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辰 CAD 母线槽 2018 

帮助手册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浩辰 CAD母线槽软件简介与安装...................................................................................................... 1 

1.1 软件概述................................................................................................................................................ 1 

第二章 系统设置 ............................................................................................................................................. 2 

2.1 操作流程简介 ........................................................................................................................................ 2 

2.2 系统设置................................................................................................................................................ 2 

2.3 图层 ....................................................................................................................................................... 3 

2.4 计算和报表设置 .................................................................................................................................... 3 

第三章 初始化绘图环境 ................................................................................................................................. 6 

3.1 概述 ....................................................................................................................................................... 6 

第四章 母线槽绘制 ......................................................................................................................................... 7 

4.1 概述 ....................................................................................................................................................... 7 

4.2 参数 ....................................................................................................................................................... 7 

4.2.1 始端箱 .................................................................................................................................... 8 

4.2.2 母线槽 .................................................................................................................................... 8 

4.2.3 其他 ...................................................................................................................................... 11 

第五章 母线槽编辑 ....................................................................................................................................... 13 

5.1 概述 ..................................................................................................................................................... 13 

5.2 单段修改.............................................................................................................................................. 13 

5.3 多段或整体修改 .................................................................................................................................. 13 

第六章 母线槽编号 ....................................................................................................................................... 15 

第七章 楼板线 ............................................................................................................................................... 16 

第八章 插接箱绘制 ....................................................................................................................................... 18 

第九章 支架绘制 ........................................................................................................................................... 19 

第十章 生成示意图 ....................................................................................................................................... 21 

第十一章 单元明细表布置 ........................................................................................................................... 22 

11.1 概述 ................................................................................................................................................... 22 

11.2 系统列表 ........................................................................................................................................... 22 

11.3 材料表设置 ....................................................................................................................................... 23 

11.4 统计内容 ........................................................................................................................................... 23 

第十二章 单元明细表汇总 ........................................................................................................................... 25 

第十三章 导入计算公式 ............................................................................................................................... 26 

13.1 新增模板 ........................................................................................................................................... 26 

13.2 已有模板 ........................................................................................................................................... 27 

第十四章 母排宽度管理器 ........................................................................................................................... 29 

第十五章 生成工艺单 ................................................................................................................................... 31 

15.1 概述 ................................................................................................................................................... 31 

15.2 计算 ................................................................................................................................................... 31 

15.3 表单生成 ........................................................................................................................................... 32 



目录 

 

第十六章 排料工具 ....................................................................................................................................... 34 

第十七章 生成物料清单 ............................................................................................................................... 37 

附录 A：浩辰 CAD母线槽设计命令参照表 .................................................................................................. 38 

 



第一章 浩辰 CAD 母线槽软件简介 

 

                 

1 

第一章 浩辰 CAD 母线槽软件简介 

1.1 软件概述 

浩辰 CAD 母线槽软件是在浩辰 CAD 平台软件日臻完善和稳定的基础上，浩辰公司自主开发的基于浩

辰 CAD 最新版本的标准化、智能化的母线槽绘图设计系统，能很大程度上提高设计人员的绘图效率，使图

纸更符合国家标准。浩辰 CAD 母线槽软件具有其鲜明的专业特点： 

◆ 友好的用户界面 

◆ 提高绘图效率的丰富功能 

◆ 智能化的图纸功能 

◆ 人性化的用户定制功能 

◆ 方便的计算功能 

◆ 数据实时的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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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功能是浩辰 CAD 母线槽软件的最基本的功能，它提供了软件中绘制母线系统所需母线、支架、

插接线的型号参数的修改及自定义，以及绘图中会用到的图层的参数的设置。 

2.1 操作流程简介  

1、在绘制母线槽之前，我们需要将绘制过程中会出现的母线、支架以及插接箱的型号、额定电流、线

制、防护等级等参数预先设置好，方便在绘制时进行直接选择调用。 

2、另外对于绘制中的图层，软件有预设，可以在默认的基础上对对应图层自定义名称、颜色、线型、

线宽等。 

2.2 系统设置 

软件有默认一些母线系统用到的母线、支架、插接箱的规格，以及对应型号参数的代号设置。 

在软件绘图界面左侧有母线槽设计的菜单，点击【系统设置】，或输入“ICMXSYSSET”命令，弹出“母

线软件系统设置”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设置好相应参数点击【确定】或【应用】保存修改。

  

 在对话框中可选择进行下列设置： 

1、命名设置 

在“母线软件系统设置”对话框中，第一项命名设置下，可以对母线系统中母线、支架以及插接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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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额定电流、线制、防护等级、母线和设备命名、规格型号的名称、代号、描述进行修改。并且

可以增加、删除每一种参数，对这些参数进行上移、下移操作。 

2、绘制设置 

在绘制超长母线槽管段时，可以设置对其进行自动分段，将“直管段母线槽自动分段”打钩，并且设

置“分段长度”以及“最小长度限制”的数值，那么如图所示数值，在绘制时如果我们绘制6150mm 长度

的话，就会自动分成2段，并且剩下的150mm 在最小长度限制范围内，不在单独分段，也就是2段分别长

3000mm、3150mm。 

而对于需要命名零线方向在右时，可以将“命名以零线在右侧为准”打钩。 

完成上述设置后点去“确认”或“应用”按钮，软件就会保存对应修改。 

2.3 图层  

图层是在绘制图纸时必须的，不同的信息显示在不同的图层，以不同的的属性去显示。软件中将绘制

母线槽需要的基础图层都已经设定好，可以在此基础上去修改对应图层的名称、颜色、线型、线宽以及线

型比例等。 

 

“母线软件系统设置图层”对话框 

完成上述设置后点去“确认”或“应用”按钮，软件就会保存对应修改。 

2.4 计算和报表设置 

对于母线槽绘制完成后生成的明细表等一系列表单，可以提前设置好表单中需要显示的参数，这些操

作都可以在“计算和报表设置”对话框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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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报表设置”对话框 

1、关键参数名设置 

在“关键参数名设置”对话框中可以对软件已经定义好的默认参数名修改其当前参数名以及位置，选

中对应参数，双击即可进行修改。 

                            

“关键参数名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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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出报表设置 

在“输出报表设置”对话框中，可以对报表名称、待显子部件以及显示项进行设置。 

“输出报表设置”对话框 

对应报表名称中不同的表单以及它的显示项和待显子部件，双击表单名称中空白格子就可以进行表单

的添加以及删除，点击选中不同的表单名称，可以去在显示项中选择需要显示的参数，并且可以在待显子

部件中空白格子中双击添加，各个表单的显示项以及待显子部件相对独立。 

“至少显示一行”选项打钩后，那么最后生成的表单会将显示项中未打钩的参数也在表单表头中进行

显示。 

完成上述设置后点去“确认”或“应用”按钮，软件就会保存对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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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初始化绘图环境 

3.1 概述 

由于母线槽的绘制需要在三维坐标下进行，而 CAD 的默认绘图坐标是二维模式，所以在绘制之前我们

需要初始化绘图环境。点击【初始化绘图环境】或输入“ICMXCSH”命令,软件绘图界面左下角的坐标显示

会切换到三维坐标。 

               二维坐标模式                                三维坐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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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母线槽绘制 

4.1 概述 

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母线槽的绘制了，点击【母线槽绘制】或输入“ICMXHZ”

命令,在弹出的“母线槽布置”对话框中我们可以去设置我们需要绘制母线槽的基本参数，设定绘制母线槽

的长宽高等参数，以及在绘制中对应位置绘制不同参数的母线设备。 

“母线槽布置”对话框 

4.2 参数     

1、在“母线槽布置”对话框中“参数”对话框中，我们可以设置当前绘制的母线槽的线路编号，输入

线路编号后再点击绘制线路名称，光标在绘图区域点击就可以绘制出线路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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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对话框 

2、点击“详细设置”按钮，弹出“编号设置”对话框,直接点击产品型号、额定电流、线制、防护等级

选框最右边的倒三角下拉，可以选择系统设置操作中设置好的各个参数。 

      “编号设置”对话框 

4.2.1 始端箱 

1、在绘制母线槽开始我们可以选择绘制始端箱作为开始，而在“始端箱”对话框中可以修改绘制始端

箱的长、宽、高、旋转角度以及 Q 值。 

“始端箱”对话框 

2、设置完始端箱数值在绘图区域可以看到光标上会带一个始端箱简图，点击任意区域会在图中显示一

个始端箱示意图，并提示确定引出面。输入对应引出面数字确定后会再次需要确定零线方向，输入零线方

面对应数字后，图中会自动画出设定好大小的始端箱，并且自定跳转到“母线槽”对话框。 

 

 

4.2.2 母线槽 

绘制完始端箱或者直接绘制母线槽，若是已经绘制始端箱，继续操作即可。若是未绘制始端箱，那么

操作步骤如同绘制始端箱一样需要设置母线槽的引出方向以及零线方向，做完之后开始绘制母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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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母线槽的步骤 

在“母线槽”对话框我们可以直接修改母线槽的宽高，每一段母线槽的宽高我们都可以进行修改，改

完参数后进行绘制即可。 

 

“母线槽”对话框 

1、多段母线槽 

将“多段母线槽”选框打钩，并且输入对应的段数，那么绘制出来的母线槽会以图示断开状态绘制出，

表示有几段相同长度的母线槽 

 

2、正面开口、反面开口 

在绘制的母线槽上有时需要安装插接箱等设备，所以需要开口，将“正面开口”或“反面开口”打钩，

并在输入框中输入开口的位置距离，数字中间以空格分开即可，完成后，软件会自动以分号进行分开。并

且在新绘制的母线槽上会做出开口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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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待定段 

将“待定段”打钩，那么接下来绘制的母线槽段就是未确定属性的一段母线槽，可以留作后面修改，

而绘制出的母线槽段会以虚线格子段落来显示。 

 

4、自动标注 

如果需要在绘制时自动标注长度，就可以将“自动标注”选框打钩，接下来绘制的母线槽段就会自动

标注，而如果不需要即取消打钩就可以。 

5、插接箱 

对于开口的地方，有时我们需要绘制插接箱，在将正反面开口打钩并设置好位置数值的情况下，如果

想直接绘制插接箱（也可以后面通过绘制插接箱完成），那就将“带插接箱”打钩，后面会出现【插接箱设

置】的按钮，点击弹出“参数选择”对话框，在里面进行插接箱的规格参数的修改。出了一般的参数插接

箱型号参数，还可以设置插接箱的长、宽、高。完成点击【确定】或【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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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选择”对话框 

4.2.3 其他 

前面都是母线槽的绘制，而在绘制中有时需要绘制一些母线设备，在绘制中直接点击“其他”选项卡， 

切换到绘制母线设备的界面，在【设备类型】的下拉框中可以选择需要绘制的设备，下方可以对选择

设备的长、宽、高、出口宽、出口高、出口电流进行修改。 

“其他”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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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母线槽编辑 

5.1 概述 

对于已经画好的母线槽，有时会需要进行单段、多段或者整体的一个修改，对于单段属性的修改，直

接双击单段母线槽就会弹出“参数编辑”对话框。而如果想整体或者多段修改其中的一项参数，就可以直

接点击【母线槽编辑】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EDIT”就可以进行修改。 

5.2 单段修改 

对于单段的母线槽修改，直接双击需要修改属性的母线槽段，弹出“参数编辑”对话框，编辑界面中

每个参数前都有一个选框，并且都已经打钩，对需要修改的参数进行手动修改或者下拉框中选择，修改后

点击【确定】即可保存修改。其中可以修改系统和材料属性、一般尺寸，并且可以对其进行增加或取消标

注，修改母线槽的始端关系。 

           

“参数编辑”对话框 

5.3 多段或整体修改 

对于已经画好的母线槽，如果想进行整体的修改其中某一项或者多项参数，点击【母线槽编辑】菜单

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EDIT”就可以弹出空白的“参数编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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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的“参数编辑”对话框 

点击【选择实体】按钮去选择需要修改的母线槽段，或者整体进行框选，选择区域后确定，再次回到

“参数编辑”对话框，它会识别图中绘制母线槽的各个参数，并且每个参数前的选框是没有打钩的，如果

需要修改哪一项，就可以将对应参数的选框打钩，并修改其参数值，最后修改完成点击【确定】按钮，图

中的母线槽参数就会修改。 

          

“参数编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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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母线槽编号 

对于已经画好的母线槽，有时会需要进行编号处理，而手动编号会较繁琐，所以这里软件有自带的编

号菜单，方便客户使用。 

点击【母线槽编辑】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BH”，弹出“母线槽编号”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

中可以设置编号的字体，字高，编号圆环的直径，并且可以设定固定编号圆环直径，以及编号是否“显示

引出线”。【框选编号】按钮实现对选择的母线槽段进行编号，【全选编号】按钮实现对图中所有母线槽段

进行编号，默认编号顺序为从始端箱或者初始绘制段开始编号。而如果需要自行选择开始编号的段，可以

先将“手动排序”选框打钩，再进行框选或全选编号。如果绘制后有修改始端母线槽信息，可以将“根据

连接关系刷新始端母线信息”。 

对于已经编号的图纸进行编号样式修改可以在修改后点击【刷新编号样式】，刷新后可以点击【查看

图纸】按钮回到绘图界面，按 ESC 退出回到编号界面，完成后点击【关闭】按钮即可。 

                            

“母线槽编号”对话框 

 

 

 



第七章 楼板线 

 16 

                 

第七章 楼板线 

对于高层建筑的母线槽，过楼板时需要对其进行固定并分担负载，这时就需要绘制楼板支架，分担母

线槽的重量。楼板线绘制功能中可以设置楼层数，已经每层的楼高，并且有三种类型的楼板支架进行选择，

每种的详细参数都能进行设置，可以选择放置一种或多种楼板支架。 

点击【楼板线】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LBX”，弹出“楼板线”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设置需

要绘制楼板线的参数值。 

“楼板线”对话框 

1、层数 

对于需要的放置楼板支架的层数，可以设置修改楼层数，并且对应每层的层高。设置好层数后就会生

成对应层数的层号以及层高，可以直接选中层高区域，输入对应需要的层高进行修改。 

2 型号规格 

自带 3 种类型的楼板支架：L 型托臂、弹簧支架、吸墙支架。客户可以根据设计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

或者多种，将对应型号前的选框打钩即可。而对应每一种型号后面的按钮，点开会弹出“参数选择”对话

框，可以对每种类型的产品型号、额定电流、产品类别、附加信息进行修改，点选下拉框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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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选择”对话框 

设定好参数后点击【确定】按钮，提示请选择起始层的绘制点，这时点选需要布置支架的母线槽的绘

制点，软件会自动将支架绘制在图中。 

绘制完成后，会提示是否确任绘制或【重新绘制（N）】，确认绘制就空格或【enter】键，重新绘制就

输入（N）后再空格或【enter】键，回到选择起始绘制点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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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插接箱绘制 

在绘制母线槽的时候有需要开口，在开口的地方有时我们是需要放置一些插接箱，来将外部设备接入

用电。之前的绘制中如果对母线槽做了开后处理，但是并未绘制插接箱，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用插接箱绘

制的菜单。 

点击【插接线绘制】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CJX”，弹出插接箱的“参数选择”对话框，在此对

话框中我们可以对插接箱的产品型号、额定电流、线制、规格（左、右开门）以及插接箱的长、宽、高进

行设置，下拉框中的参数在“系统设置”中设定。修改后示例会根据修改参数自动变化。 

                           

插接箱的“参数选择”对话框 

设定好参数后。点击【确定】按钮，提示“请选择需要布置插接箱的母线槽”，选中图中已经开口但

未绘制插接箱的母线槽，确认选择就会在开口区域自动绘制出插接箱。 

          

而对于已经绘制好插接箱的母线槽，在进行参数选择后，进行此项操作，会将已经绘制好的插接箱型

号参数修改成当前修改的参数。或者对已经绘制好的插接箱进行双击操作弹出“参数选择”对话框，进行

再次修改。 

绘制完成后确定会回到“参数选择”对话框，此时选择【退出】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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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支架绘制 

在母线槽的施工安装中，水平的母线槽会需要用到水平吊架，而垂直的母线槽会需要直接，对这里我

们可以对母线槽进行支架的绘制。 

点击【插接线绘制】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CZJ”，弹出“支架”对话框，这里可以选择绘制水

平母线吊架或者垂直母线支架。 

“支架”对话框 

1、水平母线吊架 

点选水平母线吊架，软件自带一种类型的水平母线吊架，后面按钮点击进入“参数选择”对话框。修

改后确定，回到“支架”对话框，在布置间隔输入需要的距离数值，提示请选择母线槽上的布置点，在水

平母线槽上选择第一个绘制点，绘制出水平吊架，然后按空格自动确认绘制出下一个支架，会在输入的距

离位置自动绘制出下一个支架，重复操作直到不需要再绘制时按【ESC】退出。 

                “参数选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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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垂直母线支架 

选择垂直母线支架来绘制垂直支架，软件有三种垂直支架：L 型托臂、吸墙支架、弹簧支架。选择需

要的支架在其选框中打钩，然后同上去修改其参数，设定布置间隔。然后根据提示在水平母线槽上选择第

一个绘制点，绘制出垂直吊架，然后按空格自动确认绘制出下一个支架，会在输入的距离位置自动绘制出

下一个支架，重复操作直到不需要再绘制时按【ESC】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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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生成示意图 

到这里母线槽的绘制基本也已经结束了，有时绘制的图形由于比较长，不方便查看，这里生成示意图

就是生成一个简略方便查看的图纸。 

点击【生成示意图】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TYCD”，提示请选择待生成示意图的实体或【修改

长度（C）】，输入【C】，提示输入新的长度，若直接选择图中母线槽实体，那么生成的示意图会选用软件

默认设置的值。 

             母线槽实体                                          示意图    

生成的示意图会以输入的数值或者默认数值去生成一个非母线槽实体的简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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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单元明细表布置 

11.1 概述 

所有的母线槽绘制工作结束之后，需要进行数据的统计。在绘图区域生成明细，单元明细表的布置可

以选择将需要显示的数据统一在明细表中。 

点击【单元明细表布置】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CLB”，弹出“材料表统计”对话框。 

 

“材料表统计”对话框 

11.2 系统列表 

在弹出的“材料表统计”对话框中，左边区域的系统列表显示了绘制的线路名称以及绘制中所包含的

附件（例如：插接箱）。已绘制的所有线路都会显示在其中，每个都有对应的勾选框，勾选即表示绘制的

明细表中需要显示，下方的上移下移可以修改名称列表中线路在绘制出的明细表中的上下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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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列表属性框 

11.3 材料表设置 

在系统列表下方有【材料表设置】的按钮，点开弹出“材料表设置”对话框，在这个界面，可以对软

件预设的材料表的各个参数项的横向尺寸进行修改，以及生成明细表生成是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向上生成，

还有材料表表格边框线型是粗线型还是细线型 。 

      

                         “材料表设置”对话框 

11.4 统计内容 

在“材料表统计”对话框中右侧是统计内容也就是材料表中显示的数据，分别为代号、电流、线制、

规格、数量以及备注，对对应参数双击可以进行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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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内容属性框 

下方的“是否显示母线长度”如果打钩，会在代号参数后面增加母线长度参数。 

             

       勾选前                                              勾选后 

参数设定好以后，点击【绘制】按钮，回到绘图区域，在需要的位置插入生成的明细表。而如果双击

已经生成的明细表可以回到编辑界面。 

 

或者可以点击【导出】按钮，将需要生成的材料表直接导出到 EXCEL 表格中。点击按钮后弹出“导出

设置”对话框，选择是否“区分系统”和“区分编号”。 

“导出设置”对话框 

确认后点击【导出】，EXCEL 会自动响应并生成对应的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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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单元明细表汇总 

在明细表布置完成后，后续的数据统计需要用到材料表，汇总功能和之前的单元明细表布置界面基本

一致，点击【单元明细表汇总】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CLBHZ”，弹出“材料表汇总”对话框，此对

话框和“材料表统计”对话框基本一样。但因为之前已经布置过明细表，所以在汇总中只会显示已经布置

明细表的参数，之前未勾选的就不会再显示了。并且如果之前未布置明细表，直接进行此操作会发现弹出

的对话框中是没有参数的。 

 

和布置时一样，弹出界面后由于上一步已经操作好可以直接对显示数据进行导出操作，生成后面计算

数据需要的工程清单明细表。 

导出步骤和单元明细表布置最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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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导入计算公式 

在绘制工作以及绘制好的母线槽数据导出后，最终的计算需要用公式来进行，根据公式导入对应参数

计算出结果。点击【导入计算公式】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JSGS”，弹出“计算公式管理器”对话框。 

              

“计算公式管理器”对话框 

13.1 新增模板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看到新增模板区域，就是新增计算模板，点击【新增模板】按钮弹出选择文件

对话框，选择计算模板表格文件确定即可。导入成功即会在文件数据显示计算公式的表头，在文件数据栏

的标签栏可以双击修改，系统类别可以下拉选择线型，母线层数可以下拉修改单排或是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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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计算公式模板，软件安装后会在安装根目录 Gstarsoft\浩辰 CAD 母线槽绘制软件\Common 下有一

个“母线槽计算公式示例.xls”文件，这个就是软件自带的默认计算公式的模板，客户需要根据此模板上进

行修改，根据模板表头输入对应需要的计算公式以及各项参数。修改完成后另存成新的模板文件方便调用，

也方便可以在原模板上修改其他模板。 

 

                                           

新增模板成功后，并且设定好系统类别和母线层数后，可以导入参数项和导入计算公式。先点击【导

入参数项】导入新增的计算模板中的表头参数，导入成功会有提示窗口，然后再点击【导入计算公式】按

钮。导入计算公式就是将对应需要的各项计算公式录入到软件内，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会有一个工作进度

窗口，等待完成即可。 

            

13.2 已有模板 

对于已经导入的计算公式，软件会记住，不需要每次都进行导入，导入成功就会生成一个对应的数据

文件，同类型文件会保存在一个文件中。 

在已有模板列表中就会显示类型、线制、母线层数以及对应数据的存储文件，该文件在安装根目录

Gstarsoft\浩辰 CAD 母线槽绘制软件\Common\CalculateData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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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导入后点击【关闭】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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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母排宽度管理器 

母线槽不同类型规格对应的参数不同，当电流比较大时，母排宽度不同，并且母线层数也会有单排和

双排的区别，在这里就可以对这些进行设定修改。 

点击【母排宽度管理器】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MPKD”，弹出“母排宽度管理器”对话框。 

          

“母排宽度管理器”对话框 

左边显示母线类型，点选其中的类型，再点击【添加】，会增加一行“新类型 1”，新增的类型的数据

与新增时选中类型一致。可以直接双击名称进行修改。点选其中的类型，点击【删除】按钮，就可以将选

中类型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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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的数据对应每一种类型，各个类型里面都有不同的数据，数据中可以直接点选数据，然后点击【插

入行】或【删除行】来进行增减，如果想编辑参数直接双击进行修改就可以。 

                         

编辑完成点击【确定】即可或直接点击【关闭】按钮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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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生成工艺单 

15.1 概述 

导入做好的计算公式，并且配置完母排宽度后，就要将绘制的母线槽明细清单再次导入进行计算，生

成明细表、母排工艺、外壳工艺，并且对未计算的项目进行统计。对计算好的数据进行保存，留作下一步

排料加工计算试用。 

15.2 计算 

点击【生成工艺单】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GYD”，弹出“工艺单”对话框。   

 

 “工艺单”对话框 

弹出界面后，首先我们需要导入母线槽 BOM 明细，点击【读取 Excel 清单】按钮，弹出选取文件的界

面，选择“单元明细表汇总”导出的 Excel 表格，确认选择后会在待分析部件清单显示 Excel 表格中的数据，

显示对应的名称、单元数量、工段号，以及它的计算状态，刚导入的参数计算状态都是“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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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分析部件清单 

表格数据导入后，即可点击【计算】按钮，会弹出计算的一个进度，而当进度完成，会弹出一个提示

窗口，将未计算的参数项显示出来。 

       
然后点击提示窗口的【确定】按钮，可以看到待显示部件清单列表计算出的部分会显示已完成，没有

进行计算的显示依然为未计算。 

                 

计算完成后，就需要点击【保存数据】按钮，弹出保存路径，选择路径并命名，生成后缀为 data 的数

据文件，留做下一步排料时导入使用。对于已经生成的数据文件，也可以直接读取数据，读取后会在待显

示部件清单显示已经计算过的信息。 

                          

15.3 表单生成 

如果需要生成对应的工艺清单就用到表单生成，此项下可以生成一个合并的表格，里面包含明细表、

母排工艺、外壳工艺、未计算项。根据需求选择需要在表格中显示的项目，将对应表格前的选框打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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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点击【生成表单】按钮就会链接到 Excel 将需求的表格生成。  

 

而对于母排工艺中始端箱的详细尺寸，可以点击【KQL 设置】去完成。弹出“详细参数设置”对话框，

选择需要修改或输入的区域，然后输入对应数值，或者输入数值后选择【应用批量修改】，对表格参数进

行全部修改。修改后【确认】保存就可以。 

   

                “详细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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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排料工具 

母线工艺计算完成后，加工工艺需要对原材料进行排料设置。 

点击【排料工具】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PL”，弹出“排料工具”对话框。 

 

点击“读取数据文件”按钮，导入生成工艺单时保存的 data 数据文件，然后在数据区域会根据规格尺

寸来进行划分，并且对应显示母料的序号以及对应的数量，会分别以母排和型材两种方式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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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右侧的“原材料参数设置”中，对于加工的端口移除、缝隙、允许废料长度、不同尺寸的最小差

值以及长度精度进行设置。对于型材的尺寸可以按名称不同设置最小长度以及最大长度，以及尺寸的种类，

或者也可以统一设置所有型材都是参数相同。 

                 

设置完以后就可以进行排料的计算，计算后会直接跳转到【显示计算结果】界面，分别对母排和型材

进行计算，计算完成就会正常显示，而未计算成功会显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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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然后点击“保存计算结果”，可以将排料计算结果保存到 data 数据中。对应也可以生成 Excel

表格，如果需要将母排和型材表格分开显示，就不需要将【汇总】打钩，如果需要在一个 Excel 中显示，

就打钩。 

               

 

生成后对表格进行保存命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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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生成物料清单 

最后我们要根据计算好的排料信息生成最终的物料清单。 

点击【生成物料清单】菜单或直接输入指令“ICMXWLQD”，弹出选择文件界面，选择排料计算后保存

的数据 data 文件，打开然后会直接生成最终的物料清单。 

 

 

最终生成一个包含母线单元，插接箱、插口、始端箱的数量清单，这样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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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浩辰 CAD 母线槽设计命令参照表 

 

 功能名称 命令名称 

系统设置 ICMXSYSSET 

初始化绘图环境 ICMXCSH 

母线槽绘制 ICMXHZ 

母线槽编辑 ICMXEDIT 

母线槽编号 ICMXBH 

楼板线 ICMXLBX 

插接箱绘制 ICMXCJX 

支架绘制 ICMXZJ 

生成示意图 ICMXTYCD 

单元明细表布置 ICMXCLB 

单元明细表汇总 ICMXCLBHZ 

导入计算公式 ICMXJSGS 

母排宽度管理器 ICMXMPKD 

生成工艺单 ICMXGYD 

排料工具 ICMXPL 

生成物料清单 ICMXWLQ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