 

[右换行] 

如下所示，使明细表向右换行。 

 

[行数] 

当行数超出在相邻的框中指定的数目后执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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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数] 

将明细表分割成指定数目的部分并平均分配条目。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当前绘图标准的默认设置。 

9.19 配置引出序号 

概要 

选择绘图标准后，引出序号的默认设置将更改，以与该绘图标准相匹配。如果需要，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些设置来满足

绘图要求。可以执行以下配置操作： 

 选择默认引出序号类型。 

对于任何选定的绘图标准，系统支持多个符合该标准的引出序号类型。系统将自动选择一个引出序号类型作为默

认的引出序号类型。用户可以更改默认的引出序号类型。 

 设置引出序号尺寸。 

浩辰 CAD 机械 支持用户为引出序号选择尺寸系数。引出序号尺寸由引出序号文字高度乘以尺寸系数计算得出。 

 配置引出序号文字和引线。 

由于文字和引线是用于注释的最常用对象，因此，浩辰 CAD机械 提供了单一配置点（“标准设置”对话框），以使

用户可以指定其默认特性，这些设置是主设置。在“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中，默认情况下，文字和引线设置被

设置为“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如果修改主设置，引出序号将自动更新。如果不希望引出序号沿用主设置，则

可以选择特定的设置。 

 配置引出序号中的显示内容。 

虽然引出序号中通常会显示序号，但是也可以在引出序号中显示任何零部件特性的值（包括复杂公式的结果）。 

 配置程序间隔引出序号的方式。 

选择引出序号之间的垂直和水平距离。系统将在对齐引出序号时使用此设置。 

在绘图过程中，可以替代在配置时设置的大多数设置。如果在绘图过程中更改引出序号的设置，则更改将会应用于除

已替代该设置的引出序号（程序将保留替代）外的所有引出序号。 

  

常用的操作步骤 

选择默认引出序号类型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引出序号”。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默认样式”区域，单击  。将显示“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 

4. 在“引出序号”列表中，选择引出序号类型。 

注意：如果相应的引出序号类型不可见，请使用滚动条显示它以便查看。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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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引出序号尺寸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引出序号”。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默认样式”区域，单击 。将显示“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 

4. 在“引出序号尺寸系数”框中，指定引出序号必须比引出序号文字大的数值。 

注意：引出序号尺寸由引出序号文字高度乘尺寸系数确定。 

5.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引出序号配置引线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引出序号”。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默认样式”区域，单击 。将显示“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 

4. 在“箭头”列表中，选择箭头。 

5. 在“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注意：若要从主设置中获取箭头形状和引线颜色，请选择标有“按 NameOfCurrentDraftingStandard”的

列表条目。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为引出序号配置文字高度和颜色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引出序号”。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默认样式”区域，单击 。将显示“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 

4. 要更改文字高度，请在“文字”区域的“高度”列表中选择文字高度。 

注意：要从主文字设置中自动获取文字高度，请选择标有“按当前绘图标准的名称”的文字高度。 

5. 要更改文字颜色，请在“文字”区域的“颜色”列表中选择颜色。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配置引出序号分布方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引出序号”。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默认样式”区域，单击 。将显示“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 

4. 在“水平间距”框中，指定引出序号自动对齐时要保持的水平距离。 

5. 在“垂直间距”框中，指定引出序号自动对齐时要保持的垂直距离。 

6.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将自定义引出序号设置为默认引出序号样式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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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GMOPTIONS。 

2. “IM:标准总览”对话框，在“标准元素”列表中，双击“引出序号”。将显示“BOM 表设置”对话框。 

3. 在“引出序号”选项卡中的“默认样式”区域，选择“自定义”。“自定义”旁边的下拉列表将可用。 

4. 如果要用作自定义引出序号的块位于当前工程图中，则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块名称。 

5. 如果块位于其他文件中，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浏览”。 

2) 打开包含块的文件。块的名称将显示在下拉列表中。 

3)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块的名称。 

6. 在“默认样式”区域中，单击 。将显示“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 

7. 在“引线连接”区域中，选择引线连接的位置。 

8. 连续单击“确定”直到关闭所有对话框。 

  

“引出序号设置”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配置引出序号的默认设置。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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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控制引出序号默认设置的标准的名称和版本。 

[引出序号] 

提供用于设置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外观的选项。如果已将引出序号样式设置为自定义引出序号，则这些选项不可用。 

[引出序号类型] 

显示预先定义的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的选项板。当前选择内容将被加上方框。单击引出序号可将其设置为默认值。 

[引出序号尺寸系数] 

指定引出序号比引出序号文字增大的倍数。 

[水平距离] 

设置自动对齐引出序号时必须保持的水平距离（两个相邻引出序号的中心之间的距离）。 

[垂直距离] 

设置自动对齐引出序号时必须保持的垂直距离（两个相邻引出序号的中心之间的距离）。 

[箭头] 

设置用于引线终止的箭头。将显示包含符合标准的箭头的选项板，以帮助用户选择所需的箭头。 

[插入箭头] 

设置用于不在对象线或零件参照图标 ( ) 上终止的引线的箭头。将显示包含符合标准的箭头的选项板，以帮助用户

选择所需的箭头。 

[固定引出序号位置] 

在放置引出序号的位置锁定引出序号，以便在装入它们的对象移动时不会随之移动。 

[文字] 

提供用于设置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的文字高度和颜色的选项。如果将引出序号类型样式设置为自定义引出序号，则这些选

项不可用。 

[高度] 

设置引出序号文字的默认文字高度。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文字高度，则该引出序号文字高度将会基于绘图标准主设置的基准高

度设置。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引出序号文字高度将始终比基准高度设置大一号。如果主设置发生更改，引出序号的文

字高度设置也将随之更改 

[颜色] 

设置引出序号文字的默认颜色。 

注意：如果选择标签为“按 NameOfStandard”的颜色，则引出序号文字颜色会链接到与“按 NameOfStandard”文字

高度对应的颜色。 

[引线连接] 

定义引线连接到自定义引出序号的位置。如果当前引出序号样式为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则该选项不可用。 

[恢复默认值]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当前绘图标准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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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自定义图纸边框 

概要 

通过自定义图纸边框定制符合企业标准的图纸边框格式，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图纸便捷性，使图纸标准化。 

  

自定义图形边框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OPEN。 

2. 选择包含最接近用户需要的图形边框的文件。 

注意：程序将在包含标题边框文件的文件夹的“Format”子文件夹中存储图形边框。 

3. 以其他名称保存该文件。 

4. 可对边框进行更改（更改颜色、添加对象等）。 

注意：如果必要，可以添加属性。当插入边框（通过 GMTITLE 命令）时，程序将提示用户指定属性。 

5. 保存并关闭 DWG 文件。 

6. 在要添加新边框的文件中，将此文件添加到可用图形边框的列表中。 

注意：GMTITLE 使用关键字定义标题栏和有效的空闲图形表面的插入点。要计算这些点，GMTITLE 将在

插入的边框内搜索文字 !GENTITLE-INSERT 或属性 INSERT（这些文字和属性定义了标题栏的插入点）。因此，创建新的图

形边框时，有必要使用 MTEXT 命令在边框中输入 !GENTITLE-INS。 

9.21 自定义标题栏 

概要 

通过自定义标题栏定制符合企业标准的标题栏样式，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图纸便捷性，使图纸标准化。 

  

自定义标题栏的步骤 

1.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OPEN。 

2. 选择包含最接近所需标题栏的文件。 

注意：程序将在包含标题边框文件的文件夹的“Title”子文件夹中存储标题栏（路径为 X:\Gstarsoft\浩辰 CAD

机械 2015\Dwg\Title）。 

3. 以其他名称将文件保存在同一文件夹中。 

4. 从“视图”菜单中，选择“缩放”“全部缩放”。将显示标题栏。静态文字（标题栏标题，例如文字“文件名”）

和变量文字（标题栏条目，例如文件名）显示为标记。 

ISO 标题栏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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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题栏标题以红色显示，而标题栏数据（作为属性实现）以蓝色显示 

6. 要编辑静态文字，请双击该静态文字，然后键入新标题。 

注意：尽管默认标题栏标题作为标记（例如 Igenmsg “gentitis60{22.7}）实现，但在插入自己的标题时不需

要将其作为标记插入。键入要显示的文字。 

自定义标题栏的图解： 

 

标题栏标题以红色显示，而标题栏数据（作为属性实现）以蓝色显示 

7. 编辑变量文字的步骤 

1) 双击变量文字。将显示“编辑属性”对话框。 

2) 在“标记”框中，键入标题栏属性的名称，使该名称以一对花括号结尾。 

3) 在花括号之间键入变量文字的宽度和高度的比率。例如，如果文字高度为 5 个单位，可用宽度为 100 个

单位，则应在花括号之间输入 20。 

4) 在提示框中，为此变量文字键入标题。 

注意：尽管默认标题栏标题作为标记（例如 Igenmsg “gentitis60{22.7}）实现，但无需将自定义标题作

为标记插入。键入要显示的文字。 

5) 在默认框中，键入该变量文字的默认值。 

6) 单击“确定” 

8. 使用 MOVE 和 ERASE 命令根据需要重新组织条目。 

9. 保存并关闭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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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要添加标题栏的文件中， 将此文件添加到可用标题栏的列表中。 

9.22 自定义明细表 

概要 

通过使用块创建自定义明细表可以自定义明细表的形状。 

自定义明细表至少需要两个块：一个块用于明细表表头行，另一个块用于正文行。如果需要，可以将多个块用于正文

行。表头块和正文块必须具有相同的名称，并以不同数字结尾以区分二者。 

表头块通常包含其中具有表头文字或属性的框架。表头块的名称以数字 0 结尾。例如，MYPLIST0 是有效的表头块名

称。 

正文块成为一个明细表行的模板。第一个正文块的名称必须以数字 1 结尾，第二个正文块的名称必须以数字 2 结尾，

依次类推。例如，MYPLIST1、MYPLIST2 是表头块 MYPLIST0 的有效正文块名称。 

正文块通常包含行的框架以及指示正文块将显示的零部件特性的属性。需将属性的标记名称设置为要显示的特性的名

称。例如，如果正文块显示零部件特性“Material”，则属性标记将被命名为 MATERIAL。 

将零部件特性名称用作属性标记的一个限制是，在为文字所保留的空间内没有配合文字的机制。例如，如果使用 

DESCRIPTION 作为标记名称，并为其保留的列宽为 35，则当明细表中某一条目的描述超过 35 时，则描述将延伸到下一列。

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内部表示方式。 

内部表示方式采用 #GENST{#} 格式，其中 #GENST 为零部件特性 ID，{#} 为表示文字适合的数字。例如，DESCRIPTION 

的零部件特性 ID 为 5GENST（有关完整列表，请参见主题“零部件特性 ID 参照”）。如果描述的可用空间为 35，并且文

字高度为 3.5，则用文字高度 (3.5) 除可用空间 (35)，并在波形括号内输入所得值 (10)，然后将其附加到零部件特性 ID 

上（在此例中为 5GENST{10}）。如果某一条目的描述宽度超过 35，则将压缩文字以适合可用空间。 

用户可以在当前工程图或外部工程图中创建表头块和正文块。如果使用外部工程图，工程图的名称必须与块名相同。

例如，包含明细表块 MYPLIST0、MYPLIST1 和 MYPLIST2 的文件必须保存为“myplist.dwg”。 

创建自定义明细表的块后，用户可以配置系统以将自定义明细表用作默认明细表样式。也可以设置表头行是显示在明

细表的顶部还是底部，并设置列分割。 

此外，系统可允许用户将标准样式明细表与自定义样式明细表保存在同一个工程图中。用户可以在创建明细表时选择

明细表样式。 

  

为自定义明细表创建块的步骤 

1. 为表头行创建一个块。创建块的步骤： 

1) 在绘图区域中，创建表头行的边框和表头文字。 

2) 使用 BLOCK 命令将几何图形和文字转换为块。 

注意：块名必须以数字 0 结尾。 

2. 为明细表数据行创建块。创建块的步骤： 

1) 在绘图区域中，创建明细表行样式的几何图形。 

2) 使用 ATTDEF 命令添加属性以显示行数据。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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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属性放置在要显示零部件的位置。 

 属性的标记必须是零部件特性名称或零部件特性 ID（关于零部件的完整列表，请参见主题“零部件特性 ID 

参照”）。 

3. 使用 BLOCK 命令将几何图形和属性转换为块。 

注意： 

 正文块和表头块必须具有相同的名称，而且必须以除 0 之外的数字结尾。 

 第一个正文块的名称必须以数字 1 结尾，第二个正文块必须以数字 2 结尾，依次类推。 

4. 在绘图区域中，移动块以获得所需的数据行外观。 

 

9.23 自定义引出序号 

概要 

浩辰 CAD 机械 使用户可以使用块和属性设置自定义形状的引出序号。 

   

要创建自定义形状的引出序号，用户必须先创建自定义形状，然后在要显示引出序号文字的位置必须插入属性。 

要创建自定义形状的引出序号，用户需要先创建引出序号几何图形（自定义形状），然后在要显示引出序号文字的位置

必须放置属性。属性的标记名称必须与要在引出序号上显示的零部件特性的名称相同。如果需要，可以插入多个属性。最

后，用户必须创建块并向该块添加自定义形状的引出序号几何图形。 

用户可以在当前工程图或外部工程图中为自定义引出序号创建块。可以将自定义引出序号设置为默认的引出序号样式。 

用户在同一工程图中可同时具有基于标准的引出序号和自定义引出序号。在“BOM 表设置”对话框中，可以将默认的

引出序号样式设置为要对多数引出序号使用的样式。创建引出序号后，可以编辑这些引出序号并将引出序号样式更改为基

于标准的引出序号或自定义引出序号。 

  

为自定义引出序号创建块的步骤 

1. 为自定义引出序号创建几何图形。 

2. 单击“常用”选项卡 >> “块”面板下拉列表 >> “定义属性”。 

3. 将属性放置在要显示引出序号文字的位置。属性的标记必须与希望引出序号显示的零部件特性相同。 

4. 使用 BLOCK 命令将几何图形和属性转换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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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浩辰 CAD 机械命令参照表 

 

功能名称 命令名 功能说明 

紧固件(ISO) 
(COMMAND "GM_SPART_OUTN" 

"ISO 紧固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紧固件 ISO 部分图库。 

变压器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变压器.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变压器部分图库。 

操作件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操作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操作件部分图库。 

常用资料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常用资料.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常用资料部分图库。 

传动综合 
(COMMAND "GM_SPART_OUTN" "

传动综合.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传动综合部分图库。 

弹簧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弹簧.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弹簧部分图库。 

弹簧及五金件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弹簧及五金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弹簧及五金件部分图库。 

挡圈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挡圈.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挡圈部分图库。 

电机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电机.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电机部分图库。 

垫圈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垫圈.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垫圈部分图库。 

法兰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法兰.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法兰部分图库。 

封头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封头.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封头部分图库。 

管接头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管接头.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管接头部分图库。 

滚珠丝杠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滚珠丝杠.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滚珠丝杠部分图库 

焊接坡口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焊接坡口.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焊接坡口部分图库 

化工机械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化工机械.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化工机械部分图库。 

机床刀具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机床刀具.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机床刀具部分图库 

机床夹具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机床夹具.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机床夹具部分图库 

机床综合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机床综合部分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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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综合.INI") 

机械传动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机械传动.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机械传动部分图库。 

基础图形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基础图形.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基础图形部分图库。 

减速机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减速机.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减速机部分图库。 

键与键槽 
(COMMAND "GM_SPART_OUTN" "

键与键槽.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键与键槽部分图库。 

结构图素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结构图素.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结构图素部分图库。 

紧固件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紧固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紧固件部分图库。 

联轴器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联轴器.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联轴器部分图库。 

螺钉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螺钉.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螺钉部分图库。 

螺母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螺母.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螺母部分图库。 

螺栓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螺栓.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螺栓部分图库。 

螺纹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螺纹.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螺纹部分图库。 

螺柱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螺柱.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螺柱部分图库。 

铆钉 
(COMMAND "GM_SPART_OUTN" "

铆钉.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铆钉部分图库。 

密封件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密封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密封件部分图库。 

密封与润滑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密封与润滑.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密封与润滑部分图库。 

模具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模具.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模具部分图库。 

起重件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起重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起重件部分图库。 

气缸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气缸.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气缸部分图库。 

润滑件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润滑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润滑件部分图库。 

砂轮越程槽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砂轮越程槽.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砂轮越程槽部分图库。 

手孔和人孔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手孔和人孔部分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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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孔和人孔.INI") 

输送件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输送件.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输送件部分图库。 

数控机床工具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数控机床工具.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数控机床工具部分图库。 

丝锥 
(COMMAND "GM_SPART_OUTN" "

丝锥.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丝锥部分图库。 

筒体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筒体.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筒体部分图库。 

线性滑轨 
(COMMAND "GM_SPART_OUTN" "

线性滑轨.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线性滑轨部分图库。 

销 
(COMMAND "GM_SPART_OUTN" "

销.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销部分图库。 

型材 
(COMMAND "GM_SPART_OUTN" "

型材.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型材部分图库。 

液压缸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液压缸.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液压缸部分图库。 

支座 
(COMMAND "GM_SPART_OUTN" "

支座.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支座部分图库。 

轴承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轴承.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轴承部分图库。 

轴承盖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轴承盖.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轴承盖部分图库。 

轴承及联接 
(COMMAND "GM_SPART_OUTN" "

轴承及联接.INI")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中轴承及联接部分图库。 

所有零件 
(COMMAND 

"GMSPARTBUILDER.INI") 
将用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绘制的零件进行输出。 

参数化图库 GM_PARA_OUT 参数化出库。 

系列化零件出库 GM_SPART_OUT 将用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绘制的零件进行输出。 

关于 GMABOUT 显示关于本产品的信息。 

加一刷 GMADD1MATCHPROP 刷文本末尾或者头部数值+1。 

角度线 GMANGLELINE 绘制与指定直线成一定角度的直线段 

计算面积 GMAREA 

计算任意封闭区域的面积和周长，并且可以实现几个区域面积或周长的累

加，减，提供常用的工程材料选择，这样可以快速计算出周长、面积、等

截面体的质量等。 

孔阵 GMARRAYHOLE 绘制各种分布形式的孔系或任意选择集。 

箭头 GMARROW 绘制箭头。 

自动创建构造线 GMAUTOCLINES 在构造线或构造圆上追踪轮廓。 

多重标注 GMAUTODIM 创建从选定点到选定对象的轮廓上的所有顶点的多个标注。 

引出序号 GMBALLOON 创建引出序号并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 

重编引出序号 GMBALLOON 对绘图区域中存在的引出序号重新编号。 

合并引出序号 GMBALLOON 在单引线上创建引出序号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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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角)分线 GMBISECTOR 绘制相交两直线角度平分线或平行两直线的平行平分线。 

BOM 表数据库 GMBOM 创建、编辑或删除 BOM 表。 

提取模板 GMBOMEXTTEMP 创建要由 BOM 表移植实用程序使用的提取模板。 

BOM 表移植 GMBOMMIGRATE 将工程图移植到浩辰 CAD 机械 并从明细表生成 BOM 表。 

打断 GMBREAKATPT 打可实现精确定位的打断和以相交实体打断。 

折断符 GMBREAKSYMBOL 在指定的位置绘制折断符号。 

参数化基点显示/隐

藏 
GMBTNSHOW 显示或隐藏参数化的基准点。 

圆心标记 GMCEN 创建圆和圆弧的圆心标记或中心线。 

带角度的十字中心线 GMCENCRANGLE 创建同心节距圆并在圆上以指定角度放置孔。 

过角点的十字中心线 GMCENCRCORNER 在距两条轮廓线指定距离的位置放置孔。 

过整圆的十字中心线   GMCENCRFULLCIRCLE 创建同心节距圆并在圆上放置指定数目的孔，使其均匀分布在圆上。 

带孔的十字中心线    GMCENCRHOLE 在指定点放置孔。 

过孔的十字中心线    GMCENCRINHOLE 在圆上放置十字中心线。 

十字中心线 GMCENCROSS 在指定点放置十字中心线。 

过平板的十字中心线 GMCENCRPLATE 在表示平板的闭合轮廓的角点处放置孔。 

两条直线之间的中心

线 
GMCENINBET 在两条直线之间绘制中心线以使这两条直线对称。 

系列圆 GMCENTCIRCLE 绘制多个同心圆。 

中心孔标注 GMCENTERHOLE 标注中心孔。 

中心线 GMCENTERLINE 绘制圆、圆弧、椭圆、两条直线间或平行四边形的中心线。 

中心线 GMCENTLINE 在绘图区域的指定位置绘制中心线。 

倒角 GMCHAM2D 
通过将非平行对象延伸或修剪至交点处或者与斜角形线联接来连接这两

个对象。 

倒角标注 GMCHAM2D_DIM 为倒角创建标注。 

检查标注 GMCHECKDIM 使用标注文字替代亮显或编辑标注。 

圆孔标记 GMCIRCLEMARK 给相同类型和尺寸的圆孔做标记。 

公切线 GMCOMMONTANGENT 绘制两个圆或者弧的切线。 

构造线，圆 GMCONST_CIRCLE 创建构造圆。 

构造线，圆与线相切 GMCONSTC2 创建与直线相切的构造圆。 

构造线，同心圆 GMCONSTCC 创建与圆同心的构造圆。 

构造线，在轴端创建

圆 
GMCONSTCCREA 在轴端点创建圆。 

构造线，在圆上的矩

形 
GMCONSTCIRCLI 在圆周围创建构造线矩形。 

构造线，十字 GMCONSTCRS 创建十字构造线。 

构造线，两点或角 GMCONSTHB 通过定义两点或一个角来创建构造线。 

构造线，角等分线 GMCONSTHM 创建角的等分构造线。 

构造线，水平 GMCONSTHOR 创建水平构造线。 

构造线，与直线成相

对角 
GMCONSTHW 从直线的相对角创建构造线。 

构造线，圆与两线相 GMCONSTKR 创建与两条直线相切的构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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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绘制构造线 GMCONSTLINES 绘制构造线。 

构造线，垂直于直线 GMCONSTLOT 创建与直线垂直的构造线。 

构造线，垂直于两点

连线 
GMCONSTLOT2 创建与两点连线垂直的构造线。 

构造线，全距离平行 GMCONSTPAR 以整个距离创建平行构造线。 

构造线，半距离平行 GMCONSTPAR2 以一半距离创建平行构造线。 

退刀槽/清角/止裂孔 GMCONSTRECESS 
工艺结构构造功能，其中有单、双面止裂孔，轴、孔退刀槽，平行线倒圆

角等功能。 

射线/直线转换 GMCONSTSWI 创建可帮助您创建正交视图的投影线。 

构造线，相切 GMCONSTTAN 创建两条与圆相切的平行构造线。 

构造线，两圆相切 GMCONSTTC 创建与两个圆相切的构造线。 

构造线，垂直 GMCONSTVER 创建垂直构造线。 

构造线，过点直线 GMCONSTXLINE 创建始于一点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构造线。 

构造线，过点射线 GMCONSTXRAY 以指定点为起点创建构造线。 

构造线，Z 方向 GMCONSTZ 创建沿 Z 方向的构造线。 

内轮廓 GMCONTIN  创建可追踪封闭区域内轮廓的闭合多段线。 

连续复制 GMCONTINUOUSCOPY 
CAD 复制命令的增强版，并支持默认上一次复制的方向和距离，具有记忆

功能。 

外轮廓 GMCONTOUT 创建可追踪封闭区域外部轮廓的闭合多段线。 

轮廓追踪 GMCONTRACE 通过逐段指定边界创建可追踪区域轮廓的闭合轮廓。 

复制图层组 GMCOPYLG 将一个或多个图层组中的对象复制到新的图层组 

统计块 GMCOUNTBLOCK 统计图中已用块并打印到命令行。 

工程计算器 GMCOUNTER 

计算任意封闭区域的面积和周长，并且可以实现几个区域面积或周长的累

加，减，提供常用的工程材料选择，这样可以快速计算出周长、面积、等

截面体的质量等。 

计算刷 GMCOUNTMATCHPROP 刷数字进行加减乘除计算。 

参数化处理 GMCRE 对用户绘制的图形进行参数化处理。 

超级卡片 GMCREATECARD 一项功能强大、实用的超级表格功能。 

基准标识符号 GMDATUMID 创建基准标识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基准目标符号 GMDATUMTGT 创建基准目标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局部视图 GMDETAL 创建选定几何图形的缩放的圆形、矩形或自定义的局部视图。 

对齐标注 GMDIMALIGN 以选定的标注作为基线排列线性标注、坐标标注或角度标注。 

排列标注 GMDIMARRANGE 
重新排列线性标注和坐标标注，以使其与选定对象的外轮廓相距适当的距

离。 

标注打断 GMDIMBREAK 在尺寸线和尺寸界线与其他对象相交的位置将其打断或恢复 

插入标注 GMDIMINSERT 将线性标注或角度标注分割为两个单独的标注。 

合并标注 GMDIMJOIN 将类型相同的两个单独标注组合为一个标注。 

多重编辑 GMDIMMEDIT 同时编辑多个标注。 

线性/对称延伸 GMDIMSTRETCH 通过拉伸或收缩线性标注或对称标注调整对象的大小。 

批量文字查找 GMDWGDATAFINDREPLACE 
在不打开文件的情况下，实现批量查找与替换图面中的单行文本、属性文

本、多行文本、标注文本等。 



浩辰 CAD 机械 2017（专业版）帮助手册 

322 

 

批量数据提取 GMDWGDATAPICKUP 批量提取一套图纸的 BOM 数据。 

批量 DWG 浏览 GMDWGDATAVIEW 批量提取标题栏、明细表等 DWG 文件中所有带有属性的块中的数据。 

图纸目录 GMDWGLIST 将同一目录下多张 DWG 图纸目录的自动生成一张统计表格。 

图纸改名 GMDWGRENAME 将同一目录下多张 DWG 图纸文件名批量。 

动态延伸 GMDYNGMICEXTEND 用于延伸直线 LINE、圆弧 ARC及复合线 PLINE 的两端点。 

边界符号 GMEDGESYM 创建边界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电气符号库 GMELECTRICSYM 调用电气符号库。 

标高符号 GMELEVSYMBOL 创建在土建、建筑设计中平面标高要求的标高符号。 

删除所有构造线 GMERASEALLCL 删除所有构造线。 

删除构造线 GMERASECL 删除选定的构造线。 

删除重复 GMERASEREPETITION 删除图纸中重叠的线、圆、圆弧、块。 

炸开属性块 GMEXPLODEBLOCK 炸开属性块。 

形位公差 GMFCFRGME 创建形位公差符号并将其装入到工程图中的对象。 

公式曲线 GMFCURVE 
根据用户提供的曲线参数方程，可分别用点数拟合方式或精度拟合的方式

得到参数方程的图形曲线。 

形状识别符号 GMFEATID 创建形状识别符号并将其装入到工程图中的对象 

圆角 GMFILLET2D 使用具有指定半径的圆弧为对象的边加圆角。 

配合列表 GMFITSLIST 在绘图区域中从标注生成配合列表，并将其放置在选定的位置。 

夹具库 GMFIXTURESYM 调用夹具库。 

文字添加理论框格 GMFRAMETEXT 为文字需要添加理论框格。 

渐开线齿形设计 GMGEAR 修改各项参数快速绘制渐开线齿形。 

齿轮设计 GMGEARDESIGN 选择齿轮类型输入参数快速绘制出齿轮。 

砂轮越程槽 GMGRINDING WHEEL GROOVE 创建各种类型的砂轮越程槽。 

填充 135 度，11 毫米

/0.4 英寸 
GMHATCH_135_11 用 135 度、11 毫米/0.4 英寸的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填充 135 度，2.7 毫

米/0.12 英寸 
GMHATCH_135_2 用 135 度、2.7 毫米/0.12 英寸的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填充 135 度，4.7 毫

米/0.19 英寸 
GMHATCH_135_4 用 135 度、4.7 毫米/0.19 英寸的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填充 45 度，13 毫米

/0.5 英寸 
GMHATCH_45_13 用 45 度、13 毫米/0.5 英寸的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填充 45 度，2.5 毫米

/0.1 英寸 
GMHATCH_45_2 用 45 度、2.5 毫米/0.1 英寸的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填充 45 度，5 毫米

/0.22 英寸 
GMHATCH_45_5 用 45 度、5 毫米/0.22 英寸的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交叉填充 45/135 度，

2.3 毫米./0.09 英寸 
GMHATCH_DBL 用 45 度和 135 度、2.3 毫米/0.09 英寸的交叉填充来填充封闭区域。 

孔特征表 GMHOLECHART 
在工件中创建孔的坐标标注、标注这些孔的尺寸并为该工件生成孔特征图

表。 

液压气动符号库 GMHYDRAULICSYM 调用液压气动符号库。 

快速精确画线 GMINTELLIGENTLINE 按指定的方式进行快速的画线。 

相贯线 GMINTER 绘制圆柱、圆锥相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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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交 GMINTERSECT 将两条直线或圆弧相交，并把交点以外部分去掉或延伸交点以内部分。 

自动排图 GMJIGSAWPRINT 
智能的自动排图功能，可自动识别图纸比例、自动摆放图纸、自动旋转图

纸，使大幅面绘图仪的效率成倍提高，纸张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很多。 

合并图元 GMJOIN 连接非平行线、多段线、圆弧和圆。 

孔轴投影 GMKZTY 在工程图中绘制孔或轴的侧视图。 

Mechanical 图层管

理器 
GMLAYER 

显示 Mechanical 图层管理器，可以使用它管理图层和 Mechanical 图层

定义 

改为 0 层 GMLAYER0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轮廓线（实）层或更换当前层为 0 层。 

1 轮廓实线层 GMLAYER1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轮廓线（实）层或更换当前层为轮廓线（实）层。 

2 细线层 GMLAYER2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细实线层或更换当前层为细实线层。 

3 中心线层 GMLAYER3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中心线层或更换当前层为中心线层。 

4 虚线层 GMLAYER4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虚线层或更换当前层为虚线层。 

5 剖面线层 GMLAYER5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剖面线线层或更换当前层为剖面线线层。 

6 文字层 GMLAYER6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文字标注层或更换当前层为文字标注层。 

7 标注层 GMLAYER7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尺寸标注层或更换当前层为尺寸标注层。 

8 符号标注层 GMLAYER8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符号标注层或更换当前层为符号标注层。 

9 双点划线层 GMLAYER9 实现选定实体更换为双点划线层或更换当前层为双点划线层。 

图层组管理器 GMLAYERGROUP 显示图层组管理器，可以使用它管理图层组、图层及其特性 

隐藏线 开/关 GMLAYINVO 切换指定给隐藏线的图层(AM_INV)的可见性 

移至另一图层 GMLAYMOVE 将对象从一个图层移至另一个图层 

移至零件图层 GMLAYMOVEPL 
将位于工作图层(默认为从图层 AM_0 到 AM_12)上的对象移至相应的标

准零件图层(默认为从图层 AM_0N 到 AM_12N)。 

移至工作图层 GMLAYMOVEWL 
将位于标准零件图层(默认为从图层 AM_0N 到 AM_12N)上的对象移至相

应的工作图层(默认为从图层 AM_0 到 AM_12)。 

标准零件 开/关 GMLAYPARTO 切换标准零件图层(默认为从 AM_0N 到 AM_12N)的可见性 

零件参照图层 开/关 GMLAYPARTREFO 切换指定给零件参照的图层(默认为 AM_PAREF)的可见性 

重置所有图层 GMLAYRESET 将所有 Mechanical 图层的特性重置为与相应的图层定义相同 

标题栏图层 开/关 GMLAYTIBLO 切换指定给标题栏和图形边框的图层(默认为 AM_BOR)的可见性 

可见性增强 GMLAYVISENH 
显示“可见性增强”对话框，从中您可以在视觉上区分激活图层组和未激

活图层组 

视口图层 开/关 GMLAYVPO 切换指定给视口边框的图层(默认为 AM_VIEWS)的可见性 

移至另一图层组 GMLGMOVE 将选定对象移至指定的图层组 

库 GMLIBRARY 
显示“库”对话框，可以使用它组织工程图文件以便更有效地检索和重复

使用这些文件 

自定义卡片 GMMAKECARDMODEL 为卡片定义首、续页表格，并设置卡片的自动排列方式。 

自定义表格 GMMAKETABLEMODEL 定义表格，为定制卡片的基础工作。 

机构运动符号 GMMECHANISMSYM 调用机构运动符号库。 

四分之一镜像 GMMIRROR4 创建选定对象的三个副本。 

参数化驱动 GMMULDRI 
改变图形中的一个或多个尺寸，使图形自动随着尺寸值的变化而变化，实

现对图形尺寸的驱动。 

新增超级符号 GMNEWSYM  建立自己的专业符号库。 

引线注释 GMNOTE 创建引线注释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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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设置 GMOPTIONS 定义绘制标准，包括工程图、标注、符号等标准元素设置。 

定义变量表达式 GMPARA_DEFEXP 定义尺寸间的函数关系。 

显示表达式/尺寸值 GMPARA_SEXP 显示各尺寸定义的变量名及表达式或尺寸值。 

显示附加尺寸 GMPARA_SHOW 显示出系统所增补的尺寸（以辅助元素显示）。 

显示过约束尺寸 GMPARA_SMANY 显示过约束尺寸。 

平行线/垂直线 GMPARALLELLINE 绘制与指定直线平行或垂直的直线段。 

参数化哑元示例图库 GMPARAMETERIZATIONSYM 调用参数化哑元示例图库。 

明细表 GMPARTLIST  创建明细表并使您可以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 

在线零件库 GMPARTONLINE 通过在线零件库查询下载零部件图纸 

编辑零件参照 GMPARTREFEDIT 编辑零件参照。 

垂分线 GMPERPBISECTOR 绘制指定直线的垂直平分线。 

管道线 GMPIPELINE 根据用户给出的管道直径和壁厚，绘制管道线。 

增强标注 GMPOWERDIM 在单一命令任务中创建多种类型的标注，并提供指定公差。 

对齐标注 GMPOWERDIM_ALI 创建对齐的线性标注。 

角度标注 GMPOWERDIM_ANG 创建角度标注。 

弧长标注 GMPOWERDIM_ARCLEN 为多段线上的圆弧和圆弧段创建弧长标注。 

基线标注 GMPOWERDIM_BAS 从选定标注的第一条尺寸界线创建线性或角度标注。 

连续标注 GMPOWERDIM_CHAIN 从选定标注的第二条尺寸界线创建线性、角度或弧长标注。 

直径标注 GMPOWERDIM_DIA 为圆弧和圆创建直径标注。 

水平标注 GMPOWERDIM_HOR 创建水平线性标注。 

折弯标注 GMPOWERDIM_JOG 
创建半径标注，该标注的原点可在任意位置且在尺寸线上的适中位置处存

在折弯。 

半径标注 GMPOWERDIM_RAD 为圆弧和圆创建半径标注。 

旋转标注 GMPOWERDIM_ROA 创建旋转的线性标注。 

垂直标注 GMPOWERDIM_VER 创建垂直线性标注。 

超级编辑 GMPOWEREDIT 编辑标注、序号等各种实体。 

命令记忆器 GMPOWERRECALL1 识别辨认图形实体，激活命令。 

增强捕捉设置 GMPOWERSNAP 显示“增强捕捉设置”对话框，以便您可以设置正在运行的对象捕捉模式 

工艺表格图样库 GMPROCESSFORMSYM 调用工艺表格图样库。 

设计汇总表格图样库 GMPROJECTFORMSYM 调用设计汇总表格图样库。 

投影 开/关 GMPROJO 在选定对象的所有端点上创建垂直和水平构造线。 

增强捕捉设置 1 GMPSNAP1 将正在运行的对象捕捉模式设置为另存为增强捕捉配置设置 1 的设置 

增强捕捉设置 2 GMPSNAP2 将正在运行的对象捕捉模式设置为另存为增强捕捉配置设置 2 的设置 

增强捕捉设置 3 GMPSNAP3 将正在运行的对象捕捉模式设置为另存为增强捕捉配置设置 3 的设置 

增强捕捉设置 4 GMPSNAP4 将正在运行的对象捕捉模式设置为另存为增强捕捉配置设置 4 的设置 

放射线 GMRADIATION 绘成放射状的若干条直线段。 

读取 EXCEL GMREADEXCEL 将 excel 表格的数据读取到图纸中生成一个表格。 

矩形 GMRECTANG 使用闭合多段线绘制矩形。 

保存参照编辑 GMREFCLOSE 保存对参照编辑工作集的更改 

图块改名 GMRENAMEBLOCK 修改图块的名称。 

重新缩放 GMRESCALE 在模型空间和布局空间中重新缩放标注、符号。 

更改栏开/关 GMREV 打开/关闭更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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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参照 GMREV 创建零件参照并将其放置在绘图区域中。 

增加一更改栏 GMREVLINE 向更改栏列表中添加更改栏。 

更新更改栏 GMREVUPDATE 更新更改栏。 

相同刷 GMSAMEMATCHPROP CAD 格式刷的增强版。 

缩放 XY GMSCALEXY 设置彼此独立的 X 轴和 Y 轴的比例。 

缩放区域 GMSCAREA 在模型空间中创建缩放区域。 

缩放监控器 GMSCMONITOR 显示缩放区域或视口的比例。 

剖切线 GMSECTIONLINE 制剖切线并在绘图区域插入相应的剖视图标签。 

截面特性 GMSECTIONPROPERTY 选择闭合区域生成截面特性。 

轴断线 GMSECTIONSYMBOL 创建轴断线。 

轴类设计 GMSHAFT 绘制各种结构形式的轴。 

创建隐藏线位置 GMSHIDE 指定位于前面和后面的对象时绘制隐藏线以表示隐藏的边 

编辑隐藏线位置 GMSHIDEEDIT 编辑用 AMSHIDE 命令创建的隐藏位置 

焊接表示法 GMSIMPLEWELD 绘制缝焊缝和角焊缝。 

单孔 GMSINGLEHOLE 绘制指定条件的圆孔、双圆孔、螺纹孔的俯视图。 

弹簧设计 GMSPRING 选择弹簧类型及修改参数快速绘制弹簧。 

图块拉伸 GMSTRETCHBLOCK 将块名相同的所有块统一拉伸。 

构造孔 GMSTRUCTUREHOLE 创建孔的各种类型。 

卡片编辑 GMSUPERCARDEDIT 对卡片数据进行整体编辑。 

表面粗糙度 GMSURFSYM 创建表面粗糙度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绘图区域中的对象。 

添加引线 GMSYMLEADER ADD 向符号添加引线和引线段。 

装入符号 GMSYMLEADER ATTACH 将符号装入到实体上发生关联。 

拆离符号 GMSYMLEADER DETACH 将符号从实体上拆离解除关联。 

删除引线 GMSYMLEADER REMOVE 从现有多引线对象中删除引线。 

对称画线 GMSYMLINE 绘制对称多段线。 

超级符号库调用 GMSYMOUT 调用符号库中的符号。 

自动表格 GMTABLE 创建自动表格。 

导出 EXCEL GMTABLEDATAOUT 将图纸中的表格导出为 excel表格。 

切线 GMTANGENTLINE 绘制圆、圆弧、椭圆、多段线的切线。 

锥度和斜度 GMTAPERSYM 创建锥度或斜度符号。 

技术条件 GMTECHREQUEST 为图纸标注技术条件。 

文字标注 GMTEXT 标注单行文字。 

工程图标题栏/边框 GMTITLE 插入具有标题栏的图形边框。 

追踪轮廓 GMTRCONT 在绘图区域的指定位置绘制中心线。 

文本下划线 GMUNDERLINETEXT 绘制文本下面的下划线 

文字取消理论框格 GMUNFRAMETEXT 恢复被文字消隐(遮挡)消隐前的图形的原状。 

自定义填充 GMUSERHATCH 以用户定义的填充图案填充封闭区域。 

向视符号 GMVIEWDIRECTION 绘制向视符号并在工程图中插入相应向视符号标签。 

创建视口 GMVPORT 在布局模式下创建视口或编辑现有视口。 

波浪线 GMWAVILNESSLINE 
给出波浪线的起点和终点，并给出波段数，即可绘制出两点波浪线；给出

多点可绘制出多点波浪线。 

焊接符号 GMWELDSYM 创建焊接符号并将其装入到焊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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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库 GMWORD 管理词句库便于快速调用。 

双折线 GMZIGZAGLINE 绘制锯齿线。 

转角投影 GMZJTY 在工程图中绘制零件的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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