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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欢迎使用 Solid Edge 自学培训。本课程用于培训 Solid Edge 的操作。本课程为自
学课程，指导部分之后带有相关活动。

SolidSolidSolid EdgeEdgeEdge 自自自学学学课课课程程程

• spse01424spse01424spse01424 - 使用 Solid Edge 嵌入式客户端

• spse01510spse01510spse01510 - 绘制草图

• spse01515spse01515spse01515 - 构造基本特征

• spse01520spse01520spse01520 - 移动和旋转面

• spse01525spse01525spse01525 - 处理面关系

• spse01530spse01530spse01530 - 构造处理特征

• spse01535spse01535spse01535 - 构造过程特征

• spse01536spse01536spse01536 - 同步特征和顺序特征建模

• spse01537spse01537spse01537 - 多主体建模

• spse01540spse01540spse01540 - 装配建模

•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 创建局部放大图

• spse01546spse01546spse01546 - 钣金设计

• spse01550spse01550spse01550 - 通过项目进行技能练习

• spse01560spse01560spse01560 - 使用曲面对零件进行建模

• spse01610spse01610spse01610 - Solid Edge 框架设计

• spse01640spse01640spse01640 - 装配阵列

• spse01645spse01645spse01645 - 装配系统库

• spse01650spse01650spse01650 - 使用大型装配

• spse01655spse01655spse01655 - 修订装配

• spse01660spse01660spse01660 - 装配报告

• spse01665spse01665spse01665 - 替换装配中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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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 111 章章章 简介

• spse01670spse01670spse01670 - 在装配的关联中设计

• spse01675spse01675spse01675 - 装配特征

• spse01680spse01680spse01680 - 检查装配

• spse01685spse01685spse01685 - 备选装配

• spse01686spse01686spse01686 - 可调零件和装配

• spse01690spse01690spse01690 - 装配中的虚拟部件

• spse01691spse01691spse01691 - 爆炸装配

• spse01692spse01692spse01692 - 渲染装配

• spse01693spse01693spse01693 - 装配动画

• spse01695spse01695spse01695 - 管线设计（管件）

• spse01696spse01696spse01696 - 使用线束设计创建线束

• spse01697spse01697spse01697 - 使用指板

• spse01698spse01698spse01698 - 使用凸轮关系

开开开始始始教教教程程程

教程结束时，自学培训开始。通过教程，您可以最快地熟悉 Solid Edge 的基本用
法。如果您从未使用过 Solid Edge，请在自学培训之前首先完成关于基本零件建
模和编辑的教程。

支支支持持持的的的浏浏浏览览览器器器

• Windows：

o Internet Explorer 8 或 9

o Firefox 12 或更高

• UNIX/Linux

o Firefox 9.x 或更高*

• Mac：Safari 5.x 或更高

需需需要要要 JavaJavaJava 插插插件件件以以以供供供搜搜搜索索索使使使用用用

搜索引擎需要在浏览器上安装 Java 插件版本 1.6.0 或更高。Java Runtime 环境
(JRE) 6.0 中免费提供此插件。如果需要安装 JRE 或对等的 Java 环境，请访问位于以
下网址的 Java 下载站点：http://www.java.sun.com。

需需需要要要 AdobeAdobeAdobe FlashFlashFlash PlayerPlayerPlayer 以以以供供供视视视频频频和和和仿仿仿真真真使使使用用用

要观看视频和仿真，必须在浏览器上安装 Adobe Flash Player 版本 10 或更高作为插
件。可从以下网址免费下载 Flash Player：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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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AdobeAdobeAdobe AcrobatAcrobatAcrobat ReaderReaderReader

帮助的某些部分可能以 PDF 形式交付，因此需要 Adobe Acrobat Reader 7.0 或更高版
本。可以从以下网址免费下载 Reader：http://get.adobe.com/reader/

InternetInternetInternet ExplorerExplorerExplorer 注注注意意意事事事项项项

• IE9 兼容性视图。用以下地址启动时，HTML 可交付结果完全受到支持：http://
协议或文件：/// 协议。但是，如果从本地安装（如 D://）查看文件时，可能需
要启用兼容性视图。请在 IE 9 中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

2. 在“兼容性视图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兼容性视图”复选框中的“显示所
有网站”。

*Firefox*Firefox*Firefox 注注注意意意事事事项项项

• 考虑到有关 Java 的安全性问题，Firefox 建议用户更新最新版
本。由于这些问题，不建议使用较早版本的 Firefox。请参阅：
http://support.mozilla.org/en-US/kb/latest-firefox-issues

• 大多数客户通过 http: 协议下载并安装我们的可交付结果，这种协议完全受到
支持。Firefox 的默认安全性设置将阻止来自从 UNC 路径（文件：///）正确启
动的帮助。要更改此设置，需要更改 security.fileuri.strict_origin_policy
首选项的值：

o 在地址栏中，键入 about:config。

o 在“过滤器”字段中键入 security.fileuri；如果
security.fileuri.strict_origin_policy 首选项已设置为 True，请将该值设
置为 False。（双击该值以切换该值。）

o 重新启动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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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制图

课课课程程程概概概述述述

制图课程着重于创建和编辑 3D 模型的图纸。完成本课程后您可以：

• 创建图纸

• 向图纸添加视图

• 创建尺寸

• 创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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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 333 章章章 图纸制作

图图图纸纸纸制制制作作作概概概述述述

概概概述述述

图纸制作是将零件或装配设计正式归档的过程。Solid Edge 提供了许多工具，使您能
够很容易地在图纸制作的任何阶段将设计归档。可使用 3D 零件和装配创建关联图纸视
图，这样在零件或装配更改时，就可以快速地更新。还可以创建由从草图绘制的 2D 元
素组成的图纸视图，这些图纸视图可以快速更改，而不需要更改零件或装配文档。

通过将以上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您就有能力满足不断变化的工作流需求。可以放置一个
关联的图纸视图，在模型更改时可以更新此视图。而当您对图纸文档进行更改而不更改
模型时，便可将关联的图纸视图转换为 2D 元素图纸视图。

• 创建零件图纸

• 创建装配图纸

在 Solid Edge 中您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图纸视图制作 2D 图纸：零件视图和 2D 视
图。2D 图纸可以包含尺寸和其他描述零件或装配大小、制作零件或装配的材料以及
其他信息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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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制作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类类类型型型

在使用 3D 模型工作时，您可以创建以下类型的图纸视图：

• 主视图

• 辅助视图

• 透视图

• 局部放大图（关联和独立）

• 剖视图

• 断开视图

• 草图质量视图或高质量视图

• 爆炸装配图纸

使用 Solid Edge 2D 制图时不能创建需要 3D 模型的 3D 视图：剖视图、局部剖视
图和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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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 333 章章章 图纸制作

图图图纸纸纸制制制作作作工工工作作作流流流

图纸制作的第一步是作图。图纸的创作涉及到设置图纸页以及创建所选零件或装配的
零件视图或 2D 视图。

在创建零件视图时，Solid Edge 对零件边应用可见及隐藏线型。在放置零件视图之
后，您可以更改样式以及对零件边应用它们的方式。在创建 2D 视图时，可以使用线
型和格式来创建隐藏线显示。

您可以通过添加诸如尺寸和注释之类的详细信息来完成图纸。

在 Solid Edge 中，按照以下工作流制作图纸：

步步步骤骤骤 1:1:1: 使用工程图文档模板创建新文档。

步步步骤骤骤 2:2:2: 设置图纸页。

步步步骤骤骤 3:3: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使用“视图向导”命令放置零件视图。

• 使用“创建图纸”命令放置装配视图。

• 使用“2D 模型”命令放置 2D 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4:4:4: 创建附加的零件视图或图纸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5:5:5: 调整图纸视图上的可见、隐藏以及相切边的显示。

步步步骤骤骤 6:6:6: 添加尺寸和注释。您还可以编辑所显示的尺寸的格式，以应用公差或进行
其他修改。

步步步骤骤骤 7:7:7: 打印（绘制）2D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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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制作

创创创建建建零零零件件件图图图纸纸纸

创创创建建建零零零件件件图图图纸纸纸的的的工工工作作作流流流

使用以下过程从任意 Solid Edge 零件或钣金文档（.par 和 .psm 文件类型）。

1. 使用 ISO Draft 模板打开新的工程图文档。

2. 使用“视图向导”命令定义和放置主零件视图。

3. （可选）根据需要创建其他视图。

• 辅助视图

• 局部放大图

• 剖视图

• 断开视图

• 草图质量视图

4. 为零件视图标注尺寸。例如，您可以：

• 从模型中调入尺寸和注释.

• 使用“智能尺寸”命令添加尺寸。

5. 为零件视图添加注释。例如，您可以使用这些命令为模型添加注释：

• 放置符号标注。

• 放置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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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 333 章章章 图纸制作

• 放置特征控制框或基准框。

• 放置边状态符号。

• 定义焊接符号。

• 放置表面纹理符号。

• 在图纸视图中自动创建中心线和中心标记。

• 使用“边线画笔”命令重新绘制、显示或隐藏零件边。

• 使用“文本”命令向图纸页中添加注释。

6. 保存工程图文档。

7. 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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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制作

8. 当模型更改时，图纸视图将过期。执行以下任意一个操作：

• 使用“更新视图”命令更新灰色框表示的模型的视图。

请参见图纸视图更新了解这些特征。

• 使用“尺寸跟踪器”对话框查看更改的尺寸和注释。

请参见跟踪尺寸和注释更改了解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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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装装装配配配图图图纸纸纸

您可以选择装配模型中定义的模型表示以在图纸视图中显示，如爆炸模型显示配置或
PMI 模型视图。通过以下过程可为具有符号标注零件明细表的爆炸装配创建正等测
图纸视图。可从装配模型或工程图文档中执行此过程。

1. 启启启动动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向向向导导导

在装配文档中，执行以下操作：

a. 保存装配文档。

b. 从“应用程序”菜单中，选择“新建”→“创建图纸”命令。

c. 在“创建图纸”对话框中，选中“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复选框并单击
“确定”。

2. 选选选择择择装装装配配配模模模型型型表表表示示示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选项）”中，从 .cfg、PMI 模型视图或区
域列表中选择以下各项之一：

• 要创建爆炸正等测模型视图，请选择爆炸模型显示配置 ，然后单击“完
成”。

要了解如何创建爆炸模型配置，请参阅自动爆炸装配。

• 要显示添加到模型的已保存视图中的设计、生产和功能信息，请选择 PMI 模型

视图名称 ，以创建 PMI 图纸视图。

要了解如何创建 PMI 模型视图，请参阅创建 PMI 模型视图。

• 要在大型装配模型的矩形区域中创建设备和组件的用户定义视图，请选择一个

区域名称 ，然后单击“下一步”。

• 如果没有预定义的模型表示可供选择或可用于创建用户定义装配视图的任何组
合，请选择“未作选择”，然后单击“下一步”。

3. 在在在页页页中中中放放放置置置用用用户户户定定定义义义视视视图图图

如果显示“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方向）”页面：

a. 选择一个已命名视图（如正等测）作为主视图。

b. 单击“下一步”选择其他视图，或单击“完成”。

c. 单击图纸页以放置视图。

提提提示示示

预定义的 PMI 模型视图和显示配置会自动放置在图纸上。

4. 放置视图后，您可以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 调调调整整整装装装配配配显显显示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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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显示”页（“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可控制装配中各个零件及子装
配的显示。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装配图纸。

• 检检检索索索模模模型型型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

o 如果图纸视图是正交视图，则可使用“检索尺寸”命令将模型中的尺寸和
注释提取到图纸中。

o 如果图纸视图是轴测（正等测、正二轴测或正三轴测）视图，则可使用
“智能尺寸”命令将 3D 尺寸放置在轴测图纸视图中。

5. 添添添加加加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的的的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使用“主页”选项卡→“表”组→“零件明细表”命令创建零件明细表。

提提提示示示

• 要将显示装配模型项编号方案的零件明细表放置到表和符号标注中，请
在“选项”页（“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中选中“使用装配生成的
项号”复选框。如果此选项不可用，则需在“项号”页（“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中设置“创建项号”复选框。

• 您可以将使用零件明细表自动生成的符号标注重新进行排列，使所有符
号标注均可见。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堆叠符号标注。

• 如果零件明细表或装配的图纸视图中缺少零件，请确认在装配文档的
“事例属性”对话框中没有关闭这些零件。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在
图纸视图或零件明细表中显示装配事例。

• 您可以创建备选装配的图纸视图。

创创创建建建备备备选选选位位位置置置装装装配配配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如果装配中包含联接和传动等机械装置，并且这些机械装置的位置在该装配的物理操作
过程中发生更改，则可以将这些机械装置定义为备选位置装配模型中的备选位置成员。
使用视图向导创建该装配的图纸视图时，可以选择要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的不同位置。

1. 在“工程图”文档中，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视图向导”

命令 。

提提提示示示

要通过装配文档创建备选位置装配图纸视图，请从“应用程序”菜单中选
择“新建”→“创建图纸”命令。在“创建图纸”对话框中，确保选中
“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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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中，选择已在其中定义备选位置的装配。

3.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备选位置装配”）中，选中一个“主”位置复选框，
然后选中一个或多个“备选”位置复选框。

您可以单击“成员名称”列中的名称，以查看各个位置中的装配预览。

4.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装配图纸视图选项”）中，单击“下一步”。

5.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方向”）中，选择要应用于图纸视图的视
图方向。

6. 单击“完成”以放置单一图纸视图，或者单击“下一步”，然后在“图纸视图创建
向导”（“图纸视图布局”）中选择视图（如果要在图纸页上放置附加视图）。

7. 在图纸页上，单击要放置视图的位置。

提提提示示示

• 在指定为主位置的模型位置中，包含创建零件明细表时自动添加符号标注的
零件，以及应用着色和灰度时着色的零件。

• 放置图纸视图之后，可以在图纸视图快捷方式菜单中选择“设置主位置和
备选位置”命令，然后在该视图中添加和移除成员，并更改主位置和备选
位置名称。

“设置主位置和备选位置”对话框

使用“设置主位置和备选位置”对话框，可显示或隐藏选定备选位置装配图纸视图中
的装配成员。如果更改成员选择，则必须更新该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从备选位置装配图纸视图的快捷方式菜单中选择“设置主位置和备选位置”
命令时，将显示此对话框。

成员名称

显示备选位置装配图纸视图中的备选位置成员的名称。您可以单击成员名称，以
查看成员位置在预览窗格中的外观。

主

选择备选位置成员作为图纸视图中的主成员。只需要一个主成员。

主位置零件在创建零件明细表时自动添加符号标注，并在应用着色和灰度时进
行着色。

备选

选择要显示在图纸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附加备选位置成员。

3-103-103-1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将将将多多多个个个零零零件件件归归归档档档在在在一一一个个个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档档档中中中

Solid Edge 允许您将多个零件或装配归档到单一工程图文档中。当使用装配时，这很
有好处。例如，您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将装配文档的图纸视图和个别零
件文档放到一个工程图文档中，而不必为装配和每个零件创建单独的工程图文档。
这大大简化了文档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图纸视图向导”命令跟踪您在工程图文档中放置的零件和装配。您可以单击“图
纸视图向导”命令来放置第一个零件或装配的图纸视图。下一次单击此命令时，将
显示“选择零件”对话框。“选择零件”对话框显示当前放在文件夹树结构中的
工程图文档中的文档。

如果已放置装配文档，则可以选择装配中的零件作为下一个零件视图的基础。如果
您想要创建另一装配中的零件的零件视图，则可以使用“浏览”按钮来在您的计算
机或网络中的另一计算机上查找零件。

参参参考考考零零零件件件

有时，您可能希望在图纸中包含仅用于参考的零件或子装配。参考零件通常会在图纸视
图中为顶层装配或成品提供部件的参考框。

例如，在为打磨机创建一个头状体子装配 (A) 时，您可能要将框架和开关 (B) 显示
为参考零件，以显示头状体子装配和成品之间的关系。

在放置装配的零件视图时，您可以指定某零件或子装配为参考零件，或者您也可以在随
后编辑零件的图纸视图属性。“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选项卡上的“作为参
考显示”选项允许您将某零件或装配指定为参考零件。

在装配中，您还可以使用“事例属性”命令将某装配事例指定为参考零件。然后，
您可以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设置“从装配派生‘作为参考显示’”选项，
以在图纸中将该部件显示为参考零件。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113-113-11



第第第 333 章章章 图纸制作

参参参考考考零零零件件件和和和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创建装配的零件明细表时，您可以使用“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的“列表控制”选项
卡上的“排除参考零件”选项，对是否将参考零件包含在零件明细表中进行控制。

将将将零零零件件件设设设为为为参参参考考考零零零件件件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显示”选项卡上的零件明细表中，选择
一个零件。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单击“作为参考显示”复选框。

提提提示示示

• 可从“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的“清单控制”选项卡上的零件明细表中
排除参考零件。

• 可使用“选项”对话框的“边显示”选项卡上的“参考零件”控制来控制可
见、相切及隐藏边的线型。

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显显显示示示参参参考考考几几几何何何体体体

1.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选项卡中，单击“零件明细表选项”按钮。

2. 根据您希望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的内容，可以选择“列出构造”、“列出坐标系”、
“列出草图”、“列出参考平面”或“列出中心线”。您也可以选择“全部列
出”，显示视图中所有可用的参考几何体。

选定的参考几何体将添加到“零件明细表”中。

3. 在“零件明细表”中，高亮显示您希望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的对象并选中“显示”
复选框。

4. 更新图纸视图。

将显示参考几何体。

提提提示示示

• 模型文件必须保存在 Solid Edge 版本 15 或更新的版本中，这样其草图和
参考平面才可以显示在零件明细表中。

• 如果您只是列出了参考几何体而没有选中“显示”复选框以使其在图纸视
图中显示，则下次您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时，这些对象将不会在
“零件明细表”中列出。再次使用“零件明细表选项”按钮，将这些对
象重新添加到“零件明细表”中。

• 草图是有效的几何图形，可以用来在轴测图中放置 3D 尺寸。

• 默认情况下，参考平面和草图使用“选项”对话框中“边显示”选项卡上的
“可见边”和“隐藏边”线型。您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
“显示”选项卡来更改参考平面和草图的边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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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列出了已进行质量属性计算的模型的坐标系，则质心坐标系可显示在
零件明细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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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 InsightInsightInsight XTXTXT 中中中创创创建建建主主主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

将 Solid Edge 工程图从 3D 模型保存为单独的版本时，将会创建在打开的模型文档中
显示的 3D 模型的主工程图或主图纸。

1. 将当前模型（装配、零件或钣金）文件保存到 SharePoint。

2. 选择“应用程序”菜单→“新建”→“创建图纸”。

显示“创建图纸”对话框。

3. 根据需要完成图纸视图向导，然后单击将图纸放置在图纸页上。

图纸中包含对 3D 模型的引用。

4. 保存图纸。

此时将显示“新建文档”对话框，其中包含与 3D 文档关联的属性。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确定”，将工程图保存为与 3D 模型相同的版本。

这是传统的工作流。工程图文档是在“编号”和“版本”与 3D 模型相同的
情况下使用同一个 URL 创建的，这样，单一“版本”就包含 3D 数据集和
相应的工程图。

• 单击“全部指派”或“指派”，以生成新的“编号”和“版本”。

做此选择时，将在与 3D 文档相同的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新文档。

• 选择新的 URL，以保留当前内容类型，然后选择“全部指派”或“指派”。

新文档保存在不同于 3D 模型的文件夹中，并且具有新的“编号”和“版本”。

• 选择新的 URL，更改零件内容类型，并保留现有的“编号”和“版本”。

新文档保存在不同于 3D 模型的文件夹中，但保留了与该 3D 模型相同的
“编号”和“版本”。

注注注释释释

对这两个属性进行更改之后，可以在“新建文档”对话框中单击“恢复”，
以将这些属性还原为初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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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概概概述述述

复合绘图以选择图纸页开始。图纸页类似于笔记薄中的页。您可以在文档中的不同图纸
页上放置图纸视图。例如，您可以在一张图纸页上放置前视图和右视图，而在另一张图
纸页上放置剖视图。这两张图纸页保存在同一个文档中。要设置图纸页，请使用“应
用程序”菜单中的“图纸设置”命令。

所有 3D 模型图纸视图、尺寸和注释都放在活动的工作图纸上，该图纸页有两个组件。

• 图纸页轮廓 (A) 显示图纸页的方向和打印区域。您可以使用“图纸页设置”命
令来更改图纸页轮廓的尺寸和方向。

• 轮廓 (B) 外部的区域也是图纸页的一部分。

还可以绘制、测量以及注释 2D 模型图纸上的几何图形，并创建 2D 设计的 2D 模型视
图，并将其放置在当前活动的工作图纸上。

使用以下链接详细了解图纸页：

• 工作图纸

• 背景图纸

• 表图纸

• 2D 模型图纸

• 操作图纸页

• “图纸”选项卡组

• 图纸名称和页号

• 图纸页和文档模板

• 在工程图查看器中显示图纸页

• 图纸比例和图纸视图比例

工工工作作作图图图纸纸纸

工作图纸是指在其上放置了模型零件视图并执行所有图纸视图构造的图纸。您可以根据
需要来创建任意数目个工作图纸。每个工作图纸都有附带的背景图纸。

使用“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工作图纸”命令可以显示和隐藏所有工作图纸。

通过“应用程序”菜单上的“图纸设置”命令，您可以修改图纸页的特性，例如图纸页
大小和随附的背景图纸。您可以使用“图纸设置”对话框中的“保存为默认”按钮保存
自己的设置，将其用作文档中所有新建工作图纸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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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背背景景景图图图纸纸纸

背景图纸用作工作图纸的背景。可以将同一背景图纸附加到任意数量的工作图纸上，因
此，如果要将任何几何体放到多张图纸上，背景图纸就最适合不过了。

• 使用“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背景”命令显示所有背景图纸。

• 使用“图纸设置”对话框中的“背景”选项卡来应用背景图纸。

在使用“图纸设置”命令将背景图纸附加到工作图纸后，该背景图纸上的几何体将与工
作图纸一起显示和打印。因而，这些图纸页的纸张尺寸和其上的图形都变得一致，工作
图纸的尺寸自动设置为附带的背景图纸的尺寸。典型的定制方案是每种标准尺寸的图纸
（如 A、B、C、D 或 A0、A1、A2、A3、A4）都有不同的背景图纸。

注注注释释释

背景图纸上的图形不受图纸比例影响。它们的显示比例始终为 1:1（相对工
作图纸而言）。

例如，在背景图纸上，您可以添加符合公司标准的边框和标题块，使用“插入对象”命
令插入公司徽标的光栅图像，或是绘制其他您想在背景中显示的几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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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图图图纸纸纸

表图纸即工作图纸，自动插入图纸选项卡托盘，以包含多页零件明细表和表格。表图
纸选项卡名称显示组中的表组编号和表图纸页号，例如 Table1：1. 插入同一表格
的多页图纸时，第二页图纸选项卡名称为 Table1：2。

表图纸可用于将长零件明细表和表格组织到手册中，以方便打印。在“属性”对话
框中的“位置”选项卡上选择“为表格新建图纸”时，可以指定为新表格或零件明
细表创建表图纸。

可以使用“位置”选项卡上的“显示图纸背景”选项，控制生成表图纸时，表图纸
中所显示的内容。这些表图纸可能为空白图纸，或者您可以显示含有定义边界和
标题块的表图纸模板。

示示示例例例

要创建表图纸模板，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步步步骤骤骤 1:1:1: 设计大小为 A Tall（8.5 x 11 英寸）纸张的零件明细表标题块。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将该标题块置于工作表中，然后使用“图纸设置”对话框中的“背
景”选项卡，将背景图纸与该模板关联。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创建一个包含背景图纸的模板，然后将其保存到 C:\Program
Files\Solid Edge ST5\Template\More 文件夹中。

要了解如何在创建零件明细表和表时使用表图纸，请参见为表格新建图纸。

您可以使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视图”选项卡（工程图）中的选项，指定如
何对表图纸命名以及如何在图纸选项卡托盘中排列表图纸。例如，您可以使用“为图纸
组单独编号”选项，将表图纸集中在图纸选项卡托盘中。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见下列图纸名称和编号。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

2D 模型图纸是专门用于在 2D 模型空间中工作的特殊图纸页。使用它可以在图纸页上
绘图，并按照对于正在设计的零件整体大小的适当的比例添加注释，但它打印的图纸所
包含的注释将对于指定的输出图纸页大小适当地进行缩放。

例如，可以将包含 2D 几何体的文件（例如 Solid Edge .dft 文档或 AutoCAD .dwg 或
.dxf 文件）拖动到 2D 模型图纸上。可使用一种图纸比例添加注释和尺寸，然后使用
“图纸视图”组中的“2D 模型”命令创建您设计的 2D 视图，这些视图将以不同比例
放置在一个或多个工作图纸上供打印。

与工作图纸不同的是，每个文档只允许有一个 2D 模型图纸。它始终是文档中的第一个
图纸，并且不能对其重命名。

• 选择“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2D 模型”命令，使此图纸可用。

• 2D 模型图纸的比例为 1:1。要以不同于打印图纸的比例注释和标注尺寸，且不必
在打印前更改文本高度，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上的“图纸区设置”命令。此
命令将根据打印出的图纸大小和您打算设计的宽度和高度，自动计算 2D 模型图
纸上工作区域的大小和比例。

• 可以向 2D 模型图纸添加图纸边界图纸。使用“图纸区设置”命令，选择一个图纸
边界块文件，这些文件列在“放置块”列表中的“图纸区”对话框上。使用“图纸
区设置”命令确保将边框以正确的尺寸放置在腰打印的图纸上。

如果不想调整边界尺寸，请拖动包含图纸边界的文件并将其移动到模型图纸上，
然后单击放置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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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操操作作作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用位于图纸窗口底部的图纸选项卡。

• 通过单击选项卡，您可以选择并显示图纸页。显示的图纸页的名称以粗体出现。

• 您可以通过双击图纸选项卡来设置图纸选项。

• 您可以右键单击图纸页选项卡来访问图纸页选项卡快捷菜单。通过此菜单，可以插
入、删除、重排序和重命名图纸页。

可以使用以下滚动按钮来滚动图纸页选项卡。

滚动到文档中的第一个图纸页选项卡。

滚动到文档中的最后一个图纸页选项卡。

滚动到文档中的前一个图纸页选项卡。要一次滚动若干个选项卡，请按住
Shift 键不放，然后单击此按钮。
滚动到文档中的下一个图纸页选项卡。要一次滚动若干个选项卡，请按住
Shift 键不放，然后单击此按钮。

“““图图图纸纸纸”””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组组组

图纸组将类型相似的图纸（如工作图纸、背景图纸以及表图纸）收集到图纸选项卡
托盘的各个组中。“图纸”选项卡组以交互的颜色组显示在图纸选项卡托盘中。这
样能轻松地查找单独的图纸并打印相关图纸。例如，在多个图纸页中使用的零件明
细表会分组在图纸页选项卡托盘中，以便打印为手册。

通过“颜色”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以下选项，您可以更改指
派到图纸选项卡的默认颜色。

• “图纸”选项卡 1 - 指定“2D 模型”选项卡、“背景图纸”选项卡，以及“工作
图纸”选项卡备选组的图纸选项卡颜色。

• “图纸”选项卡 2 - 指定“主工作图纸”选项卡以及“工作图纸”选项卡备选
组的图纸选项卡颜色。

图图图纸纸纸名名名称称称和和和页页页号号号

各图纸组都有其特定的命名约定。尽管您不能指定名称的初始指派方式，但您可以使用
“图纸”选项卡快捷菜单上的“重命名图纸”命令来重命名各图纸。如果是位于不同组
中的两个图纸，则可以使用相同名称。

可以使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工程图）中的以下选项，指定如何对图纸命名
以及如何在图纸选项卡托盘中排列图纸。

• 为图纸组单独编号 — 在图纸选项卡托盘中将类型相同的图纸分组在一起。工作
图纸、背景图纸以及表图纸的分组和编号各自独立，互不相干。页号以连续和
自动方式指派。

示示示例例例

如果存在一页工作图纸和四页表图纸，则这些图纸将编号为 1，后接 1、2、
3、4。

此选项还可以指定为某表生成的表图纸将与为其他表生成的表单独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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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例例例

为不同的表（例如，不同的零件明细表）生成表图纸时，每个零件明细表的
表图纸都将收集到单独的组中。第一个表图纸组的命名约定为表 1:1, 表
1:2, ...；第二个表图纸组的命名约定为表 2:1, 表 2:2, ...。

• 在选项卡中显示图纸编号和图纸名称 — 在图纸选项卡名称的前面显示图纸编号。

示示示例例例

工作图纸页号和页名

1 - Sheet1

2 - Sheet2

背景图纸页号和页名

1 - A4 纸

2 - A3 纸

表图纸页号和页名

1–Table1:1

2–Table1:2。

• 在选项卡中显示图纸编号 — 仅显示图纸编号。使用此选项可减小所有选项卡的
宽度，便于查找图纸。

示示示例例例

选择以下选项：

o 在选项卡中显示图纸页号

o 图纸选项卡 1 颜色（淡浅绿色）

o 图纸选项卡 2 颜色（浅橙色）

您可以创建属性文本来引用图纸选项卡名称或编号并将其显示在标注中。帮助主题属性
文本源列表（源：从活动文档中)介绍了您可以在文档中引用的属性文本。

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和和和文文文档档档模模模板板板

通过将定制的背景图纸保存在文档模板，可重用这些图纸。当您使用模板来创建新文
档时，将把该模板中的所有背景图纸复制到新文档中。

在在在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查查查看看看器器器中中中显显显示示示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如果需要在 Solid Edge 查看器和“查看和批注”中审核工程图文档，必须指定文件中
要包括的图纸。使用“常规”页（“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工程图”环境）
中的下列复选框，以选择图纸页类型：

• 在文件中包括工程图查看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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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包含工作图纸

o 包含 2D 模型图纸

o 包含背景图纸

3-203-203-2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选选选择择择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 单击您想要激活的图纸页的选项卡。

提提提示示示

• 您可以使用快捷菜单删除或重命名图纸页；将光标定位在图纸选项卡上，
然后单击鼠标右键。

• 您可以双击图纸页选项卡来访问“图纸设置”对话框，也可以使用快捷菜单。
要显示快捷菜单，请将鼠标光标定位在图纸选项卡上，然后单击鼠标右键。

滚滚滚动动动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

• 在当前图纸页上，单击图纸页选项卡旁边的滚动按钮。单击滚动按钮将显示图纸页
选项卡，以便您可以方便地访问它们和选择图纸页。单击下图中的滚动按钮，以
了解每个按钮的功能：

注注注释释释

单击滚动按钮并不会显示另一图纸页。如果文档中只有几张图纸页，则滚动按
钮可能不可用。

“““工工工作作作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

显示文档中的所有工作图纸。如果背景图纸附加至工作图纸上，那么背景图纸上的图形
将显示在工作图纸中。对工作图纸附加背景图纸时，软件将自动调整工作图纸的尺寸和
边距，以同背景图纸的尺寸和边距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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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显显示示示背背背景景景图图图纸纸纸

• 选择“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背景”。

更更更改改改背背背景景景图图图纸纸纸

1. 选择“应用程序”菜单→“图纸设置”。

2. 在“图纸设置”对话框上，单击“背景”选项卡。

3. 从列表中选择新的背景图纸。

提提提示示示

• 在更改背景图纸时，工作图纸的尺寸和页边等于所选背景图纸的设置。

• 您可以双击背景图纸选项卡来访问“图纸设置”对话框，也可以使用快捷菜
单。要显示快捷菜单，可在光标处于图纸标签上时右键单击。

“““背背背景景景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

将视图从工作图纸切换至背景图纸。设置此命令时，文档中的所有背景图纸都显示
成窗口底部的选项卡。

清除此命令时，所有背景图纸选项卡都将隐藏，以防止其他用户无意间修改它们。

可以使用背景图纸来绘制要显示在多张图纸页上的图形。例如，可以绘制边框和包含
贵公司徽标、您的姓名以及关于图纸的信息的标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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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图纸设置”命令，可以在任意或所有工作图纸上显示背景图纸图形。

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

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和和和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比比比例例例

图纸比例是一个标准比例值，用于放置在工作图纸上的图纸视图。一般来说，图纸比例
在图纸边界标题区中表示。在将图纸视图用不同的比例放在同一张图纸上时，可以在
图纸视图标题中标注出例外的比例值。

只有工作图纸的图纸比例可以不为 1.0。背景图纸、2D 模型图纸和图纸视图窗口的图
纸比例均固定为 1:1。

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

可在以下情况时设置图纸比例：

• 使使使用用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向向向导导导放放放置置置第第第一一一个个个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视图向导”命令在图纸上放置第一个图纸视图时，可使用“设置图纸比例”
选项从“视图向导”命令条中指定图纸比例。选择此按钮后，可自动将图纸比例设
置为图纸页上放置的第一个图纸视图（主视图）的比例。自动向图纸上放置的所有
后续视图应用这个相同的比例。这样可确保图纸上所有图纸视图的比例都一致。

• 修修修改改改使使使用用用其其其他他他命命命令令令放放放置置置的的的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视图向导”命令以外的命令放置第一个图纸视图时，或图纸上有多个视图的
视图比例不同时，可使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设置图纸比例，使其与所选的任何
图纸视图相匹配。选择图纸页选项卡后，可从快捷菜单中找到此命令。

• 解解解除除除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的的的关关关联联联

可使用“图纸设置”命令查看当前向图纸页指派了什么图纸页比例。可通过选中
“手动更改图纸比例”复选框并选择或键入新比例值，覆盖派生的图纸比例。这样
还会解除第一个图纸视图与图纸比例之间的关联。

选择图纸页选项卡后，可从快捷菜单中找到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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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活活活动动动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显显显示示示图图图纸纸纸的的的名名名称称称、、、编编编号号号和和和比比比例例例

可以使用标注和其他类型的注释，抽取和显示识别活动图纸页的图纸页名称、编
号和比例的属性文本。

例如，可以在共享背景图纸上放置一个标注（在图纸边界标题区上），它将显示每
个工作图纸的图纸比例。在将图纸视图用不同的比例放在同一张图纸上时，可以在
图纸视图标题中标注出例外的比例值。可使用“标题”页（“图纸视图属性”对话
框），定义标题内容和控制标题显示。

要创建抽取属性文本（如图纸名称、图纸编号和图纸比例）的标注，请参见帮助主题创
建属性文本。许多其他属性（例如文件名、标题、作者）也可一并抽取。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比比比例例例

当您进行零件或装配建模时，可以将模型构造成与正在创建的现实物体具有相同比
例。工作图纸的尺寸确定了显示 3D 零件或装配时应该使用的比例。例如，由于 A
尺寸边框要比 D 尺寸边框小，所以，如果使用 A 尺寸的图纸页，那么前端装载
机铲斗零件的图纸视图比例将会缩小。

默认情况下，视图向导根据模型大小和纸张大小计算最适合图纸视图的比例。除了局
部放大图之外，零件视图的比例也与创建这些视图的模型相同。通过单击放置视图
之前，可使用“视图向导”命令条更改图纸视图比例：

• 默认选项为“最适合”按钮，它根据工作图纸的大小，计算显示所选零件所需的最
适合的比例值。此比例显示在命令条的“比例”框中。

• 可使用命令条上的“比例”列表，选择其他比例应用于图纸视图。

• “设置视图比例”按钮可更改所放置的图纸视图的比例，使其与当前的图纸比例
相匹配。

注注注释释释

对齐的零件视图也共享同一比例。要更改个别零件视图的比例，请使用快捷菜
单中的“取消对齐”命令移除它的对齐，然后使用快捷菜单中的“属性”命令
设置您所要的比例。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值值值

在零件视图中，零件或装配的尺寸值测量的是模型的实际大小。例如，如果零件中的孔
特征为 25 mm，图纸视图比例为 2:1，当您标注孔特征的尺寸时，它将为 25 mm，而不
是 50 mm。这意味着您在创建图纸时永远不必担心零件视图比例会影响尺寸值。

工作图纸中的尺寸与注释的大小与图纸视图比例无关。例如，如果将尺寸文本的高
度和大小定义为 0.125 英寸或 3.5 毫米，则这些值就是打印出来的图形上的尺寸文
本的实际值。

在在在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建建建立立立缩缩缩放放放的的的工工工作作作区区区

2D 模型图纸的比例为 1:1. 但是，可设置特殊工作区（从中可不按所打印图纸的比例
进行批注和标注尺寸）的大小和比例，而不必在打印之前更改文本高度。“应用程
序”菜单上的“图纸区设置”命令根据打印出的图纸大小以及预期设计的宽度和高
度，自动计算工作区在 2D 模型图纸上的大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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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比比比例例例

可使用以下某个工作流设置图纸页比例。

使使使用用用“““视视视图图图向向向导导导”””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

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时，可自动将图纸比例设置为图纸页上放置的第一个图纸视
图（主视图）的比例。自动向图纸上放置的所有后续视图应用这个相同的比例。这样可
确保图纸上所有图纸视图的比例都一致。

1. 显示新工作图纸。

2.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使用“图纸视图向导”放置图纸视图：

a. 从“图纸视图”组中选择“视图向导”命令 。

b. 选择模型。

c. 选择要放置的视图。

d. 单击“完成”，关闭“视图向导”。

要了解如何执行此操作，请参见创建零件或装配的图纸视图。

3. 在“视图向导”命令条上，执行以下操作：

• 通过选择“设置图纸比例”按钮 ，设置图纸比例，使其与所放置的图纸
视图的比例相匹配。

• 如果图纸视图轮廓显得过大或过小，可使用命令条上的“比例”列表指定
新图纸比例值。

4. 单击以放置视图。

提提提示示示

除了设置图纸比例，使其与图纸视图相匹配，还可通过选择“设置视图比例”按

钮 ，将图纸视图与当前正在使用的图纸比例相匹配。

使使使用用用“““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命命命令令令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

使用“视图向导”以外的命令放置第一个图纸视图时，或要使标题块中报告的图纸比例
以其他图纸视图为基础时，请使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

1. 右键单击图纸页选项卡，然后选择“设置图纸比例”命令。

随后将显示“设置图纸比例”命令条。如果以前定义了图纸比例，则命令条
上将显示该值。

2. 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条上，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手动指定图纸比例，请单击“用户定义图纸比例”按钮 ，然后从“比
例”列表中选择比例，或在“比例值”框中键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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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现有图纸视图派生图纸比例，请单击“图纸视图比例”按钮 ，然后单
击要用于设置图纸比例的图纸视图。

如果已从图纸视图派生图纸比例，则以“选择元素颜色”高亮显示该图纸
视图，并在命令条上显示其比例。

示示示例例例

可使用高亮显示的视图的图纸比例，或者单击其他图纸视图。

3. 要应用图纸比例，请单击命令条上的“接受”。

提提提示示示

• 选中图纸选项卡后，可通过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图纸设置”命令，确认
当前图纸比例。

通过“图纸设置”对话框还可更改用户定义图纸比例，或解除图纸比例与图
纸视图之间的关联。

• 可以使用标注和其他类型的注释，抽取和显示识别活动图纸页的图纸页名
称、编号和比例的属性文本。例如，可以在共享背景图纸上放置一个标注
（在图纸边界标题区上），它将显示每个工作图纸的图纸比例。

要创建抽取“图纸名称”、“图纸编号”和“图纸比例”属性的标注，请参
见帮助主题创建属性文本。

• 可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定义图纸比例和图纸视
图标题的其他内容。

“““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命命命令令令

使使使用用用“““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命命命令令令

“设置图纸比例”命令有多种用途：

• 可设置新工作图纸的图纸比例。

为此，也可选择“图纸设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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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指定标题块的“比例”框中要引用的比例。当有多个图纸视图的视图比例不同
时，此命令很有用。例如，可使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选择要通过标题块中标
注内放置的 %{SheetScale} 属性文本字符串引用其比例的图纸视图。

• 此命令允许您选择任何图纸视图（不只是使用“视图向导”命令在图纸上放置的第
一个视图）与图纸比例相关联。当图纸上放置的第一个视图是用复制和粘贴创建
的，或通过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从另一个图纸传输而创建的时，此命令很
有用。当视图是用“2D 模型视图”命令创建的时，此命令也很有用。

• 可更改与图纸比例相关联的图纸视图。例如，可选择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图与图
纸比例相关联。

• 可使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查看哪个图纸视图与图纸比例相关联。以“选择
元素颜色”（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颜色”选项卡上定义）高亮显
示该图纸视图。

可撤消或重做图纸比例更改。

手手手动动动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模模模式式式

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条上选择“用户定义图纸比例”按钮 后，可通过键入比
例值或选择比例，手动设置图纸比例。

手动更改图纸比例不会更改现有图纸视图的图纸视图比例。

关关关联联联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模模模式式式

可使用关联图纸比例模式从现有图纸视图的比例派生图纸比例。这样可使图纸比例与图

纸视图比例关联。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条上选择“图纸视图比例”按钮 后，
将提示选择要使用其比例的图纸视图。

将从其派生图纸比例的图纸视图转移到另一个图纸后，会将该图纸比例重新分类为用户
定义图纸比例。同样，删除从其派生图纸比例的图纸视图后，也会将该图纸比例重
新分类为用户定义图纸比例。

“““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用户定义图纸比例

选择此项后，从“比例”列表中选择值或在“比例值”框中键入值时可设置图
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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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更改图纸比例不会更改现有图纸视图的图纸视图比例。

图纸视图比例

选择此项后，可选择现有图纸视图，将其比例应用于图纸。符合条件的视图类型包
括主视图（轴测图和正交）、辅助视图、剖面图、局部放大图、局部剖视图、截断
视图、2D 模型视图、2D 局部放大图和快速图纸页模板视图。

可选择图纸视图，然后查看命令条上显示的值以查看其比例。通过这种方式，可
将图纸比例与特定图纸视图相匹配。

缩放

选择一个比例值，将其应用于工作图纸页。这不会影响文档中的其他图纸。

比例值

根据您键入的值定义工作图纸比例。

如果“比例值”产生了当前不提供的比例，则将其添加到“比例”列表中，格式为
1:X 或 X:1，其中 X 是由“比例值”决定的数值。

示示示例例例

如果输入 5，则图纸“比例”列表将设置为 5:1。如果输入 1/3，则图纸
“比例”列表将设置为 1:3.

重置

将比例重置为以前的一个值或所选的另一个图纸视图。

可使用“重置”解除与图纸视图的关联，具体方法是选择图纸视图，然后选择
此按钮。

接受

将当前比例应用于图纸。还可单击右键或按 Enter。

应用图纸比例不会影响现有图纸视图。

向向向 SolidSolidSolid EdgeEdgeEdge 添添添加加加定定定制制制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比比比例例例

在用户界面中的许多不同位置，包括图纸视图向导、“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及“图纸
视图选择”命令条，“比例”列表中都会显示预定义的图纸视图比例。

除了从“比例”列表中选择预定义的图纸视图比例外，还可以在“比例”框中以比率格
式键入定制图纸视图比例，并可在“比例值”框中键入一个小数值。

如果要在工程图文档中加入一组标准的定制图纸视图比例，则可将它们添加到 Program
文件夹中的 custom.xml 文件。在此文件中，可以读取随 Solid Edge 提供的所有默
认英制和公制图纸视图比例。

1. 在文本编辑器或 XML 编辑器中打开 custom.xml 文件。

此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C:\Program Files\Solid Edge ST5\Program.

2. 滚动到以此标签开头的文件部分：

<DrawingViewScales version="1">

以下是两组预定义的图纸视图比例：英制和公制。它们已按如下方式设置格式：

<DVScaleSet name=”English”>
<DVScale value=”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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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Scale value=”80:1”/>

<DVScaleSet name=”Metric”>
<DVScale value=”50:1”/>
<DVScale value=”20:1”/>

3. 保持相同的格式，并向适当的列表添加定制图纸视图比例。任何使用正数的图纸视
图比例均为有效比例。

示示示例例例

例如，“3:2”和“2.5:0.5”均为有效值。如果输入内容无效，则不会出现
在 Solid Edge 的图纸视图比例列表中。

4. 保存并关闭该文件。

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创创创建建建新新新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 将光标定位在图纸窗口底部的图纸选项卡上，然后右键单击并选择“插入图纸”。

o 如果将光标定位在工作图纸选项卡上，则所创建的图纸为工作图纸。

o 如果将光标定位在背景图纸选项卡上，则所创建的图纸为背景图纸。

提提提示示示

可使用“应用程序”菜单上的“图纸设置”命令将背景图纸附加到任何图纸页。
单击“图纸设置”对话框上的“背景”选项卡来查找背景图纸设置。

创创创建建建背背背景景景图图图纸纸纸

此过程说明如何创建背景图纸并将其附加到文档的活动图纸中。

1. 选择“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背景”以显示默认背景图纸。

在窗口底部，您可以看到各背景图纸的彩色图纸选项卡。这些图纸带有图纸大
小标签，例如 A4 图纸和 A3 图纸。

背景这一词组会作为水印印在各背景图纸上，但不会被打印出来。

2. 右键单击任一背景图纸选项卡并选择“插入图纸”。

系统将使用默认图纸页设置创建新的背景图纸。

3. 右键单击新的背景图纸选项卡并选择“图纸设置”。

4. 在“图纸设置”对话框中，设置您所要的选项。

5. 向背景图纸添加您希望它显示的内容。

6. 右键单击某一工作图纸选项卡并选择“图纸设置”。

7. 在“图纸设置”对话框中，单击“背景”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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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背景”图纸列表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背景图纸的名称以将新背景图纸附
到工作图纸上。

提提提示示示

• 您可以在“颜色”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中更改背景图纸
选项卡的默认颜色。

• 通过双击图纸选项卡或使用图纸选项卡快捷方式菜单，可以打开“图纸设
置”对话框，或者可以从“应用程序”菜单中选择该对话框。

• 您可以使用快捷菜单删除或重命名背景图纸；将光标定位在图纸选项卡上，
然后单击鼠标右键。

• 可以将背景图纸保存在模板中，以便于以后使用。请在新文档中创建背景
图纸，然后将该文档保存到模板文件夹中。使用“应用程序”菜单中的
“Solid Edge 选项”命令来指定模板文件夹的位置，以便在您创建新文档
时有模板可用。

• 可以使用“块”命令从背景图纸图形中创建可重复使用的块。要将此背景添加
到 2D 模型图纸，请使用“图纸区设置”命令并从“放置块”列表中选择它。

• 可以使用“块”命令从背景图形中创建块。要将此背景添加到 2D 模型图
纸，请使用“图纸区设置”命令并从“放置块”列表中选择它。

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1. 在“应用程序”菜单 中，选择“图纸设置”命令。

2. 在“图纸设置”对话框中，设置您所要的选项。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您要设置背景图纸，可单击“背景”选项卡并设置所需的选项。

提提提示示示

• 可以使用“图纸设置”对话框中的“保存默认值”按钮将图纸设置保存为默认
值。于是，当前设置将被用作您在文档中创建的任何新图纸页的默认设置。

• 通过双击背景图纸选项卡访问“图纸设置”对话框，或通过使用快捷菜
单，可以为现有图纸页设置选项。要显示快捷菜单，可在光标处于图纸
标签上时右键单击。

• 可以使用“颜色”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中的选项更改图纸
选项卡的默认颜色。

• 可使用图纸页编号、图纸页名称或两者来对图纸页选项卡加注标签。可在
“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工程图）的“视图”选项卡中设置这些选项。

• 可以使用标注和其他类型的注释，抽取和显示识别活动图纸页的图纸页名
称、编号和比例的属性文本。例如，可以在共享背景图纸上放置一个标注
（在图纸边界标题区上），它将显示每个工作图纸的图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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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抽取“图纸名称”、“图纸编号”和“图纸比例”属性的标注，请参
见帮助主题创建属性文本。

重重重命命命名名名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在图纸页上，单击您想要重命名的图纸页的选项卡。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应用程序”菜单中，单击“图纸设置”。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在“图纸设置”对话框上，单击“名称”选项卡并为您选择的图纸输入新
名称。

提提提示示示

还可在光标位于图纸页选项卡上时用快捷菜单上的“重命名”命令来重命
名图纸页。

重重重排排排序序序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右键单击图纸页选项卡。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重排序”。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在“图纸重排序”对话框上，使用“向上移”和“向下移”按钮来对图纸
页进行重排序。

删删删除除除图图图纸纸纸

1. 在图形窗口的底部，将光标定位于要删除的图纸标签名称上，然后右键单击以
显示快捷菜单。

2. 在快捷菜单上，选择“删除图纸”。

3. 确认选择。

提提提示示示

“删除图纸”命令删除活动图纸以及已选择其图纸选项卡的任何图纸。

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命命命令令令

使用默认图纸页设置在文档中插入新的图纸页。可以使用“图纸设置”命令更改默
认设置。

可以创建工作图纸或背景图纸，具体取决于选择“插入图纸”命令时光标所在的
图纸选项卡。

• 创建新图纸页

• 创建背景图纸

图图图纸纸纸设设设置置置命命命令令令

定义工作图纸的属性。的属性，您可以显示和修改下列属性：名称、大小、比例和边
距。也可以选择想要使用的背景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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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存当前设置，以供您在文档中创建新工作图纸时使用。可以只为显示的工
作图纸保存设置。

要显示工作图纸，请使用“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工作”命令。

“““图图图纸纸纸设设设置置置”””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定义活动图纸页的属性。

选项卡

尺寸

背景

名称

选项

保存默认值 -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值。

名称页（图纸设置对话框）

定义图纸页的名称。您也可以更改图纸页的名称。

图纸名称

指定新图纸页的名称。

还可使用此框重命名图纸页，具体方法是先选择文档中的图纸选项卡，然后再选
择“图纸设置”命令。

“背景”页（“图纸设置”对话框）

定义颜色、边距设置和背景图纸显示信息。

背景图纸

指定要用于工作图纸的背景图纸。

背景图纸上的所有图形都将显示在工作图纸上。更改背景图纸将导致工作图纸的尺
寸和页边空白设置更新为由所选背景图纸定义的值。

显示背景

在选择的工作图纸上显示背景图纸图形。

预览

在应用设置前显示其结果。

“大小”页面（“图纸设置”对话框）

定义图纸页尺寸并打印设置信息。所显示的单位从“单位”页（“文件属性”对
话框）派生而来。

图纸尺寸

设置图纸页的尺寸。

与打印设置相同

使用当前打印设置定义设置图纸页尺寸。例如，如果打印机设置为 8 1/2 X
11，则图纸页尺寸设置为 8 1/2 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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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从标准 ANSI 和 ISO 纸张尺寸列表中定义图纸页尺寸。

定制

根据输入的宽度和高度值定义图纸页尺寸。

图纸比例

显示活动工作图纸的图纸比例。

当图纸比例从图纸视图派生而来时，“比例”和“比例值”框不可用。可确定哪个
图纸视图正在使用“设置图纸比例”命令派生图纸比例。选择图纸页选项卡后，可
从快捷菜单中找到此命令。选择此命令后，“所选元素颜色”中显示的图纸视图就
是当前用于设置图纸比例的那个图纸视图。

手动更改图纸比例

选中此复选框后，可从“比例”列表中选择比例，也可在“比例值”框中键入
比例。这样可独立于图纸视图比例设置图纸比例。还会解除图纸比例与图纸视
图比例之间现有的任何关联。但是，它不更改任何图纸视图比例。

注注注意意意

选中此复选框后，将永久解除图纸比例与图纸上图纸视图之间的关联。

缩放

设置工作图纸页的图纸页比例。

注注注释释释

比例值在 Custom.xml 文件的“图纸视图比例”部分中定义，该文件
位于 Solid Edge Program 文件夹中。请参见帮助主题将定制图纸视图
比例添加到 Solid Edge。

比例值

根据您键入的值定义工作图纸比例。

如果“比例值”产生了当前不提供的比例，则将其添加到“比例”列表中，格
式为 1:X 或 X:1，其中 X 是由“比例值”决定的数值。

示示示例例例

如果输入 5，则图纸“比例”列表将设置为 5:1。如果输入 1/3，则
图纸“比例”列表将设置为 1:3.

在使用“图纸视图向导”放置视图时，也将对图纸比例进行设置。

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在图纸上放置第一个图纸视图时，会自动将图纸比例设置为
此图纸视图的比例。随后放置的所有视图都采用这个相同的比例。这样可确保
图纸上所有图纸视图的比例都一致。

“““删删删除除除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

删除活动的图纸页和任何其他选择了其选项卡的图纸页。

使用此命令可以删除工作图纸或背景图纸。要删除背景图纸，请在选择“删除图纸”命
令之前在“视图”选项卡中设置“背景图纸”命令。要删除工作图纸，请在选择“删
除图纸”之前清除“背景图纸”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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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重命命命名名名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

重命名图纸。

注注注释释释

必须将光标移到图纸页选项卡上，才能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此命令。

“““重重重命命命名名名”””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重命名”对话框提供了重命名图纸页的快速方法。

新名称

在您输入新名称后，将活动图纸重命名。

注注注释释释

重命名图纸页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图纸设置”命令。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
让您一并更改其他图纸属性，如图纸尺寸、打印尺寸和背景图纸。

“““图图图纸纸纸重重重排排排序序序”””命命命令令令

通过允许您在列表中上下移动图纸页来更改它们的次序。

“图纸重排序”对话框

“““图图图纸纸纸重重重排排排序序序”””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图纸页

列出所有图纸页。

上移

将选择的图纸页在列表中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下移

将选择的图纸页在列表中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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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SheetQuickSheetQuickSheet 模模模板板板

“““创创创建建建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模模模板板板”””命命命令令令

创建未链接到模型的图纸视图的模板。您可以“库”选项卡或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中将模型拖放到模板上，然后视图将通过此模型进行填充。

要创建快速图纸页模板，请配置您想要的类型图纸视图和属性，然后选择“创建快
速图纸页模板”命令。将显示一个消息框，建议您在清空视图纸之前保存当前的工
作。当您单击“是”后，可以用所需的名称或位置保存文件，这样，“快速图纸
页”模板就可以使用了。

当创建“快速图纸页”模板时，将会清空所有表格上的图纸视图，包括零件明细
表。几乎所有的视图属性（包括常规属性、文本和颜色属性和注释属性）都保留下
来。但是，有些显示属性（如选中的零件显示、“显示填充样式”和“隐藏边样
式”）没有得到保留。

创创创建建建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模模模板板板

1. 配置此类型的图纸视图及所需的属性。

2. 单击“应用程序”按钮 。

3. 从“应用程序”菜单，选择“创建快速图纸页模板”命令。

4. 因为快速图纸页创建过程清空了所有视图，所以会显示一个消息框，建议您在清
空视图之前保存当前的工作。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要保存当前链接的图纸视图，请单击“否”并保存文件。

• 单击“是”可继续快速图纸页模板的创建。

5. 以所需名称和位置保存文件。如果在上一步骤中保存了工作，请确保将快速图
纸页模板保存为一个不同的文件名。

现在，快速图纸页模板已准备就绪，可以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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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当创建快速图纸页模板时，文档中的任何 2D 视图都保持不变，因为这些视
图都没有链接到任何模型。

• 几乎所有的视图属性（包括常规属性、文本和颜色属性和注释属性）都保
留下来。但是，有些显示属性（如选中的零件显示、“显示填充样式”和
“隐藏边样式”）没有得到保留。

填填填充充充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模模模板板板

1. 使用快速图纸页模板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图”文档。

这可以是使用 Solid Edge 在快速图纸页目录中交付的模板之一，或是您已
经创建的模板。

2. 在“库”选项卡中，或是在 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导航至您要使用的模
型文件。

3. 将模型文件拖到快速图纸页模板上。模板将会用您选择的模型进行填充。

提提提示示示

• 将模型拖到“快速图纸页”模板中的零件上将会重新填充零件明细表和
相关视图。

• 如果它是空视图的一个属性，则会自动添加注释。

• 如果将装配族放进快速图纸页模板中，则会用第一个列出的装配对其进行
填充。

创创创建建建自自自动动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1. 确保显示一个空白的图纸页。

2. 在“库”选项卡中，或是在 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导航至您要使用的模
型文件。

3. 将模型文件拖到图纸页上。图纸页填充如下所示:

• 对于装配模型，会在图纸页中心创建一个正等测图。

• 对于其他的所有模型，会在图纸页中心创建俯视图、前视图和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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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要运行“图纸视图向导”而不创建自动图纸视图，请在将模型文件拖
到图纸上时按 Shift 键。

• 可通过创建快速图纸页模板和将模型文件拖到该模板上来创建自动图纸
视图，其中视图和属性都可定制。

• 图纸视图按其各自类型由默认选项创建。

• 自动图纸视图的按比例缩放和间隔与运行了“图纸视图向导”并选择
了相同的视图（装配的正等测图；其他模型的俯视图、前视图和右视
图）的情况一样。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区区区设设设置置置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区区区设设设置置置

在工程图文档中，可以在 2D 模型图纸中绘图、设计、注释以及标注尺寸。2D 模型图
纸是专门用于在 2D 模型空间中工作的特殊图纸页。它使您能够在图纸页上绘图，并
根据正在设计的零件的整体尺寸适当缩放批注，而在打印图纸时，批注将适当缩放
到您指定的输出图纸页大小。

• 要显示 2D 模型图纸，请选择“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2D 模型”命
令，然后单击标记为“2D 模型”的文档图纸选项卡。

• 要在 2D 模型图纸中设置工作区的大小和比例，请选择“应用程序”菜单→“图纸区
设置”命令。系统根据您想设计的图纸页大小和尺寸自动进行工作区的设置计算。

定定定义义义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区区区

该过程在 2D 模型空间中创建一个工作区，您可以在上面按照 1:1 的比例对设计进
行绘制、标注尺寸和添加注释，并为打印的图纸大小维持正确的文本高度：0.125
英寸（英制）或 3.50 毫米（公制）。

提提提示示示

如果您要导入设计文件，可将文件拖到工作图纸上，单击“适合”命令使设计适
合图纸，然后使用“检查”→“测量距离”命令确定完成后的设计的实际高度或
宽度。可将该值输入到“图纸区”对话框中的“宽度”或“高度”字段中，然
后单击“计算比例”按钮。

1. （显示 2D 模型图纸）从功能区中，选择“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2D
模型”，然后单击标记为“2D 模型”的文档图纸选项卡。

2. 从“应用程序”菜单中，选择“图纸区设置”命令。

3. 在“图纸区”对话框中，选择最终打印图纸的纸张大小。

4. 在“图纸区”对话框中，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定义 2D 工作区的大小和创建几何体所
需的比例，并添加注释：宽度 x 高度或比例因子。

• （选项 1）键入要创建的零件或装配的“宽度”和/或“高度”，然后单击
“计算比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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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2）键入所需的“比例”，然后单击“计算宽度 - 高度”按钮。

5. 在“图纸区”对话框中，选择“放置块”选项，然后从“放置块”列表中选择图
纸边框。

注注注释释释

• 如果当前文档中没有块，或者如果您需要使用位于另一工程图文档
中的边框，请使用“浏览”按钮定位您要使用的图纸边框块所在的文
件，然后按如下所述选择该边框。

• 要选择专门为 AutoCAD 环境创建的图纸边框，可从位于 \Program
Files\Solid Edge ST5\Sample Blocks 文件夹的 TitleBlocks.dft 文件
中选择一个图纸边框块。

6. 单击“确定”以关闭“图纸区设置”对话框并继续。

7. （放置边界块）在 2D 模型图纸中，单击要放置边框左下角的位置。

8. （可选）可以通过在命令条的“块比例”框中键入新值，来修改当前图纸边界
的比例。

9. （可选）如果“块属性”对话框已显示，则您可为图纸编号和图纸数目键入新值，
也可修改白色单元格中显示的任何信息。单击“确定”以关闭此对话框。

边框以正确的比例放置，以包括在所需的几何体中。

10. 选择“视图”选项卡→“定向”组→“适合” 。

1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鼠标左键，将边框放在同一图纸上的另一位置。

• 单击鼠标右键，结束放置块功能。

提提提示示示

• 通过在“层”窗格中单击“块”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边框块名称并选择“打
开”可以编辑图纸边框标题块中的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显示库中的块。

• 使用以下任一方法，您可以向 2D 模型图纸添加几何图形：

o 将现有的 .dft 文件、.dwg 文件或 .dxf 文件拖到图纸中。

o 使用绘制工具可向现有设计中添加几何图形，亦可从头创建新的设计。

• 您可以添加注释和尺寸，亦可修改现有注释和尺寸。

注注注释释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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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添加新注释时，可使用显示的命令条上的“文本比例”控件覆
盖当前的文本比例。更改命令条上的设置将更改添加到当前图纸
的所有新文本的比例。

o 必须单独调整现有注释的文本高度。选择注释，然后单击快捷菜
单上的“属性”。更改“属性”对话框中“文本比例”字段中的
值只影响当前选定的注释文本。

• 要从完成的设计中创建 2D 模型视图，请转到工作图纸，选择“绘制草图”

选项卡→“图纸视图”组→“2D 模型”命令 。

注注注释释释

在 2D 制图中，“2D 模型”命令位于“表”选项卡上。

• 要打印 2D 模型图纸中的图纸，可使用“打印”对话框中的“打印区域”选
项。这使您可以指定两个对角点，以指定要打印的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帮助主题打印图纸上的区域。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

“2D 模型图纸”命令在活动文档中插入一张标签为 "2D Model" 的图纸页。将几何图形
放置到此图纸上，您要使用“2D 模型视图”命令根据此几何图形创建 2D 模型视图。

“““图图图纸纸纸区区区设设设置置置”””命命命令令令

“图纸区设置”命令简化了工作区的设置，可在“二维模型”图纸上创建按 1:1 缩放
的图纸。根据在“图纸区”对话框中输入的信息，它计算正确的文本高度比例和图纸边
界大小，以按 1:1 的比例进行绘制和添加注释。这使文本可显示在 2D 几何体中，并
且按照页面大小的适当高度进行打印。您还可以灵活地在“2D 模型”图纸上或在工作
图纸上缩放的 2D 模型视图中添加注释。

在设置过程中，该命令：

• 提示在当前文档或其他文件中浏览图纸页边界块，然后将图纸边界按照正确的比例
放在图纸上，以构成指定了宽度和高度的几何体。

• 设置所添加的注释和尺寸的文本高度比例。在放置注释时，可使用显示的命令条
上的“文本比例”控件在图纸级别覆盖文本比例。必须使用“属性”对话框分
别调整现有注释的文本高度。

“图纸区”对话框

“图纸区”对话框

“图纸区”对话框收集在“2D 模型”图纸上创建成比例的工作空间所需的信息。该对
话框提供的说明分为三个步骤：

步步步骤骤骤 1:1:1: 选择最终打印图纸的图纸页大小。

步步步骤骤骤 2:2:2: 输入工作区域的宽度 x 高度或比例因子。

步步步骤骤骤 3:3:3: 选择表示图纸边界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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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大小列表

指定完成的打印图纸的纸张大小。

“宽度”、“高度”文本框和“计算比例”按钮

“宽度”和“高度”文本框指定要创建的零件或装配的整体物理大小。您可以在这
两个字段中输入大小信息，或只在一个字段中输入，清除另一个字段。按 Enter，
使系统根据第一个尺寸计算第二个尺寸。

单击“计算比例”按钮从宽度、高度和纸张大小计算图纸的比例。

“宽度”和“高度”字段中的默认值是所选纸张大小的尺寸。

“比例”文本框和“计算高度 x 宽度”按钮

设置新的图纸区时，“比例”值将用于伸展或收缩边界，以使边界适合零件或装配
的所需设计大小。并且，它应用于注释文本大小，以在添加新注释时保持正确的文
本高度。这使您可以使用模型视图在 2D 模型空间或工作图纸中添加注释。

如果清除“宽度”和“高度”字段，并在“比例”文本框中输入一个值，则可单击
“计算宽度 x 高度”按钮计算所需工作空间的面积。

注注注释释释

将存储每张图纸的新注释的文本比例值。要更改添加到图纸的所有新注释的文
本比例，可在放置注释前，更改注释命令条上“文本比例”字段中的设置。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在选定注释的“属性”对话框中编辑文本比例，则只能更改个别注释的
比例，而不是图纸的比例。

“比例”字段中的默认值是 1.00。

文档

显示图纸边界的源工程图文档的文件名和路径名。如果文件包含块，则它们列
在“图纸区”对话框的底部。

浏览

单击以浏览到包含图纸区边界的块的其他工程图文件。

要选择专门为 AutoCAD 环境而创建的图纸边框，可从位于 \Program Files\Solid
Edge ST5\Sample Blocks 文件夹的 TitleBlocks.dft 文件中选择一个图纸边框块。

放置块

设置该选项，然后从下面的列表中通过块名称选择图纸边界。如果不想使用边界，
则清除该选项。

注注注释释释

“图纸区”对话框不保留会话之间的设置。关闭该对话框后，设置将恢复
到默认值。

将将将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边边边界界界添添添加加加到到到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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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说明如何创建图纸页边界并将其添加到 2D 模型图纸。

1. 创建图 - 在工作图纸页或背景图纸页上，绘制表示标题区和边框的图。可使用
“表”命令创建用户定义表，并将其作为标题区放置。可将属性文字导出，作
为标题区显示。

提提提示示示

作为绘制边框图的另一个来源，还可以将一个 .dft、.dxf 或 .dwg 文档拖
到图纸页上，此时，将自动创建一个块。要修改图，请选择块快捷菜单中的
“打开”命令。还可以使用“解块”命令将块分解为其基本元素。

2. （从图形创建块）选择块命令。

3. 在“块”命令条中，选择所有边框和标题区图，然后单击绿色的复选标记（表示
接受）。

4. 在图纸页上，单击鼠标左键来定义图纸边框的原点。

5. 可选 - 在“块”命令条中，单击“块选项”按钮，指定所需的属性。

6. 完成块 - 在“块”命令条的“名称”文字框中，输入图纸边框块的名称并单击绿色
复选标记（表示接受）。单击“选择”工具或按 ESC 键可结束块创建模式。

图纸边界现在在“块选择”窗格中列出。

7. 可在当前绘制中，将图纸边框应用于 2D 模型图纸上，也可以将其添加到“块
库”中，以供其他文档使用。

向向向活活活动动动文文文档档档中中中的的的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添添添加加加图图图纸纸纸边边边框框框

• 要向当前文档的 2D 模型图纸添加图纸边框，请选择“2D 模型”命令，显示 2D
模型图纸。接下来，如果要缩放边框，可以选择“图纸区设置”命令；如果不
需要调整尺寸，请直接将边框拖动到 2D 模型图纸上。如使用“图纸区设置”
命令，则在“图纸区域”对话框，步骤 3 下：选择“表示图纸边框的块”，单
击“放置块”选项，然后从当前文档中列出的块中选择图纸边框块名。

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边边边框框框块块块文文文件件件，，，供供供其其其他他他文文文档档档使使使用用用

• 可以将图纸边框拖到“块库”中，以供其他文档使用。在图纸页上，单击选择
要创建的图纸边框块。将其拖动到库的“块库”窗格（顶端的窗格）。进行此
操作时，此块将被自动复制到一个文件，且其名更改为默认的名称：Symbol1。
此块仍然是一个块文件。选择块文件快捷菜单上的“重命名”命令，然后重新
输入创建时您指定的背景块的名称。

要将此图纸边界文件应用于另一个文档中的 2D 模型图纸，请打开草稿文档，
显示 2D 模型图纸，然后选择“图纸区设置”命令。在“图纸区域"对话框中，
步骤 3 下：选择“表示图纸边框的块”，单击“浏览”按钮并从“块库”
文件位置中选择图纸边框文件名。

提提提示示示

使用“图纸区设置”命令选择并添加图纸边框，可确保边框在要打印的
图纸页上正确缩放比例。但是，还可将单个块或块文件拖动到 2D 模型
图纸上，并使用命令条上的“块比例”选项修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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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在 Solid Edge 中您可以使用几种图纸视图制作图纸：2D 零件视图、2D 视图以及预
定义的 3D 模型视图。2D 图纸可以包含尺寸和其他描述零件或装配大小、制作零
件或装配的材料以及其他信息的注释。

可以在图纸上放置任何数目的图纸视图。您还可以使用“编辑”菜单或快捷菜单中的
“属性”命令来修改所选择的图纸视图的特性。

要了解有关创建 2D 视图的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 2D 视图与 2D 模型视图。

要了解有关创建 3D 模型视图的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 PMI 创建 3D 模型视图。

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创建任何 Solid Edge 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par、.psm 和 .asm 文件类型）的
零件视图。可以将多个零件、钣金和装配文档用作工程图文档中的零件视图的基础。要
归档外部数据，首先应将该数据转换到 Solid Edge 文档中。

创创创建建建初初初始始始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

要开始创建零件视图，首先请使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来创建 3D 零件或装配的初始
视图。初始视图只是图纸中放置的第一个视图。

“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会显示一系列页面。您看到的特定选项取决于您是从工程图还是
从 3D 模型文档启动该命令：

• 要从工程图文档启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请选择“图纸视图向导”命令 。然
后将提示您选择一个 3D 零件文档、钣金文档或装配文档作为图纸视图的源文件。

• 要从零件文档、钣金文档或装配模型文档启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在“应用程
序”菜单上选择“新建→创建图纸”。

• 图纸视图选项选项卡为模型设置图纸视图选项。

• 在图纸视图方向中，可以选择命名视图，如前视图、斜二测视图或俯视图。

• “定制方向”对话框中包含一些视图操作命令，您可以使用这些命令来创建定制视
图作为初始视图。例如，可以定义透视图。

• 在图纸视图布局中，可以选择要与初始视图一起放置的同级正视图。

3-423-423-4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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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初初初始始始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

当您单击“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上的“完成”时，光标将显示为一个矩形，其大小为新
零件视图的大小。您可以将视图定位在图纸页上的任何位置，然后单击以放置该视
图。如果您从向导的“图纸视图布局”对话框中选择了伴随的视图，则当您单击图纸
页时，将同时放置已选择的所有视图。

创创创建建建附附附加加加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

在创建一个或多个初始零件视图后，可以使用这些视图来创建：

• 主视图

• 透视图

• 辅助视图

• 局部放大图

• 剖视图

• 断开视图

然后还可以使用那些零件视图来创建其他视图。例如，如果您根据原视图 (A) 创建
了主视图 (B)，则可以根据该主视图创建剖视图 (C)。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433-4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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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置置置投投投影影影角角角度度度

投影角度用来定义从现有零件视图折叠而来的新零件视图的外观。投影角度取决于您使
用的机械制图标准，通常，一旦设置了投影角度，就将很少需要重置它。

机械制图标准使用第一角投影或第三角投影来在图纸页上创建零件的多视图投影。第一
角投影方法主要由遵循 ISO 和 DIN 标准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使用。第三角投影方法主要
由遵循 ANSI 标准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使用。您可以使用任一种方法创建零件视图。

您可以在“选项”对话框的“制图标准”选项卡上设置投影角度。您也可以在模板中设
置您想要使用的方法，以使所有使用该模板创建的文档都符合您所需的标准。

创创创建建建装装装配配配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

创建装配的零件视图时，可以控制装配中各个零件和子装配的显示。例如，您可能要
隐藏特定零件或者指定零件显示为参考零件。也可以在焊接装配的零件视图中控制
焊缝和添加材料特征的显示。

• 在图纸页上放置零件之前，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条上的“模型显示设
置”按钮指定要在零件视图中显示的零件类型。

• 放置后，可在图纸中选择零件视图并使用快捷菜单上的“属性”命令编辑其属性。

• 您也可以使用“装配”环境中保存的显示配置、PMI 模型视图和区域来控制零件视
图中的零件显示。在图纸视图向导的“选择模型”对话框中选择装配文档时，可以
从“装配图纸视图选项”页的 .cfg、PM 模型视图或区域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显示
名称。例如，可以使用爆炸显示配置名来放置爆炸装配的零件视图。

为了增强装配图纸视图的性能，则清除“装配图纸视图选项”对话框上的“显示隐藏
边”和“显示隐藏零件的边”选项。要对所有装配图纸视图进行这些更改，请清除
“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边显示”选项卡上的这些选项。可以创建一个清除了
这些选项的工程图模板文件，并用它来创建所有不带隐藏线的装配图纸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在“装配”环境中，您可以定义多种显示配置：装配配置、区域和爆炸配置。

3-443-443-4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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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装装装配配配的的的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向导”的“装配图纸视图选项”页上的“创建草图质量图纸视
图”选项来快速创建复杂装配的草图质量图纸。为了快速生成草图质量视图，仅创
建可见的边。

您可以将草图质量视图用作主视图、辅助视图、切割平面以及局部剖视图的输入。可以
向草图质量视图添加符号标注，并从中创建零件明细表。可以放置通过指引线连接至
图纸视图的元素，如符号标注和标注。有些视图属性，如“隐藏边显示”可以被固
定。其他的，如“比例”，可以被修改。

您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的“装配图纸视图选项”对话框上的“激活零件以标
注尺寸”选项来激活（加载内存）装配中的零件，以便对其标注尺寸以及执行其他要求
精度的操作。仅当另外还选中了“创建草图质量图纸视图”时才可使用此选项。

创创创建建建 3D3D3D 剖剖剖面面面的的的 2D2D2D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要模拟从 3D 模型中删除材料以及显露内部特征，可以创建零件、钣金部件或装配的剖

视图。要执行此操作，请使用“剖面”命令 ，该命令位于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中
的“产品制造信息 (PMI)”选项卡上。

可以使用“应用程序”菜单上的“新建→创建图纸”命令直接从零件、钣金或装配文
档中的 3D 剖视图中创建 2D 图纸视图。也可以在“工程图”环境中创建 3D 剖面
的 2D 视图。在此情况下，请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然后选择包含 3D 剖视
图的装配、零件或钣金文件。

在图纸页中放置视图后，从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然后单击“图纸视
图属性”对话框中的“剖面”选项卡。从列表中选择 3D 剖视图，并单击“确定”。然
后必须选择“更新视图”命令，以更新图纸视图和 3D 剖视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453-4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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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

可以使用“创建图纸视图向导”生产包含产品制造信息的模型视图纸。模型视图
（视图方位、3D 剖面和 PMI）中包含的显示数据将在图纸上进行捕捉。复制到图纸
视图的 PMI 文本将保留其 3D 特征。

“图纸视图向导”上的选项允许您选择：

• 一个 3D PMI 模型视图作为图纸视图源文件。

• 是否要将模型视图 PMI 尺寸复制到图纸视图。

• 是否要将模型视图 PMI 注释复制到图纸视图。

创建了图纸视图后，就可以清除“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页面中的这些选
项，以打开或关闭与模型视图的关联：

• “包括模型视图中的 PMI 尺寸”复选框。

• “包括模型视图中的 PMI 注释”复选框。

要了解如何创建 PMI 模型视图的图纸，请参见创建 PMI 图纸视图。

创创创建建建备备备选选选装装装配配配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

您可以创建备选装配的图纸视图。备选装配中包含同一个零件的多个版本（零件族），
或者包含位于多个位置中的同一个零件（备选位置）。创建备选装配的图纸视图时，可
以使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中的以下选项卡定义该视图：

• 图纸视图创建向导（选择装配族成员） - 指定要显示在图纸视图中的零件装配族
成员。在从“系列成员”列表中选择成员后，将显示该成员的预览。单击“下一
步”按钮后，您可以定义您所要的任何其他装配图纸视图选项。例如，可以指定将
图纸视图作为草图质量视图来放置。

• 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备选位置装配） - 选择要显示在图纸视图中的不同位置。您必
须指定要在主位置中显示哪一个成员，以及要显示哪些备选位置。

要了解具体方式，请参见创建备选位置装配图纸视图。

创创创建建建焊焊焊接接接装装装配配配 (.asm)(.asm)(.asm) 图图图纸纸纸

在焊接装配中创建零件的图纸时，可以首先使用“模型另存为”命令将零件保存为新名
称的零件来创建用于记载焊接过程的过程特定阶段的图纸视图。

这在零件具有代表焊接处理和焊接后机加工操作的装配特征时会很有用。例如，在构造
坡口焊之前，您可能需要对装配中的零件应用倒斜角。

3-463-463-4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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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焊焊焊接接接件件件 (.pwd)(.pwd)(.pwd) 图图图纸纸纸

在创建焊接件的图纸时，可以创建用于记载焊接过程的过程特定阶段的图纸视图。当放
置焊接件图纸视图时，可以使用“焊接件图纸视图选项”对话框上的“视图”选项来指
定图纸视图反映的是加工视图、焊接视图还是装配视图。例如，如果设置“加工视图”
选项，则可以放置用来记载对焊接件执行的焊接后机加工的图纸视图。

如果在焊接件文档中定义了焊接标签，则可以使用“焊接符号”命令条上的“标在几何
体上”选项来将焊接标签抽取到图形中。

注注注释释释

当设置了“标在几何体上”时，只能选择已对其指定焊接标签的那些边。

自自自动动动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还可以通过将 Solid Edge 文档拖动到图纸页上来快速自动地创建图纸视图。甚至可以通
过从库的“打开文档”文件夹中拖动已打开的 Solid Edge 文档来将其放置到图纸页中。

• 当您将一个装配模型拖动到一张空白图纸页时，将创建一个正等测图。

• 当您将任何其他模型文件拖动到一张空白图纸页时，将创建模型的前视图、俯
视图和右视图。

还可以将模型拖动到“快速图纸”模板上。在快速图纸页模板中，您可以定制视图的类
型和属性，将文档另存为模板，并在任何您想要的模型中重新使用它。视图不与模型
文件链接，但将保持它们的属性。或者，也可以使用 Solid Edge 附带的快速图纸页
文件夹中的其中一个模板。其中的装配模板（公制和英制）包含一个正等测图和零
件明细表，并启用自动符号标注。其中的零件模板（公制和英制）包含前正投影视
图、顶正投影视图和右正投影视图，以及一个正等测图。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部部部件件件几几几何何何结结结构构构

您在由 3D 零件或装配创建的图纸视图中可以显示构造、坐标系、草图、参考平面和中
心线。对于已计算质量属性的模型文件，当显示坐标系时，质心坐标系可用。当用于创
建图纸视图的零件文件包含构造几何体时，“Solid Edge 工程图”会将其视为装配。
与装配相似，可以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选项卡上的“零件明细表”框
中展开它。可以使用对话框上的“零件明细表选项”按钮来控制部件几何结构的显示。

您可以创建查询，以查找特定的模型部件类型，然后立即在图纸视图中隐藏其所有
实例。以这种方法使用查询，可以快速简化复杂装配模型的图纸，而无需在每个装
配零件内选择和隐藏个别部件。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查询在图纸
视图中隐藏部件。

使使使用用用视视视图图图向向向导导导

创创创建建建零零零件件件或或或装装装配配配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视图向导”命令在图纸上放置第一个视图时，默认情况下图纸比例设置为该视图
的比例并与该视图相关联。放置视图之前，可使用命令条上的“比例”列表更改视图
比例。然后，此比例即成为图纸比例。

在第一个视图之后放置的视图均使用相同的图纸比例。这样可确保图纸上所有图
纸视图的比例都一致。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视图向导 。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473-4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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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显示“创建图纸”对话框，则选择文件扩展名为 *.dft 的图纸模板。

3. 如果显示“选择模型”对话框，则选择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

4. 单击“打开”。

5. 根据需要在“图纸视图向导选项”选项卡上设置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系统将根据您要为其生成图纸的模型类型（零件、钣金或装配）提供相关选项。请
参考下面的提示。

6. 在“图纸视图向导”中，在“图纸视图方位”选项卡上，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选择一个命名视图作为图纸的主视图，然后单击“完成”。

• 单击“定制”来访问“定制方向”对话框。使用“定制方向”窗口顶部的选项
来设置零件或装配的方向，然后单击“关闭”。

7. 在“图纸视图向导”中，在“图纸视图布局”选项卡上，选择想要生成的任意附
加视图，然后单击“完成”。

8. 使用命令条选项，调整一个或多个视图在图纸页上的放置方式。

示示示例例例

默认情况下，视图向导根据模型大小和纸张大小计算最适合图纸视图的比
例。可通过以下操作更改图纸视图比例：

• 从“比例”列表中选择不同的比例。

• 设置图纸视图比例，使其与当前的图纸比例相匹配。为此，请单击
“设置视图比例”按钮。

9. 单击以指定视图在图纸上的位置。

提提提示示示

如果从“图纸视图布局”页面中选择了多个模型视图，则“视图向导”命
令会在您单击图纸页时结束。如果只选择了一个视图，则可以继续放置正
视图或正等测图，方法是相对于初始视图单击上方或下方、右侧或左侧，
或是对角线侧。

控控控制制制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标标标题题题显显显示示示

• 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或“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可打开或关闭选定
图纸视图的图纸视图标题。

显显显示示示在在在装装装配配配模模模型型型中中中添添添加加加的的的特特特征征征

• 要在图纸视图中显示装配移除材料特征（孔、倒斜角和除料），您可以在
“图纸视图向导选项”页上选中“显示装配特征”复选框。

• 要控制添加材料特征（如角焊和拉伸）的显示，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
（“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选项。也可以在隐藏了材料添加特征的装
配中定义显示配置，然后在放置装配的图纸视图时使用该显示配置。

• 在放置视图之前，可以通过使用命令条上的选项更改视图布局和比例。

3-483-483-4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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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连接多个模型文件到工程图文档。

• 如果在“定制方向”对话框中指定的视图方向是从平面或面派生而来的，则一
次可创建多个视图布局。还可使用“定制方向”对话框创建透视图纸视图。

• 要提高装配图纸视图的性能，可清除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选项）
上的“显示隐藏边”和“显示隐藏零件的边”选项。更改这些设置仅影响
正在创建的当前图纸视图。

要将这些更改应用于所有装配图纸视图，请清除“边显示”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显示隐藏边”和“显示隐藏零件的边”选项。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493-4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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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创建一个清除了这些选项的工程图模板文件，并用它来创建所有不
带隐藏线的装配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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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视视图图图向向向导导导命命命令令令

您可在工程图文档中为所选的 3D 装配或零件模型创建主零件视图。3D 装配或零件模
型被附到工程图文档中，因此，如果装配或零件发生更改，则可很容易地更新零件视
图。您可以创建单一图纸，以显示不同零件模型和装配的视图。

使使使用用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向向向导导导

选择“视图向导”命令时，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将指导您完成选择并放置一个或多个
图纸视图的过程。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向向向导导导”””页页页 设设设置置置

选择模型对话框 您可以选择从其中派生图纸视图的模型。
图纸视图选项 根据 Solid Edge 模型类型设置用于创建

视图的选项。例如：

• 在创建装配图纸时，可以选择显示配
置、PMI 模型视图或区域，来控制零件
在图纸视图中的显示。

• 当创建焊接件的图纸视图时，您可以
指定您想要放置的焊接件的特定于过
程的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您可以选择“图纸视图选项”页上的
“高级”按钮，以使用“高级边显
示选项”对话框设置边创建限制。

图纸视图方向 指定主视图方向，如前视图、右视图或正
等测图。

注注注释释释

您还可以选择“定制”按钮，以使
用“定制方向”对话框定义模型的
透视视图。

图纸视图布局 指定要随同主视图一起放置的附加视图。

单击放置图纸视图之前，可以使用“视图向导”命令条选择以下各项：

• 图纸视图样式

• 图纸视图标题

• 图纸视图比例

• 边显示样式

• 着色

折折折叠叠叠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附附附加加加视视视图图图

在“图纸视图向导（图纸视图方向）”页上，如果您选择了要一次放置多个模型视
图，则“视图向导”命令会在您单击图纸页时结束。如果只放置一个视图，则该命
令仍处于活动状态。您可以：

• 创建附加折叠视图，方法是单击初始视图或选定视图的右侧、左侧、上部或底部。

• 创建轴测图，方法是以对角线方式单击初始视图或选定视图的右上方、左上方、右
下方或左下方。

• 右键单击以结束图纸视图放置模式。

在在在放放放置置置后后后更更更改改改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外外外观观观

您可以在放置图纸视图后更改其外观。选择要修改的图纸视图边界，然后使用“图纸视
图选择”命令条中的选项进行显示更改。有关更多的选项，请选择该命令条中的“属
性”按钮，以打开“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向向向文文文档档档中中中添添添加加加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将多个模型或装配文档附到工程图文档中。在文档中放置第一个零件视图之后，可
以再次选择“视图向导”命令，以放置附加的零件视图。下一次选择此命令时，将
显示“选择附件”对话框。此对话框列出当前放在工程图文档中的文档，并允许您
浏览其他零件或装配，以作为下一个零件视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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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视视图图图向向向导导导”””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在选择“视图向导”命令条定义零件视图时，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条对视图
大小调整方式进行更改。直到您在工作图纸上单击放置视图时，命令条才可用。

您可以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和“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来选择现有图纸视
图的边框并进行修改。

上一步

重新打开“图纸视图向导”，以修改图纸视图创建选项。

图纸视图样式映射

指定图纸视图将使用预定义样式，该样式是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
“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上设置的。

清除“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按钮后，可以选择并应用各个样式。从“图纸视图样
式”列表中选择样式。

图纸视图样式

选择图纸视图的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此选项不可用。

最适合

将所计算的最适合比例赋予所有新“零件”视图。比例值显示在命令条的框中。

设置视图比例

设置新视图的比例，使其与当前的图纸比例相匹配。

比例表

选择用于放置选定视图的替代比例值。

注注注释释释

比例值在 Custom.xml 文件的“图纸视图比例”部分中定义，该文件位
于 Solid Edge Program 文件夹中。请参见帮助主题将定制图纸视图比例
添加到 Solid Edge。

设置图纸比例

选择此选项后，将设置图纸比例，使其与所放置的图纸视图的比例相匹配。如果这
是图纸上放置的第一个或主图纸视图，则此选项将自动设置后续添加的所有图纸视
图的视图比例。这样可确保图纸上所有图纸视图的比例都一致。

如果已将图纸比例与图纸上的另一个图纸视图相链接，则默认情况下会选择此按
钮。可使用图纸选项卡上的“设置图纸比例”快捷命令确定该图纸比例与哪个图
纸视图相关联。

取消选择此选项后，将根据“比例”列表中显示的值放置新视图。图纸比例与图
纸视图比例不相关联。

模型显示设置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打开所选的选项卡，以便于您先更改显示设置，
然后再放置图纸视图：

• “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在装配中，可选择在视图中显
示所选的零件。这些设置将应用于您创建的所有视图。

• “剖面”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选择要应用于图纸视图的
2D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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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色和颜色”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将模型颜色和着色应
用于图纸视图。

着色选项

指定图纸视图的颜色或灰度、着色和边可见性。

不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和隐藏边的颜色，但不着色。

着色

显示颜色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颜色和着色。

灰度着色

显示灰度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灰度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灰度。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选选选择择择”””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为图纸视图设置选项。在选择了图纸视图边界后，将显示此命令条。并不是每个
选项都可用于任何图纸视图。

图纸视图样式

显示当前使用的图纸视图样式的名称，或应用不同的图纸视图样式。

显示标题

根据当前选择的图纸视图样式，选择要为当前所选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显示的标题。

显示主标题

显示“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为主标题定义的内容。

显示副标题

显示“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为副标题定义的内容。

如果在当前所选图纸视图样式的“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上的
标题文本中定义了以下信息，则还可以选择是否显示这些信息：

显示后缀

选择剖视图、局部放大图或辅助视图时，显示标题后缀。

在主标题或副标题文本中添加 %AS 时，以及在“后缀属性”框中添加“视图注
释名称”属性文本代码 (%VA) 时，标题中可以显示后缀。

显示注释图纸编号

在主标题或副标题文本中添加 %LN 时，以及在“注释图纸编号 (%LN) 属性”
框中添加相应属性文本字符串时，显示视图注释（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
部放大区域）的图纸编号。

显示视图比例

在主标题或副标题文本中添加 %VS 时，以及在“视图比例 (%VS) 属性”框中
添加相应属性文本字符串时，在标题中显示视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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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旋转角度

在主标题或副标题文本中添加 %VR 时，以及在“旋转角度 (%VR) 属性”框中
添加相应属性文本字符串时，在标题中显示视图旋转角度。

注注注释释释

主标题、副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在“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定义。要了解
如何在图纸上创建所选内容的标题，请参见下列帮助主题。

• 使用属性文本定义图纸视图标题

• 图纸视图标题

• 图纸视图样式

比例

指定图纸比例为标准比率。指定的比率定义图纸相对于实物大小的大小。对于 2:1
比率，2 表示图纸的大小，而 1 表示实物的大小。

比例值

指定定制比例值。

显示注释

指定是否显示视图注释图形，如切割平面、局部放大区域或查看平面。还可指定
是否为所选的图纸视图显示局部剖视图轮廓。显示这些轮廓可以让您编辑分解
剖视图的轮廓。

只有当所选视图是绘制视图注释图形的源视图时，此选项才可用。

属性

显示“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修改图纸视图边界

尽管仅需拖动矩形图纸视图的裁剪边界的手柄便可修改其大小，但“修改图纸视图
边界”选项还允许您定义定制的非矩形图纸视图裁剪边界。对于独立和关联局部
放大图而言，此选项不可用。

选择此选项时，图纸视图显示在特殊的裁剪窗口中。矩形边界转换为四个端点相
连的线段。您可使用 2D 绘图工具重新绘制视图裁剪边界。但新的裁剪边界轮廓
必须是闭合的。

• 要在定制轮廓中使用一部分矩形边界窗口，则绘制与现有线段相连的新线段。
完成边界绘制后，使用“修剪”命令移除不需要的线段。

• 要从头开始绘制新的边界轮廓，可删除所有现有的线段，然后使用 2D 绘
图工具绘制新边界。

使用功能区上的“关闭裁剪边界”按钮以退出裁剪窗口、更新视图并返回到图纸。

单击此处可查看显示的例图，这些图显示可如何使用“修改图纸视图边界”选
项来创建定制裁剪图纸视图。

您可以使用选定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中的“取消裁剪”命令将裁剪的图纸视图恢
复成原始显示。

着色选项

指定图纸视图的颜色、灰度、着色和边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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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和隐藏边的颜色，但不着色。

着色

显示颜色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颜色和着色。

灰度着色

显示灰度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灰度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灰度。

显示断开视图

显示或隐藏图纸视图的断开视图区域。

锁定图纸视图位置

防止意外移动选定图纸视图。选中此框并高亮显示图纸视图时，会在图纸视图边界
内显示一个锁定符号，以指示其位置已固定。

仍可使用显式命令移动锁定的图纸视图。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图纸视图操作。

选选选择择择模模模型型型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使用“选择模型”对话框选择 3D 模型，以创建图纸视图。当您在新的工程图文档中选择
“视图向导”命令时，会显示此对话框。并非所有环境中都提供此处定义的所有选项。

查找范围

显示您想要在其中搜索要打开的文档或图像的驱动器和文件夹。系统将浏览过的上
一个位置存储在“查找范围”框内。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要浏览网络共享内容，必须将此共享内容映射到一个网络驱动器。映射
网络驱动器之后，可以从“查找范围”下拉列表中选择此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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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上次访问的文件夹

返回到您上次访问的文件夹。

向上一级

访问父文件夹。

创建新文件夹

显示“创建新文件夹”对话框，该对话框允许用户创建一个新文件夹。

视图菜单

控制列出文档的显示方法。

• 缩略图 - 显示文档的缩略图。

• 大图标 - 显示文档的大图标。

• 小图标 - 显示文档的小图标。

• 列表 - 以列的形式列出文档名。

• 显示 - 显示文件夹内容的详细视图。显示的列包括“名称”、“大小”、
“类型”和“修改时间”。

详细信息

确定在处理 Teamcenter 或 Insight XT 管理的文档时，在“查找范围”控件中使
用的表示类型。修改此值将更新“查找范围”显示的视图。

• 完全 - 分别在各行显示项、项版本和数据集。

• 中等 - 项和项版本合并显示在一行中。数据集单独一行显示。

• 初级 - 默认显示。单行显示项、项版本和数据集。

版本过滤器

控制您在显示列表中看到项目的版本。可用值包括：“全部”、“最新”、“已发
布”、“最新发布”和“最新的 3 个”。

搜索

显示“搜索”对话框，这样可以对希望打开的文档定义高级搜索准则。

如果正在处理受管文档，则会显示该受管文档的“搜索”对话框。

预览

如果该文件的预览图像已保存，则显示文档的位图图像。

属性

显示活动文档的文档属性。

文件名

指定想要打开文件的名称。

文件类型

指定想要列出的文件的类型。

版本规则

指定用于在打开受管文档时更新链接的版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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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保存的 — 打开文档并将链接更新为其最后保存的形式。

• 最新 - 打开文档并将链接更新为系统中的最新版本。

• 最新发布 — 打开文档并使用最新发布的版本更新链接。

• 外部系统 — 打开文档并使用由外部系统指定的版本更新链接。

• 来自缓存的版次 - 从缓存中打开文档。在文档库和产生优化性能的本地缓存之
间没有进行文档传输。当同时选择了“来自缓存的版次”和 Solid Edge 选项
始终同步以获取最新版本时，直接文档的最新版本将从服务器复制到缓存，而
且将直接从缓存中打开间接文档。

如果正在打开 Teamcenter 管理的文档，则除了可选择此处列出的版本规则外，还
可选择 Teamcenter 中提供的所有版本规则。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选择非受管文档、已签出文档或如果脱机工作，则此控件是不可用的。

变量规则

从 Teamcenter 中打开装配时，请指定变量规则。如果没有使用装配保存任何变
量，则该选项显示为灰色。变量规则是装配特定的，并且如果选择一个不同的装
配，则可以清除此变量规则。

选项

显示转换选项。

BOM

在 BOM 视图中显示所选的装配结构。此选项仅在 Teamcenter 中可用。

装配打开为

确定打开装配使用的选项。默认设置是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装
配打开为”选项卡中定义的。

自动选择

使用“装配打开为”对话框中定义的选项打开装配。

注注注释释释

此处显示的范围即为“装配打开为”对话框中的默认设置。这些数字基
于您的定义将有所不同。

小型装配

定义为少于 50 个不重复部件。

中型装配

定义为介于 50 到 1000 个不重复部件之间。

大型装配

定义为多于 1000 个不重复部件。

上次保存

根据上次保存的方式打开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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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所有部件

指定打开装配时，隐藏其中的所有部件。处理 Insight 或 Teamcenter 管理的文档
时，会将下一级别的参考文档下载到缓存中。在打开其所有部件均被隐藏的装配
时，打开装配的速度会更快。在处理大型装配时，此选项特别有用。

使用所选的“隐藏所有部件”打开装配时，路径查找器中的子装配清单会被折叠。
单击“＋”或使用“路径查找器”快捷菜单上的“展开”命令，可以展开下一层参
考文档。从“路径查找器”快捷菜单选择“全部展开”，这将展开所有分支并将它
们下载到缓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高效地处理大型装配。

零件激活

指定要打开装配 (.asm) 的方式。在打开装配文档时，此选项可用。如果设置了
此选项，就可以指定装配中的零件是活动的还是不活动的。如果此选项为空白，
零件的活动或不活动状态由上次保存的状态决定。如果是打开零件处于不活动状
态的装配，打开装配的速度会更快。

全部激活

指定打开装配时，装配中的所有零件都变成活动的。当在Solid Edge 启动屏幕
上启用“学徒模式”时，即会设置此选项。

全部停用

指定打开装配时，装配中的所有零件都变成不活动的。

在某些情况下，在打开装配时，以关联方式链接到其他零件的零件仍将被激
活。例如，具有零件间链接、可调零件、柔性管道、紧固件系统等的零件可被
激活，以确保链接的几何体是最新状态。在装配环境外修改零件并且该零件是
关联操作中的父零件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打开包含子零件的装配时，
必须激活子零件，这样才能正确更新链接信息。

零件简化

允许指定采取何种方式打开包含简化零件的装配。当设置了此选项时，就可以指定
是使用简化的还是使用经过设计的版本来显示装配中的零件。如果清除了此选项，
零件的简化或设计状态由上次保存的状态决定。当打开零件为简化状态的装配时，
打开装配的速度会更快。在打开装配文档时，此选项可用。

使用所有设计件

指定在打开装配后，按设计显示装配中所有定义了简化版本的零件。

使用所有简化件

指定在打开装配后，简化显示装配中所有定义了简化版本的零件。

子装配简化

允许您指定在打开装配时如何显示子装配。当设置了此选项时，可以指定是使用简
化版本还是设计版本来显示装配中的子装配。如果清除此选项，则装配的简化或设
计状态由上次保存的状态决定。当打开其子装配为简化状态的装配时，打开装配的
速度会更快。在打开装配文档时，此选项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简化装配。

使用所有设计件

指定打开装配时，装配中的所有子装配使用设计版本显示。

使用所有简化件

指定在打开装配后，简化显示装配中所有定义了简化版本的子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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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简化装配替代

允许您指定如何应用显示配置。当设置此选项时，您可以指定当应用显示配
置时，装配中的零件是简化的还是设计的。如果清除了此选项，零件的简化
或设计状态由上次保存配置时它们所处的状态决定。此选项在 Teamcenter
环境中不可用。

顶层装配

指定在打开装配后，简化显示所有定义了简化版本的顶层装配。

所有子装配

指定在打开装配后，简化显示装配中所有定义了简化版本的子装配。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向向向导导导（（（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选选选项项项）））

该选项是否可用取决于模型是装配、零件还是钣金。

设计零件

指定您想要根据零件的设计创建零件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零件”和
“钣金”文件。

简化零件

指定您想要创建零件的简化版本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零件”和“钣金”
文件。如果不存在简化模型，则此选项不可用。

展平图样

指定您想要创建展平的钣金件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文件中还包含展平模
型的钣金文件。

PMI 模型视图

对于零件或钣金模型，列出可以用来生成图纸视图的可用 PMI 模型视图的名称。

.cfg、PMI 模型视图或区域

对于装配模型，列出可以用来生成图纸视图的可用显示配置、3D PMI 模型视图
和区域的名称。

- 表示显示配置。

- 表示 3D PMI 模型视图。

– 表示区域。

示示示例例例

• 您可以在装配文档中隐藏零件或焊料，以您定义的名称保存显示配置，
然后在创建图纸视图时就可以使用此显示配置了。有关详情，请参见
帮助主题使用显示配置。

• 如果选择“视图”命令创建 PMI 模型视图，则模型视图将控制装配中
零件的显示状态。

• 如果使用“创建区域”命令，基于装配部件来定义长方体，则需要创建
包含在区域边界内的部件的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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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模型视图中的 PMI 尺寸

设置该选项以调入与在“PMI 模型视图”列表（用于零件/钣金模型）或“配置和
PMI 模型视图”列表（用于装配模型）中所选的模型视图关联的 PMI 尺寸。默认情
况下，复制的 PMI 尺寸与图纸视图关联。

包括模型视图中的 PMI 注释

设置该选项以调入与在“PMI 模型视图”列表（用于零件/钣金模型）或“配置和
PMI 模型视图”列表（用于装配模型）中所选的模型视图关联的 PMI 注释。默认情
况下，复制的 PMI 注释与图纸视图关联。

使用简化装配

指定您想要使用装配的简化表示来创建装配的图纸视图。此选项对于装配区域
不可用。

用于所有子装配

指定您想要创建以简化方式显示所有存在简化表示的子装配的图纸视图。
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文件。

基于配置

指定您想要创建根据所选配置以简化方式或设计方式显示子装配的图纸视图。
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文件。

用于顶层装配

指定您想要创建仅以简化方式显示顶层装配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
装配文件。

使用简化零件

指定您想要创建具有简化模型的装配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文件。

用于所有零件

指定您想要创建以简化方式显示所有存在简化模型的零件的图纸视图。此选项
仅可用于装配文件。

基于配置

指定您想要创建根据配置以简化方式显示零件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
装配文件。

创建草图质量图纸视图

快速创建装配的工程图质量的图纸视图。您可以将草图质量视图用作主视图、辅助
视图、切割平面以及局部剖视图的输入。还可以将符号标注添加至草图质量视图，
并从中创建零件明细表。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文件。

要在图纸页上放置 3D 立体剖视图/剖视图，必须设置“创建草图质量图纸视图”选
项。在放置图纸视图之后，请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剖面”页以在图
纸页上选择并显示 3D 立体剖视图/剖视图。

视图质量

当创建或者更新了草图质量图纸视图时，指定其质量或分辨率。分辨率定义用来
显示草图质量视图的像素范围框。3 是最高值，它提供了最佳设置。质量值是随
图纸视图一起保存的。

在放置图纸视图之后，可以修改“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页上的“工程
图视图质量”值。如果在那里修改该值，则图纸视图将变得过时。

仅当另外还选中了“创建草图质量图纸视图”时才可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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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零件以标注尺寸

激活（加载内存）装配中的零件，以便使用它们来标注尺寸及其他要求精度的操
作。不能标注 v17 之前的轴测图的尺寸。仅当另外还选中了“创建草图质量图
纸视图”时才可使用此选项。

显示管件中心线

显示图纸视图中的管件中心线。此设置将覆盖“选项”对话框的“边显示”页上的
“显示管件中心线”复选框。此选项不可用于“钣金”和“焊接”文件。

显示装配特征

指定“装配”环境中创建的装配特征是否显示在图纸视图中。此选项只适用于孔、
倒斜角、除料等材料移除特征。当选中此框时，即使“使用简化零件”框也被选
中，这些装配特征仍将显示在图纸视图中。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文件。

要控制添加材料特征（如角焊和拉伸）的显示，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上“显示”页中的选项。也可以在隐藏了材料添加特征的装配中定义显示配置，然
后在放置装配的图纸视图时使用该显示配置。

从装配派生“作为参考显示”

指定在装配文档中定义的事例属性决定是否将该事例显示为参考零件。参考零件以
可以定义的不同的线型显示。您可以使用“装配路径查找器”快捷菜单上的“事例
属性”命令，指定一个装配事例将作为参考零件显示在图纸中。可以使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边显示”页面指定要使用的参考零件边显示样式。

加工视图

指定您想要创建焊接的加工视图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焊接”文件
(.pwd)。

焊接视图

指定您想要创建焊接的焊接视图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焊接”文件
(.pwd)。

装配视图

指定您想要创建焊接的装配视图的图纸视图。此选项仅可用于“焊接”文件
(.pwd)。

在以下视图中显示隐藏边：

正交视图

在正投影零件视图中显示零件上的隐藏边。

轴测图

在零件轴测图中显示零件上的隐藏边。

在以下视图中显示相切边：

正交视图

在正交零件视图中显示零件上的相切边。

轴测图

在零件轴测图中显示零件上的相切边。

显示隐藏的零件的边于：

正交视图

在正投影零件视图中显示被其他零件隐藏的零件。这些边是使用隐藏边的线样
式来显示的。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和“焊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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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测图

在零件轴测图中显示其他零件隐藏的零件。这些边是使用隐藏边的线样式来显
示的。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和“焊接”文件。

高级

显示“边显示高级选项”对话框。

上一步

转至前一个步骤。

下一步

转至下一个步骤。

高级边显示选项对话框

为图纸视图定义高级边显示选项。通过“图纸视图创建向导”第一页上的“高级”按钮
可以使用“高级边显示选项”对话框。

可在“高级”页（“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覆盖各个视图的这些选项。

限制边创建

只生成位于裁剪边界内和与裁剪边界重叠的边

通过限制所有裁剪视图或独立的局部放大图的边缘创建最大程度上缩减 VHL
图纸视图处理时间。选择此复选框后，只生成完全位于视图裁剪边界内或与
视图裁剪边界重叠的边。选择此复选框后，生成视图裁剪边界内外以及与视
图裁剪边界重叠的所有边。

注注注释释释

使用“在视图中绘制”创建的几何图形不受该设置影响。

显示通过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

使用由多个线段定义的切割平面创建剖面视图时，可以使用该选项显示或
隐藏图纸视图中产生的边。

清除该选项后，创建图纸视图时将隐藏通过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设置该
选项时，这些边可见。默认设置已清除。

该选项适用于 2D 剖视图和旋转剖视图。它不适用于 2D 局部剖视图。默
认设置已清除。

注注注释释释

并非所有的边情况都由该处理规则处理。对于那些不由该处理规则处理
的边，可以使用“隐藏边”命令来隐藏它们。

简化 B 样条边

始终

始终将模型中的 B 样条几何结构转换为简单几何结构。

仅图纸视图平面外部的边

仅将零件边中与图纸视图的平面不平行的 B 样条几何结构转换为简单几何结
构。此选项是新放置的视图的默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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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

从不将模型中的 B 样条几何结构转换为简单几何结构。

零件相交

在诸如压入配合，零件之间有轻微相交的情况下，处理零件相交可以产生更好的
图纸视图结果。

不处理相交

指定不处理零件相交。这是最快的选项，也是新放置的视图的默认选项。

处理相交

不创建面相交（快）

在重叠体的相交面中创建零件边。不能创建在重叠体的相交面之间形成
的边。

创建带螺纹零件的面相交（慢）

为外径和内径螺纹重叠的带螺纹的零件创建重叠主体的面相交。

创建所有面相交（最慢）

为所有重叠的主体创建面相交。选择此选项时运行速度最慢。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向向向导导导（（（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布布布局局局）））

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布局”选项根据选定的主视图来选择其他正交视图。

• 此对话框显示了表示零件正投影（主要）视图和轴测图的九个按钮。

• 中间的图像表示您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中从“已命名视图”列表中选择的初
始视图。

• 可以选择其他视图来同初始视图一起放置于图纸页中，方法是单击一个或多个
表示视图方位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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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对话框中视图方位按钮的排列顺序取决于使用的是第一角度投影还是第三
角度投影。

o 对于第一象限投影法：

o 对于第三象限投影法：

上一步

转至前一个步骤。

下一步

转至下一个步骤。

完成

完成初始放置步骤并关闭“图纸视图创建向导”。

在此时，可以单击以便将图纸视图放置于图纸中，也可先使用“视图向导”命
令条来更改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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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向向向导导导（（（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方方方向向向）））

命名视图

列出初始图纸视图的放置选择。

注注注释释释

可以使用“视图方位”命令 在“零件”、“钣金”和“装配”环境中
创建用户定义的“命名视图”，且这些视图将列示在此处。

要了解具体做法，请参见保存新的命名视图。

定制

显示“定制方向”对话框。使用此窗口中的视图操作选项可在创建图纸视图之前重
定向 3D 零件，还可以创建透视图。

上一步

转至前一个步骤。

下一步

转至下一个步骤。

完成

完成初始放置步骤。

“““定定定制制制方方方向向向”””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此窗口显示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中选择的 3D 零件或装配。在创建图纸视图之前，
可以在此窗口中使用视图操作选项来重新调整 3D 零件的方向。重新调整零件方向完成
之后，单击“关闭”以继续执行命令。

激活零件

激活（加载到内存中）与零件关联的模型数据。这样您就可以在视图创建之前，使
用零件上的面或边来精确放置视图。“激活零件”仅可用于装配。

VHL Overlay 着色

指定视图将会简单着色还是使用 VHL Overlay 着色。当处理大型装配时，使用
“VHL Overlay 着色”可能会降低性能。

旋转

围绕下列各项之一自由地旋转视图：

• 视图的中心

• 任意三条主轴之一

• 模型的任何边

注注注释释释

也可以按下 Home 键，将模型旋转到默认的正等测图。

旋转中心

将视图旋转到与一个面垂直。“旋转中心”对装配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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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视图

选择六个主视图或八个正等测图之一。您可以使用显示的对话框上的箭头来选
择视图。

正视面

使用任何平面定义视图。“正视面”对装配不可用。

对齐边

将视图与线性边对齐。如果“正视面”没有以您所要的方式对齐视图，您可以使用
此选项来选择模型的线性边并指定新的 X 或 Y 轴。

缩放区域

放大窗口中的一个区域。视图由您放置的两个点确定。

缩放

围绕窗口中指定的点缩小或放大几何图形的显示。

适合窗口

满窗口显示所有元素。

平移

允许从模型上的指定点向任意方向移动以查看模型的其他区域。

透视

在“定制方向”窗口中将透视应用于视图或从视图中移除透视。透视图看上去比正
等测图更为逼真。应用了透视后，远处的对象显得更小。

选择“透视”选项时，可以从“透视角度”列表选择预定义角度，或者在旋转鼠标
轮时使用 Shift+Ctrl 定义一个定制透视角度。

透视角度

选择“透视”选项时，可从与焦距为 35 mm 的相机等效的透视角度值列表中进行选
择。随着角度的增大，离物体的距离缩短，使物体看起来更近。例如，第一幅图
(A) 中的角度比第二幅图 (B) 中的角度宽，因此第一幅图显得更近。

• 纵向 (85 mm)

• 标准 (50 mm)

• 横向 (35 mm)

• 非常宽 (10 mm)

• 定制 - 当您在通过旋转鼠标轮来更改透视图角度和距离时按下 Ctrl+Shift
时，会自动设置并应用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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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角度

指定旋转角度。

关闭

关闭“定制方向”窗口并继续图纸视图创建过程。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向向向导导导（（（选选选择择择装装装配配配族族族成成成员员员）））

族成员

列出所选装配的成员。可以一次选择一个成员放置在图纸页上。

预览

如果该文件的预览图像已保存，则显示文档的位图图像。

上一步

转至前一个步骤。

下一步

转至下一个步骤。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向向向导导导（（（备备备选选选位位位置置置装装装配配配）））

如果装配中包含联接和传动等机械装置，并且这些机械装置的位置在该装配的物理操作
过程中发生更改，则可以将这些机械装置定义为备选位置装配模型中的备选位置成
员。使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创建装配的图纸视图时，将会显示“备选位置装配”选
项卡，供您用来选择要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的其他位置。

成员名称

显示在备选位置装配中定义的备选位置成员的名称。您可以单击成员名称，以
查看成员位置在预览窗格中的外观。

主

选择一个成员作为图纸视图中的主成员。只需要一个主成员。

主位置零件在创建零件明细表时自动添加符号标注，并在应用着色和灰度时进
行着色。

备选

选择要显示在图纸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附加备选位置成员。

注注注释释释

放置图纸视图之后，可以在图纸视图快捷方式菜单中选择“设置主位置和备选位
置”命令，然后在该视图中添加和移除成员，并更改主位置和备选位置名称。

“““选选选择择择附附附件件件”””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可以使用“选择附件”对话框来创建模型的其他图纸视图。此对话框显示当前放置
在工程图文档中的模型文档，并允许您选择另一个零件或装配以用作下一个零件
视图的基础。

零件

显示文件夹树结构中当前放置在图纸视图中的文档。

预览

如果该文件的预览图像已保存，则显示文档的位图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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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访问一个允许您搜索文档的对话框。

使使使用用用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

使使使用用用“““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

自动创建在打开的模型文档中显示的 3D 模型图纸。

1. 保存当前模型（装配、零件或钣金）文件。

2. 在“应用程序”菜单上，单击“新建→创建图纸”。

即会显示“创建图纸”对话框。

3. 为图纸指定模板。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对于自动图纸视图创建）清除“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复选框，然后
单击“确定”。

生成的图纸视图取决于所选的模板。

o 如果指定的模板不是快速图纸页模板，且当前模型文件为零件或钣金件，
则会创建顶视图、前视图和右视图。

o 如果指定的模板不是快速图纸页模板，并且当前模型文件为装配，则创建
正等测图。

o 如果指定的模板是快速图纸页模板，则会使用当前的模型文件来创建快速
图纸页模板中的图纸视图和零件明细表（如果有）。

• （对于用户定义图纸视图）选中“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复选框，然后
单击“确定”。

此时将显示该向导的“图纸视图”选项选项卡，以便您配置所需的视图。

o 要了解如何选择和放置用户定义图纸视图，请参见创建零件或装配的图纸
视图。

o 有关创建图纸视图的一般信息，请参见创建图纸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在 Teamcenter 受管环境中，会自动在与 3D 模型相同的项中创建工程图文档，
从而产生具有 3D 数据集和对应工程图的单个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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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命命命令令令

使用在“创建图纸”对话框中指定的模板，从当前模型（装配、零件或钣金）文件
中创建图纸。

如果选中“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则会显示该向导的图纸视图选项页面以供您
配置所需的视图。

如果没有选中“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

• 如果指定的模板是快速图纸页模板，则会使用当前的模型文件来创建快速图纸页模
板中的图纸视图和零件明细表（如果有）。

• 如果指定的模板不是快速图纸页模板，并且当前模型文件为装配，则创建正等测图。

• 如果指定的模板不是快速图纸页模板，并且当前模型文件为零件或钣金件，则会创
建顶视图、前视图和右视图。

如果当前模型文件是装配族，则使用当前活动的装配族成员来创建新的图纸。

注注注释释释

依次选择“新建”、“创建图纸”后，“创建图纸”命令即在“应用程序”菜
单中可用。如果在“路径查找器”或“库”面板中选择了装配、零件或钣金文
件，则此命令在快捷菜单中也可用。

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模板

指定要用于新图纸的模板文件。

上次所选的模板将在下次运行该命令时作为默认模板使用。因此，当在 Teamcenter
管理的环境中工作时，默认模板是该命令所选的上一个 SEEC 模板。当在非受管环
境中工作时，默认模板是该命令所选的上一个非受管模板。

浏览

打开“新建”对话框，以便可以浏览其他模板文件。

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

指定当单击“确定”时，可运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以配置所需视图。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类类类型型型

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

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

创创创建建建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

在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将初始图纸视图放置在图纸页上之后，可以使用“主视图”命
令，利用现有的图纸视图创建其他正交或图片图纸视图。

用光标指定新图纸视图的方向。例如，要使用现有的正交视图放置一个新的轴测图，首
先选择源视图 (A)，然后将光标定位于右、左、顶部或底部以放置新的正交视图 (B)，
或以对角方式定位光标以放置一个新的图片视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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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主视图”命令放置新的图纸视图时，这些视图将与源视图对齐，并以与
源视图相同的比例放置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不能使用“主视图”命令放置一个使用“剖面图”、“辅助视图”或“局部
放大图”作为源视图的新图纸视图。

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标标标题题题

默认的主视图标题内容和格式在图纸视图样式中定义，在创建视图时可从“主视图”
命令条上选择图纸视图样式。

放置主视图后，可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显示标题”选项显示或隐藏标题
文本，还可以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修改标题。

通过选择视图然后将标签拖到新位置可重新定位标题。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帮助主题：

• 图纸视图样式

• 图纸视图标题

创创创建建建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主视图” 。

2. 选择正视图或轴测图。

光标变成一个矩形，它表示您将创建的视图的大小。

3. 单击此项以指定视图在图纸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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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击放置视图时，无论您正在使用的是第一角投影还是第三角投影，都应确
定所创建的视图方向。

• 要创建正交视图，单击所选视图的左、右、上或下。这将把所选视图折叠成与
最近的视图边成 90 度角。

• 要创建与所选视图方向相关的轴测图，以对角方式单击所选视图的右上角、
左上角、右下角或左下角。

4. 继续放置视图，或右键单击以结束命令。

提提提示示示

• 可以从轴测图中派生主视图。

• 剖视图、辅助视图和局部放大图对于此命令是无效输入。

“““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从现有的正投影或轴测图纸视图中创建正投影或轴测图纸视图。

用光标指定新图纸视图的方向。例如，要使用现有的正交视图放置一个新的轴测图，首
先选择源视图 (A)，然后将光标定位于右、左、顶部或底部以放置新的正交视图 (B)，
或以对角方式定位光标以放置一个新的图片视图 (C)。

放置第一个视图后，“主视图”命令仍然保持活动。可以继续放置初始视图中的视
图，方法是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也可向对角方向、向左或向右移动光标，然后
单击以放置每个视图。

可以右键单击以结束图纸视图放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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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剖视图、辅助视图和局部放大图对于此命令是无效输入。

“““主主主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创建主视图时将显示“主视图”命令条。选择要编辑的主视图时将显示“图纸视
图选择”命令条。

图纸视图样式映射

指定图纸视图将使用预定义样式，该样式是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
“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上设置的。

清除“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按钮后，可以选择并应用各个样式。从“图纸视图样
式”列表中选择样式。

图纸视图样式

选择图纸视图的样式，或按示例记录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
此选项不可用。

模型显示设置

打开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设置显示设置。

着色选项

指定图纸视图的颜色或灰度、着色和边可见性。

不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和隐藏边的颜色，但不着色。

着色

显示颜色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颜色和着色。

灰度着色

显示灰度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灰度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灰度。

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

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

“辅助视图”命令将创建一个新的零件视图，它显示围绕折叠线旋转 90 度之后所
得到的零件。图纸视图是根据此折叠线的轴来创建的。可以从主视图和现有的辅助
视图来创建辅助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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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折折折叠叠叠线线线

光标将显示为用于定义折叠线的直线。所创建的辅助视图垂直于此折叠线。要定义折叠
线，则将光标在图纸视图上移动，以高亮显示垂直于所需辅助视图的边。

您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图纸视图边选择两个关键点，为新的辅助视图定义折叠线。如果沿
所需的辅助视图的角度不存在线性元素时，则必须要有两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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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

定义折叠线之后，光标将显示为矩形，其大小与辅助视图的大小差不多。要放置视图，
将矩形移到图纸上以定位视图，然后单击。

修修修改改改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

在放置辅助视图后，您可以：

• 使用 Shift 并拖动光标以在任何方向移动查看平面线。

• 在“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中更改查看平面线的类型、标题和样式。

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和和和查查查看看看平平平面面面标标标题题题

您可以单独控制辅助视图以及用于创建辅助视图的查看平面线的标题显示和格式。
除了使用命令条上的“显示标题”按钮来显示和隐藏标题文本之外，还可更改标
题的内容和格式。

• 选择查看平面线后，可以使用“标题”选项卡（“查看平面、局部放大区域、切割
平面属性”对话框）。

• 选择辅助视图后，可以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通过选择视图然后将标签拖到新位置可重新定位标题。

默认的查看平面标题内容和格式由辅助视图所应用的图纸视图样式定义。要了解更多
信息，请参见以下帮助主题：

• 图纸视图样式

• 图纸视图标题

创创创建建建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辅助视图” 。

查看平面线的表示与光标相连。辅助视图将围绕查看平面线旋转 90 度。

2. 在图纸页上来回移动光标。当光标移动到线性元素上时，与光标相连的查看平
面线就与该元素平行。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找到的线条，以便将它定义为查看平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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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单击零件视图中的两个关键点来绘制查看平面线。新线自动被定义为查
看平面线。

光标变成一个矩形，它表示您将创建的视图的大小。

4. 定位您想要的辅助视图，然后单击。

将由您把视图放置在何处来确定辅助视图的旋转方向。查看平面绕着查看位置旋
转，如图中所示。

提提提示示示

• 可以从主视图和现有的辅助视图来创建辅助视图。

• 可以通过选择线性边缘，或者通过单击主零件图中的两个关键点来定义查
看平面线。

• 查看平面线和辅助视图与主视图是相关联的。如果主视图中的几何体发生变
化，则查看平面线和辅助视图就会被更新。

• 可以使用 Shift 并拖动光标以在任何方向上移动查看平面线。

• 可以使用“辅助视图”命令条上的“图纸视图样式”列表选择辅助视图线的显
示样式。还可以使用“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修改现有查看平面线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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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创建一个新零件视图 (A)，该视图显示围绕现有零件视图上查看平面线 (B) 旋转 90 度
的零件。查看平面线可以与现有视图中的几何体平行或者垂直。

您可以使用辅助视图显示几何体，不能在主视图或现有辅助视图中显示的任何方位
标注该几何体的尺寸。

在放置辅助视图后，您可以：

• 使用 Shift 并拖动光标以在任何方向移动查看平面线。

• 在“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中更改查看平面线的类型、标题和样式。

• 使用“查看平面选择”命令条显示或隐藏查看平面标题。

“““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图纸视图样式映射

指定图纸视图将使用预定义样式，该样式是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
“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上设置的。

清除“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按钮后，可以选择并应用各个样式。从“图纸视图样
式”列表中选择样式。

图纸视图样式

选择图纸视图的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此选项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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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

指定您想要查看平面线与所选择的几何元素平行。

垂直

指定您想要查看平面线与所选择的几何元素垂直。

属性

打开“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以便用户可以设置辅助视图的显示。

着色选项

指定图纸视图的颜色或灰度、着色和边可见性。

不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和隐藏边的颜色，但不着色。

着色

显示颜色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颜色和着色。

灰度着色

显示灰度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灰度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灰度。

查查查看看看平平平面面面选选选择择择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当您选择源视图中的查看平面时，系统将显示“查看平面选择”命令条，以便您对
其进行编辑。

图纸视图样式

选择图纸视图的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此选项不可用。

查看平面名称

显示查看平面名称。标签是系统按照“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的自动命名顺
序生成的。您既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的名称，也可以自己键入名称。同一个文档中
的所有名称都必须是唯一的。

您可以使用“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的“标题”选项卡修改视图注释标题。

您可以使用“显示标题”选项显示和隐藏辅助查看平面名称以及相关标题文本。

显示标题

显示选项列表，用于显示或隐藏查看平面标题。如果显示了查看平面标题，则还
可以选择是否要显示或隐藏视图图纸编号。可以使用“选择”工具调整标题文本
的位置。

当辅助视图和带有查看平面的源视图位于不同图纸上时，您可以使用这些独立的
“显示标题”控件显示视图图纸编号。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773-7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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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复选框可用于在视图
移动到其他图纸上时自动显示图纸编号，并在多个视图出现在同一图纸
上时隐藏交叉引用：

如果父注释（如切割平面）和派生视图（如剖面图）不在同一图纸
上，则显示图纸页号

属性

访问“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可在其中更改查看平面线属性和查看平面标题属性。

查查查看看看平平平面面面属属属性性性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设置用于创建辅助视图的查看平面的属性。

当单击源视图中的查看平面线时，将显示“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您可以更改查
看平面线的方向并修改查看平面标题。

选项卡

常规

标题

“常规”选项卡（“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

修改选定视图平面注释的线条和端符属性。

线型

指定线条类型，如虚线或点线。

线宽

设置线条宽度。

端符

为端符设置选项。

类型

设置所有端符的端符类型。

长度

指定视图平面中使用的端符长度的尺寸值。此值是尺寸样式中指定的端符尺
寸的比例。

查看方向线

设置查看方向选项。

单一

指定只显示单一端符线。

3-783-783-7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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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

指定要显示成对端符线。

“标题”选项卡（“查看平面、局部放大区域、切割平面属性”对话框）

“属性”对话框中的“标题”选项卡可修改视图注释的标题文本和格式选项。可用
的具体选项会因所选注释类型而不同。

图纸视图样式

指定与视图注释标题相关的图纸视图样式。

图纸视图样式将映射到“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
上的图纸视图类型和视图注释类型。

标题

“标题”选项可显示和修改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
为视图注释定义的标题内容。

标题

指定当前所选视图注释标题的内容。通过使用“属性”按钮并直接在框中键入
标题可创建包含单行纯文本、属性文本和符号的标题。

显示

指定在包含切割平面线、查看平面线或局部放大区域的源视图中，默认情况
下是否显示视图注释标题。

“属性”按钮

• “视图注释名称”按钮和“视图图纸编号”按钮可插入属性文本代码，这
些代码反过来又引用对话框底部“属性”部分中的相应定义。

• “属性文本”按钮可插入引用其他源的属性文本字符串。

• “符号”按钮插入转换成符号的属性文本代码。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793-7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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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属属性性性”””按按按钮钮钮

使使使用用用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要要要生生生成成成此此此字字字符符符串串串 要要要提提提取取取此此此内内内容容容 示示示例例例 在在在此此此源源源中中中
%VA 视图注释名称 A “视图注释名称

(%VA) 属性”框
中的内容。

%VN 视图图纸编号 (2) 源视图所在的当
前图纸编号。

%{Author} 选择并插入任何
与工程图文档或
模型相关的属性
文本字符串。

J. Simon “选择属性文
本”对话框

这些属性文本代
码包括：

%PM

%DI

%DG

您可以选择要插
入到标题中当前
光标所在位置的
符号和值。

生成下列符号：

±

°

Æ

“选择符号和
值”对话框

格式

“格式”选项可显示和修改“标题格式”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
定义的视图注释标题的外观。

字体

列出可用的字体。将字体应用到当前选定的视图注释标题文本。

字型

将“正常”、“粗体”、“斜体”或“粗斜体”字型应用到当前选定的视图
注释标题文本。

颜色

为当前所选的视图注释标题文本指定文本颜色。

大小

为当前所选的视图注释标题文本指定文本大小。

“属性”编辑框

“属性”框定义 %VA 和 %VN 属性文本代码在插入到“标题”文本框中时所引用
的内容。

视图注释名称 (%VA)

指定用于标记视图注释的字母数字字符。

显示的标签是系统按照“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的自动命名顺序生成的。

3-803-803-8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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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例例例

主标签：

A

附加字母和数字，可以是常规字体或脚注：

AA - AA

A1 - A1

可以在放置标签后进行编辑，但只有当标签不是遵循已定义的对象序列模式时
才可执行编辑。即使如此，仍可以覆盖特定视图的标签定义。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图纸视图标题。

自动

选中后，将使用“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的命名顺序和“定义对象序
列”对话框中指定的顺序自动命名查看平面线、切割平面线或局部放大区域。

取消选中后，可编辑当前所选视图注释的标签。

注注注释释释

• 当选中了“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遵循
已定义的对象序列后，默认情况下会选中此选项。

• 当选中了“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遵循
对象创建序列后，此选项将不可用。

视图图纸编号 (%VN)

指定当视图注释标题中显示视图图纸编号时要显示的内容。

将视图图纸编号的属性文本字符串插入到“视图图纸编号”文本框中。

当将具有视图注释的源视图及派生视图（剖视图、局部放大视图或辅助视图）
移动到不同的图纸上时，视图图纸编号就很有用。

显示

选择局部放大区域、查看平面线或切割平面线后，可使用“显示”复选框。当
“标题”文本框中存在 %VN 属性文本时，该复选框将显示局部放大区域、辅
助视图或剖视图所在的图纸编号。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813-8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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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复选框可用于在视
图移动到不同图纸上时自动显示图纸编号，并在多个视图出现在同一
图纸上时隐藏交叉引用：

• 如果父注释（如切割平面）和派生视图（如剖面图）不在同一图
纸上，则显示图纸页号

此版本

选择切割平面线或查看平面线后可使用“位于”列表。它指定了在选中“显
示”复选框后视图图纸编号的显示位置。选项为位于视图注释的左箭头、右箭
头或这两个箭头的旁边。实际显示的线数量由“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选项
卡上的“单一”或“双”设置控制。

注注注释释释

只有当“常规”选项卡（“查看平面属性”对话框）上的“视图方向
线”设置为“双”时，才可以指定显示位置。

透透透视视视图图图

透透透视视视图图图

创创创建建建透透透视视视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您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定义要在图纸上放置的透视图。

• 在模型文档中，可以首先向窗口添加透视图，然后使用视图方向命令 保存一
个具有透视性的新命名视图。

以这种方式创建的透视图可以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方向）中，从“命
名视图”列表选择。查找名称带有–透视的视图。

• 在工程图文档中，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的“定制方向”对话框创建
透视图纸视图。

此方法可以创建不用打开模型文档就能在图纸上放置的特别透视图。

什什什么么么是是是透透透视视视？？？

模型视图应用透视时，远处的对象显现的较小。此效果是借助透视角所得，它可使得
透视图比正等测图更真实。在正等测图中，模型中的对象以统一的大小呈现，不论
它们与观察者的距离是多远。

3-823-823-8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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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例例例

随着透视角度的增大，离物体的距离缩短，使物体看起来更近。第一幅图 (A)
中的角度比第二幅图 (B) 中的角度宽，因此第一幅图显得更近。

透视图的使用限制。无法：

• 从位于模型内的摄像机点创建透视图。

• 将尺寸添加到透视图。

• 生成隐藏边。

• 从源透视图创建附加视图。

定定定义义义透透透视视视距距距离离离和和和角角角度度度

通过透视角度、缩放距离和平移的组合定义透视图。这些值定义用于查看模型的
摄像机。

在工程图中，可以在“定制方向”对话框中更改所有这些值。

• 要更改透视角度，请使用透视选项。可以从透视角度列表选择预定义角度，或者在
旋转鼠标轮时使用 Shift+Ctrl 定义一个定制透视角度。

• 要更改缩放距离，请使用缩放区域或缩放选项。

• 要在模型的一个区域上聚焦，请在窗口中使用平移选项以设置模型的该部分为中心。

注注注释释释

使用模型文档中的透视命令，可以在当前显示的模型上快速添加或移除透视。
但是，不能用此命令更改透视角度。

创创创建建建透透透视视视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视图向导 。

2.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中，选择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然后单击“打开”。

3.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选项）页上，单击“下一步”。

4.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方向）页上，单击“定制”。

5. 在“定制方向”对话框中，移动鼠标时按住鼠标左按钮以调整模型方向。当模型的
方向接近透视图的期望方向时，释放按钮。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833-8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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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定制方向”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选择预定义透视角度）

• 单击“透视”按钮 ，然后从“透视角度”列表选择值。

这些值均基于 35 mm 摄像机的焦距。

o 纵向 (85 mm)

o 标准 (50 mm)

o 横向 (35 mm)

o 非常宽 (10 mm)

（定义定制透视角度）

a. 旋转鼠标轮时按住 Ctrl+Shift 以更改透视图角度和距离。

模型随着鼠标轮的每次移动而更新。

b. 单击“透视”按钮 ，将透视角度应用到视图。

此值将储存为视图的新“定制”角度。

7. 单击“关闭”。

8. 在图纸页上，单击以放置视图。

提提提示示示

在单击放置视图之前，通过在命令条上选择“最适合”选项，可以自动调整视
图相对图纸的大小。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可以使用“局部放大图”命令创建现有图纸视图上特定区域的放大视图。可以将细节
图想象成聚焦于图纸视图内的特定区域的一面放大镜。

可以使用您所绘制的封闭轮廓创建圆形局部放大图或局部放大图。可以创建随源视图更
改而更新的关联局部放大图，也可以创建不反映源图纸视图中所做更改的独立的局部放
大图。同样地，独立的局部放大图允许您使用“在视图中绘制”命令添加几何体，
利用“边线画笔”显示或隐藏边，而不会影响源视图。

3-843-843-8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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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独独立立立和和和关关关联联联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 关联局部放大图与所创建自的源视图关联在一起。要更改关联局部放大图的着色、
边缘显示或其他方面，必须在源视图中进行更改，然后更新源视图和局部放大图。

• 独立的局部放大图的显示属性可以与源图纸视图的显示属性不同。例如，可以显
示或隐藏零件、显示隐藏线、添加着色或在独立的局部放大图中进行绘制，而
不会影响源图纸视图。

• 独立和关联视图均可以从主视图、辅助视图、其他局部放大图、剖视图和局部
剖视图中的 3D 几何体创建。

• 可以从 2D 模型视图和已转换为 2D 视图的图纸视图创建关联局部放大图，但不能
创建独立局部放大图。

• 不能从过时的图纸视图创建局部放大图。

转转转换换换关关关联联联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创建关联局部放大图后，可通过选择该视图，然后选择快捷菜单中的“转换成独立
的局部放大图”命令，将其转换为独立的局部放大图。但是，不能将独立的局部放
大图转换成关联视图。

创创创建建建圆圆圆形形形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使用命令条上的“圆形局部放大图”选项定义圆形局部放大图。可以单击鼠标三次，然
后指定局部放大图区域。第一次单击 (1) 可定义要在源视图中放大的圆形区域的中心，
第二次单击 (2) 可定义此圆形局部放大图的直径，第三次单击 (3) 可放置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853-8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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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的的的用用用户户户定定定义义义形形形状状状

使用命令条上的“定义轮廓”选项定义局部放大图的用户定义形状。然后，可以绘制您
所需大小和形状的轮廓。任何封闭的轮廓都可作为有效的局部放大区域。

修修修改改改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创建完成后，均可以对独立和关联视图进行修改，实现不同的效果。独立局部放大
图与源视图相关联。对关联局部放大图中的几何体进行更改时，源视图随之更改。
独立的局部放大图不参照源视图，对独立视图所作的更改不反映到源视图中。独立
的局部放大图可用于显示或隐藏零件、显示隐藏线、添加着色或在视图中绘制，
而不会影响源视图几何体或视图属性。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属属属性性性

要修改相关或独立的局部放大图，请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选择”工具和
选项更改图纸视图比例，显示和隐藏标题文本，或选择着色或隐藏行显示。您还可以选
择“属性”按钮打开“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可用的选项卡包含您可以更改的属
性，这些属性随局部放大图类型而变化。

3-863-863-8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和和和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区区区域域域标标标题题题

可以分别控制局部放大图和局部放大区域的标题显示和格式。除了使用命令条上的“显
示标题”按钮来显示和隐藏标题文本之外，还可更改标题的内容和格式。

• 选择局部放大区域时，可使用“标题”选项卡（“查看平面、局部放大区域、切割
平面属性”对话框）。

• 选择局部放大图时，可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通过选择视图然后将标签拖到新位置可重新定位标题。

默认的局部放大区域标题内容和格式由局部放大图所应用的图纸视图样式定义。要了解
详情，请参见以下帮助主题：

• 图纸视图样式

• 图纸视图标题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工工工具具具提提提示示示

如果将光标停在局部放大图上，工具提示会标识源几何体文件的名称、文件类型和视图
类型。例如，螺钉的独立的局部放大图的完整工具提示可能显示：High Quality View -
Independent Detail View - AllenScrewM8.par. 相关局部放大图的工具提示文本只是
High Quality View - Detail View - AllenScrewM8.par。

如果在图纸视图中没有看到显示的工具提示，请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助
手”选项卡中设置“显示工具提示”选项。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边边边界界界

放置后，可以隐藏局部放大图边框的显示。如果选择了局部放大图边界并在命令条
上选择“属性”按钮，则可以清除“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显示局部放大图
边界”选项。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873-8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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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区区区域域域

源视图中绘制的圆形或用户定义轮廓状局部放大区域定义局部放大图的裁剪边界。
可以使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制图标准”选项卡设置局部放大区域的
显示标准。例如，可以指定局部放大区域显示符合 (A) ANSI、(B) ISO/DIN/JIS 或
(C) ESKD 标准。

可以拖动局部放大区域以更改其位置。但是，如果局部放大区域被部分或完全约束，则
局部放大区域将遵守其约束规则的要求。

可以通过在原始视图中选择局部放大区域并选择命令条上的“定义轮廓”对局部放大区
域进行修改，并拖动局部放大区域轮廓图手柄以更改局部放大区域的大小。在源视图上
更改局部放大区域的大小、形状或位置时，图纸中的关联局部放大图也将更新。

如果删除源图纸上的局部放大区域，则也会删除局部放大图。

显显显示示示裁裁裁剪剪剪边边边

可以使用“局部放大图属性”对话框的“注释”页中的“显示裁剪边”选项来指定
是否在图纸视图边界与模型相交的位置显示边。在边界通过模型中的孔或空心体的
位置不会生成修剪边。

在现有图纸视图上更改此选项时，该图纸视图会变为过时。可以使用“更新视图”命
令更新图纸视图。

3-883-883-8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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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圆圆圆形形形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1. 选择“局部放大图”命令 。

2. （指定局部放大图类型）在“局部放大”命令条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创建独立的局部放大图，请选择“独立的局部放大图”按钮 。

• 要创建相关局部放大图，请清除“独立的局部放大图”按钮。

3. （指定局部放大图区域形状）在“局部放大”命令条上，验证是否选择了“圆形局

部放大图”按钮 。

默认的局部放大图形状为圆形。

4. 在源图纸视图中，单击您想在局部放大图中查看的区域的中心。

5. 移动光标，直到圆形局部放大区域变为所需的大小，然后单击鼠标。

6. 单击以将局部放大图放在图纸上。

提提提示示示

• 仅在局部放大图中显示由局部放大区域封闭起来的图形。

• 修修修改改改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在放置局部放大图之后，单击局部放大图边框可编辑比例，显示或隐藏局部
放大图标题，并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选项更改显示模式。

通过单击命令条上的“属性”按钮，然后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
属性”对话框）进行更改可修改局部放大图标题的默认内容。

• 修修修改改改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区区区域域域

通过单击源视图中的区域，然后在“局部放大区域选择”命令条上设置选项
可编辑局部放大区域属性。

通过单击命令条上的“属性”按钮，然后使用“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
中的“标题”选项卡进行更改可修改局部放大区域标题的默认内容和格式。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893-8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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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用用用户户户定定定义义义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1. 选择“局部放大图”命令 。

2. （指定局部放大图类型）在“局部放大”命令条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创建独立的局部放大图，请设置“独立的局部放大图”按钮 。

• 要创建相关局部放大图，请清除“独立的局部放大图”按钮 。

3. （指定局部放大图区域形状）默认的局部放大图形状为圆形。要绘制用户定义轮

廓，请单击“定义轮廓”按钮 。

4. 单击要局部放大的源图纸视图。

将显示“直线”命令条。

5. （绘制轮廓）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命令条中，选择“直线”选项绘制线性局部放大区域，或选择“圆弧”选
项绘制曲线形状的局部放大区域。

b. 在源图纸视图中，围绕要局部放大的区域绘制 2D 形状。

6. 在功能区中，选择“主页”选项卡→“关闭”组→“关闭局部放大区域”。

7. 单击以将局部放大图放在图纸上。

3-903-903-9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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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仅在局部放大图中显示由局部放大区域封闭起来的图形。

• 修修修改改改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在放置局部放大图之后，单击局部放大图边框可编辑比例，显示或隐藏局部
放大图标题，并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选项更改显示模式。

通过单击命令条上的“属性”按钮，然后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
属性”对话框）进行更改可修改局部放大图标题的默认内容。

• 修修修改改改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区区区域域域

通过单击源视图中的区域，然后在“局部放大区域选择”命令条上设置选项
可编辑局部放大区域属性。

通过单击命令条上的“属性”按钮，然后使用“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
中的“标题”选项卡进行更改可修改局部放大区域标题的默认内容和格式。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从现有图纸视图创建放大的局部放大图。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区区区域域域形形形状状状

可以创建圆形局部放大图或绘制任意闭合形状的定制轮廓。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913-9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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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独独立立立和和和关关关联联联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在图纸上放置局部放大图之前，可以使用“局部放大图”命令条指定其是关联的局部放
大图还是独立的局部放大图。

当您想要局部放大图与源图纸视图中的显示属性不同时，独立的局部放大图将会很
有用。例如，在装配图纸中，可以将在源视图中显示的零件指定为在独立的局部放
大图中隐藏。

创建关联局部放大图后，可通过选择该视图，然后选择快捷菜单中的“转换成独立
的局部放大图”命令，将其转换为独立的局部放大图。

局部放大图命令条

图纸视图样式映射

指定图纸视图使用预定义样式，该样式是在“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设置的。

清除“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按钮后，可以选择并应用各个样式。从“图纸视图样
式”列表中选择样式。

图纸视图样式

选择图纸视图的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此选项不可用。

缩放

定义局部放大图的比例。比例是相对于图纸而非原始图纸视图计算的。例如，如
果原图纸视图的比例为 2:1，您可将局部放大图的比例设置为 2：1，局部放
大图将为 2：1，不是 4：。

默认情况下，局部放大图的比例是原始图纸视图指定比例的两倍。

圆形局部放大图

指定使用圆形局部放大区域定义局部放大图。

定义轮廓

指定使用绘制的轮廓定义局部放大图。该轮廓必须是闭合形状。

独立局部放大图

指定是创建关联局部放大图还是独立的局部放大图。

“““转转转换换换成成成独独独立立立的的的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将相关局部放大图转换为独立的局部放大图。如果关联视图包含注释、尺寸或其他信
息，则会在转换局部放大图时复制这些信息。

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区区区域域域

设置局部放大区域属性

1. 在源视图中，单击局部放大区域。

2. 在“局部放大区域选项”命令条上，单击“属性”按钮。

3. 在“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上，设置您想使用的选项。

3-923-923-9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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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通过使用局部放大区域的快捷菜单上的“属性”命令，还可以设置局部
放大区域属性。

“局部放大区域选择”命令条

当您选择源视图中的 局部放大区域时，系统将显示“局部放大区域选择”命令条，
以便您可以对此区域进行编辑。放置局部放大图后，可以选择圆形或定制边框编
辑视图属性。

图纸视图样式

选择图纸视图的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此选项不可用。

局部放大区域名称

显示为局部放大区域名称指派的字符。标签是系统按照“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
中定义的自动命名顺序生成的。您既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的名称，也可以自己键入
名称。同一个文档中的所有名称都必须是唯一的。

您可以使用“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的“标题”选项卡修改局部放大区域标题，

还可以使用“显示标题”选项显示和隐藏局部放大区域名称以及相关标题文本。

显示标题

显示用于显示或隐藏局部放大区域标题的选项的列表。如果显示了局部放大区域
标题，则还可以选择是否要显示或隐藏视图图纸编号。可以使用“选择”工具
调整标题文本的位置。

当局部放大图和带有局部放大区域的源视图位于不同图纸上时，您可以使用这些独
立的“显示标题”控件显示视图图纸编号。

注注注释释释

“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复选框可用于在视图
移动到其他图纸上时自动显示图纸编号，并在多个视图出现在同一图纸
上时隐藏交叉引用：

如果父注释（如切割平面）和派生视图（如剖面图）不在同一图纸
上，则显示图纸页号

属性

访问“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可以在该对话框中更改标记颜色和线条属性
以及局部放大区域标题属性。

定义轮廓

显示功能区上的局部放大区域编辑工具，以便绘制新局部放大区域轮廓，或编辑现
有局部放大区域形状。

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

单击源视图中的局部放大区域可显示“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使用此对话框中的
选项编辑标记颜色和线条属性以及局部放大区域标题属性。

选项卡

常规

标题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933-9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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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选项卡（“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

“局部放大区域属性”对话框上的“常规”选项卡指定源视图中局部放大区域的属性。

线型

指定线条类型，如虚线或点线。

线宽

设置线条宽度。

局部放大区域

指定局部放大区域在源图纸视图中显示的方式。可以从多种基于标准的格式中
选择一种方式。

ANSI

指定局部放大区域按 ANSI 标准显示。局部放大图标题嵌入在局部放大图圆中。

ISO/DIN/JIS

指定局部放大区域按 ISO/DIN/JIS 标准显示。局部放大图标题在局部放大
图圆旁边显示。

ESKD

指定局部放大区域按 ESKD 标准显示。局部放大图标题和指引线均显示出来了。

显示为圆形

指定在绘制用户定义的轮廓时将局部放大区域显示为圆形。此选项可能对某些
局部放大区域选项不可用。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在创建零件视图之后，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剖视图。剖视图显示 3D 零件或装配模型
的横截面。剖面区自动填充。

可使用“剖视图”命令和“局部剖视图”命令创建剖视图。

在可以使用“剖视图”命令创建剖视图之前，必须使用“切割平面”命令，在要用作剖
视图基础的零件视图上创建一个切割平面。

3-943-943-9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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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局部剖”命令按定义深度创建内部区域的局部剖视图。此功能允许您展示零件
的内部特征以便存档。使用“局部剖面图”命令时，可在命令中绘制轮廓。

选选选择择择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

在单击“切割平面”按钮时，会提示您选择零件视图。这可能是图纸的任意正投影视
图、辅助视图或局部放大图。单击以选择视图几何结构。

辅助视图通常显示零件进行剖切的最佳方位。局部放大图由于具备一定比例而在
创建截面时非常有用。

从局部放大图创建的截面会继承局部放大图的同一比例。

绘绘绘制制制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使用许多可以在 Solid Edge 中别处找到的绘图工具来绘制切割平面。单击“切割平
面”按钮然后选择零件视图后，带状命令条将更新并显示用于绘制切割平面的命令。

切割平面既可以只包含单一直线，也可以包含多个元素，如直线和圆弧。如果绘制包含
多个元素的切割平面，则该切割平面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各元素必须在它们的端点接触。

• 元素不能形成一个闭合区域或者具有环路。

• 元素不能相互交叉。

• 切割平面中的任何圆弧都不能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元素。

• 所有圆弧的两个端点处都必须连接至一条线。

如果绘制的切割平面超出局部放大图的裁剪边界，则从局部放大图以外直到切割平
面范围的几何体将包括在剖面图中。如果绘制的切割平面全部位于局部放大图中，
则只有延伸到切割平面的几何结构将包括在剖面图中。

可以添加尺寸以及在切割平面与零件视图之间添加关系，以控制切割平面的位置、
大小和方向。

完成绘制切割平面后，请单击“主页”选项卡上的“关闭”按钮。然后，可以通过在要
分割的视图的一侧单击，定义切割平面视图方向。如果需要更改视图方向，可以使用
光标将切割平面视图方向线拖动到切割平面的相对面。

可以双击切割平面进行编辑，或者右键单击切割平面，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
性”。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953-9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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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当选择“剖面图”命令时，会提示您选择切割平面。在选择切割平面之后，光标上
会显示一个矩形，该矩形与将要放置的剖面图大小相同。此外，命令条上的选项被
激活，以允许指定要创建的剖面图的类型。定位视图并单击后，便创建了剖面图，
且它与切割平面对齐。

注注注释释释

剖面图的视图方向由切割平面定义。相对于切割平面而言，在哪一侧放置视
图对视图方向并没有影响。

显显显示示示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创建切割平面后，通过选择切割平面注释并使用“切割平面选择”命令条和“切割平面
属性”对话框中的选项，可以控制切割平面线的显示。

放置剖视图之后，可使用“常规”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复选框控
制切割平面图的显示。

显示视图注释（切割平面、局部放大区域、查看平面）

通过将切割平面元素移动到其本身所在图层，然后隐藏该图层，可以隐藏切割平面。要
了解如何执行此操作，请参见帮助主题隐藏切割平面。

使用“高级边显示选项”对话框或“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可以控制通过多个线
段创建的切割平面线所生成的边的显示。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在剖视图中显
示或隐藏切割平面线。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和和和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标标标题题题

可以分别控制剖视图和切割平面的标题显示和格式。除了使用命令条上的“显示标题”
按钮来显示和隐藏标题文本之外，还可更改标题的内容和格式。

• 选择切割平面后，可以使用“标题”选项卡（“查看平面、局部放大区域、切割
平面属性”对话框）。

• 选择剖视图后，可以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通过选择视图然后将标签拖到新位置可重新定位标题。

剖视图标题、切割平面标题和切割平面线的默认内容和外观是在应用于视图的图纸视图
样式中定义的。可以在定制的工程图模板上设置这些选项，以便能更简便地创建自动符
合标准的切割平面和查看平面注释。要了解详情，请参见以下帮助主题：

• 图纸视图样式

• 图纸视图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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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置置置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填填填充充充与与与阴阴阴影影影线线线图图图案案案的的的格格格式式式

放置剖视图时，可以使用“剖面”命令条，选择填充样式以定义零件的剖面区中显示的
阵列。放置剖视图时，还可以指定填充区的间距和角度。

创建视图之后，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选项更改切
割面的填充样式、阴影线间距及阴影线角度。可以为“显示”选项卡上“零件明细表”
中的一个或多个选定零件执行此过程。

也可以控制剖视图中切割肋板上的阴影线，同时使用“在视图中绘制”命令编辑单条
阴影线。要了解这些选项，请参见下方的修改剖视图。

如果想进一步控制填充类型的属性，则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阴影线样式，然后使用该阴
影线样式来定义新的填充样式。阴影线样式允许定义要应用到图案的颜色、线宽、
间距和角度属性。您可以使用“边显示”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中
的下列选项来选择要应用到新创建的剖视图的填充样式，以及指定各个零件上的
阴影线是否与默认样式不同：

• 在剖视图中显示填充样式

• 从零件派生

• 自动替换剖视图中的阴影线间距

• 自动替换剖视图中的阴影线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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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旋旋转转转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对于特定类型的零件，可以创建旋转剖面图以便更精确地查看零件上的特征。要创建
旋转剖面图，请选择一个包含两条或多条线的切割平面，然后设置命令条上的“旋
转剖面图”选项。“旋转剖面图”选项仅在创建剖面图时可用。当修改某个现有
剖面图时，不能更改此选项。

多多多段段段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如果切割平面由多条互不垂直的直线定义，或切割平面中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直线不平
行，则必须指定是将切割平面中的第一条直线 (A) 还是最后一条直线 (B) 用来定义剖
视图旋转的折叠角。选择的直线影响剖视图的放置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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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中中中的的的圆圆圆弧弧弧

切割平面还可以包括圆弧。如果将圆弧包括在切割平面中，则它的两端都必须与直线相
连。切割平面不能以圆弧开始或结束。此外，当从包含一个圆弧的切割平面创建剖面图
时，将自动设置命令条上的“旋转剖面图”选项，且不能删除这些选项。

在创建剖面和视图时将忽略圆弧。相反的，这些圆弧的作用是将切割平面线从模型的
一个区域延伸到另一个区域。

注注注释释释

不能从由包含一个圆弧的切割平面生成的剖视图创建其他剖视图。

仅仅仅剖剖剖面面面（（（薄薄薄剖剖剖面面面或或或极极极薄薄薄剖剖剖面面面）））视视视图图图

要创建一个剖视图，且该剖视图不包括在其后面的几何体，请使用命令条上的“仅
剖面”按钮。此选项将创建一个剖视图，其中只显示与切割平面相交的几何体的薄
剖面。不处理或不显示超出切割平面的几何结构。例如，可以创建一个零件的剖视
图，在其中不显示键槽特征。

进一步来说，如果要旋转一个典型的剖面图和一个“仅剖面”剖面图，应当用典型剖面
图 (A) 查看零件的一半，但用“仅剖面” (B) 选剖面图则只显示零件的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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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建复杂零件和装配截面时，显示切割平面下的几何结构会产生混淆或不必要，
这种情况下，此选项是很有用的。用“仅剖面”选项放置的剖视图的处理速度也
比标准剖视图快。

还可以使用“仅剖面”选项创建旋转剖面图。

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创建薄剖面视图。.

装装装配配配的的的薄薄薄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当处理大的、复杂的装配时，在选择“仅剖面”选项时，由于处理的零件很少，处理
时间的节省可能相当显著。例如，在下面的“剖面 A-A”中，切割平面上的所有零
件都必须在标准剖面图中处理，但当您为“剖面 B-B”设置了“仅剖面”选项时，
仅处理那些被切割平面线相交的零件。

注注注释释释

不能从“仅剖面”剖视图创建其他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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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从现现现有有有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还可以从现有的剖面图创建新的剖面图。

当从现有的剖面图创建新的剖面图时，可以使用命令条上的“仅剖面”和“剖面
完全模型”选项控制新剖面图的外观。例如，当使用“剖面 A-A”作为源视图创建
新剖面图 B-B 时，有四个输出选项：

清除“仅剖面”和“剖面完全模式”选项 设置“仅剖面”选项

设置“剖面完全模型”选项 设置“仅剖面”和“剖面完全模型”选项

“仅剖面”和“剖面完全模型”选项仅在创建剖面图时可用。当修改某个现有剖
面图时，不能更改这些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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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装装配配配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对于装配，通过使用“剖面图”命令条上的“模型显示设置”按钮，可以指定要剖视哪
些零件。在创建剖面图之后，可以通过编辑剖面图的属性更改这些设置。

对于剖面图的每个零件，对剖面图指定的填充角度都旋转 90 度。在创建剖面图之后，
可以编辑填充并应用不同的样式和覆盖。

修修修改改改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放放放置置置和和和对对对齐齐齐

可以直接在图纸页上修改剖面图的放置和对齐。要修改剖视图的位置，请单
击并拖动视图。

切切切割割割肋肋肋板板板上上上的的的阴阴阴影影影线线线

您可以使用“高级”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剖视图中的肋板阴
影线”选项，指定对于通过“肋板”、“螺钉柱”、“网格筋”或“阵列”命令创
建的肋板或肋板类特征，是切割并加阴影线还是不加阴影线。

选择无阴影线选项时，随后还可使用“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有选择地标识个
别肋板，以使用阴影线样式显示。请参见帮助主题在剖视图中设置肋板阴影线。

许多制图标准调用要求在剖视图中切割肋板不得与投影线一起显示。可设置文件首
选项，在“制图标准”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完成此操作。

部部部分分分显显显示示示切切切割割割面面面上上上的的的阴阴阴影影影线线线

部分可见的切割平面上的阴影线是由“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高级”选项卡中
的“处理部分隐藏的切割平面”设置控制的。在设置此选项并更新剖面图时，部分
可见的隐藏切割平面上的任何阴影线都将被重新处理。这样可以减少使用“在视图
中绘制”命令移除多余阴影线的麻烦。

简简简化化化剖剖剖面面面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您可以简化剖面图纸视图或局部剖视图纸视图，以便更容易查看由切割平面暴露的
区域。使用图纸视图快捷方式菜单上的“设置图纸视图显示深度”命令设置可视的
显示深度（后剪裁平面将移除此显示深度上的所有模型几何体）。

显显显示示示切切切割割割和和和未未未切切切割割割五五五金金金件件件

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切割五金件”复选
框指定当五金件（如螺母、螺栓和垫圈）在剖视图中与切割平面相交时，是否
切割这些零件。

显显显示示示螺螺螺纹纹纹图图图形形形

当沿极薄剖视图纸视图中所示的孔轴进行切割时，可以使用“注释”选项卡
（“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在‘只显示剖面’剖视图中显示螺纹”选项
来显示孔螺纹。

注注注释释释

当您使用“孔”命令并在“孔选项”对话框中将“类型”设置为“螺纹”
时，您可以在模型中创建内螺纹孔。

要了解有关在模型中创建螺纹孔的信息，请参见螺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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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环环环境境境）））

从选定的切割平面创建 3D 零件或装配模型的剖视图。

可以使用命令条上的选项来定义所需的剖视图类型。例如，您可以创建：

简单剖视图

旋转剖视图

“仅剖面”（“薄剖面”）视图

剖视图命令条

创建剖视图后将显示“剖视图”命令条。编辑剖视图时，“图纸视图选择”命令
条可用。

有关创建剖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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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视图样式映射

指定图纸视图将使用预定义样式，该样式是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
“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上设置的。

清除“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按钮后，可以选择并应用各个样式。从“图纸视图样
式”列表中选择样式。

图纸视图样式

选择图纸视图的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此选项不可用。

填充样式

设置活动填充样式。可用的填充样式符合通常使用的剖面线标准，这种标准过去常
被用于表示被截断的材料类型，如钢、铸铁和黄铜。

创建视图之后，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填充
样式”、“角度”和“间距”选项，编辑切割面上的填充类型和阴影线。

角度

设置填充类型的角度。

对于新创建的剖视图，您可以指定阴影线角度自动旋转 90 度，以避免邻近零件
的填充类型相同。您可以在“边显示”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
中完成此过程。

创建视图之后，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填充
样式”、“角度”和“间距”选项，编辑切割面上的填充类型和阴影线。

间隔

调整填充中的图案线的间隔。

对于新创建的剖视图，您可以指定阴影线间距自动调整，以避免相邻零件的填充类
型相同。您可以在“边显示”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中完成此过程

创建视图之后，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填充
样式”、“角度”和“间距”选项，编辑切割面上的填充类型和阴影线。

仅剖面

仅显示与切割平面物理相交的几何体。“仅剖面”选项在创建复杂零件或装配的剖
视图时很有用；该选项可禁止显示位于切割平面线上方的几何体。用“仅剖面”
选项放置的剖视图的处理速度也比标准剖视图快。

当使用“仅剖视”选项创建某一零件的剖视图时，将忽略超越切割平面线的
边、面和特征。

当使用“仅剖视”选项创建某一装配的剖视图时，将忽略超越切割平面线的边、
面、特征以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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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仅在创建剖视图时可用；不能将其应用于以前创建的剖视图。

旋转剖视图

创建一个旋转剖视图。必须选择包含两条或更多条直线的切割平面才能创建此类
剖视图。

如果切割平面由多条互不垂直的直线定义，或切割平面中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直线
不平行，则必须指定是将切割平面中的第一条直线 (A) 还是最后一条直线 (B) 用
来定义剖视图旋转的折叠角。选择的直线影响剖视图的放置角度。

剖面完全模型

创建整个模型的一个剖视图。仅当从现有剖视图创建剖视图时，此选项才可用。设
置此选项时，新的剖视图 (A) 将以整个模型为基础。清除此选项时，新的剖视图
将以前一剖视图 (B) 的结果为基础。仅当创建一个剖视图时此选项可用。不能
将此选项应用于先前创建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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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显示设置

访问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以便为剖视图设置显示选项。例如，处理某个装配的
剖视图时，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显示”选项卡来指定在图纸
视图中显示或隐藏哪些零件。

着色选项

指定图纸视图的颜色或灰度、着色和边可见性。

不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和隐藏边的颜色，但不着色。

着色

显示颜色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颜色和着色。

灰度着色

显示灰度和着色，但没有边。

带边灰度着色

显示带可见边的灰度。

创创创建建建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剖视图”

。

2. 单击切割平面。

提提提示示示

如果选择的切割平面的第一条线与最后一条线不平行，则单击第一条线或
最后一条线以定义剖视图的折角。

3. 在命令条上，设置您要使用的剖视图选项。

4. 在图纸页上，单击以定位剖视图。

3-1063-1063-10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提提提示示示

• 一个切割平面只能用于创建一个剖视图。在可以使用切割平面创建另一剖视
图之前，必须先删除第一个剖视图。

• 要隐藏由切割平面用多条段创建的边，请清除“显示由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
的边”选项。可以在工程图文档中的两个位置设置此选项。

o 要设置此选项作为新剖视图的首选项，请选择“Solid Edge 选项”对话
框，再单击“边显示”选项卡，然后单击“高级”。

o 要在现有图纸视图中显示或隐藏切割平面线边，请从该图纸视图的快捷
菜单中选择“属性”，然后单击“高级”选项卡。

• 要更改剖视图的方向，请在所选切割平面上编辑视图方向线。

• 可以使用填充和阴影线样式来定义剖视图的图案区。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选选选项项项

• 可以使用“仅剖面”选项来创建薄剖视图，该薄剖视图只显示切割平面物理
切割的图形。此选项仅在创建一个剖视图时可用。

• 对于装配模型，在单击以放置剖视图之前，可以使用“模型显示设置”
对话框来显示和隐藏零件。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对对对齐齐齐

• 当您单击以定位剖视图时，将创建剖视图，并且它与切割平面对齐。

• 如果您指定了折叠线，则新视图与该折叠线对齐。

从从从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 可以从现有的剖视图创建新的剖视图。

• 可以从旋转后的视图创建新的剖视图。新视图没有对齐属性。

创创创建建建旋旋旋转转转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剖视图”

。

2. 单击多线的切割平面。

3. 在命令条上，设置“旋转剖视”选项。

4. 如果选择的切割平面的第一条线与最后一条线不平行，则单击第一条线或最后
一条线以定义剖视图的折角。

5. 在图纸页上，单击以定位旋转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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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一个切割平面只能用于创建一个剖视图。在可以使用切割平面创建另一剖视
图之前，必须先删除第一个剖视图。

• 要隐藏由切割平面用多条段创建的边，请清除“显示由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
的边”选项。可以在工程图文档中的两个位置设置此选项。

o 要设置此选项作为新剖视图的首选项，请选择“Solid Edge 选项”对话
框，再单击“边显示”选项卡，然后单击“高级”。

o 要在现有图纸视图中显示或隐藏切割平面线边，请从该图纸视图的快捷
菜单中选择“属性”，然后单击“高级”选项卡。

• 要更改剖视图的方向，请在所选切割平面上编辑视图方向线。

• 可以使用填充和阴影线样式来定义剖视图的图案区。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选选选项项项

• 可以使用“仅剖面”选项来创建薄剖视图，该薄剖视图只显示切割平面物理
切割的图形。此选项仅在创建一个剖视图时可用。

• 对于装配模型，在单击以放置剖视图之前，可以使用“模型显示设置”
对话框来显示和隐藏零件。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对对对齐齐齐

• 当您单击以定位剖视图时，将创建剖视图，并且它与切割平面对齐。

• 如果您指定了折叠线，则新视图与该折叠线对齐。

从从从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 可以从现有的剖视图创建新的剖视图。

• 可以从旋转后的视图创建新的剖视图。新视图没有对齐属性。

创创创建建建薄薄薄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使用“仅剖面”选项创建薄剖视图，该薄剖视图只显示与切割平面相交的几何体。
生成的剖视图不包括在切割平面后面的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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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剖视图”。

2. 单击切割平面。

3. 在命令条上，单击“仅剖面”。

4. 在图纸页上，单击以定位薄剖视图。

在在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显显显示示示或或或隐隐隐藏藏藏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线线线

当使用由多条线段定义的切割平面创建剖视图时，可以使用“显示由切割平面线顶
点创建的边”选项以在图纸视图中显示或隐藏生成的边。可以在工程图文档中的
两个位置设置此选项。

设设设置置置新新新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边边边的的的显显显示示示

1. 在工程图文档中，选择“应用程序”菜单→Solid Edge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边显示”选项卡。

3. 单击“高级”。

4. 在“高级边显示选项”页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隐藏边，请取消选中“显示由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复选框。

• 要显示边，请选中“显示由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复选框。

在在在现现现有有有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显显显示示示或或或隐隐隐藏藏藏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线线线

1. 右键单击该图纸视图，然后选择“属性”。

2.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单击“高级”选项卡。

3. 在“高级”页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隐藏边，请取消选中“显示由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复选框。

• 要显示边，请选中“显示由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复选框。

4. 右键单击该图纸视图，然后选择“更新视图”。

提提提示示示

请参见相关帮助主题使用图层隐藏或显示切割平面。

在在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设设设置置置肋肋肋板板板阴阴阴影影影线线线

在生成包含肋板、网格筋、肋板图案或螺钉柱的剖视图之前，可以指定切割肋板但不
在肋板上显示阴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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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置剖视图后，可以使用“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查看已切割肋板的列表，并选
择要显示阴影线的各个肋板。

1. 在创建剖视图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右键单击要定义剖面的源视图并选择“属性”。

b. 在“高级”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剖视图”下，清除“剖视
图中的阴影线肋板”复选框。

c. 应用更改并更新图纸视图。

2.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生成剖视图：

a. 绘制切割平面线.

b. 创建剖视图.

3. 右键单击该剖视图，然后选择“属性”。

4. 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零件明细表中，右键单击其中一
个零件名称并选择“覆盖肋板阴影线”。

5. 在剖视图处理期间切割的所有肋板都将列在“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中。对于
列表中的每个肋板，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肋板名称，以在剖视图中高亮显示对应肋板。

b.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在选定肋板上显示阴影线，请选中该肋板名称前面的框。

• 要显示肋板而不显示阴影线，请清除该复选框。

6. 单击“确定”以保存更改并关闭“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

7. 要在剖视图中查看更改，请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单击“应用”，然后
更新图纸视图。

提提提示示示

• 如果在“制图标准”页（“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选择“无阴影线”
选项，则可跳过步骤 1。此操作会为文档设置文件首选项。

• 要使用“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必须在生成剖视图之前取消选中“剖
视图中的阴影线肋板”复选框。否则，将不生成“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
框中显示的切割肋板列表。

“““覆覆覆盖盖盖肋肋肋板板板阴阴阴影影影线线线”””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对于任何剖视图、局部剖或旋转剖视图，可以使用“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有选择地
标识各个切割肋板，以便用阴影线样式来显示。

要了解如何在该对话框中生成列表，请参见帮助主题在剖视图中设置肋板阴影线。

带阴影线的肋板

在选定剖视图中列出切割肋板，例如，Rib 1、Rib 2、Ri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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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选择肋板名称会在图纸视图中高亮显示对应的肋板。（肋板名称仅用
于审核，与零件文件无关。）

选中肋板名称前面的复选框，会在对话框关闭或图纸视图更新时在切割肋板
上显示阴影线。

注注注释释释

下面是可控制肋板阴影线处理结果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基于视图类型和切割
平面线的绘制方式。

•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切割平面线至少有一个段必须与肋板相交，法向切割肋板必须在剖视图中
生成带阴影线的面。

• 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必须在应用切割的同一视图中绘制局部剖轮廓，或者生成的视图必须与源
视图具有相同的视图方向。

• 旋旋旋转转转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多段切割平面线时，可通过“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页上的
段列表分别控制旋转剖视图中的每个切割。同样，可在“覆盖肋板阴影线”
对话框中微调每个旋转剖面段的阴影线。

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绘绘绘制制制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线线线

注注注释释释

切割平面线用于定义剖视图。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切割平面” 。

2. 单击零件视图。

所有零件视图（包括辅助视图和局部放大图）均可作为剖视图的源进行选择。

3. 绘制切割平面。

（请参见如下“提示”。)

4. 绘制完切割平面后，在功能区上单击“关闭切割平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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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以定义剖视图方向。

提提提示示示

• 源源源视视视图图图选选选择择择

可以在零件视图或 2D 视图上创建切割平面线，但只有零件视图才可以用
来创建剖视图。

• 绘绘绘制制制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o 如果绘制的切割平面线超出局部放大图的裁剪边界，则从局部放大
图以外直到切割平面范围的几何体将包括在剖视图中。如果绘制的切
割平面线全部位于局部放大图中，则只有在切割平面范围内的几何体
包括在剖视图中。

o 一个切割平面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元素组成。在切割平面中可以同时包括
直线和圆弧。如果您创建由多个元素组成的切割平面，则这些元素必
须满足下列要求：

o 各元素必须在它们的端点接触。

o 元素不能形成一个闭合区域或者具有环路。

o 元素不能相互交叉。

o 切割平面中的任何弧线的两端都必须与直线相连。

• 编编编辑辑辑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o 不能移动切割平面的标题文本。

o 可以双击切割平面线进行编辑，或者右键单击切割平面线，然后从快
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切割平面线样式和切割平面方向的位置箭头
可以调整。

隐隐隐藏藏藏或或或显显显示示示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通过将用来定义剖视图的切割平面移到一个新层，然后隐藏该层，即可隐藏该切
割平面。

使使使用用用层层层隐隐隐藏藏藏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创建新层：

• 在“图层”选项卡上，单击“新建图层”按钮 。

• 在“图层”选项卡上，右键单击“图层”节点，选择“新建图层”。

即会将一个使用默认名称（例如 Layer1）的新图层添加到活动图纸页的“图层”节
点中。图层名字段已处于选中状态，可在其中输入名称。

2. 为层键入一个新名称，例如：切割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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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执行以下所有操作，将切割平面移到新层：

a. 在图纸页中，选择要隐藏的切割平面。

b. 在“图层”选项卡上，单击“移动元素”按钮 。

c. 在“移动元素”对话框中，选择要将切割平面移到的层，然后单击“确定”。

4. 双击任何其他层，使其处于活动状态。

5.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隐藏切割平面层：

• 在“图层”选项卡上，选择切割平面图层，然后单击“隐藏图层”按钮： 。

• 右键单击切割平面层，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隐藏”。

6. 在活动窗口中单击以更新显示。

显显显示示示隐隐隐藏藏藏图图图层层层中中中的的的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在“图层”选项卡中，选择包含切割平面的隐藏图层，然后单击“显示图层”

按钮： 。

提提提示示示

• 隐藏图层由符号 进行标记。

• 要了解如何控制切割平面边的显示，请参见相关帮助主题在剖视图中
显示或隐藏切割平面边。

“““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命命命令令令

访问切割平面模式，以便您可以绘制切割平面线。切割平面线用于创建剖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可以在零件视图或 2D 视图上创建切割平面线。但是，只能使用零件视图上的
切割平面线来创建剖视图。

“切割平面选择”命令条

图纸视图样式

为切割平面线选择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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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平面样式定义为线型，并与使用中的“视图图纸样式”关联。

切割平面名称

显示切割平面名称。标签是系统按照“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的自动命名顺
序生成的。您既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的名称，也可以自己键入名称。同一个文档中
的所有名称都必须是唯一的。

您可以使用“切割平面属性”对话框的“标题”选项卡修改标题。

显示标题

显示用于显示或隐藏切割平面标题的选项列表。如果显示了切割平面标题，则可以选
择是否要显示或隐藏视图图纸编号。可以使用“选择”工具调整标题文本的位置。

当剖视图和带有切割平面的源视图位于不同图纸上时，您可以使用这些独立的
“显示标题”控件显示视图图纸编号。

注注注释释释

“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复选框可用于在视图移
动到不同图纸上时自动显示图纸编号，并在多个视图出现在同一图纸上时
自动隐藏交叉引用：

• 如果父注释（如切割平面）和派生视图（如剖面图）不在同一图纸
上，则显示图纸页号

属性

显示“切割平面属性”对话框。

编辑切割平面

激活切割平面环境。仅当您选择了一个要进行编辑的切割平面时，才会显示此按钮。

“““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属属属性性性”””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为用于创建剖视图的切割平面线设置属性。

当单击源视图中的切割平面时，将显示“切割平面属性”对话框。您可以更改切
割平面线的方向并修改切割平面标题。

选项卡

常规

标题

常规选项卡（切割平面属性对话框）

单击“切割平面选择”命令条或所选切割平面快捷键菜单上的“属性”命令后，将显示
“切割平面属性”对话框中的“常规”选项卡。

线型

指定线条类型，如虚线或点线。

线宽

设置线条宽度。

端符

为端符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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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指定端符类型。

长度

为端符的大小指定一个值。此值是图纸视图样式中的字体大小的比率。

显示

为切割平面线设置显示选项。显示选项允许您根据所使用的制图标准显示切割
平面线。

面向

设置面向切割平面的视图方向线。通常，在创建符合 ISO 标准的图纸时就
要使用此选项。

背向

设置背向切割平面的视图方向线。通常，在创建符合 ANSI 标准的图纸时就
要使用此选项。

样式

设置切割平面线的样式。选项有“粗”、“仅粗拐角”和“粗/细”。

粗线长度 = __ x 字体大小

指定切割平面线的粗线部分长度。该值受字体大小控制。此设置只适用于“样
式”的“粗/细”和“仅粗拐角”选项。

偏置箭头

沿着切割平面线的粗线部分长度偏置切割平面方向箭头。值为 0-1。

值值值 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箭箭箭头头头位位位置置置

0 箭头位于粗线部分的外端。
0.5 箭头居于粗线部分中央。
1 箭头位于粗线部分的内端。

此选项只适用于“粗/细”和“仅粗拐角”切割平面线样式。

注注注释释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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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选中该对话框上的“面向”选项，“偏置箭头”设置才会起作用。

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在“工程图”环境中使用“添加断裂线”命令和“局部剖”命令，可以创建断开视图。

使用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中的“添加断裂线”命令，可定义要在零件视图中完全移除的区
域。这允许您为细长零件创建一个断开视图，以便可以更大的比例来显示它。

可以使用“局部剖”命令创建局部剖视图。这样会显示零件的内部特征，以便于
您进行记录。

创创创建建建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局部剖”命令 。

2. 在图纸页上，单击用作源视图以定义剖面轮廓的主视图。

3. 画出定义要分解区域的闭合轮廓。

4. 当完成闭合轮廓的绘制时，单击条形工具条中的“闭合局部剖”按钮。

5. 通过执行以下任一操作设置剖面的范围或深度：

• 选项 1 - 将光标放置在一个与轮廓源视图成 90 度夹角的图纸视图上。在几何
体中移动光标时，您可以看到两条平行线由一条垂直线相连，当光标移动时，
这一垂直线会动态调整。一条平行线固定在绘制轮廓的面的起始点处。移动光
标，直至平行线距离达到所需值并单击鼠标。这是切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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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o 若要查看精确距离，则查看命令条上的“深度”文本框。

o 若要控制您移动光标时距离增加的增量，则在命令条的“步幅”
框中输入一个值。

• 选项 2 - 在命令条的“深度”文本框中键入一个值。

剖面深度是从您绘制轮廓的面中开始测量的。

6. 选择您想要分解的图纸视图。可以选择绘制轮廓的图纸视图，或者其他图纸视图。

局部剖垂直于绘制轮廓的面。

提提提示示示

• 选择要分解的图纸视图之后，将处理图纸视图并隐藏轮廓。

• 如果以后要修改局部剖视图轮廓，请设置“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常
规”选项卡上的“显示局部剖视图轮廓”选项，然后选择局部剖视图轮廓。

• 当编辑局部剖视图轮廓或更改范围深度时，需要使用“更新视图”命令
更新图纸视图。

• 不能使用断开视图、局部放大图或者剖视图作为局部剖面图的源图。

创创创建建建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1. 在图纸页上，右键单击主视图或者剖视图。

2.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断裂线”命令。

图纸视图中会显示一条直线，它与光标一起在图纸视图区域内移动。

3. 在“添加断裂线”命令条上，执行以下操作：

a. 通过选择下列按钮之一指定截断方向。

• 竖直截断 - 使用竖线定义截断区域。

• 水平截断 - 使用水平线定义截断区域。

b. 单击“折线类型”按钮，然后选择要使用的折线类型。

可以指定折线类型为直、圆柱、短折线或者长折线。

4. 在图纸视图内单击，以定义不想显示的图纸视图部分的起始位置。

这样可以固定折线对中第一条线的位置。将显示另一条平行线。

5. 将光标移动到不想显示的图纸视图部分的结束位置，然后再次单击。

现在，已定义要移除的区域。

6. （可选）重复步骤 4 和 5，定义其他区域。

7. 完成截断区域的定义后，单击命令条上的“完成”按钮，以更新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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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在同一图纸视图中既可以定义水平截断又可以定义竖直截断。

• 当图纸视图以断开状态显示时，可以使用“添加断裂线”命令条上的“断开
间隙”、“高度”和“螺距”选项来更改断裂边的外观。

• 要在断开视图中隐藏折线并显示裁剪边：

1. 右键单击该图纸视图，然后选择“属性”。

2.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

a. 在“常规”页上，选中“在截断状态下隐藏折线”复选框。

b. 在“注释”页上，选中“显示边界边”复选框。

• 在显示断开视图之后添加尺寸并应用注释。

• 要显示断开视图，请选择图纸视图边框，然后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

选择“显示断开视图”按钮 。

• 要调整断开视图区域的大小，请选择折线，定位光标以便显示一个双箭头，
然后拖动双箭头以调整该区域的大小。

• 要更改折线类型，请选择折线对中的一条线，然后在编辑命令条中更改类型。

• 要删除断开视图区域，则选择该区域，然后按 Delete 键。

“““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命命命令令令

定义零件视图区域，您要用此区域分解显示零件的内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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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通过在源图纸视图中画出闭合轮廓创建局部剖视图 (A)，定义分解部分的深度 (B)，然
后指定要分解的图纸视图 (C)。轮廓可以包含任意 2D 元素，如线、弧和 B-样条曲线。

当结束命令时，将显示分解部分并隐藏轮廓 (D)。

可以使用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定义范围深度。可以在“深度”框中键入值，或者可以
在从源图折叠 90 度的图纸视图上定位光标，并使用光标定义范围深度。

也可以指定要分解的图纸视图不同于绘制轮廓所在的图纸视图。例如，您可在主视图上
绘制轮廓 (A)，然后指定分解轴测图 (B)。局部剖垂直于源视图的面。

修修修改改改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轮轮轮廓廓廓

可以为现有的局部剖视图修改轮廓或范围深度。必须先在“常规”页（“图纸视图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显示局部剖视图轮廓”选项，以使轮廓可访问。然后，可
以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选择局部剖视图轮廓，以编辑局部剖视图。可以使用“局部轮廓选择”命令条中的
选项修改局部剖视图的轮廓或范围深度。

• 选择局部剖视图轮廓，以使用“删除”键将其删除。此操作也会删除局部剖视图。

当编辑局部剖视图轮廓或更改范围深度时，需要使用“更新视图”命令更新图纸视图。

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边边边界界界边边边的的的线线线型型型控控控制制制

可以使用“注释”页（“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以下选项来控制用于在局
部剖视图中显示阴影线边界边的线型。

• “显示边界边”复选框 - 选中时，将使用细线显示阴影线边界。取消选中时，
由“显示”页（“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可见边样式设置控制边显示。通
常，此线会更粗。

• 边界边样式列表 - 选择要应用的线型。

此线型控制可供使用相同图纸视图创建的局部剖视图绘制轮廓和应用剖面。使用“边线
画笔”、“显示边”和“隐藏边”命令可以修整阴影线边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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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剖视图”命令条

选择源图步骤

指定要绘制轮廓的图纸视图。不能使用断开视图、局部放大图或者剖视图作为局部
剖面图的源图。

轮廓步骤

为局部剖定义轮廓。轮廓必须是闭合的，并可以包含任何 2D 元素，如线、弧
和 B-样条曲线。

深度步骤

为局部剖指定范围深度。可以使用两种方式定义范围深度。可以在“深度”对话
框中输入值，或者可以在从源图折叠 90 度的图纸视图上定位光标，并使用光标
定义范围深度。

所指定的深度是从在“轮廓步骤”中绘制的轮廓上的面开始测量。

选择目标图步骤

指定要应用局部剖的图纸视图。可应用分解部分到绘制轮廓的图纸视图，或者可选
择其他图纸视图。局部剖垂直于源视图的面。

范围步骤选项

深度

指定范围深度。可输入值或使用光标定义深度。

步骤

设置一个距离值，当移动光标时将以该值来增加或减少设置增量。例如，输入
0.25 的步长值并将光标移离轮廓平面上的起始点会将距离延伸量从 0.25 增加到
0.5，然后增加到 0.75，依此类推。

“局部轮廓选择”命令条

当您在局部剖视图中选择封闭轮廓时，将显示“局部轮廓选择”命令条。

修改轮廓

修改局部剖视图的轮廓。

修改深度

修改局部剖视图的范围深度。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1213-1213-121



第第第 333 章章章 图纸制作

添添添加加加断断断裂裂裂线线线命命命令令令

“添加断裂线”命令可定义零件视图中要移除的区域。这样便可为细长零件创建一个断
开视图，以便能够以更大的比例来显示它。

可在同一视图中沿水平和竖直方向截断视图。

可以指定五种不同类型的断裂线：

断断断裂裂裂线线线类类类型型型 示示示例例例

直线

柱形线

短断裂线 - 线性

短断裂线 - 弯曲

长断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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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区区区域域域

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中提供的“添加断裂线”命令可为零件中您不想显示的每个区域
定义一对断裂线。使用“添加断裂线”命令条上的按钮可以指定水平或竖直的断裂
线对。您可以根据需要定义很多断裂线对。定义所有断裂线对后，使用“完成”按
钮生成断开视图。

例如，要移除右侧图中所示的区域，可定义断裂线对，如 (A) 和 (B) 所示。

显显显示示示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显示断开视图”按钮 可显示以前定义的断开
视图。取消选择此按钮时，将以未截断状态显示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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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修改改改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当您要修改断开视图时，首先要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显示断开视图”按
钮显示整个图纸视图。然后，您可以：

• 通过选择断裂线对然后选择“删除”键来删除截断区域。

• 通过选择断裂线对、定位光标以显示双箭头、然后拖动以重新定位一条或全部
两条断裂线来调整截断区域的大小。

通过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页上的“在截断状态下隐藏断裂线”选
项可以控制断裂线的可见性。

标标标注注注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在定义断开视图区域后向断开视图中添加尺寸和注释。断开视图上的尺寸可反映
零件的真实长度。

添加断裂线命令条

样式

设置断开视图线的样式。

竖直截断

指定将图纸视图竖直截断。

水平截断

指定将图纸视图水平截断。

断裂线类型

指定断裂线类型。可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直弯

圆柱弯

3-1243-1243-12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短断裂线 - 线性

短断裂线 - 弯曲

长断裂线

断开间隙

当视图以断开状态显示时，设置一对断裂线之间断开间隙的距离。您可以输入一
个值，也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值。

高度 (0-1)

当选择短断裂线或长断裂线选项时，指定之字形或波浪的高度。此值是断开间隙的
比率。您可以键入 .01 到 1.0 之间的一个值。

示示示例例例

如果断开间隙值为 10 毫米，并将之字形高度设置为 0.5，则折弯线高
度为 5 毫米。

螺距

在短折线选项中指定折弯线或波浪线的螺距值。可以键入 .01 到 1.0 之间的值。
您输入的值是断裂线总长度的倍数，并确定之字形的数量。

示示示例例例

如果断裂线的总直长度为 10 毫米，而指定螺距值为 0.1，那么一个折弯线
的直长度则为 1 毫米，并且共有 10 个之字形。

符号

指定在选择“长弯”选项时显示的锐刺数。

完成

在指定的位置断开图纸视图，并退出该命令。

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和和和高高高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和和和高高高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视图一般分为两种类别：草图质量和高质量。

对于装配模型，它通常比零件或钣金模型更大更复杂，因此您可以生成草图质量或高质
量的视图。草图质量视图所需的处理时间比高质量视图要少，并且只创建可见的线条。

对于零件和钣金模型，只能生成高质量视图。高质量视图是模型的默认表示。

可在“图纸视图向导”中指定是创建草图质量视图还是高质量视图以及其他视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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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视视图图图生生生成成成选选选项项项

“图纸视图向导”显示的视图生成选项取决于源模型文件类型：.asm、.par 或 .psm。
生成视图后，可使用带选项卡的“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来进行其他修改。

一些图纸视图生成选项和显示选项有：

• 视图是草图质量视图还是高质量图纸视图。

• 是否将装配模型和/或其零件生成为简化图形。

• 是否将零件或钣金模型图形显示为“设计”、“简化”或“展平图样”。

• 是否在正投影视图和/或轴测图中显示隐藏线和切线。

• 是否生成管件中心线（如果有）。

• 是否显示材料移除或材料增加的装配特征，如除料、孔和倒斜角，或焊接和拉伸。

标标标识识识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的的的视视视图图图

如果您正在查看图纸页并且需要有关图纸页上某个视图的信息，可使用两种快速
方法获得此信息：

• 可右键单击视图，然后选择“属性”命令以显示“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在这
里，对话框标题栏显示有关图纸视图的信息。

• 您可以使用工具提示功能。要了解如何使用此功能，请单击“选择工具”，然后
使光标停留在图纸视图边界上。工具提示将标识视图质量、视图类型和源模型文
档的名称。例如，螺钉的独立的局部放大图的完整工具提示可能显示：“高质量
视图 - 独立的局部放大图 - AllenScrewM8.par。”草图质量图纸视图的工具提
示显示在以下图示中。

如果看不到图纸视图中显示的工具提示，可在“工具”\“选项”\“助手”选项卡上设
置以下两个选项：“显示工具提示”和“使用增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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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草图质量视图仅适用于装配模型，是在“工程图”环境中用于显示和注释的快速产生线
条着色。仅创建可见边。通常情况下，草图质量视图用于产生临时设计图纸，并提供具
有符号标注的零件明细表的图解说明。

当处理非常大的装配时，草图质量视图特别有用，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生成视图的时
间。然而，当您放大从较大装配创建的草图质量视图时，会注意到该视图以较低
分辨率显示。

创创创建建建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要创建草图质量图纸视图，可在“图纸视图向导”的“装配图纸视图选项”对话框
中设置“创建草图质量视图”选项。

使使使用用用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您可以将草图质量视图用作主视图、辅助视图、切割平面、剖视图以及分解
剖视图的输入。

添加注释 - 您可以将注释（如符号标注）添加到草图质量视图并从其创建零件明
细表。还可以放置通过指引线连接至图纸视图的元素，例如标注和焊接符号。对
于这些类型的注释操作，您可以使用非活动零件。

添加尺寸 – 因为尺寸值是从 3D 模型生成的，您首先需要使用“激活零件”命
令使模型零件数据可用于标注尺寸。

最终图纸制作 - 尽管草图质量视图可以带着色和线框格式显示，但是将仅生成可见
线条。要获得最终图纸制作的最佳外观，您可能需要将草图质量视图转换为高质量
格式。为此，可使用所选图纸视图的快捷菜单中的“转换为高质量视图”命令。

高高高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高质量视图是提供模型的精确表示的图纸视图，因为它是从 Parasolid 对象生成的。
高质量视图可用于进行精确操作（如标注尺寸）并可用于最终图纸生成。

创创创建建建高高高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图纸视图向导”中的默认设置可生成装配、零件和钣金模型的高质量图纸视图。
可使用“文件→创建图纸”命令或选择“图纸视图向导”命令按钮来启动“图
纸视图向导”。

将将将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转转转换换换为为为高高高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要将草图质量视图转换为高质量视图，可使用所选图纸视图的快捷菜单上的“转换
为高质量视图”命令。

创创创建建建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您可以为装配模型而不是零件或钣金模型创建草图质量视图。

1. 在“工程图”文档中，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视图向导”

命令 。

2.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中，选择一个装配文档。

3.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选项)对话框中，选中“创建草图质量图纸视图”
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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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下一步”，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方位)对话框中，选择要显示的命名视图，
然后单击“完成”。

• 要指定定制方向，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图纸视图方位)中：

a. 单击“定制”。

b. 使用“定制方向”对话框中的选项确定装配方向，然后单击“关闭”以
继续。

5. 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命令条上的选项来调节图纸上视图的放置方式。

6. 在图纸页上，单击要放置视图的位置。

提提提示示示

• 在放置视图之前的任意时间，都可以使用命令条上的选项更改视图布局和
比例。

• 可以将符号标注添加至草图质量视图，并从中创建零件明细表。

• 您可以放置装配立体剖视图/剖视图。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
“剖面”选项卡来选择在“装配”环境中创建的装配立体剖视图或剖视图。

将将将草草草图图图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转转转换换换为为为高高高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

步步步骤骤骤 1:1:1: 用鼠标右键单击草图质量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转换为高质量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如果您要转换文档中的所有草图质量视图，请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中“转
换该文档中的所有草图质量视图”。如果只转换所选草图质量视图，请
取消选择此复选框。

步步步骤骤骤 4:4:4: 单击“确定”。这些视图就会过期，并在下次图纸视图更新时转换为高
质量视图。

转转转换换换为为为高高高质质质量量量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环环环境境境 位位位置置置

工程图 快捷菜单（选择草图质量视图时）

将草图质量视图转换为高质量视图。可以将图纸中的所有草图质量视图转换为高质量
视图，也可以只转换所选草图质量视图。将草图质量视图转换为高质量视图后，无
法将其转回至草图质量视图。

运行该命令后，所选视图就会过期，并在下次图纸视图更新时转换。对于局部放大图
而言，此命令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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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操操操作作作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操操操作作作

在您放置图纸视图之后，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以确保信息按您期望的方式展示。还可以
锁定图纸视图，以防对其意外执行操作。

缩缩缩放放放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选定图纸视图后，可使用“属性”选项对其进行缩放。

零件视图与用来创建它的零件视图共享同一比例。如果对已对齐的零件视图进行缩
放，所有与它对齐的零件视图也会被缩放。如果您想对一个已对齐的零件视图进行
缩放，但是不想影响其他零件视图，则必须在选定图纸视图时先清除快捷菜单中
的“保持对齐”选项。

重重重定定定位位位视视视图图图

您可以操作图纸页上的视图位置，以便更好地对其进行组织。

• 结合使用单击和拖动可将图纸视图移动到图纸页上的任意位置。

• 在多页图纸中，通过在“常规”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更改为图纸
视图指派的图纸编号可将图纸视图移动到不同的图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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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旋旋转转转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通过“旋转”命令旋转图纸视图。

旋转视图后，它将处于未对齐状态。您可以使用“保持对齐命令”来恢复该视图
的原始方向。

图纸视图上的尺寸会随视图一起旋转。使用图纸页的水平和竖直尺寸轴的那些尺寸将被
修改为使用旋转后的图纸视图坐标系的水平轴和竖直轴。

不能对旋转后的视图执行折叠、裁剪或断开视图操作，也不能从旋转后的视图派生
剖视图或辅助视图。不能将旋转后的视图用作“主视图”、“切割平面”或“辅
助视图”命令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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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向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添添添加加加着着着色色色

您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着色和颜色”选项卡来向图纸视图中添
加着色。您可以控制纹理显示、反射显示和单调着色，还可以指定图纸视图中装
配覆盖与否以及是否显示零件面颜色。

您也可以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辅助视图”命令条、“剖视图”命令条
和“主视图”命令条上的这些命令按钮来控制基本的着色操作（颜色或灰度色标，
以及边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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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图图图形形形添添添加加加到到到视视视图图图

可将 2D 图形元素添加到零件视图、工程图视图和 2D 视图，方法是使用选定视图的
快捷菜单上的“在视图中绘制”命令。

当“在视图中绘制”窗口打开时，可选择任何标准绘图工具，以添加线段图形，如
矩形、圆弧、圆或椭圆，或者使用“绘制草图”选项卡上的“图像”命令添加外部
图像和图片。

锁锁锁定定定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要防止图纸视图意外移动，可使用所提供的“锁定”图纸视图位置选项：

• 当您编辑图纸视图属性时，作为“常规”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
的一个复选框。

• 当您选择图纸视图边框时，作为“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一个“锁定”按钮。

高亮显示锁定的图纸视图时，由图纸视图边界内显示的锁定符号指示该图纸视图。

仍然可对锁定的图纸视图执行操作。例如，锁定图纸视图不会阻止以下操作：

• 通过“创建对齐”或“保持对齐”命令间接移动锁定的图纸视图。

• 使用“移动”命令或通过更改“图纸编号”来显式移动图纸。

• 复制并粘贴或删除图纸视图。（可以使用“撤消”命令反转这些操作。）

• 拖动从锁定视图派生的图纸视图。

• 旋转锁定的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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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旋旋转转转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旋转”命令 。

2. 选择您想要旋转的图纸视图。

3. 单击您想要旋转中心所在的位置 (A)。

软件以动态方式显示旋转参考轴。

4. 单击以定义参考轴的另一端。

提提提示示示

参考轴的位置和定位定义旋转起点 (B).

5. 在移动鼠标时，软件以动态方式显示旋转轴和正在旋转的图纸元素。在将它们旋转
至所需的位置时，单击以定义旋转终点 (C)。

提提提示示示

• 除了通过单击来定义参考轴的方向之外，还可以使用命令条上的“定位
角度”框。

• 除了通过单击来定义结束点之外，还可以使用命令条上的“旋转角度”
框。然后，可以通过单击定义要朝着参考轴的哪一侧旋转，也可以在“定
位角度”框中输入一个值。

• 要通过增量旋转，请在命令条上的“角度步幅”框中键入一个值。

• 可以使用“智能草图”来定义旋转起始点和结束点。

• 可在单个“旋转”操作中旋转多个所选视图，包括局部放大图。对齐的
视图被旋转后将不再对齐。

• 在使用“旋转”命令时，可以使用其他视图操作命令，如“缩放”和“平
移”。

操作视图完成后，软件返回到“旋转”命令中您离开的位置。

命命命令令令

• “旋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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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步骤骤骤

• 旋转元素

用用用户户户界界界面面面

• “旋转”命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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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更改改改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显显显示示示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零件视图中的元素。

• 右键单击零件视图边框。

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属性”。

3. 单击“显示”选项卡。

4. 从零件明细表中，选择您想更改边显示的一个或多个零件。可以为可见、隐藏及
相切边设置样式选项。

提提提示示示

• “显示”选项卡只用来为选择的零件视图中的零件设置线条显示选项。
“边线画笔”命令可以用来为文档中的所有零件视图中的所有零件边设置
线条显示选项。

• 您可以选择图纸视图中一个零件的所有事例。为此，在“图纸视图属性”
对话框上，单击“显示”选项卡。在零件明细表中，用鼠标右键单击该零
件，然后单击“选择所有事例”。

• 如果您想在图纸视图中显示折弯线，则必须在钣金 (.PSM) 文件中执行
插入零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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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着着着色色色

1. 在“着色和颜色”页面（“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在图纸视图复选框中选中
“显示着色”。

2. 在“着色和颜色”页面中设置其他所需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3. 更新图纸视图。

显示此视图，并带有指定的着色。

您还可以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辅助视图”命令条、“剖视图”命令条
和“主视图”命令条上的着色按钮来控制基本的着色操作（彩色或灰度色标，以
及边显示）。

注注注释释释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着色和颜色”页中或在命令条上更改图纸视图的
着色设置时，可能导致视图过时。如果发生上述情况，请更新图纸视图以查看带
有新着色设置的图纸视图。

提提提示示示

• 您可以选择边（例如，在放置尺寸或添加符号标注时选择边），而不用
考虑当前的着色设置是否显示边。

• 当您更新了着色的图纸视图后，系统将使用保存在模型文件中的最近指定的
颜色渲染视图（根据视图的设置）。

• 在着色图纸视图中，参考零件将继续显示为参考零件。

• 在默认情况下，从着色图纸视图派生出来的视图不被着色。

• 不能对 2D 视图、旋转剖视图或极薄的剖视图进行着色。

• 局部放大图自身没有着色设置。 而使用其源视图的着色设置。

• 一些大型视图可能也无法着色。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系统将在“图纸视图属
性”对话框的“显示”页面的零件明细表中显示一个警告图标。尝试将显示
质量的设置调低，或缩小图纸视图的尺寸，或同时进行上述操作。

• 如果子装配中的零件未着色，则指定的装配颜色与指定的零件面颜色可能有
冲突。请检查是否选中“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着色和颜色”页面上的
“使用零件面颜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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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更改改改模模模型型型显显显示示示样样样式式式

对于零件、钣金和装配文档，可更改零件、钣金或装配模型的模型显示。

在“视图”选项卡 →“样式”组 →“视图样式”调色板上，单击模型显示样式按钮：

线框

可见边（模型文档中可用）

可见边和隐藏边

着色

带可见边的着色

要在着色视图的零件或装配下添加着色，请单击“视图”选项卡 →“样式”组中

的“着色”按钮 。

要在着色视图的零件或装配下添加地板反射或镜面反射，请单击“视图”选项卡

→“样式”组中的“地板反射”按钮 。

显示使用您选择的样式自动更新。

提提提示示示

• 要了解如何更改工程图文档的模型显示样式，请参见**Unsatisfied xref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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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适适合合合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将所选图纸视图填满整个活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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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适适合合合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单击图纸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单击鼠标右键。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适合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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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转转换换换为为为 2D2D2D 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环环环境境境 位位位置置置

斜角 快捷菜单，当选中零件视图时。

允许您将零件视图转换为二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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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转转转换换换为为为二二二维维维视视视图图图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单击零件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2:2:2: 按鼠标右键。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转换为二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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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激活活活或或或停停停用用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打开文档后，可使用功能区上的命令在不活动模式与活动模式之间切换。

设设设置置置默默默认认认图图图纸纸纸打打打开开开模模模式式式

1. 从“应用程序”菜单中，选择“打开”。

2.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从“文件类型”列表中选择“工程图文档 (*.dft)”。

3.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单击以下选项之一：

• 激活图纸视图以进行编辑

• 停用图纸视图以复审

提提提示示示

这样就显著减少了打开受管或非受管工程图文档所需的时间。

4. 单击“保存为默认值”。

5. 单击“打开”。

停停停用用用或或或激激激活活活文文文档档档中中中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列列列表表表和和和模模模型型型派派派生生生表表表

打开工程图文档，从功能区中选择以下命令之一：

• “工具”选项卡→“视图激活”组→“停用图纸视图”命令，可立即将文档更
改为停用模式，以快速打印和查看。

• “工具”选项卡→“视图激活”组→“激活图纸视图”命令，可立即将文
档更改为活动模式，以正常编辑。

快快快速速速激激激活活活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如果试图要将模型文件拖到处于不活动模式的工程图文档中，则需在对话框中选择
是否要快速激活图纸：

• 单击“是”将文件更改为活动模式并继续创建图纸视图。

• 单击“否”以结束图纸视图创建命令并将该图纸留在审核中。

停停停用用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停用现行工程图文档中的所有零件明细表和模型派生表，因此不可选择或编辑它们。

不活动模式允许有限的图纸视图、尺寸和注释操作。此命令会将文档设置为非活动的模
型，并在文档中的 2D 模型图纸和所有工作图纸上显示非活动的水印。

使用此命令将工程图文档的状态从活动（用于编辑）更改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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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 通过设置“打开文件”对话框中的“停用图纸视图以复审”选项，然后单击
“另存为默认值”按钮来设置首选项以打开非活动模式下的工程图文档。

• 为受管文档设置“停用图纸视图以复审”选项时，只有图纸文件下载到缓存
中；链接的模型文档则不会下载。这会显著缩短打开图纸所需的时间。

激激激活活活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激活工程图文档中的所有图纸视图、零件明细表和模型派生表，如文档以正常编辑
模式打开一样。在活动模式下，检查对象以确定它们是否过期。图纸视图中的模型
几何体激活并可使用。

工程图文档打开时，可以使用该命令将工程图文档的状态从“审核”（适用于快速打开
查看和打印）更改为“活动”（适用于编辑）。

活动模式是工程图文档的默认打开模式。

注注注释释释

• 还可以设置首选项以在活动模式下打开工程图文档，方法是：在“打开文
件”对话框中设置“激活图纸视图以进行编辑”选项，然后单击“保存
为默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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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尺尺尺寸寸寸、、、注注注释释释或或或文文文本本本框框框置置置于于于顶顶顶层层层

步步步骤骤骤 1:1:1: 用鼠标右键单击尺寸、注释或文本框。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移至最前”。

所选尺寸、注释或文本框即位于显示顺序中的第一个位置。

“““移移移至至至最最最前前前”””命命命令令令

将所选尺寸、注释或文本移至图纸最前，以使其位于显示顺序中的第一个位置。在格式
化图纸以符合制图标准时，该命令很有用。例如，您可能需要对文本框进行实体填充。

当选择尺寸、注释或文本框后，将可使用快捷菜单上的“移至最前”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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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尺尺尺寸寸寸、、、注注注释释释或或或文文文本本本框框框置置置于于于底底底层层层

步步步骤骤骤 1:1:1: 用鼠标右键单击尺寸、注释或文本框。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移至最后”。

所选尺寸、注释或文本框即位于显示顺序中的最后一个位置。

“““移移移至至至最最最后后后”””命命命令令令

将所选尺寸、注释或文本置于图纸底层，以使其位于显示顺序中的最后一个位置。

当选择尺寸、注释或文本框后，将可使用快捷菜单上的“移至最后”命令。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对对对齐齐齐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对对对齐齐齐

图纸视图对齐功能可确保，当某个源图纸视图或者根据它创建的任何视图移动或缩放
时，所有相关视图的位置都将进行调整，以保持与操控视图的水平/竖直关系或平行/垂
直关系。视图对齐关系由一条虚线指示。

新的主、辅和剖面纸视图会自动与用来创建它们的源零件视图对齐。但是，如果视图是
从 2D 模型空间创建的，那么需要创建并定义它们的对齐位置。

创创创建建建和和和删删删除除除视视视图图图对对对齐齐齐

您可使用快捷菜单上的“创建对齐”命令，根据图纸视图的中心或根据在其中选定的关
键点在视图之间创建对齐。您可以使用删除对齐命令删除不再需要的已创建的对齐。

非非非对对对齐齐齐视视视图图图

有时您可能要暂时使视图不对齐，例如：

• 使某个视图独立于其他视图而进行缩放

• 将视图移动到另一个图纸页。

非对齐视图由一个二次折弯指示符表示。

如果要将图纸视图移到其他图纸页或者缩放该视图，您可以使用快捷菜单上的“保
持对齐”命令关闭对齐关系。移动或缩放零件视图后，您可以再次单击快捷菜单
上的“保持对齐”重新建立对齐约束。

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之之之间间间的的的对对对齐齐齐关关关系系系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右键单击一个图纸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创建对齐”。

步步步骤骤骤 3:3:3: 使用“创建对齐”命令条上的控件来指定对齐类型（水平、竖直、平行或
垂直，以及视图是以图纸视图中心还是关键点为基准对齐）。

步步步骤骤骤 4:4: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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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以图纸视图中心为基准的水平或竖直对齐，则单击对齐图纸
视图即可。

• 如果是以关键点为基准的水平或竖直对齐，则单击当前图纸视图中的关
键点，然后单击对齐图纸视图中的关键点。

• 如果是以图纸视图中心为基准的平行或垂直对齐，则单击当前图纸
视图中的一条对齐线（或由两关键点定义的一条线），然后单击对
齐图纸视图。

• 如果是以关键点为基准平行或垂直对齐，则单击当前图纸视图中的一条
对齐线（或由两关键点定义的一条线）。然后，单击当前图纸视图中的
关键点。最后，单击对齐图纸视图中的关键点。

“““创创创建建建对对对齐齐齐”””命命命令令令

创建图纸视图之间的对齐关系。可以将图纸视图中心或所选关键点作为基准，指定
水平、竖直、平行或垂直的对齐关系。

创建对齐命令条

指定对齐图纸视图的选项。

对齐位置

指定是以图纸视图中心还是以在其中指定的关键点为基准来对齐图纸视图。

水平

指定图纸视图之间为水平对齐。

竖直

指定图纸视图之间为竖直对齐。

平行

指定图纸视图为平行对齐关系，由您在当前视图中指定的一条线确定。对齐线可以
是视图中的某条线，也可以是由当前视图中的关键点定义的一条线。

垂直

指定图纸视图为垂直对齐关系，由您在当前视图中指定的一条线确定。对齐线可以
是视图中的某条线，也可以是由当前视图中的关键点定义的一条线。

保保保持持持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间间间的的的对对对齐齐齐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右键单击一个图纸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保持对齐”。如果图纸视图上的对齐约束是启用状
态，那么此操作使它们被禁用。如果图纸视图上的对齐约束是禁用状态，
那么此操作使它们被启用。

保保保持持持对对对齐齐齐命命命令令令

对于选定的图纸视图，打开或关闭对齐关系。

• 如果对齐关系已启用，则“保持对齐”命令会禁用它们。

• 如果对齐关系已禁用，则“保持对齐”命令会启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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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删删除除除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间间间的的的对对对齐齐齐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右键单击一个图纸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删除对齐”。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单击您想删除的对齐。

注注注释释释

不能用“删除对齐”命令删除派生视图对齐（例如与剖视图和辅助视图的
对齐）。

“““删删删除除除对对对齐齐齐”””命命命令令令

删除图纸视图之间的对齐。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裁裁裁剪剪剪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裁裁裁剪剪剪

如果只想显示图纸视图的一部分，则可以对图纸视图进行裁剪。裁剪不改变图纸视图
的比例。而是它将限制显示在图纸页上的那部分视图。

除局部放大图之外，可以对任何类型的图纸视图进行切剪。在创建裁剪视图后，可以指
定是否显示裁剪边以及要使用的边样式。

可定义两种类型的裁剪边界：

• 矩形裁剪边界。

• 定制裁剪边界。

矩矩矩形形形裁裁裁剪剪剪边边边界界界

要通过重新调整原始裁剪边界大小来裁剪图纸视图，请先选择该视图以显示其边界。然
后拖动边框的其中一个手柄 (1)，直到仅显示您要查看的几何体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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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制制制裁裁裁剪剪剪边边边界界界

可以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修改图纸视图边界”选项绘制非矩形裁
剪边界。

单击命令条上的“修改图纸视图边界”按钮时，图纸视图将显示在特殊的裁剪窗口中。
矩形边界转换为四个端点相连的线段。

3-1483-1483-14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您可使用 2D 绘图工具重新绘制视图裁剪边界。可以使用线条、圆弧和曲线的任意
组合来定义裁剪边界轮廓。但新的裁剪边界轮廓必须是闭合的。要在定制轮廓中使
用一部分现有矩形边界，请绘制与现有线段相连的 2D 元素。使用“修剪”命令，
可移除不需要的线段。

要绘制新的边界轮廓，可删除所有现有的线段，然后使用 2D 绘图工具绘制新边界。

在已完成绘制定制边界后，可以单击“主页”选项卡上的“关闭裁剪边界”按钮退
出裁剪窗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示例：修改图纸视图裁剪边界。

显显显示示示裁裁裁剪剪剪边边边

裁剪图纸视图时，可以使用“注释”页（“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显示边界
边”复选框指定是否在图纸视图边界与模型相交的位置显示边。

• 该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时，将使用细线样式显示裁剪边界。可以使用边界边样式
列表设置样式。

• 该复选框处于取消选中状态时，不显示任何裁剪边界边。

在边界通过模型中的孔或空心体的位置不会生成修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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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取取消消消裁裁裁剪剪剪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使用快捷菜单中的“取消裁剪”命令将裁剪后的图纸视图恢复成原始显示状态。

裁裁裁剪剪剪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要显示手柄的图纸视图。当将光标移至图纸视图上时，光标发生变化，以显
示光标是否在手柄上方 (A)。

2. 单击手柄，并将它拖动到新位置。图纸视图的显示会发生变化 (B)。

提提提示示示

• 在裁剪图纸视图之后，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中的“取消
裁剪”命令来取消裁剪该视图。

• 除使用“局部放大图”命令放置的图纸视图外，您可以裁剪任何图纸视
图。要编辑局部放大区域的显示，必须编辑细节标记。

• 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注释”页中的“显示边界边”选
项指定是否在图纸视图边界与模型相交的地方显示边。在现有图纸视图
上更改此选项时，该图纸视图会变为过时。可以使用“更新视图”命
令更新图纸视图。

示示示例例例：：：修修修改改改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裁裁裁剪剪剪边边边界界界

此示例说明如何通过重新使用现有图纸视图边界的一部分来修改图纸视图裁剪边界。

1. 单击要修改的图纸视图。您不能修改局部放大图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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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选择“修改图纸视图边界” 。该图纸视图显示
在特殊的裁剪窗口中，且矩形边界将转换为四个端点相连的线段。

3. 使用 2D 绘制草图命令来绘制定制裁剪边界。例如，可以使用“直线”命令绘制
定义定制边界的新线。

4. 绘制所需的新线段，将起始线段和终止线段连接到现有边界来定义定制裁剪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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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绘制草图”选项卡→“绘图”组→“修剪”。

6. 单击要从边界移除的线段。此完成边界必须为闭合轮廓。

7. 在“主页”选项卡上，选择“关闭裁剪边界”以关闭裁剪视图窗口并返回图纸页。
该图纸视图将沿您所绘制的定制边界进行裁剪。

取取取消消消裁裁裁剪剪剪命命命令令令

将经过裁剪的图纸视图还原为其原始状态。

“取消裁剪”命令会在选择图纸视图后出现于快捷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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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从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移移移除除除几几几何何何体体体

从从从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移移移除除除几几几何何何体体体

通过指定后剪裁平面的图纸视图显示深度，可简化任何类型的图纸视图，以便将平
面后面的几何体从视图中移除。例如，可使用此特征可使剖视图或局部剖视图的
后面显得更简洁。

在此图示中，(A) 中的虚线表示将后剪裁平面应用于原始图纸视图显示的位置。正交视
图 (B) 显示用来定义显示深度和后剪裁平面位置的动态直线工具。结果 (C) 显示如何
修剪平面前方的图纸视图几何体，以及完全移除平面后面的几何体。

可对任何类型的视图定义图纸视图显示深度和剪裁平面：正投影视图、轴测图、剖
视图、辅助视图和局部放大图。附加到通过图纸视图剪裁平面移除的边缘的尺寸
和注释也被拆离。

“设置图纸视图深度”命令指定图纸视图的可见显示深度，然后它将应用后剪裁平面。
在更新视图时，将平面后面的几何体从图纸视图移除。

要调整后剪裁平面的位置，以便让更多或更少的几何体可见，可再次选择“设置图纸视
图深度”命令，然后指定不同的深度值。

要移除图纸视图剪裁平面并将图纸视图恢复至其原始显示深度，可使用图纸视图快捷
菜单上的“移除已定义的深度”命令，然后更新视图。

简简简化化化带带带有有有剪剪剪裁裁裁平平平面面面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几几几何何何图图图形形形

通过修剪后剪裁平面后的所有几何图形，该背部修剪平面可使正投影视图或轴测图
纸视图显得更简洁。后剪裁平面的位置最初是由图纸视图的显示深度定义的，您可
以键入或单击指定显示深度。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1533-1533-153



第第第 333 章章章 图纸制作

1. 选择要裁剪的视图 - 在图纸页上，右键单击要从中移除几何体的图纸视图，然后在
其快捷菜单上单击“设置图纸视图的显示深度”。

2. 指定剪裁平面的位置 - 当出现“单击以设置距离或键入值”提示时，根据所选视图
是正投影视图还是轴测图，使用这些选项之一设置后剪裁平面的深度。

选项 1 - 动态指定显示深度

如果在第一步中选择了正投影图纸视图，那么可以单击以定义该图纸视图的
显示深度。将鼠标光标放在另一不同的图纸视图上（该图纸视图与您正修改
的视图呈正交状态）。在几何体内移动光标时，您会看到由一根垂直线连接
的两条平行线，其长度随鼠标的移动而更改。视图边处固定的线表示正修改
的视图的“顶”。随鼠标光标而移动的平行线表示后剪裁平面的动态位置。
这些平行线之间的垂直线表示显示深度。此值显示在命令条的“深度”文
本框中，并随鼠标的移动而更改。

移动鼠标，使后剪裁平面与固定在图纸视图的“项”边处的线之间的距离为
理想距离，然后单击。若要查看精确距离，则查看命令条上的“深度”文本
框。若要控制距离随您鼠标光标增加或减少的增量，则在命令条中的“步
骤”框中输入一个值。

如果在第一步中选择轴测图纸视图，那么以上所描述的动态线工具不可用。而
应改为按照选项 2 中所述键入一个值。

选项 2 - 键入显示深度值

对于轴测图纸视图和正投影图纸视图，您都可以在命令条上的“深度”文本
框中键入一个值，然后按 Enter 键。显示深度是指从所选图纸视图中的模型
“顶”到要放置后剪裁平面之间的测量距离。

3. （更新图纸视图）要查看结果，可单击修改的图纸视图的快捷菜单上的“更新
视图”，或单击“更新视图”命令。

注注注释释释

• 后剪裁平面与图纸视图平面平行，并延伸到整个图纸视图。创建后，它的
位置相对 3D 模型原点加以固定。

• 若要将后剪裁平面应用到相关的局部放大图，则必须先在其源视图上设置显
示深度，然后将两个视图加以更新。

• 对于独立的局部放大图及其源视图，可以在不同深度应用后剪裁平面。

“““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深深深度度度”””命命命令令令

定义图纸视图显示深度，并在该位置应用后剪裁平面以移除其后的所有几何图形。“设
置图纸视图深度”命令在任何高质量图纸视图的快捷菜单中均可用，但在草图质量图纸
视图的快捷菜单中不可用。它总是用来清理并简化剖视图和局部剖视图。

在此图示中，(A) 中的虚线表示将后剪裁平面应用于原始图纸视图显示的位置。正交视
图 (B) 显示用来定义显示深度和后剪裁平面位置的动态直线工具。结果 (C) 显示如何
修剪平面前方的图纸视图几何体，以及完全移除平面后面的几何体。

一旦应用，则平面本身不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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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一次只能将一个剪裁平面应用到图纸视图中。通过再次选择“设置图纸视图深
度”命令并指定不同的视图深度，可以调整剪裁平面的位置，使几何体或多
或少可视。

“图纸视图显示深度”命令条

“图纸视图显示深度”命令条

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定义图纸视图可见显示深度：

• 在命令条的“深度”文本框中键入一个值。

• 将鼠标光标放在与要修改的视图呈 90 度的图纸视图上，然后在视图中单击以定义
显示深度。使用动态直线工具的技巧只能用于相同模型的正投影视图。

深度

设置图纸视图的可见深度并在该位置应用后剪裁平面。可使用光标和任何正投影视
图中的动态直线工具输入值或定义深度。

显示深度是指从所选图纸视图中的模型“顶”到要放置后剪裁平面之间的测量距离。

步骤

使用动态直线工具时，可将深度值设置为按设定的增量增大或缩小。

删删删除除除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显显显示示示深深深度度度和和和剪剪剪裁裁裁平平平面面面

通过删除当前的显示深度定义，从图纸视图中移除后剪裁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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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键单击图纸视图。

2. 在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上，单击“移除显示深度”。

3. 在“是否确定要从图纸视图中删除深度定义？”提示上单击“确定”。

4. 在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上，单击“更新视图”，可刷新视图显示，或选择更新视
图命令。

“““移移移除除除已已已定定定义义义的的的深深深度度度”””命命命令令令

从所选的图纸视图移除当前图纸视图剪裁平面定义。要查看效果，您必须更新视图。

无论何时，只要已对选定的图纸视图应用黑色剪裁平面，“移除已定义的深度”命令就
出现在图纸视图快捷菜单上。

“图纸视图显示深度”命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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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更改改改图图图纸纸纸文文文本本本大大大小小小

可通过若干种方法来更改在图纸注释和尺寸中作为字母数字信息显示的文本的大
小。您可以：

• 更改各个元素中的文本大小

• 使用 SmartSelect 自动缩放相似的文本元素

• 通过编辑样式在全局范围内更改文本大小

• 指定表文本的外观

更更更改改改各各各个个个元元元素素素中中中的的的文文文本本本大大大小小小

1. 在图纸中，右键单击要更改的元素，如折弯标注或符号标注。

2.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

3. 在所选元素的“属性”对话框中，单击以下选项卡之一：

• “文本和指引线”页

• “文本”页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更改字体大小 - 在“字体大小”框中键入不同的值。

• 更改整体文本大小 - 在“文本比例”框中键入不同的值，以增大或减小注
释文本的整体大小。

• 更改标注文本和符号的宽度 - 在“宽高比”框中键入一个值，以更改文本
宽度，但不更改文本高度。

5. 单击“确定”应用更改。

使使使用用用 SmartSelectSmartSelectSmartSelect 自自自动动动缩缩缩放放放相相相似似似的的的文文文本本本元元元素素素

可以使用 SmartSelect 选择活动页上具有相似属性的所有元素。如果您想要更改整张
图纸页上的相似元素，那么此功能就非常有用。

1. 单击“选择”工具 。

2. 在“选择工具”命令条上，单击 SmartSelect 命令 。

3. 单击要更改的文本元素，例如符号标注、标注注释或尺寸。

此时会显示“SmartSelect 选项”对话框，其中会选中“元素类型”复选框。

4. 单击“确定”继续。

此时会显示“编辑定义”命令条。

5. 要更改所有选定元素的文本大小，请在“文本比例”框中键入新值，并按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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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选定元素的文本大小都会更改。

提提提示示示

可以使用“编辑定义”命令条上的其他选项对选择集中的元素进行更改。例如，
您可以选择“属性”按钮来更改元素或文本的颜色。

通通通过过过编编编辑辑辑样样样式式式在在在全全全局局局范范范围围围内内内更更更改改改文文文本本本大大大小小小

此方法可更新使用文本样式的所有现有文本元素，并适用于您创建的所有新元素。

1. 选择“主页”选项卡→“尺寸”组→“样式”命令 。

提提提示示示

• 在“视图”选项卡和多个注释“属性”对话框中，可以找到同样的
“样式”命令。

2. 在“样式”对话框的“样式类型”列表中，选择“文本”。

3. 从“样式”列表，选择要修改的样式，如 ANSI 或 ISO。

4. 单击“修改”。

5. 在“修改文本框样式”对话框中，单击“段落”选项卡。

6.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更改字体大小 - 在“字体大小”框中键入不同的值。

• 更改标注文本和符号的宽度 - 在“宽高比”框中键入一个值，以更改文本
宽度，但不更改文本高度。

7. 单击“确定”关闭“修改文本框样式”对话框，然后单击“应用”更新所有使
用的文本样式。

提提提示示示

如果修改尺寸而非文本的样式，则可在“修改尺寸样式”对话框的“文本”页中
指定标注文本宽高比的值。

更更更新新新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更更更新新新

当零件视图中描绘的零件和装配更改时，可以很容易地更新视图，以使它们与新模
型的几何结构相匹配。这是因为零件视图与创建它们的 3D 零件或装配相关联。例
如，如果您在“零件”环境中对 3D 零件添加一个孔，然后在“工程图”环境中更
新零件视图，则孔的几何图形会被添加到 2D 图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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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图纸视图相对于 3D 模型而言已过时，则在图纸页上，软件会在该图纸视图四
周显示一个实心边框或框。要更新图纸视图显示以及已调入的尺寸，请使用“更新
视图”命令。

检检检查查查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是是是否否否过过过期期期的的的工工工具具具

可结合多个工具识别图纸视图状态是否过期。

•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跟跟跟踪踪踪器器器

图纸视图跟踪器检查零件视图中的过期几何图形和文档中的过期模型状态，并提供
如何更新它们的具体说明。打开具有过时零件视图的文档时，“图纸视图跟踪器”
显示一条警告，提示您必须在定型之前更新视图。

• “““装装装配配配配配配置置置更更更改改改使使使得得得该该该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件件件中中中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过过过期期期”””选选选项项项

对于启用了“配置匹配”选项的工程图文档中的所有装配视图，此选项（在 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常规”页面上）是针对显示配置更改进行的自动检查。显示配
置会存储装配中零件的显示/隐藏和简化/设计状态。设置此选项后，对与图纸视图有
关的装配配置所作的更改将使视图过时。系统会自动检查文档中的所有图纸视图。

• 配配配置置置检检检查查查

对于当前选定图纸视图中显示的装配，此选项（对于选定图纸视图，在“属性”对
话框的“显示”页面）是针对显示配置更改进行的手工检查。

• 配配配置置置匹匹匹配配配

此选项（对于选定图纸视图，在“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页面）控制图纸视图中
的显示/隐藏零件设置与装配配置中的显示/隐藏设置是否匹配。未设置此选项的视
图在对装配显示配置进行更改后不会过时。

使使使用用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跟跟跟踪踪踪器器器

“图纸视图跟踪器”提供关于更新过时零件视图和过时模型的特定信息。当与视图相关
联的 3D 模型发生更改时，视图就会变得过时，而当“工程图”环境外部的链接更改
时，模型就会变得过时。模型过时的原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在父装配文件上下文的外部修改了零件文件

• 零件文件中的内部链接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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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过时状态在“工程图”环境中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有许多种不同的环境会导致
模型过时状态，所以，“图纸视图跟踪器”提供了用于更新当前文档中的过时模型
的逐步指导。Solid Edge 在过时视图四周显示一个实心边框 (A)，在过时模型四周
显示一个角边界 (B)，如果同时存在视图过时和模型过时两种状态，则同时显示实
心边框和角边框 (C)。

校正模型过时状态通常会导致视图过时状态。

在在在更更更新新新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之之之后后后产产产生生生的的的失失失败败败尺尺尺寸寸寸

当您更新零件视图时，尺寸可能会因为它所涉及的边不再显示在零件视图中而未能
更新。例如，如果您在零件模型中删除了一个孔特征，则更新零件视图时，会从
该视图中移除表示该孔的边。

如果尺寸未能更新，它就会变为“失败”或“已拆离”色。颜色变化可以帮助您容易地
检测到失败尺寸，以便您可以对图纸进行编辑。零件视图的所有失败尺寸构成单一选
择集，便于您一次性将它们全部删除。

重重重新新新附附附加加加尺尺尺寸寸寸

有时，您可能想重新连接图纸中的失败尺寸。例如，如果您删除了构成零件上单个孔特
征的数个孔之一，而代表那个孔的边在图纸中已标注尺寸，则该尺寸将失败。除了删除
该尺寸然后再放置新尺寸之外，还可以将尺寸线手柄点拖放到零件视图中其余孔边之一
上。由于失败尺寸上的所有前缀、公差和其它格式都会应用到新尺寸，所以可以节省时
间。即使它们没有失败，也可将尺寸线手柄点拖放到其它父对象。

跟跟跟踪踪踪已已已更更更改改改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与与与注注注释释释

只要可能，Solid Edge 将尝试把在图纸视图更新后拆离的尺寸与注释重新捆绑起来。

所有已更改的尺寸和注释，不管已修复或未修复，都将在“尺寸跟踪”对话框中进行报
告。要激活该对话框，请选择“工具→尺寸”→尺寸更改命令。

要了解详情，请参见跟踪尺寸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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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跟跟踪踪踪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1. 选择“工具”选项卡→“助手”组→“图纸视图跟踪器” 。

2. 在“图纸视图跟踪器”对话框的“图纸视图状态”框中，选择视图或模型。

3. 复查“更新指导”框中用于更新所选视图或模型的逐步指导。

提提提示示示

• 单击“详细资料”可以显示关于模型状态的信息，例如，模型是否已被修
改或丢失。

• 单击“更新视图”可以在不退出“图纸视图跟踪器”的情况下更新图纸视
图。“更新视图”按钮更新过时的视图（例如，由于已修改零件文件而不再
匹配的视图），但是不更新过时的模型（例如，由于已在父装配文件环境外
部修改零件文件而不再匹配的视图)。

• 在“图纸视图状态”框中，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各个视图，然后选择“更新
视图”来更新它们。

• 在“局部放大图”框中，可以通过用右键单击装配或者相关联的零件，然后
选择“显示整个装配”来切换装配显示。

• 通过在“局部放大图”框中单击装配、子装配和零件来高亮显示它们。在活
动图纸页上的所有视图都高亮显示。

• 可以直接从“图纸视图跟踪器”中打开文件以便查看或修改。右键单击“局
部放大图”框中显示的文档，然后选择“打开”。

注注注释释释

使用“文档名称公式”显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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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跟跟跟踪踪踪器器器”””命命命令令令

根据模型访问“图纸视图跟踪器”，以查看和更新图纸视图的状态。对话框的“图纸视
图状态”、“更新指导”和“详细资料”部分使用“文档名称公式”显示当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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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跟跟跟踪踪踪器器器”””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图纸视图状态

显示当前文档中的所有图纸视图的状态。状态显示为树形，并在与视图关联的文件
下列出视图。下列符号可能会显示在“图纸视图状态”框和“局部放大图”框中：

图纸视图

图纸视图已过时

模型已过时

子装配零件已修改

未找到文件

模型是最新的

更新说明

显示用于更新您在“图纸视图状态”框中选择的视图的逐步指导。

更新视图

更新视图，以与图纸上绘制的零件或装配的当前状态相匹配。当您选择此命令时，
文档中的所有视图都会更新。

详细信息

显示您在“图纸视图状态”框中选择的模型或图纸视图的详细资料。当您选择了一
个模型时，会显示该模型的当前状态。当您选择了一个视图时，会显示图纸视图
相对于当前模型的当前展示。

视视视图图图已已已过过过时时时

一个或多个视图已过时，原因是与视图关联的 3D 模型已被更改。您可以使用“图纸视
图跟踪器”对话框来获取有关如何更新视图的逐步指导。

模模模型型型已已已过过过时时时

一个或多个模型已过时，原因是“工程图”外部的链接已更改。您可以使用“图纸视图
跟踪器”对话框来获取有关如何更新模型的逐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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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更新新新文文文档档档中中中的的的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

• 选择“更新视图”命令 。

提提提示示示

• 要更新单一视图，请选择图纸视图并选择快捷菜单中的“更新视图”命令。

• 当零件或装配的零件视图过时了的时候，零件视图的边框将以禁用色来显示。

• “更新视图”命令将更新文档中的所有零件视图。

• 强迫更新图纸视图 - 单击“更新视图”时如果按住 Ctrl+Shift，Solid Edge
会执行完整的更新，就像视图初始创建时一样。也就是说，它将重新读取所
有模型数据以重新生成视图，而不是只重新读取它认为已更改的模型数据。

• 对于不需要隐藏边信息的装配，可以提高这些装配的视图的更新性能。在
“选项”对话框的“边显示”选项卡上，清除“显示隐藏边”和“显示隐藏
零件的边”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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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编辑辑辑零零零件件件或或或装装装配配配后后后更更更新新新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1. 将光标放在作为零件视图的图纸视图上，并双击鼠标左键。

与该图纸视图关联的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将打开。

2. 编辑该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

3. 右键单击图纸视图。

4.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更新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仅当在“工程图”环境中打开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时，“更新视图”命令
才可用。也可以使用“保存”命令。

5. 选择“应用程序”菜单→“关闭”。该文档将关闭，并且“工程图”环境显示与该
零件相关联的图纸文档。受影响的图纸视图显示为具有边框，指示它们已过时。

6. 要更新所有图纸视图，可选择“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更新视图”命
令。图纸视图即可更新。

提提提示示示

• 要更新单一图纸视图，请选择该图纸视图并单击快捷菜单中的“更新视
图”命令。

• 强制更新视图图纸 - 如果单击“更新视图”时按住 Ctrl+Shift，Solid
Edge 会执行完整的更新，正如其在初始视图创建时所进行的操作。也就
是说，它将重新读取所有模型数据以重新生成视图，而不是只重新读取
它认为已更改的模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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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打开开开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引引引用用用的的的 3D3D3D 文文文档档档

• 将光标放在作为零件视图的图纸视图上，并双击鼠标左键。

与该图纸视图关联的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将打开。

提提提示示示

• 完成编辑 3D 文档后，如果要在图纸文档中查看更改，则必须使用“更新视
图”命令来更新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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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更新新新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更新零件视图，以与图纸上绘制的零件或装配的当前状态相匹配。当您选择此命令
时，文档中的所有零件视图都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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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更新新新命命命令令令

保存文档。当关闭零件、钣金或装配文档并返回“工程图”环境时，可能会在受影响的
图纸视图周围显示一个框，表明对于该 3D 文档而言此图纸视图已过期。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格格格式式式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

图纸视图样式控制以下各项的外观：

• 不同类型的图纸视图。其中包括主视图、2D 模型视图、剖视图、辅助视图和
局部放大图。

• 不同类型的视图注释。其中包括切割平面、查看平面和局部放大区域。

• 图纸视图标题的内容和格式。

要了解定义图纸视图标题、视图注释标题和视图注释标签的总体过程，请参考图纸
视图样式工作流。

使使使用用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定定定制制制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使用图纸视图样式定制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的外观。

示示示例例例

• 在单个总体样式中（如 ISO、ESKD 或 GB），可以为每种图纸视图类型和每
个视图注释定义唯一的内容和格式。

• 可以为特定客户或供应商（例如客户 ABC 或供应商 XYZ）创建新图纸视图样
式，并使用样式定制不同图纸视图类型和视图注释的外观以满足特定需求。

虽然我们建议您使用图纸视图样式为特定业务或行业创建单一样式，但仍然可以为不同
的图纸视图类型定义不同的图纸视图样式。例如，可以创建一个样式以应用到剖视图，
应用到用于定义剖视图的切割平面，并对新样式的剖面进行命名。

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通过执行以下任意操作，可以为图纸视图、视图注释和标题文本应用格式：

• 使用“样式”命令创建和命名新图纸视图样式或修改现有图纸视图样式。可对“图纸
视图样式”对话框中的每个图纸视图类型定义单独的主标题和副标题文本和格式。

• 确保图纸视图样式的使用保持一致。可使用“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将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到每种类型的图纸视图。

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映射图纸视图样式。

• 修改一个选定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的属性。例如，可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
图属性”对话框）修改图纸视图样式中定义的默认图纸视图标题或视图注释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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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样样样式式式”””命命命令令令 创创创建建建和和和修修修改改改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

无论创建还是修改图纸视图样式，首先都要使用“样式”命令和“样式”对话框，从中
将“样式类型”设置为“图纸视图”。可以选择“新建”按钮创建新样式，或选择
“修改”按钮更改现有样式。

• 图纸视图样式标识样式的名称，并定义：

o 不同类型的图纸视图的显示属性。

o 图纸视图标题的默认内容和格式。

o 切割平面、查看平面和局部放大图区域使用的线条的外观。

• “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包含四个选项卡：

o 使用“命名”选项卡可以对要创建的新图纸视图样式进行命名。如果要修改样
式，则可以选择不同样式或者选择没有样式来作为更改的基础。

o 使用“线条”选项卡可指定切割平面、查看平面和局部放大区域以及从其派生
的剖面、辅助和局部放大图纸视图中使用的线条和端符的外观。

o 使用“标题”选项卡可以为每种类型的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指定主标题和副标
题的属性文本派生内容。在图纸上放置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时，还可以通过此
选项卡控制标题在默认情况下是否显示。

o 使用“标题格式”选项卡可指定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的标题格式及位置。

要了解创建图纸视图样式的基本过程，请参见帮助主题创建或修改图纸视图样式。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工工工作作作流流流

使用以下工作流可创建不同图纸视图类型的图纸视图样式。此过程将合并图纸视图
样式的所有元素：

• 图纸视图标题

• 视图注释标题

• 视图注释标签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在“命名”选项卡上，基于最适合于所需内容和格式的现有样式创建新
样式名称。

步步步骤骤骤 2:2:2: 使用“标题”选项卡的顶部部分（图纸视图下面）选择图纸视图类型，然后
定义在放置图纸视图时要显示在标题中的内容。应当为要在单个图纸视图样
式中定义唯一标题内容的每种类型的图纸视图都执行此操作。另一种使用方
式是为单个图纸视图类型定义唯一的标题内容并将其指派到各自的样式。

使用“显示”复选框可控制当前所选图纸视图类型的标题在默认情况下
是否显示。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对于剖视图、辅助视图和局部放大图，可使用“标题”选项卡的视图注释
部分选择视图注释类型（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部放大区域），然后定
义（在源视图上定义了视图注释时）要在标题中显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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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显示”复选框可控制当前所选视图注释类型的视图注释标题在默
认情况下是否显示。

步步步骤骤骤 4:4:4: 在“标题”选项卡的属性部分中，验证这些框包含所需的属性文本字符
串、纯文本和标点，您希望在标题中解析相应属性文本代码（如 %AS）时
显示这些内容。

对于在图纸视图标题或视图注释标题中引用的每个“属性”框，如果显
示该标题，则可以使用“显示”复选框控制是否在主标题或副标题中显
示框中的内容。

步步步骤骤骤 5:5:5: 使用“标题格式”选项卡可指定标题字体、字体大小、颜色以及主标题和
副标题之间的水平分隔符。

注注注释释释

要了解如何执行步骤 1 到步骤 5 和查看示例，请参见使用属性文
本定义图纸视图标题。

步步步骤骤骤 6:6:6: 使用“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标题”选项可
自动显示图纸视图中的图纸编号、视图比例和旋转角度。

步步步骤骤骤 7:7:7: （可选）使用“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可定义注释标签（例如，A, B, C 和
A1, B1, C1），并选择标签的指派顺序。

步步步骤骤骤 8:8:8: 使用“ 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可将图纸视
图样式映射到图纸视图。

创创创建建建或或或修修修改改改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

使用“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的选项可创建或修改图纸视图样式。图纸视图样式定
义源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的默认内容和外观。

1. 选择“视图”选项卡→“样式”组→“样式” 。

2. 在“样式”对话框中，将“样式类型”设置为“图纸视图”。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定义新图纸视图样式）单击“新建”。

• （要修改现有图纸视图样式）从“样式”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样式，然后
单击“修改”。

4. （对于新的图纸视图样式）在“新建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的“命名”页上，
执行以下操作：

• 在“命名”框中，输入新图纸视图样式的名称。

示示示例例例

要创建局部放大图和局部放大区域的样式，请键入 Detail。

• 从“基于”列表中，选择一种样式作为新图纸视图样式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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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上，定义所选图纸视图类型的
默认图纸视图标题文本和标题位置。

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属性文本定义图纸视图标题。

6. 在“标题格式”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上，指定图纸视图的标题
外观及其位置。

7. 在“线条”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上，选择将用于在视图注释中显
示切割平面线的线型。

8. 在“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9. 在“样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

提提提示示示

可以为放置的每种类型的图纸视图创建和命名唯一的图纸视图样式。要应用所创
建的样式，请从命令条上的“图纸视图”样式列表中选择样式名称，或者从“标
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图纸视图样式”列表中选择样式。

映映映射射射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

您可以指派所有图纸视图使用同一样式，也可以有选择地指派不同的图纸视图类
型使用不同样式。

向向向所所所有有有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类类类型型型指指指派派派相相相同同同样样样式式式

1. 在“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从“设置所有样
式”列表中选择要指派到所有图纸视图的图纸视图样式。

2. 单击“设置所有样式”列表旁边的“应用”按钮。

3. 要在放置新图纸视图时自动应用图纸视图样式，请选中“使用图纸视图样式
映射”复选框。

向向向不不不同同同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类类类型型型指指指派派派不不不同同同样样样式式式

1. 在“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元素到样式”映
射表中，单击第一个图纸视图类型，例如主视图和轴测图。

2. 从表中同一行的“样式”列表中，选择要指派到图纸视图类型的图纸视图样式。

3. 对所有其他图纸视图类型重复前两个步骤。

4. 要在放置新图纸视图时自动应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请选中“使用图纸视图样式
映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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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使用“样式”命令定义可用于映射的样式，然后从“样式类型”列表中
选择“图纸视图”。

• 如果选中了“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上的“使
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框，则在放置或修改图纸视图时，还会在命令条上
设置“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按钮。

如果未选中“使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框，则在放置图纸视图时，Solid
Edge 将使用活动样式定义它们的外观。

示示示例例例：：：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新新新图图图纸纸纸

可以使用样式来使新图纸符合您公司的标准。例如，Solid Edge 提供了具有诸如“可
见”和“隐藏”名称的线型。“隐藏”样式具有看起来象短划线的线条类型 (A)。您公
司的标准可能需要隐藏线条看起来象虚线 (B)。

要更改“隐藏”线型以符合您公司的标准，则执行下列步骤：

1. 选择“视图”选项卡 →“样式”组 →“样式”命令。

2. 在“样式”对话框上，单击“样式类型”框中的线型类型。

3. 在“样式”列表框中，单击“线型”列表中的隐藏线型。

4. 单击“修改”来访问“修改线型”对话框。

5. 在“常规”选项卡的“类型”框中，选择看起来象虚线的线条类型。

您在选择命令条上的“隐藏”样式时所绘制的所有直线都符合您公司的标准。隐藏
线将以虚线显示。可使用“样式”命令将样式保存到模板。这样允许您在其他图
纸中再次使用该样式。

示示示例例例：：：对对对现现现有有有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进进进行行行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

可以使用样式来使现有的图纸符合您公司的标准。假设您从其他公司接收到一份图纸，
所有隐藏线都是连续的 (A)。您公司的标准指示隐藏线的线型应该是虚线 (B)。您一直
在使用称为“隐藏”的线型以符合您公司所用的标准。

要快速有效地更改图纸中的隐藏线，执行下列步骤：

1. 打开您从其他公司接收到的图纸。

2. 选择所有要更改的线。

3. 在命令条上，在“样式”列表框中选择“隐藏”来更改您已选择的所有线条。

所有线条现在都显示为虚线，而不是实线。

3-1723-1723-17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标标标题题题

图纸视图标题

可以在“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将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定义为图纸视
图样式的一部分。

定定定义义义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标标标题题题

可以使用纯文本、属性文本和符号定义默认标题内容。放置图纸视图后，属性文本代码
引用的信息将显示在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中。

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可指定主标题和副标题的属性文
本派生内容。

• 对于当前选择的图纸视图类型（主视图和轴测图、剖视图、局部放大图、辅助视
图或 2D 模型视图）以及当前选择的标题类型（主标题或副标题），使用图纸
视图“标题”选项卡的顶部部分可定义希望在放置图纸视图类型时始终显示的
基本标题内容。

o 可以使用前四个按钮插入常用的属性文本代码。

可可可使使使用用用以以以下下下按按按钮钮钮 插插插入入入这这这些些些属属属性性性文文文本本本代代代码码码

后缀 (%AS)

视图比例 (%VS)

视图旋转角度 (%VR)

注释图纸编号 (%LN)

注注注释释释

%LN 属性文本提供剖视图、辅助
视图或局部放大图标题与相应切
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部放大区
域所在的图纸之间的交叉引用。

o 可以使用下面两个按钮在光标位置插入符号和其他类型的属性文本，光标位于
图纸视图标题文本或视图注释标题文本中。

可可可使使使用用用此此此按按按钮钮钮 执执执行行行下下下列列列操操操作作作 使使使用用用以以以下下下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检索与工程图文档或与模
型关联的任何属性文本字
符串。

“选择属性文本”对话框

插入指定公差带、尺寸、
材料状态、几何特性和焊
接的符号代码。

“选择符号和值”对话框

使用“标题格式”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可指定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
的标题格式及位置。您可以：

• 指定您定义的主标题和副标题的放置位置（图纸视图上方或下方）。

• 选择标题文本的字体类型、字体大小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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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标题和副标题之间添加水平分隔符。

使用“线条”选项卡可指定切割平面、查看平面和局部放大区域以及从其派生的剖面、
辅助和局部放大图纸视图中使用的线条和端符的外观。

此外，每个图纸视图样式都参考图纸尺寸样式的以下选项卡中的格式说明：

• “单位”选项卡

• “辅助单位”选项卡

• “间距”选项卡

要了解如何使用图纸视图样式创建标题，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属性文本定义图纸视
图标题。

定定定义义义视视视图图图注注注释释释标标标题题题

剖视图、辅助视图和局部放大图的标题与视图注释（用于创建标题）的标题无关。使用
“标题”选项卡的中间部分（视图注释下方）可指定您希望始终显示在源视图标题中的
单行属性文本、纯文本和符号，当前选择的视图注释类型（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
部放大区域）是在该源视图中绘制的。

无论默认标题的内容为何，通过选择切割平面线、查看平面线或局部放大区域，然后打
开“属性”对话框来放置图纸视图之后，就可以修改默认标题内容。

通过以下按钮可随意修改插入的属性文本：

视图注释名称 (%VA)

%VA 属性文本代码将自动显示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部放大区域视图的标题文本
中的视图注释标签（例如，A、B、C）。

• 标签在“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您可以从“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打开此对话框。

• 可以在图纸上选择现有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部放大区域，并通过编辑其属
性来修改默认内容和格式。

视图图纸编号 (%VN)

%VN 属性文本代码将自动显示剖视图、辅助视图或局部放大图所在的图纸编号。

注注注释释释

%VN 属性文本代码提供用于绘制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部放大区域的源视
图与结果视图之间的图纸交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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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帮助主题定义视图注释标题。

自自自动动动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标标标题题题内内内容容容

使用属性文本将信息提取到标题中可确保标题内容为当前内容。例如，将 %VS 和 %VR
属性文本代码插入标题文本中可显示当前视图比例和视图旋转角度。将 %LN 属性文本
代码插入剖视图标题中可显示用于创建图纸的切割平面的图纸位置。类似地，将 %VN
属性文本代码插入局部放大区域标题中可显示局部放大图的图纸编号。

可使用“注释”页（“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标题”部分中的复选框来
自动化以下设置：

• 只有当视图比例与图纸比例不同时，才在标题中显示视图比例。否则，不显示视
图比例。

• 只有在旋转图纸视图时，才显示视图旋转角度。旋转角度为 0 度时，不显示旋
转角度。

• 在标题中显示图纸位置信息。将派生的视图移动到其父视图以外的其他图纸上时，
使用图纸编号交叉引用更新标题。重新组合视图后，不显示图纸编号。

指指指派派派视视视图图图注注注释释释标标标签签签

显示在视图注释标题中的字母数字标签在“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可以定义四
种不同的任意大小写字母及数字组合的序列，并将不同的标签序列分配给不同的视图注
释。可以按照用户定义顺序或根据标签的创建顺序自动分配标签。

使用“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以下选项可指定标签的生
成顺序。

遵循对象创建序列

根据视图注释对象的生成顺序指派名称。

遵循已定义的对象序列

根据用户定义顺序将名称指派给视图注释对象。可以使用“定义对象序列”对话
框来指定顺序。

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定义注释标签。

下表比较了使用对象创建序列确定视图注释名称和使用“定义对象序列”对话框中的顺
序时对视图注释名称的影响。

标标标签签签结结结果果果：：：

创创创建建建顺顺顺序序序 创创创建建建的的的注注注释释释对对对象象象 遵遵遵循循循对对对象象象创创创建建建序序序列列列
遵遵遵循循循已已已定定定义义义的的的对对对象象象序序序
列列列

1 切割平面 1 A - 切割平面 1 A - 查看平面 1

2 查看平面 1 B - 查看平面 1 B - 查看平面 2

3 局部放大区域 1 C - 局部放大区域 1 C - 查看平面 3

4 切割平面 2 D - 切割平面 2 D - 局部放大区域 1

5 局部放大区域 2 E - 局部放大区域 2 E - 局部放大区域 2

6 查看平面 2 F - 查看平面 2 F - 切割平面 1

7 查看平面 3 G - 查看平面 3 G - 切割平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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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显显示示示和和和隐隐隐藏藏藏标标标题题题内内内容容容

有多个级别的标题显示控件可供使用：

• 用于图纸视图。

• 用于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局部放大区域所在的源视图。

• 用于标题的单个元素，如视图名称、后缀、图纸编号、旋转角度和视图比例。

用于您定义的每个主标题或副标题，对于每种图纸视图类型和视图注释类型，可使用
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的“标题”选项卡中的“显示”复选框来控制在放置视图或视
图注释时默认情况下是否显示标题。您还可以使用“标题”选项卡（“属性”下）
底部的“显示”复选框有选择性地控制是否提取单个属性文本字符串以及是否在标
题中显示这些字符串。

可以选择现有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并使用命令条上的“显示标题”按钮来控制是否显
示主标题或副标题；如果显示，还可控制是否显示标题的各从属部分（如视图注释
名称、后缀、视图比例和旋转角度）。

修修修改改改标标标题题题属属属性性性

可分别控制图纸视图（如辅助视图或剖视图）和用于创建视图的查看平面或切割平
面的标题显示和格式。

• 选择任意图纸视图时，可使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修改
其属性。

• 选择视图注释时，可使用“标题”选项卡（“查看平面、局部放大区域、切割平面
属性”对话框）修改其属性。

使用属性文本定义图纸视图标题

您可以在图纸视图样式中定义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在此过程中，您将：

• 定义图纸视图标题内容

• 定义视图注释标题内容

• 指定标题格式

定定定义义义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标标标题题题内内内容容容

1. 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上，从“图纸视图类型”列表中选
择以下图纸视图类型之一来定义标题：

• 主视图和轴测图

• 剖视图

• 局部放大图

• 辅助视图

• 2D 模型视图

2. 从第二个列表中选择标题类型（主标题或副标题），然后选中“显示”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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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标题”选项卡的顶部（图纸视图下方），将根据您选择的图纸视图类型显示某
些标准属性文本代码和其他内容。执行以下操作来定义您希望在放置当前类型的
图纸视图时始终显示的内容：

a. 删除不再需要的内容。

b. 单击“属性”按钮在文本框中插入四个最常用的属性文本代码中的任意一个
（前缀 (%AS)、注释图纸编号 (%LN)、视图比例 (%VS) 和旋转角度 (%VR)）。

这些属性文本代码将引用“标题”选项卡底部的“属性”框。

c. 要添加说明性文本、标点或符号，请在标题文本中单击要插入说明性文本、
标题或符号的位置，然后：

• 键入纯文本。

• 单击“符号”按钮 以使用“选择符号和值”对话框选择符号（例如
度和直径）并将其直接插入到文本中。

• 单击“属性文本”按钮 以使用“选择属性文本”对话框从图纸视图
以外的源中选择属性文本。

示示示例例例

选择从图形连接作为属性文本源，从图纸视图描述的模型中提取属
性值。

d. 单击“显示”复选框。

示示示例例例

对于主视图和轴测图，您可能希望在旋转视图时显示视图比例和旋转角
度。执行下面的操作：

a. 在文本框中，键入 SCALE=，单击“视图比例 %VS”按钮 ，然后
按 Enter 插入新行。

b. 键入 VIEW ANGLE=，然后单击“旋转角度 %VR”按钮 。

4. 在“标题”选项卡底部（属性下方）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插入到“标题”文本框中的每个属性文本代码（如 %VS 和 %VR），确保
“属性”框中存在相应的属性文本字符串，并且内容是您希望显示在标题
中的内容。

• “属性”框包含从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派生值的属性文本字符串。通过键
入、复制并粘贴以及插入符号可将内容添加到默认属性文本字符串。

示示示例例例

圆括号 ( ) 显示在“注释图纸编号”和“视图图纸编号”属性文本
字符串两边。如果不希望标题中出现圆括号，可删除圆括号。可通
过键入的方式添加其他类型的文本和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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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属性”框中删除了默认属性文本字符串，则可以使用此框右侧的
按钮重新创建此字符串。

b. 对于希望包括在标题中的每个属性，选中相应的“显示”复选框。

提提提示示示

• 可以为每个图纸视图类型定义主标题和副标题。

定定定义义义视视视图图图注注注释释释标标标题题题内内内容容容

对于剖视图、辅助视图或局部放大图，使用“标题”选项卡的中间部分（视图注释下
方）可指定您希望在包含切割平面线、查看平面线或局部放大区域的源视图标题中
始终显示的一行内容。

1. 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上，从“视图注释类型”列表
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切割平面

• 查看平面

• 局部放大区域

2. 在“标题”框中，单击“属性”按钮可插入属性文本代码，或键入您希望显示的
纯文本。

您还可以使用此对话框顶部的“属性文本”按钮插入其他属性文本字符串，也可
以使用“符号”按钮插入符号代码。

3. 单击“显示”复选框。

4. 在“标题”选项卡底部（属性下方）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插入到视图注释“标题”文本框中的每个属性文本代码（如 %VA 和
%VN），确保“属性”框中存在相应的属性文本字符串，并且内容是您希望显
示在标题中的内容。

b. 对于希望包括在标题中的每个属性，选中相应的“显示”复选框。

提提提示示示

• 可以在视图注释所在的图纸与图纸视图所在的图纸之间创建交叉引用。当
视图注释或图纸视图移动到其他图纸上时，图纸编号将位于这两者的图
纸视图标题中。

要执行此操作，必须将 %LN 和 %VN 属性文本代码添加到标题文本框中，
并且属性文本字符串必须存在于“注释图纸编号 (%LN)”和“视图图纸编
号属性 (%VN)”编辑框中。

要查看示例，请参见定义视图注释标题。

指指指定定定标标标题题题格格格式式式

在图纸视图样式中，可使用“标题格式”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为主标
题和副标题指定不同的格式。

在在在标标标题题题之之之间间间添添添加加加水水水平平平线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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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标题格式”选项卡。

2. 从“标题类型”列表中选择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的主标题。

3. 选中“分隔符”复选框。

更更更改改改字字字体体体属属属性性性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可以为不同的图纸视图样式定义不同的字体属性：

1. 单击“标题格式”选项卡。

2. 从“标题类型”列表中选择以下“标题”类型之一：

• 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的主标题

• 图纸视图的副标题

3. 执行以下某个操作：

• 从“字体”列表中选择其他字体。

• 在“字体大小”框中键入其他字体大小。

• 从“颜色”列表中选择其他颜色。

• 将文本对齐方式从“居中”（默认）改为“左对齐”或“右对齐”。

文本是相对于视图宽度对齐的。

提提提示示示

可以使用“Microsoft 字符映射”对话框将中文、日语和朝鲜语字符以及
Solid Edge 符号字体不支持的符号插入到标题文本中。在这种情况下，应当
选择支持这些字符的字体，例如，Arial Unicode MS。

更更更改改改标标标题题题位位位置置置

可以更改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的默认位置。

1. 单击“标题格式”选项卡。

2. 从“标题类型”列表中选择以下“标题”类型之一：

• 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的主标题

• 图纸视图的副标题

3. 执行以下某个操作：

• 将图纸视图标题位置从底部改为顶部。

• 更改切割平面标题相对于方向箭头的位置。

有关可用选项的说明，请参见“标题格式”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
对话框）。

• 更改查看平面标题相对于端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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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视图注释标题中图纸视图编号相对于切割平面或查看平面方向箭头的
位置。

向向向左左左箭箭箭头头头 两两两端端端均均均有有有箭箭箭头头头

定义注释标签

您可以使用“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定义指派给基准框和视图注释（切割平面、查看平
面线和局部放大区域）的字母数字标签。在下列情况中，标签将自动显示：

• 在视图注释标题中，这些标题是在创建或修改图纸视图样式过程中定义的。

• 放置了基准框时。

1. 在“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自动命名视图注释”下，
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遵循已定义的对象序列”。

b. 单击“指定注释字母”按钮。

2. 在“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指定用于自动指派视图注释名称的标签方案：

a. 列列列表表表 111

在“列表 1”框中，验证是否要将此处默认显示的字母用于视图注释的标签。
可以键入其他字母和数字，但不允许使用特殊字符、空格、标点和重复字母。

示示示例例例

在默认的“Solid Edge ANSI 和 ISO”模板中，“列表 1”框中的字母
是英文字母表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b. 列列列表表表结结结束束束时时时为为为列列列表表表附附附加加加

如果“列表 1”框中的所有字母均已使用，则可选择以下标签选项之一，
为视图注释标签附加相应的内容：

• 有序字母 (AA, AB, AC, ...)

• 数字 (1, 2, 3, ...)

• 重复字母 (AA, BB, CC, ...)

c. （可选）要使用如下所示的脚注格式来显示附加字母，请单击“附加为脚
注”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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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附加字母两侧的破折号和空格在图纸视图样式的“标题”选项卡中定
义，或在属性对话框中进行修改。在“属性”下的“后缀 (%AS)”框
中，可以为破折号前后添加空格，使其格式如下：%VA - %VA。

d. 列列列表表表 222、、、列列列表表表 333、、、列列列表表表 444

根据需要重复上述步骤以定义“列表 2”、“列表 3”和“列表 4”框中的字
母或数字，但请更改附加到注释字母的字母或数字的顺序，以便进行区分。

在一个列表框中无法出现重复的字符，但可使用“列表 2”、“列表 3”和
“列表 4”中的相同字符集。

注注注释释释

除非要创建应用到不同类型的注释对象的其他标签，否则不需要使用
“列表 2”、“列表 3”和“列表 4”框。

e. 指指指派派派列列列表表表

在“注释序列”下，选择要应用到各种类型的注释对象的标签方案。

您可以使用“列表 1”、“列表 2”、“列表 3”和“列表 4”框中指定的用
户定义列表，也可以选择一个系统定义的备选方案：

• 纯数字 (1, 2, 3, ...)

• 小写罗马数字 (i, ii, iii, ...)

• 大写罗马数字 (I, II, III, ...)

• 无

示示示例例例

您可以：

• 将“列表 1”指派给查看平面名称和切割平面名称，然后选择 1, 2,
3, ... 作为局部放大区域的“注释”序列。

• 将“列表 1”指派给查看平面，“列表 2”指派给局部放大区域，
“列表 3”指派给切割平面，“列表 4”指派给基准框。

• 如果希望注释对象在创建后保持无名称状态，则选择“无”。您仍
然可以使用“标题”选项卡（“查看平面属性”、“局部放大区域
属性”、“切割平面属性”对话框中）或“基准框”命令条编辑
和命名对象。

3. 单击“确定”继续。

4. 在“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自动命名视图注释”
下，单击“定义序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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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定义对象序列”对话框中，通过选择一个名称然后使用“上移”和“下移”按
钮更改名称在列表中的位置来指定向视图注释指派名称的顺序。

提提提示示示

切割平面、查看平面和局部放大区域的视图注释标签显示在视图注释标题中。可
以使用“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将标题内容和格式定义为图纸视图样式的一部
分。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以下帮助主题：

• 图纸视图样式工作流

• 创建或修改图纸视图样式

• 使用属性文本定义图纸视图标题

定义视图注释标题

您可以在图纸视图样式中定义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以局部放大区域为例，
以下过程将说明如何创建视图注释标题，以便当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位于不同图纸
上时，自动显示派生视图的图纸编号。

创创创建建建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区区区域域域标标标题题题

要创建此标题 - DETAIL ENVELOPE “E” REF. DETAIL ON (2)，请执行以下所有步骤：

1. 在“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的视图注释部分中：

a.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局部放大区域”。

b. 删除“标题”框中的现有内容。

c. 键入 DETAIL ENVELOPE，然后单击 将 %VA 属性文本代码插入到标题
文本框中。

如果是在源视图上创建局部放大区域，则 %VA 属性文本代码将自动显示视图注
释名称（其标签）。

注注注释释释

字母数字标签在“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可从“注释”选
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打开该对话框。请参见帮助主
题定义注释标签。

d. 键入 REF. DETAIL ON，然后单击 将 %VN 属性文本代码插入到标题
文本框中。

e. 选中“标题”文本框右侧的“显示”复选框。

f. 在“属性”部分中，选择“属性”框右侧的“显示”复选框：

视图图纸编号 (%VN)

2. 单击“确定”以关闭“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

3. 单击“应用”以关闭“样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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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

a. 在“标题”部分中选中以下复选框：

如果父注释（如切割平面）和派生视图（如剖面图）不在同一图纸上，则
显示图纸页号。

“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

“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可定义创建时自动指派给视图注释名称和基准框的字母数字标
签。在当前文档中，每种注释对象类型的标签必须是唯一的，

注释使用的字母

最多可指定四个不同的用户定义字母数字字符组合，以用作查看平面、切割平面、
局部放大区域和基准框注释的标签。

列表 1

指定用于自动创建视图注释名称的主字符集。按照它们在框中的显示顺序
来使用。

默认字符集包括英语字母表中的所有字母。可以键入其他字母和数字，但不允
许使用特殊字符、空格、标点和重复字母。

注注注释释释

• 可使用“字符映射”命令 打开“Microsoft 字符映射”对话框，
用来插入来自其他语言的字符，如中文、日语和朝鲜语。但是，使
用的图纸视图样式必须指定支持所插入字符的字体。

• “列表 1”、“列表 2”、“列表 3”和“列表 4”框中的所有字符
都必须指定为 Unicode 字符。

列表结束时为列表附加

选择三个以不同字母或数字构成的方案之一，将其添加到注释字母字符串
的结尾以创建唯一的标签名称。此选项适用于主标签字母（“列表 1”框
中）已使用过一次的情况。

附加的选项如下所示：

有序字母 (AA, AB, AC, ...)

如果使用了“列表 1”中的最后一个注释字母，则创建的下一个注释对
象将标记为 AA，随后创建的对象将依次标记为 AB 和 AC。

数字 (1, 2, 3, ...)

如果使用了“列表 1”中的最后一个注释字母，则创建的下一个注释对
象将标记为 A1，随后创建的对象将依次标记为 A2 和 A3。

重复字母 (AA, BB, CC, ...)

如果使用了“列表 1”中的最后一个注释字母，则创建的下一个注释对
象将标记为 AA，随后创建的对象将依次标记为 BB 和 CC。

附加为脚注

将附加的字母或数字显示为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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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脚注两侧的破折号和空格是在图纸视图样式中定义的。可
在“属性”框“后缀 (%AS)”的“标题”选项卡（“图纸
视图样式”对话框）中执行此操作。

列表 2、列表 3、列表 4

“列表 2”、“列表 3”和“列表 4”框可定义三个用于创建标签名称的其他
字符集。例如，可创建仅使用数字或使用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字符集。

列表结束时为列表附加

指定要附加到在“列表 2”、“列表 3”或“列表 4”框中定义的注释字母
字符串的其他字母或数字序列，以创建唯一的标签名称。此选项适用于
主标签字母已使用过一次的情况。

附加为脚注

将附加的字母或数字显示为脚注。

指派列表

将注释字母指派给不同类型的注释对象。创建对象时，注释字母将显示在注释
标题中。

您可以在“列表 1”、“列表 2”、“列表 3”和“列表 4”框中指派用户定义的
名称，也可以指派系统定义的有序数字、大写或小写罗马数字，或无标签。

查看平面

指派查看平面的注释命名约定。

局部放大区域

指派局部放大区域的注释命名约定。

切割平面

指派切割平面的注释命名约定。

基准框

指派基准框的注释命名约定。

重置

将此对话框上的所有选项还原为用于标记和排序的默认值。

注注注意意意

如果文档中存在查看平面、切割平面、局部放大区域或基准框，且当前在
“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选择了遵循已定义的对象
序列，则按“重置”按钮将重命名所有现有的视图注释对象。

“定义对象序列”对话框

“定义对象序列”对话框可设置指派“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中定义的视图注释和基
准框标签的优先顺序。

注注注释释释

只有在“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选择了遵循已定义
的对象序列后，“定义对象序列”对话框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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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序列

指定视图注释标签字母应用到以下视图注释对象的顺序，这些标签字母已指派给
“指定注释字母”对话框“指派列表”部分中的不同类型的注释：

• 查看平面

• 局部放大区域

• 切割平面

• 基准框

可以使用“上移”和“下移”按钮在列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当前突出显示的
视图注释对象。

注注注释释释

只有共享同一标签方案的视图注释对象才会受到此对话框中的序列顺序的影响。
例如，如果查看平面、局部放大区域和基准框都使用“列表 1”标签方案，但切
割平面却使用“列表 2”标签方案，则切割平面的序列顺序将不受影响。

下表比较了使用对象创建序列确定视图注释名称和使用“定义对象序列”对话框中的顺
序时对视图注释名称的影响。

标标标签签签结结结果果果：：：

创创创建建建顺顺顺序序序 创创创建建建的的的注注注释释释对对对象象象 遵遵遵循循循对对对象象象创创创建建建序序序列列列
遵遵遵循循循已已已定定定义义义的的的对对对象象象序序序
列列列

1 切割平面 1 A - 切割平面 1 A - 查看平面 1

2 查看平面 1 B - 查看平面 1 B - 查看平面 2

3 局部放大区域 1 C - 局部放大区域 1 C - 查看平面 3

4 切割平面 2 D - 切割平面 2 D - 局部放大区域 1

5 局部放大区域 2 E - 局部放大区域 2 E - 局部放大区域 2

6 查看平面 2 F - 查看平面 2 F - 切割平面 1

7 查看平面 3 G - 查看平面 3 G - 切割平面 2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样样样式式式”””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创建或修改图纸视图样式，其中包括标题和视图注释。

选项卡

名称

标题

标题格式

直线

线条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

“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的“线条”选项卡可定义使用图纸视图样式的视图注释
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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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视图

设置有关图纸视图边界显示的选项。

线型

指定图纸视图边界的线型。

线宽

指定图纸视图边界的线宽。

注注注释释释

要看到对这些设置的更改所带来的效果，必须选中“常规”选项卡（“图纸
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显示图纸视图边界”复选框。

视图注释

端符

指定端符线和箭头的外观。

显示

控制端符在切割平面线或查看平面线上的显示。选项为“无”或“两者”。

细端符线

控制端符线的宽度。

类型

指定要在端符线上显示的符号。选项包括“箭头”（实心、空心、开放）、
“斜杠”、“反斜杠”、“空白”、“圆”和“点”。

长度 = __ x 字体大小

以字体大小比例的形式指定端符符号的长度。

切割平面

指向

指定端符线是指向切割平面线。

背向

指定端符线是背向切割平面线。

样式

设置切割平面线的样式。选项有“粗”、“仅粗拐角”和“粗/细”。

粗线长度 = __ x 字体大小

指定切割平面线的粗线部分长度。该值受字体大小控制。此设置只适用于“样
式”的“粗/细”和“仅粗拐角”选项。

偏置箭头

沿着切割平面线的粗线部分长度偏置切割平面方向箭头。值为 0-1。此选项只
适用于“粗/细”和“仅粗拐角”切割平面线样式。

值值值 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箭箭箭头头头位位位置置置

0 箭头位于粗线部分的外端。
0.5 箭头居于粗线部分中央。
1 箭头位于粗线部分的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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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线型

指定标题中使用的端符线的线型。其中包括虚线和实线类型。

线宽

指定标题中使用的端符线的线宽。

查看平面

单一

指定只显示单一端符线。

成对

指定要显示成对端符线。

标题格式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

使用“样式”命令创建图纸视图样式时，在“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会显示“标题格
式”选项卡。该页指定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的外观。

所提供的选项因标题类型而异。

格式

单独指定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的主标题和副标题的外观。

标题类型

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的主标题

指定将下方的所有“标题格式”选项卡选项都应用于主标题。

图纸视图的副标题

指定将下方的所有“标题格式”选项卡选项都应用于副标题。

注注注释释释

视图注释仅使用主标题类型。

字体

列出可用的字体。将字体应用于当前选定的标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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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应当选择支持要在标题中使用的所有字符的字体。例如，Arial Unicode
字体支持可使用 Microsoft“字符映射”对话框进行选择的所有字符，
包括中文、日语和俄语语言字符。

字型

将“正常”、“粗体”、“斜体”或“粗斜体”字体样式应用于当前选定的
标题类型。

字体大小

指定当前选定标题类型中文本的文本大小。

颜色

指定当前选定标题类型的文本颜色。

对齐

指定标题文本与文本行数的对齐方式。

使用背景色填充文本

使用当前的背景颜色填充文本。在“颜色”页（“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
上设置图纸页的背景颜色。

可使用此选项在图纸上干扰其他元素的标题或标签文本周围添加空白空间。

分隔符

在主标题文本与副标题文本之间显示一条水平分隔线。

使用此尺寸样式中的单位、辅助单位和间距

尺寸样式控制在图纸视图样式和视图注释样式中使用的单位、辅助单位和间距值。

可使用“尺寸样式”对话框中的以下选项卡确认尺寸样式的值和其他设置：

• “单位”选项卡

• “辅助单位”选项卡

• “间距”选项卡

位置

图纸视图标题位置

标题位置选项有：

• 顶部 - 在图纸视图上方。

• 底部 - 在图纸视图下方。

切割平面标题位置

指定切割平面标题文本相对于切割平面线的放置位置。

方向线开放端

将切割平面标题文本放置于切割平面的开放端。例如，如果切割平面端符
选项设置为“背向”，则文本将如 (A) 所示放置。如果切割平面端符选项
设置为“面向”，则文本将如 (B) 所示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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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线连接端

将切割平面标题文本放置于方向线与切割平面相连接的一端。例如，如果
切割平面端符选项设置为“背向”，则文本将如 (A) 所示放置。如果切割
平面端符选项设置为“面向”，则文本将如 (B) 所示放置。

切割平面端

将切割平面标题文本放置于切割平面的端部。当设置此选项时，标题文本
的放置方式与切割平面端符的两个选项是相同的。

找到端符末端的查看平面标题选项

设置标题文本的位置。选中此框后，将标题放置在查看平面线的端符末端。取
消选中此框后，将标题放置在查看平面线的非端符末端。

图纸视图编号在视图注释标题中的位置

指定在图纸上放置切割平面或查看平面时，在视图注释标题中显示图纸视图编
号的位置。可在左箭头和/或右箭头处显示图纸编号。

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

“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的“标题”选项卡可定义样式的默认标题内容。可以为
各种类型的图纸视图和视图注释创建不同的标题内容。

图纸视图

“图纸视图”部分中的选项可定义当前所选图纸视图类型的样式中的标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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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将图纸视图样式
映射到图纸视图类型。

类型

第一个列表指定要为其创建标题样式的图纸视图的类型。选项包括主视图和轴
测图、2D 模型视图、剖视图、辅助视图或局部放大图或指板视图。

第二个列表可指定要为主标题或副标题创建的标题文本。

显示

指定在图纸上放置当前选定的“图纸视图类型”时，应用当前选定的标题类型
（主标题或副标题）时的默认内容和格式。

示示示例例例

通常会在辅助视图、局部放大图和剖视图上显示标题，但不会在主视
图或轴测图上显示标题。

标题文本

定义当前所选图纸视图类型和标题类型的默认内容。

通过使用“属性”按钮并在框中直接键入标题可创建包含多行纯文本、属性
文本和符号的标题。

“属性”按钮

将属性文本代码和符号代码插入到标题文本框中。在放置图纸视图时，如果标
题和属性设置为“显示”，则相应信息将显示在图纸视图标题中。

• “后缀”、“注释图纸编号”、“视图比例”和“旋转角度”按钮可插入
属性文本代码，这些代码引用对话框底部的“属性”部分中的相应定义。

• “属性文本”按钮可插入引用其他源的属性文本。可以在当前光标位置插
入属性文本，也可以将属性文本复制到剪贴板。

• “符号”按钮可插入转换成符号的代码。

“““属属属性性性”””按按按钮钮钮

使使使用用用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执执执行行行下下下列列列操操操作作作 提提提取取取此此此内内内容容容 示示示例例例 在在在此此此源源源中中中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AS

后缀

标题文本中的
光标位置决定
将内容作为后
缀还是前缀插
入。

在剖面或辅助
图纸视图的标
题中，可以显
示查看平面线
或切割平面线
的名称：

B

B-1

显示在“标
题”选项卡
底部的“后缀
(%AS)”框中定
义的已解析字
符串。此字符
串对每个图纸
视图类型而言
均不同。

视图注释名称
(%VA) 在“指定
注释字母”对
话框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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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属属性性性”””按按按钮钮钮

使使使用用用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执执执行行行下下下列列列操操操作作作 提提提取取取此此此内内内容容容 示示示例例例 在在在此此此源源源中中中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LN

注释图纸编号 在图纸视图或
视图注释标题
中，显示：

(2)

“注释图纸编
号 (%LN)”框
中定义的已解
析字符串，如
下所示。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VS

视图比例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

(1:45)

“视图比例
(%VS)”框中定
义的已解析字
符串，如下所
示。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VR

旋转角度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

45°

“旋转角度
(%VR)”框中定
义的已解析字
符串，如下所
示。

在对话框的当
前光标位置选
择并插入属性
文本字符串，
例如：

%{图纸数}

与工程图文档
或模型关联的
任何属性文本
字符串。

在图纸视图或
视图注释标题
中，显示：

6

“选择属性文
本”对话框

在对话框的当
前光标位置选
择并插入属性
文本代码，例
如：

%PM

%DI

%DG

任何可用符
号或值，例如
尺寸或焊接符
号。

在图纸视图
或视图注释标
题中，显示符
号：

±

°

Æ

“选择符号和
值”对话框

视图注释

“视图注释”部分中的选项可为当前所选的视图注释类型定义标题内容。这样可为
每种类型的视图注释定义一个不同的标题。

类型

指定要创建标题的视图注释的类型。可选择“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
“局部放大区域”。

标题

定义当前所选视图注释标题的内容。视图注释的标题包含一行纯文本、属
性文本和符号。

您可以使用“属性”按钮插入文本，也可以复制和粘贴内容，还可以在“标
题”框中直接键入文本。

显示

选中此项后，可指定在图纸上放置包含相应视图注释（切割平面、查看平面或
局部放大区域）的图纸视图时，显示视图注释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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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按钮

“属性”按钮可将属性文本代码插入到视图注释标题中。

“““属属属性性性”””按按按钮钮钮

使使使用用用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执执执行行行下下下列列列操操操作作作 提提提取取取此此此内内内容容容 示示示例例例 在在在此此此源源源中中中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VA

视图注释名称 在视图注释标
题中，显示以
下属性或标签
定义的复合内
容：

• 视图注释
属性

• 视图注释
名称标签

“标题”选
项卡（“查看
平面属性”、
“局部放大
区域属性”、
“切割平面属
性”对话框）
上的“视图注
释名称 (%VA)”
框中的内容

视图注释标签
在“指定注释
字母”对话框
中定义。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VN

图纸视图编号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

(1)

“视图编号
(%LN)”框中定
义的已解析字
符串，如下所
示。

“属性”框

在满足所有以下条件时，指定图纸视图标题和视图注释标题中显示的属性文本、
纯文本和符号：

• “图纸视图标题”框和“视图注释标题”框中有 3 字符的属性文本代码，这些
代码引用“属性”部分中的属性文本框。

• 选中了“属性”部分中属性文本的“显示”复选框。

• 选中了标题类型的“显示”复选框。

“后缀 (%AS)”框

指定在“标题”框中输入 %AS 时要作为后缀（或前缀）插入到图纸视图标题
中的内容。

“后缀”选项专用于剖面、局部放大图和辅助视图，且对每种视图类型而言唯
一。这样您便能够为每个视图注释标签指定不同的格式。

在“后缀 (%AS)”框中插入 %VA 属性文本代码。此操作会将视图注释名
称提取到在“标题”框中定义的后缀内容中。

通过在框中键入、复制和粘贴其他属性文本可创建带连字符的后缀。

显示

如果选中，且“标题”框中存在 %AS，则后缀将与图纸视图标题一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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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例例例

如果要显示标题使用“SECTION (A)”格式的剖视图，则可以在“后缀
%AS”框中输入“(%VA)”，并在“标题”框中输入“SECTION %VA”。放
置了第一个剖视图后，%VA 解析为显示“A”，%AS 解析为显示“(A)”，
完整标题显示为“SECTION (A)”。

“注释图纸编号 (%LN)”框

显示用于注释图纸编号的属性文本字符串。所有视图类型都定义有一个 %LN。

当生成的图纸视图与用于创建它的视图注释分离时，可使用此选项。

将 %{注释图纸编号|DV} 插入“注释图纸编号”框中。解析时，此框会标
识存在相应视图注释的图纸编号。

显示

如果选中且标题框中显示 %LN，将在图纸视图标题中显示由 %LN 派生的
内容。

“视图比例 (%VS)”框

显示主要和次要视图比例的属性文本字符串，例如 2：1。

所有视图类型都定义有一个 %VS。

将“%{主要比例|DV}”插入“视图比例”框中。解析后，“%{主比例|DV}”
属性文本在图纸视图比例中显示第一个数字。

将“%{次要比例|DV}”插入“视图比例”框。解析后，“%{次要比例|DV}”
属性文本显示图纸视图比例中的第二个数字。

显示

如果选中，且主标题或副标题框中显示 %VS，将在图纸视图标题中显示
视图比例。

“旋转角度 (%VR)”框

显示视图旋转角度的属性文本字符串。所有视图类型都定义有一个 %VR。

将 %RA 插入“旋转角度”框。解析后，此属性文本在标题中显示 ESKD 图
纸标准的旋转角度符号。

将 %CA 插入“旋转角度”框。解析后，此属性文本在标题中显示 GB 图纸
标准的逆时针旋转角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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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可以使用“选择符号和值”对话框插入顺时针旋转角度符号 (%C2)
的属性文本代码。

将“%{视图角度|DV}”插入“旋转角度”框。解析后，此属性文本在标题
中显示图纸视图旋转角度。

显示

如果选中，且主标题或副标题框中显示 %VR，将在标题中显示由 %VR 派
生的内容。

视图编号 (%VN) 框

显示用于图纸视图编号的属性文本字符串。所有视图类型都定义有一个 %VN。

将 (%{视图编号|DV}) 插入“视图编号”框中。解析后，此框会标识相应图
纸视图所在的图纸编号。

显示

如果选中且主标题或副标题框中显示 %VN，将在图纸视图标题中显示由
%VN 派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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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制制制图图图标标标准准准

第一次在您公司安装 Solid Edge 时，应考虑应用于您在“工程图”环境中创建的
图纸的设置标准。

虽然每次创建“工程图”文档时，可以更改“工程图”环境中的设置，使之符合公司要
求，但是如果使用所需标准设置来设置一个或多个“工程图”文档时，将会更有效率。
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些文档作为所有图纸的模板，使所有用户更容易符合公司标准。

在设置制图标准时，考虑以下事项：

• 图纸边界的背景图纸图形

• 您需要的投影角度

• 您需要的螺纹绘制标准

• 您要用于图纸视图的边缘显示符号体系

• 您要用于尺寸样式的标准

• 您要用于图纸中文本的字体

创创创建建建新新新文文文档档档

当使用“文档”选项时，新文档的工作单位基于您在加载本软件时选择的选项。例
如，如果选择“公制”选项，工作单位将为公制；如果选择“英制”选项，工作单
位将为英制。

此方法的优点是背景图纸的图形已在新文档中。可以通过添加公司徽标及所需的任
何其他图形来定制这些图形。

创创创建建建背背背景景景图图图纸纸纸图图图形形形

大多数公司使用定制图形作为其图纸边界。这些图形可以包括标题区信息、区域标
记和公司徽标等。可从头开始创建所需图形，也可使用“文件”菜单上的“打开”
命令，转换来自 AutoCAD 或 MicroStation 的图形。

如果要从头开始创建图形，应该考虑修改您在模板中使用的通用背景图纸图形以创
建新的文档。

这些图形的大小已按照标准英制和公制图纸页大小正确设置。可以很容易地删除和添加
图形，以便符合您的要求。您可以使用“栅格”命令将您放置的新图形精确定位。

如果您从另一个 CAD 系统中转换图形，这些图形将放置在工作图纸中。然后就可以将
它们粘贴到背景图纸。

当创建具有您使用的图纸页大小的定制图形之后，可以删除具有您不使用的任何大小的
背景图纸图形。这样做将减小标准“工程图”文档的大小。

设设设置置置投投投影影影角角角度度度

当创建从现有图纸视图折叠的图纸视图时，这些视图是使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投影创
建的。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设置您需要的投影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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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置置置螺螺螺纹纹纹绘绘绘制制制标标标准准准

当创建包含螺纹特征的图纸视图时，这些视图将使用描绘螺纹的 ANSI 或 ISO 标准来
显示。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设置您需要的螺纹绘制标准。

注注注释释释

构造具有行业标准螺纹的零件时，通常应使用“孔”或“螺纹”命令，而不是
“螺旋拉伸”或“螺旋除料”命令。

螺旋特征需要相当大的内存来构建并显示在零件文档中，在图纸视图中处理时需
要相当长的过程。所以应当仅在螺旋特征的实际形状对于设计或制造过程非常重
要时（如具有弹簧和定制或特殊螺纹），才使用螺旋特征。

设设设置置置边边边缘缘缘显显显示示示符符符号号号体体体系系系

可以设置表示图纸视图边缘可见、隐藏和相切的边缘显示符号体系，以便根据公司标
准或工业标准显示这些视图。例如，您的公司可能不显示您创建的图纸的隐藏边。
您也可能对可见边缘和隐藏边缘使用另一个不同的线条厚度。可以在“选项”对话
框中设置您需要的“边缘显示”选项。

选选选择择择尺尺尺寸寸寸样样样式式式的的的标标标准准准

Solid Edge 附带符合常用制图标准（包括 ANSI、ISO、DIN 等）的尺寸样式。“样式”
对话框中的“样式类型”选项用来选择您需要的尺寸。

当选择所需要的尺寸样式之后，可以修改样式中的设置，以便符合公司标准。例如，可
以选择尺寸的字体、字体大小、工作单位等。还可以创建基于某个现有样式的新样式。

设设设置置置文文文本本本字字字体体体

对于您要置于图纸的文本，您将要修改文本样式设置，以便符合您的标准。您还可
以为您要 放置的不同类型的文本创建新文本样式。例如，您可能对标题区中的文本
使用与附注文本不同的字体。

在创建附加样式的情况下，您可以快速更改所有文本设置，以便符合您的需要。在标准
“工程图”文档中定义文本样式也将确保所有用户放置的文本都符合您公司的标准。

维维维护护护标标标准准准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档档档

当您完成创建标准“工程图”文档的过程之后，应测试这些文档，以确保它们符合您的
标准并进行必要的修改。您应归档一个副本，以防原件被意外删除或修改。如果公司有
多个用户，您应将标准“工程图”文档放置在存储其他 Solid Edge 模板的文件夹中。

将来您加载 Solid Edge 的新版本时，应再次创建新的标准“工程图”文档。这将确保
正确合并对本软件中文档结构的任何增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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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边边显显显示示示

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边边边显显显示示示

创建零件或装配的零件视图时，软件将自动确定哪些边可见，哪些边隐藏，并使
用线型来描绘这些边。

Solid Edge处理零件视图时，它不创建边，边尚未存在于实体模型中。此规则的唯一例
外是轮廓线，例如在圆柱轴 (1) 上。相切边 (2) 是具有相邻面的可见边，这些相邻面
的法向量在该边上平行（在指定公差内）。

您可以控制边显示以确保零件视图按您的方式在图纸页上显示零件。您可以指定要用于
可见边、隐藏边和相切边的线型、更改个别零件边的线型以及隐藏和显示个别零件边。

当零件视图中描绘的零件和装配更改时，可以更新零件视图和边显示而无需重新创
建零件视图。

设设设置置置边边边显显显示示示

“选项”对话框上的“边显示”选项卡允许您在图纸页上设置要用于零件视图的可见
边、隐藏边和相切边的线型。创建零件视图时，将自动应用这些线型。

随 Solid Edge 交付的模板包含名为可见、隐藏和相切的线型。可使用“格式”菜
单上的“样式”命令更改这些线型，或创建新的线型。

如果您的组织有用于隐藏边、可见边和相切边的标准线型，则可通过在模板中保存
边显示选项来确保图纸符合标准。然后每次创建新零件视图时，可使用模板来应
用相同的边显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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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更改改改边边边显显显示示示

可以使用多种方法更改图纸视图中显示的边。

• 可使用“编辑”上的“属性”命令或使用快捷菜单来更改个别零件视图的边显示选
项。使用装配中零件的视图时，可使用“属性”命令更改装配中每个零件的边显示。

• 可以使用“显示”页面（“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的“显示隐藏的相切边”
选项以显示图纸中隐藏的线以及隐藏的相切线。此操作将展示零件的内部组
成和详细信息。

创建零件视图后，还可使用“边线画笔”命令来更改个别边的边显示。可使用命令
条上的选项来指定新线型，还可指定更改整个边还是边的一部分。可使用“边线画
笔”命令每次更改一个元素或多个元素的边显示。要每次更改多个元素的边显示，
请单击鼠标按钮，并将光标拖到要更改边显示的元素上。释放鼠标按钮时，将更
改选定元素的边显示。

显显显示示示和和和隐隐隐藏藏藏边边边

在复杂零件视图中，可使用“属性”命令隐藏或显示隐藏边和相切边。例如，很多
公司倾向于不在装配图纸上显示隐藏边。通过“显示”页面（“图纸视图属性”对
话框）上的选项可以控制图纸中隐藏线和隐藏相切线的显示。您可以使用这些选
项来显示零件的内部组成和详细资料。

• 显示被其他零件隐藏的边

• 显示隐藏的相切边

如果不需要隐藏边的信息，则通常可通过不显示隐藏边来提高图纸视图性能。此外，可
使用“隐藏边”命令来隐藏个别边，以及使用“显示边”命令来显示个别边。

设设设置置置边边边显显显示示示默默默认认认值值值

可以使用“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对话框（可从“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选
项卡访问）来设置零件边的默认显示设置。保存文件时，这些设置随视图一起保存。图
纸视图级默认设置控制在创建视图后添加的零件在视图更新时的显示。

当您折叠图纸视图时，折叠后的视图将继承源视图的边显示设置。

显显显示示示和和和隐隐隐藏藏藏零零零件件件

在装配图纸中，可使用“属性”命令隐藏或显示零件视图中的零件。隐藏或显示零件视
图中的零件时，零件视图将过期。可使用“更新视图”命令更新图纸页上的零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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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装装配配配中中中零零零件件件间间间的的的干干干涉涉涉

当装配中零件之间存在物理干涉（如具有压入配合或螺纹零件）时，默认图纸视图显示
设置可能无法正确处理零件干涉处的边。例如，如果轴设计为压入配合到其贴合零件上
的孔中，则孔的边缘将被轴阻碍，并且将不会显示为可见边。而且，由于在物理结构上
轴比孔要大，因此轴边可能不会显示 (1)，或可能无法进行正确修剪 (2)。

使用默认设置时，此显示正常，这些设置设计为忽略干涉以提高处理速度。系统提供了
一些命令和选项，可用于调整显示以处理干涉边。“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
示”选项卡上的设置允许您修改整个图纸视图的边显示。

“高级”选项卡上的“零件相交”选项允许您指定其他处理以确定贴合零件上的边的相
交位置。因为仅当零件视图中存在多个实体时才会发生干涉，所以应当在使用单个零件
的零件视图时设置“不处理相交”选项。

当选项设置为“处理相交而不创建面相交”时，轴上的边将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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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螺纹的贴合零件（如从螺纹孔突出的双头螺栓）时，可使用“高级”选项卡
上的“创建螺纹零件的面相交”选项来获取正确显示。

如果未显示与视图平面稍微有些不平行或不垂直的孔的螺纹，则尝试在“高级”选项卡
上增大螺纹轴公差。如果在图纸视图中应显示为相切的边却显示为可见或隐藏，则尝试
在“高级”选项卡上增大相切公差。如果遇到指定视图质量问题，则通常只需调整这些
公差。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让Solid Edge确定螺纹轴公差和相切公差。

更更更改改改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边边边的的的显显显示示示

1. 选择“主页”选项卡→“边”组→“边线画笔” 。

2. 在“边线画笔”命令条上，设置您要使用的边选项。您可以选择“更改段”以对元
素段应用边选项，也可以选择“更改整个元素”以对一个元素应用边选项。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一次更改一个元素的边显示，请单击您要为其更改边显示的每个元素。

• 要同时更改多个元素的边显示，请在这些元素上拖动鼠标光标。当您释放鼠标
按钮时，所有元素的边显示都会更改。

注注注释释释

• 当更新图纸视图时，使用“边线画笔”命令设置的选项会被清除。

• 您可以使用“隐藏边”命令关闭选择的段在图纸视图中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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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显显示示示零零零件件件边边边

1. 选择“主页”选项卡→“边”组→“显示边” 。

软件将高亮显示隐藏的零件边。

2. 单击您想要显示的零件边。

隐隐隐藏藏藏零零零件件件边边边

1. 选择“主页”选项卡→“边”组→“隐藏边” 。

2. 在零件视图中单击要隐藏的零件边。

设设设置置置零零零件件件边边边的的的默默默认认认显显显示示示设设设置置置

1.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选项卡中，单击“图纸视图默认显示

设置” 。

2. 在“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对话框中，根据需要设置默认的显示设置。

3. 单击“确定”。

零件边显示的默认设置就设置好了。保存文件时，这些设置随视图一起保存。图纸视图
级默认设置控制在创建视图后所添加的零件的显示，而且在更新视图时应用这些设置。

提提提示示示

• 您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中的“恢复显示默认设置”按钮，立即将所有默
认设置重新应用到选定的图纸视图。

• 您也可以通过在“零件明细表”的视图中选择每个节点来设置默认的显示设
置，然后在“显示”选项卡中直接更改显示设置。

• 当您折叠某个图纸视图或根据某个剖视图创建新剖面时，新视图将继承其在
源视图中的默认值。

“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对话框

定义零件视图的边显示默认值。这些默认值最初取自“边显示”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以及“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中的图纸视图选项（覆盖“显示”选
项卡中的设置）。

在“显示”选项卡上进行更改和应用更改或者在选择“恢复默认显示设置”按钮之前，
不会应用在“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对话框中所做的更改。但是，当您保存文件时，这
些默认值将随视图一起保存，并将在下次打开文件时覆盖所有其他设置。

显示填充样式

指定要用于选定零件的填充样式。

从零件派生

应用在零件中使用的填充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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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替换剖视图中的阴影线间距

指定不同的零件将以不同的阴影线图案间距自动显示。这样有助于区分各切割面。

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间距”框，调整选定
剖视图或局部剖视图中的阴影线图案间距。

自动替换剖视图中的阴影线角度

指定不同的零件将以不同的阴影线图案角度自动显示。这样有助于区分各切割面。

可以使用“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角度”框，调整选定
剖视图或局部剖视图中的阴影线图案角度。

可见边样式

设置可见边的默认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件。
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隐藏边样式

设置隐藏边的默认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件。
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显示被其他零件隐藏的边

指定在默认状态下，是否在图纸视图中显示被其他零件遮住的边。这些边是使
用隐藏边的线样式来显示的。此选项适用于装配图中的整个图纸视图。

显示隐藏的相切边

如果隐藏的相切边是在图纸视图中创建的，则显示隐藏的相切边。这些边是在
其他隐藏边的基础上附加的。这些边是使用隐藏边的线样式来显示的。

此选项用于：

• 显示没有陡峭边的圆形面和圆锥面之间的线。

• 显示铸件后侧的外部边。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这样做导致可见的隐藏相切边过多，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进行调
整：边线画笔、隐藏边、显示边。

相切边样式

设置相切边的默认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件。
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显示管件中心线

指定是否显示管件中心线。

管道中心线样式

设置管件中心线的默认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
件。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从装配派生“作为参考显示”

指定在装配文档中定义的事例属性决定是否将该事例显示为参考零件。您可以使
用“路径查找器”快捷菜单上的“事例属性”命令，指定一个装配事例将作为参
考零件显示在图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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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向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添添添加加加图图图形形形

1. 在图纸页中，选择零件视图或 2D 视图。

2. 右键单击以显示快捷菜单。

3.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在视图中绘制”。

4. 添加您所要的图形。例如，可使用“插入图像”命令添加图像或图片，或使用功能
区上“绘制草图”选项卡的“绘图”组中工具来创建线条或形状。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对于 3D 模型视图，选择“主页”选项卡→“关闭”组→“关闭在视图中绘
制”，关闭“在视图中绘制”窗口。

• 对于 2D 视图，可以单击“图纸”选项卡，从 2D 模型图纸改为工作图纸。

提提提示示示

• 如果以后更改零件视图的比例，您添加的图形也会更改比例。

• 如果您稍后移动零件视图，则添加的图形也将移动。

“““显显显示示示边边边”””命命命令令令

高亮显示已使用“隐藏边”命令隐藏的边。您可以选择一条边并打开它的显示。

隐隐隐藏藏藏边边边命命命令令令

隐藏不想在零件视图中显示的单个边。

“““边边边线线线画画画笔笔笔”””命命命令令令

将图纸视图中的元素或元素段更改成可见边、隐藏边或相切边选项。有时候，当使用
“边显示”命令处理图纸视图时，从可见过渡到隐藏边可能不能产生您想要的结果。发
生这种情况时，您可以使用“边线画笔”来应用您想要使用的边显示选项。可以一次只
对一个元素应用边显示选项，也可以同时对多个元素应用此选项。

当您创建装配模型的图纸时，有一个附加的边选项，这个选项允许您将边分类为“被
装配隐藏”。被装配隐藏的边是可见边，但它们隐藏在装配模型中另一个零件的后
面，否则，正常情况下它们是可见的。

“边线画笔”命令条

更改为可见

将边选项设置为可见。

更改为自隐藏

将边选项设置为隐藏。

更改为被装配隐藏

将边选项设置为被装配隐藏。仅当所附的模型是装配时，此选项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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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为相切

将边选项设置为相切。

用户定义边

设置时，可以使用命令条中的选项对边的线样式、颜色、类型以及宽度加以定制。

样式

选择线型。列出的线型在“尺寸样式”对话框中定义。

线条颜色

设置边线颜色。

线型

设置边线类型。

线宽

设置边的线宽。

更改段

指定将对元素段应用活动的边选项。段由与所选元素相交的图形定义。

更改整个元素

指定将对整个元素应用活动的边选项。

“““在在在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绘绘绘制制制”””命命命令令令

打开选择的图纸视图，便于向其添加图形。您可以使用“在视图中绘制”命令将图形添
加到零件视图、工程图视图和 2D 视图。

“在视图中绘制”窗口打开后，可以添加直线图形，也可以使用主菜单上的“插入图
像”命令添加外部图像或图片。

在使用此命令对零件视图添加图形后，如果以后更改了图纸视图比例，您添加的图形也
会按比例缩放。如果您移动图纸视图，则您添加的图像也将移动。

注注注释释释

您还可以使用“绘图”命令来将图形添加到零件视图上面，但是，如果以后缩
放或移动图纸视图，这些图形将不会缩放或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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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属属属性性性

图图图纸纸纸属属属性性性

图图图纸纸纸属属属性性性文文文本本本

图纸属性文本是与当前拔模、零件或装配文件的属性相关联的文本，也是与附加到当前
文本模型中的属性相关联的文本。属性文本是无需手动编辑便可参考并维护的变量文
本。例如，可以使用属性文本显示文件名以及最后修改日期，保存此文件或选择“更新
属性文本”命令时，上述信息将会更改。

可以在创建或编辑标注、符号标注和零件明细表的同时创建或编辑属性文本。要添加属

性文本，使用相关对话框或命令条上的“属性文本”按钮：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要将属性文本更改成与图纸不相关联的纯文本。要转换特定的图
纸属性文本，先在图纸中选择该文本，然后使用快捷菜单上的“转换属性文本”命令。

要立即将所有图纸属性文本转换成纯文本，请使用“转换所有属性文本”命令。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属属属性性性

图纸视图属性定义图纸视图或 2D 模型视图的每个显示宽高。它们是在“图纸视图
属性”对话框中设置并修改的。这一对话框包含多个选项卡，它显示那些随着您所
创建或修改的视图类型而变化的选项，并且显示那些随着该视图是高质量视图、
还是草稿视图而变化的选项。

• “常规”选项卡 — 定义图纸视图名称、比例以及显示特征。 并不是每个选
项都适用于任何类型的视图。

• “显示”选项卡 — 定义零件视图的零件显示、边显示覆盖以及剖视图选项。
选择 2D 视图时，此选项卡不可用。

• “标题”选项卡 — 修改选定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的标题文本和格式选项。

• “剖面”选项卡 — 显示图纸视图可用的 3D 立体剖视图。如果图纸视图是高质量
图纸视图，则此选项卡可用。

• “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对话框 — 定义零件视图的边显示默认值。这些默认值最
初取自“边显示”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以及“图纸视图创建向
导”中的图纸视图选项（覆盖“显示”选项卡中的设置）。

• “注释”选项卡 — 定义中心线、局部放大边框以及图纸视图标题的注释显示
默认值。

• “模型选项”选项卡 — 为简化零件和装配特征定义图纸视图选项。

• “着色和颜色”选项卡 — 为图纸视图定义着色和颜色选项。

• “高级”选项卡 — 定义图纸视图的高级显示以及处理选项。“图纸视图属性”对
话框的“高级”选项卡中的设置的优先顺序高于“高级边显示选项”对话框中的同
类设置（“Solid Edge 选项”→“边显示”选项卡→“高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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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考考考零零零件件件

有时，您可能希望在图纸中包含仅用于参考的零件或子装配。参考零件通常会在图纸视
图中为顶层装配或成品提供部件的参考框。

在放置装配的零件视图时，您可以指定某零件或子装配为参考零件，或者您也可以在随
后编辑零件的图纸视图属性。“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选项卡上的“作为参
考显示”选项可以将某个零件或子装配指定为参考零件。

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属属属性性性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图纸视图中的某个元素。

• 右键单击图纸视图边框以选择图纸视图。

2.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

3. 在出现的“属性”对话框中，设置要使用的选项。

提提提示示示

• 此外，还可以通过单击“选择”工具，将鼠标光标定位在图纸视图上，然
后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快捷菜单。

显显显示示示或或或隐隐隐藏藏藏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零零零件件件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零件视图中的元素。

• 右键单击零件视图边框。

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属性”。

3.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单击“显示”选项卡。

4. 从零件明细表中，选择您想显示或隐藏的一个或多个零件。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显示选择的零件”选项以显示零件。

• 单击“隐藏选择的零件”选项以隐藏零件。

6. 设置要对装配中的所选零件使用的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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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在零件视图中处理边之后，当您使用“显示选定的零件”或者“隐藏选定
的零件”选项来显示或隐藏装配中的零件时，零件视图将过时。要更新零
件视图，请使用“边显示”命令。

• 可以使用“属性”命令来为可见、隐藏及相切线条设置样式选项。

• 您可以选择图纸视图中一个零件的所有事例。为此，在“图纸视图属性”
对话框上，单击“显示”选项卡。在零件明细表中，用鼠标右键单击该零
件，然后单击“选择所有事例”。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属属属性性性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定义图纸视图或 2D 模型视图的属性。

并不是每一属性都可用于所有类型的视图。例如，关联局部放大图和 2D 模型视图只可
以访问“常规”选项卡和“文本和颜色”选项卡上的属性，而独立的局部放大图可
以访问所有选项卡上的属性。

选项卡

常规

“常规”（指板图纸视图）

显示

标题

剖面

注释

模型选项

着色和颜色

高级

“常规”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用于定义或修改图纸视图名称、比例和显示
特征。并不是每个选项都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图纸视图。

描述

描述图纸视图。您可以输入所需的任何附加注释或说明。

图纸

显示文档中存在的图纸视图的图纸页名称。您可以编辑此值，以将图纸视图移
至文档中的另一个工作图纸。

使用此选项类似于剪切图纸视图并将其粘贴到新的工作图纸中。与图纸视图中的几
何体相连的所有尺寸和注释也将移到选择的图纸中。

视图比例

设置图纸视图的视图比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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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比例

将图纸比例设置为标准比率。指定的比率定义图纸相对于实物大小的大小。对
于 2:1 比率，2 表示图纸的大小，而 1 表示实物的大小。

比例值

将图纸比例设置为您输入的值。

查看坐标系

设置图纸视图的坐标系。

轴

显示坐标系的轴以用作尺寸轴。

显示视图注释（切割平面、局部放大区域、查看平面）

在源图纸视图上显示视图注释图形 - 切割平面线、局部放大区域或查看平面线。仅
当选定视图是剖面、局部放大图或辅助视图时，此选项才可用。

显示局部剖视图轮廓

为所选的图纸视图显示分解剖视图的轮廓。显示这些轮廓可以让您编辑分解
剖视图的轮廓。

在轴测图中创建 3D 尺寸

允许在轴测图中创建 3D 尺寸，即：使用关联模型确定真实距离的尺寸，而不
是 2D 图纸上的空间。

比例尺寸及注释

按比例显示视图中的注释和尺寸。当设置了此选项，将以活动“比例值”显示图纸
视图的注释和尺寸。当清除了此选项，注释及尺寸将根据在尺寸样式中指定的大小
来显示并打印。当处理已转换到 Solid Edge“工程图”的 2D 外部数据（如 2D
AutoCad 数据）时，此选项是很有用的。

在截断状态中隐藏折线

在截断区域中隐藏或显示折线。

此复选框与“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显示断开视图”选项结合使用。

显示图纸视图边界

指定是否显示图纸视图的边界。

下次更新时自动符号标注

指定是否为图纸视图启用自动符号标注。可以使用下拉列表为新添加的符号标注选
择已保存的设置（从“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如
果先前创建的符号标注使用了已保存的设置，则该项会很有用，因为您可以为新
的符号标注选择相同的设置。

下次更新时调入尺寸

指定下次图纸视图更新时是否从相关模型中调入尺寸。

包括模型视图中的 PMI 尺寸

包括图纸视图中使用模型视图创建的 PMI 尺寸。当您从 3D 模型视图生成一个
图纸视图并设置该选项时，将在图纸视图上显示 3D 模型视图中存在的任何产品
制造信息 (PMI)。

当清除此选项时，图纸视图将会过期。当更新图纸视图时，PMI 尺寸将从图
纸视图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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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对装配带的图纸视图无效。

包括模型视图中的 PMI 注释

包括图纸视图中使用模型视图创建的 PMI 注释，如符号标注、特征控制框等。

当清除此选项时，图纸视图将会过期。当更新图纸视图时，PMI 注释将从图
纸视图中移除。

此选项对装配带的图纸视图无效。

锁定图纸视图位置

防止在拖动光标时选定的图纸视图无意中发生移动。选中此框并高亮显示图纸视图
时，会在图纸视图边界内显示一个锁定符号，以指示其位置已固定。

仍可使用显式命令移动锁定的图纸视图。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图纸视图操作。

注注注释释释

锁定和解锁图纸视图的方便方法是使用“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上的“锁定
图纸视图位置”按钮。

旋转角度

指定图纸视图的旋转角度。所选图纸视图根据您指定的角度围绕其中心旋转。无
法更改断开视图或有截断区域的视图的旋转角度。

选择视图后，“常规”选项卡底部会显示以下图纸视图状态消息之一：

• 对于模型几何体，此图纸视图已过时。

• 对于模型几何体，此图纸视图是最新的。

• 此视图是一个未与任何几何体连接的二维用户视图。

可以使用视图快捷菜单中的“更新视图”命令来更新过时的视图。使用功能区上的“主
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更新视图”命令可以更新图纸中的所有过时视图。

“显示”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定义零件、钣金和装配的图纸视图中的零件显示、边显示覆盖以及剖视图选项。
选项可用性因视图类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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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段

列出切割平面线中用于创建剖视图或旋转剖视图的段，例如 Cut Segment 1、
Cut Segment 2 和 Cut Segment 3。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有多条线段，可以使用“高亮显示选择”按钮 以确定哪一线段对
应于在零件几何体中切割的线段。

备选位置

列出备选位置装配图纸视图中显示的成员名称。一个成员被标记为（主）成员；其
他所有成员代表该主成员的备选位置。

您可以从备选位置列表中选择成员，然后从零件明细表中选择零件，以在图纸视图
的不同位置中显示零件时，对各零件的显示、隐藏、填充、边和样式进行调整。

注注注释释释

使用图纸视图快捷方式菜单中的“设置主位置和备选位置”命令，可以在列
表中添加和移除成员，并更改其位置名称。

零件明细表

按照树结构列出图纸视图对象。您可以在该列表中选择对象，然后使用快捷方式菜
单或“显示”选项卡上的其他选项更改其显示选项。

以下图标可能出现在零件明细表中：

图标 描述

零件

焊缝

构造

草图

坐标系/质心坐标系

参考平面

爆炸线

管道中心线

折弯中心线

管道段

管道接头

管道

装配

线束

线束

线缆

电线

指示剖视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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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不填充。例如：

指示参考。例如：

指示错误。检查以便确保关联模型存在并且不包含无效几何体。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线束导线旁显示 ，则导线属性的字体颜色将变为红色，并
且导线属性的底部将显示一则错误消息。

指示隐藏的部件。

指示不确定的状态（例如，多个选择）

有些图标可能同时显示。例如， 表示剖视图中的参考零件。

如果剖视图包含切割肋板，则可通过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覆盖肋板阴影线”命令
来微调阴影线显示。要了解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见帮助主题在剖视图中设置肋板
阴影线。

清除边覆盖

设置后，指定单击“确定”时应清除图纸视图的边（“边线画笔”和“隐藏边”）。

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

显示“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对话框。

零件明细表选项

指定在“零件明细表”中是列出一种还是多种参考几何体：构造、坐标系、草图、
参考平面或中心线。当参考几何体在“零件明细表”中时，该几何体就可以在图
纸视图中显示。

高亮显示选择

在图纸视图中高亮显示选择的模型的图形。

查询选定项

包含创建及操作查询的控件。您可以使用查询在图纸视图中隐藏部件。

新建查询

显示“查询”对话框以允许您创建新的查询。

查询列表

列出所有可用的查询。

编辑查询

显示“查询”对话框以允许您编辑在查询列表中显示的查询。

执行查询

执行在查询列表中显示的查询。

选定零件显示

恢复默认显示设置

恢复默认显示设置，如“图纸视图显示默认值”对话框中所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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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将您在零件明细表中选择的零件显示在图纸视图中。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
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件。

从装配派生“作为参考显示”

指定在装配文档中定义的事例属性决定是否将该事例显示为参考零件。
您可以使用“装配路径查找器”快捷菜单上的“事例属性”命令，指定
一个装配事例将作为参考零件显示在图纸中。

作为参考显示

将所选零件作为参考零件显示。可以使用“边显示”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指定要使用的参考零件边显示样式。

剖面

切割选择的零件。在装配图中，如果图纸视图是剖视图，则此选项可以
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个别零件。

切割五金件

指定当在剖视图中用切割平面横穿选定的五金件（如螺母、螺栓和垫
圈）时，是否切割这些五金件。此选项仅可用于装配的剖视图。

请参见帮助主题指定五金件。

显示填充样式

为所选零件指定一个填充样式。

从零件派生

显示在零件中使用的填充样式。

间隔

对于剖视图或局部剖视图：

• 显示当前应用的阴影线图案的间距值。

如果选定零组件的所有间距值都不相同，则该值是不确定的。“间
距”框显示为空白。

• 对于从“显示”选项卡的“零件明细表”树中选择的一个或多个零
件，覆盖其阴影线图案中的间距。

角度

对于剖视图或局部剖视图：

• 显示当前应用的阴影线图案的角度值。

如果选定零组件的所有角度值都不相同，则该值是不确定的。“角
度”框显示为空白。

• 对于从“显示”选项卡的“零件明细表”树中选择的一个或多个零
件，覆盖其阴影线图案中的角度。

可见边样式

设置可见边的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件。
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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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边样式

设置隐藏边的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件。
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显示被其他零件隐藏的边

显示被图纸视图中的其他零件隐藏的边。这些边是使用隐藏边的线样式来显示
的。此选项适用于整个图纸视图。

显示隐藏的相切边

如果隐藏的相切边是在图纸视图中创建的，则显示隐藏的相切边。这些边是
在其他隐藏边的基础上附加的。这些边是使用隐藏边的线样式来显示的。

此选项用于：

• 显示没有陡峭边的圆形面和圆锥面之间的线。

• 显示铸件后侧的外部边。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这样做导致可见的隐藏相切边过多，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进行
调整：

• 边线画笔

• 隐藏边

• 显示边

相切边样式

设置相切边的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个零件。
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管道中心线样式

设置管道中心线的样式。在装配图中，此选项可以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单
个零件。可以对装配图中的不同零件应用不同的样式。

.cfg、PMI 模型视图或区域

列出可以用来生成图纸视图的可用装配显示配置、3D PMI 模型视图和区域的名称。

- 表示装配显示配置

- 表示 3D PMI 模型视图。

– 表示区域。

检查

对于包含显示配置的传统文件，检查当前显示配置版本与上次更新图纸视图时
的版本是否相同，并在版本不同的情况下将视图设置为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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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 也可以设置自动检查选项检查对所有图纸视图所做的装配显示配置
更改。设置“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常规”页面上的“装配
配置更改使得该工程图文件中的图纸视图过期”选项。

• 还必须将下面的“匹配”选项设置为启用自动显示配置检查。

匹配

控制图纸视图树形结构中的显示和隐藏零件设置是否与选定配置、区域或 PMI
模型视图中的显示和隐藏设置相匹配。

如果选中此选项，将显示所有元素。

包括参考项、草图项及构造项

指定如何在选定图纸视图中使用从“.cfg”、“PMI 模型视图”或“区域”列表中
选择的装配显示配置或 PMI 模型视图。

• 如果选中此选项，请指定图纸视图显示选定装配显示配置或 PMI 模型视图中的
所有模型对象和设计元素。除实体设计体之外，您还可以显示曲面、曲线、中
心线、草图、坐标系以及参考平面。

• 如果取消选中此选项，请指定图纸视图仅显示装配显示配置中的设计体。

示示示例例例

要降低图纸复杂度，可以使用此选项显示管件、管道或框架中心线，而不显
示实体管件、管道或框架。

用用用户户户界界界面面面

• “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 “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

• “项号”页（“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

• “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

命命命令令令

• “视图向导“命令

步步步骤骤骤

• 设置图纸视图属性

• 设置零件边的默认显示设置

• 在图纸视图中显示部件的几何图形

• 显示或隐藏零件视图中的零件

• 在剖视图中设置肋板阴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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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新的工程图查询

• 使用查询在图纸视图中隐藏部件

“标题”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标题”选项卡可为选定的图纸视图或视图注释修改
标题文本和格式选项。要在图纸视图中查看更改的效果而不关闭对话框，可以使
用“应用”按钮。

图纸视图样式的标题内容和格式最初是在“图纸视图样式”对话框的“标题”选
项卡和“标题格式”选项卡中定义的。

图纸视图样式

指定要用于标题文本的图纸视图样式。

位置

指定主要标题文本和副标题文本的位置。副标题文本始终显示在主要标题文本下方。

标题位置选项有：

• 顶部 - 在图纸视图上方显示主标题和副标题。

• 底部 - 在图纸视图下方显示主标题和副标题。

标题

单独指定主要标题和副标题的内容、格式和宽度。

标题类型

主要标题 - 指定将以下所有“标题”选项卡选项都应用于主要标题。

副标题 - 指定将以下所有“标题”选项卡选项都应用于副标题。

显示

此选项处于选中状态时，指定显示当前选择的“标题”类型 - 主要标题
或副标题。

标题文本

为当前选择的标题类型定义内容。可创建包含多行纯文本、属性文本和符
号的标题。

示示示例例例

可以使用“属性”按钮并通过在“标题”框中键入来输入此字符串：

%{Author} VIEW %AS %LN

VIEW SCALE=%VS VIEW ANGLE=%VR

“属性”按钮

将属性文本代码和符号代码插入到标题文本框中。这些属性文本代码引用对话
框底部的“属性”部分中的相应定义。

在放置图纸视图时，如果标题和属性设置为“显示”，则相应信息将显示
在图纸视图标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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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属属性性性”””按按按钮钮钮

使使使用用用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执执执行行行下下下列列列操操操作作作 提提提取取取此此此内内内容容容 示示示例例例 在在在此此此源源源中中中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AS

后缀

标题文本中的
光标位置决定
将内容作为后
缀还是前缀插
入。

在剖面或辅助
图纸视图的标
题中，可以显
示查看平面线
或切割平面线
的名称：

A

A - A

显示在“标
题”选项卡
底部的“后缀
(%AS)”框中定
义的已解析字
符串。此字符
串对每个图纸
视图类型而言
均不同。

视图注释名称
(%VA) 在“指定
注释字母”对
话框中定义。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LN

注释图纸编号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

(2)

“注释图纸编
号 (%LN)”框
中定义的已解
析字符串，如
下所示。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VS

视图比例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

(1:45)

“视图比例
(%VS)”框中定
义的已解析字
符串，如下所
示。

插入此属性文
本代码：

%VR

旋转角度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

45°

“旋转角度
(%VR)”框中定
义的已解析字
符串，如下所
示。

在对话框的当
前光标位置选
择并插入属性
文本字符串，
例如：

%{图纸数}

与工程图文档
或模型关联的
任何属性文本
字符串。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

6

“选择属性文
本”对话框

在对话框的当
前光标位置选
择并插入属性
文本代码，例
如：

%PM

%DI

%DG

任何可用符
号或值，例如
尺寸或焊接符
号。

在图纸视图标
题中，显示符
号：

±

°

Æ

“选择符号和
值”对话框

格式

字体

列出可用的字体。将字体应用于标题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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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将“常规”、“粗体”、“斜体”或“粗斜体”字型应用于标题文本。

字体大小

指定标题文本的文本大小。

颜色

指定标题文本的文本颜色。

对齐

指定标题文本相对于图纸视图宽度的对齐方式。

分隔符

在主标题文本与副标题文本之间显示一条水平分隔线。

属性

此部分中的框可定义在同时选中了“属性”部分中相应的“显示”复选框时，要在
标题中显示的属性文本和符号。通过键入文本和插入符号、字符及其他属性文本字
符串，可以将内容添加到部分框中。

注注注释释释

即使选中“显示”复选框时，也必须使用“标题”选项卡顶部的“属性”按
钮在“标题”框内的期望位置插入内容。

“视图注释名称 (%VA)”框

只读框显示包含切割平面、局部放大区域或查看平面的源视图标题中显示的字
母、字符和符号。在其他视图类型中，此框为空白。

每个标题名称中的属性文本是在与相关的视图注释关联的图纸视图样式中
定义的。

“后缀 (%AS)”框

显示要在标题中作为后缀（或前缀）插入的文本。

“后缀”选项专用于剖面、局部放大图和辅助视图，且对每种视图类型而言唯
一。这样您便能够为每个视图注释标签指定不同的格式。

在“后缀 (%AS)”框中插入 %VA 属性文本代码（用于视图注释名称）。此
操作会将视图注释名称提取到在“标题”框中定义的后缀内容中。可在该
框中键入其他文本和属性文本代码，以创建带连字符的后缀。

显示

如果选中且标题文本中显示 %AS，则显示派生的后缀内容和图纸视图标题。

示示示例例例

如果要显示标题使用“SECTION (A)”格式的剖视图，则可以在“后缀
%AS”框中输入“(%VA)”，并在“标题”框中输入“SECTION %VA”。放
置了第一个剖视图后，%VA 解析为显示“A”，%AS 解析为显示“(A)”，
完整标题显示为“SECTION (A)”。

“注释图纸编号 (%LN)”框

显示用于注释图纸编号的属性文本字符串。此字符串在图纸视图样式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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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成的图纸视图与用于创建它的视图注释分离时，可使用此选项。

将 %{注释图纸编号|DV} 插入“注释图纸编号”框中。解析时，此框会标
识存在相应视图注释的图纸编号。

显示

如果选中且标题框中显示 %LN，将在图纸视图标题中显示由 %LN 派生的
内容。

“视图比例 (%VS)”框

显示主要和次要视图比例的属性文本字符串，例如 2：1. 此字符串在图
纸视图样式中定义。

将“%{主要比例|DV}”插入“视图比例”框中。解析后，“%{主比例|DV}”
属性文本在图纸视图比例中显示第一个数字。

将“%{次要比例|DV}”插入“视图比例”框。解析后，“%{次要比例|DV}”
属性文本显示图纸视图比例中的第二个数字。

显示

如果选中且标题框中显示 %VS，将在图纸视图标题中显示视图比例。

“旋转角度 (%VR)”框

显示旋转角度的属性文本字符串。此字符串在图纸视图样式中定义。

将 %RA 插入“旋转角度”框。解析后，此属性文本在标题中显示 ESKD 图
纸标准的旋转角度符号。

将 %CA 插入“旋转角度”框。解析后，此属性文本在标题中显示 GB 图
纸标准的旋转角度符号。

将“%{视图角度|DV}”插入“旋转角度”框。解析后，此属性文本在标
题中显示旋转角度。

显示

如果选中且标题框中显示 %VR，将在图纸视图标题中显示由 %VR 派生的
内容。

“注释”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可以将不同的注释线样式应用于正在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注释”选项卡
编辑的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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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折弯中心线

在钣金件展平图样的图纸视图上显示折弯中心线。

向上折弯中心线样式

设置向上折弯中心线的样式。

向下折弯中心线样式

设置向下折弯中心线的样式。

注注注释释释

在零件或钣金模型中，如果在“注释”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
框）中选中“从图纸视图派生折弯方向”复选框，则展平图样图纸中的折弯
方向中心线样式将基于向上和向下图纸视图方向。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展平图样图纸。

从图纸视图派生折弯方向

允许由展平图纸视图而不是模型来确定折弯方向。（默认情况下，会从展开钣金件
时指定为顶 面的面派生折弯方向。）

提提提示示示

“从图纸视图派生折弯方向”选项使折弯方向与放置的图纸视图方向完全
一致。

• 选中此框时，图纸俯视图中显示的折弯方向将与图纸仰视图中显示的
相反。

• 选中此框时，还会根据图纸视图折弯方向应用向上折弯和向下折弯中
心线样式。

• 取消选中此框时，俯视图和仰视图的折弯方向将是相同的。

显示变形特征原点

显示用于对变形特征（如凹坑、冲压除料和百叶窗）建模的特征原点。

原点边样式

设置特征原点的样式。

请参考以下帮助主题：

• 添加钣金变形特征。

• 使用特征原点

显示变形特征轮廓

显示用于对变形的制造特征（如加强筋、凹坑和冲压除料）建模的特征轮廓。

轮廓边样式

设置特征轮廓的样式。

请参考帮助主题添加钣金变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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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爆炸线

在爆炸装配的图纸视图中显示爆炸线。

爆炸线样式

设置爆炸装配中爆炸线的样式。

显示边界边

为裁剪图纸视图和局部剖视图中的边界边提供线样式控制。

• 在裁剪图纸视图中 - 当该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时，在图纸视图边界与模型相交
的位置对剪裁边界边应用细线样式。

该复选框处于取消选中状态时，不显示任何裁剪边界边。

• 在局部剖视图中 - 当该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时，在使用相同图纸视图创建的局
部视图中对阴影线边界边应用细线样式，以绘制轮廓并应用剖面。

当该复选框处于取消选中状态时，将显示阴影线边界边，但它们使用“显示”
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可见边样式设置。

边界边样式

指定用于显示剪裁边界边和阴影线边界边的线样式。

在“仅剖面”剖视图中显示螺纹

如果使用“仅剖面”选项创建薄片视图，将在沿着所显示的孔轴进行切割时显示
孔螺纹。

注注注释释释

当您使用“孔”命令并在“孔选项”对话框中将“类型”设置为“螺纹”
时，您可以在模型中创建内螺纹。

要了解有关在模型中创建螺纹孔的信息，请参见螺纹特征。

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图纸视图裁剪。

实体填充剖面焊缝

选定后，指定剖面图纸视图中的所有切割焊缝面都使用实体填充样式颜色显示。

如果取消选择，则这些面将使用填充样式中的基本阴影线图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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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将覆盖“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边显示”选项卡中的默认设置。

“模型选项”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为简化零件和装配特征定义图纸视图选项。

简化

使用简化零件

指定是否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简化零件。您可以将此选项用于图纸视图，此
视图是使用显示配置或带创建的。

当“显示装配特征”对话框也选中后，简化零件和装配特征都会在图纸视
图中显示。

用于所有零件

指定可以在图纸视图中对所有能够简化表示的零件使用简化零件。

注注注释释释

仅此选项对带装配带图纸视图的放置有效。

基于配置

指定根据模型配置在图纸视图中使用简化零件。

使用简化装配

指定图纸视图中是否使用简化装配表示。您可以将此选项用于图纸视图，此视
图是使用显示配置创建的。

用于所有子装配

指定您想要图纸视图将存在简化表示的所有装配显示为简化装配。

基于配置

指定您想要图纸视图根据所选配置将装配显示为简化装配或设计装配。

用于顶层装配

指定您想要图纸视图只将顶层装配显示为简化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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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特征

显示装配特征

指定“装配”环境中创建的装配特征是否显示在图纸视图中。此选项只适用于
孔、倒斜角、除料等材料移除特征。当选中此框时，即使“使用简化零件”框
也被选中，这些装配特征仍将显示在图纸视图中。

注注注释释释

不能使用此选项控制应用于管道、框以及焊缝的装配材料移除或附
加特征的显示。

在这些情况下，只能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中的“显示”选项
卡控制显示整个体。例如，如果将装配除料特征应用于管道、框或焊
缝，那么仅可显示或隐藏整个管道、框或焊缝。

用用用户户户界界界面面面

• “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 “图纸视图选择”命令条

命命命令令令

• “视图向导“命令

步步步骤骤骤

• 设置图纸视图属性

• 在图纸视图中显示部件的几何图形

• 显示或隐藏零件视图中的零件

• 使用查询在图纸视图中隐藏部件

“剖面”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显示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的装配、零件或钣金模型可用的 3D 剖面列表。在高质量视图和
草图质量视图中都可以使用此页面。但是，在草图质量视图中只能显示装配模型。

剖面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的 3D 剖面，然后单击“确定”。要查看视图
效果，必须使用快捷菜单中的“更新视图”命令。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图纸视图从 PMI 模型视图生成，并与该模型视图相关联，则禁用“剖面”。
这是由于 3D 模型视图可控制其中可能包含的任何 3D 剖面的显示设置。

“着色和颜色”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定义图纸视图的着色和颜色。例如，可将模型颜色应用于图纸视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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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种颜色显示外购件，用另一种颜色显示自制件。

• 为图纸中新设计的所有零件指派唯一的颜色。

• 将装配焊件颜色应用于焊缝图形。

在图纸视图中显示着色

在图纸视图中添加或移除着色。

使用装配覆盖颜色

指定在图纸视图中使用装配覆盖颜色。

使用零件面颜色

指定在图纸视图中使用零件面颜色。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子装配中的零件未着色，则指定的装配颜色与指定的零件面颜色可
能有冲突。清除该选项，然后更新图纸视图。

着色视图质量

指定视图着色的质量。值越高，显示效果越好，但是需要更多的磁盘空间，
并可能会增加处理时间。值越低，需要的磁盘空间越少，视图的生成速度越
快，但可能会增加着色的粗糙程度。

显示可见边

显示或隐藏图纸视图中的可见边。无论是否显示可见边，您都可以在视图中选
择边（例如，在放置尺寸或符号标注时选择边）。

显示为灰度

在图纸视图中添加或移除灰度着色。

直接着色

在视图中添加或移除颜色显示，但不添加或移除表面着色或样式。

纹理

显示或隐藏图纸视图中的纹理显示。如果用来绘制零件的样式使用了纹理，请
启用此选项以查看其效果。

反射

添加或移除图纸视图中的反射显示。反射显示可以使视图的外观发生很大的
变化，尤其当视图使用带有金属光泽的色彩时。

使用模型颜色

使用下面的两个选项中的一个或两个指定您允许将模型颜色应用于图纸视图边。
应用于图纸视图的模型颜色是单调的，而不是渐变的。当模型中的颜色发生变化
时，使用模型颜色的图纸视图将过期。

注注注释释释

“颜色管理器”命令、“零件画笔”命令和“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
“颜色”页控制零件模型中的基本颜色样式和装配模型中的装配样式覆盖颜
色。请参见使用“颜色管理器”和“零件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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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零件基本颜色应用于边样式

如果模型中已定义基本颜色，请指定将其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边颜色。如果未
指派基本颜色，将使用默认的图纸视图边颜色。

将装配覆盖颜色应用于边样式

如果模型中已定义装配覆盖颜色，请指定将其应用于图纸视图中的边颜色。

将边样式颜色应用于阴影线样式

将选定的边样式颜色（基本或装配覆盖）应用于之前创建的剖视图中的舱。

注注注释释释

装配中相邻零件的最终边颜色由各个零件之间的关系确定。可以使用“边线
画笔”命令更改图纸视图中的边颜色。

“高级”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为图纸视图指定高级显示以及处理选项。“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高级”选项卡上
的设置优先于“高级边显示选项”对话框上的同类设置。

图纸视图

由 Solid Edge 决定 VHL 公差（建议）

指定是否由 Solid Edge 决定图纸视图的 VHL 公差。通常，允许 Solid Edge
决定 VHL 公差将会获得最佳结果。仅当您的图纸视图质量出现问题时，才应清
除此复选框并手动设置 VHL 公差。对于局部放大图而言，此选项不可用。

VHL 公差

当取消选中“由 Solid Edge 决定 VHL 公差”时，指定 VHL 公差值。5
是最大值，可提供最精确的显示。 如果您遇到关于图纸视图的问题，并
希望了解如果更改 VHL 公差是否会解决这些问题，请将此设置的值每次
增加 1，并使用可以得到您满意结果的数值中最低的那个值。高于实际
需要的 VHL 公差设置可能会降低图纸视图的更新性能。对于局部放大
图而言，此选项不可用。

由 Solid Edge 决定螺纹轴公差（建议）

指定是否由 Solid Edge 决定图纸视图的螺纹轴公差。通常，允许 Solid
Edge 决定螺纹轴公差可提供最佳结果。仅当稍稍偏离视图平面平行或垂直
方向的孔的螺纹未显示在视图中时，才应清除此复选框并手动设置螺纹轴
公差。对于局部放大图而言，此选项不可用。

螺纹轴公差

当取消选中“由 Solid Edge 决定螺纹轴公差”时，指定螺纹轴公差
值。可以设置的螺纹轴公差范围为 0 到 5 度（包括边界值）。

由 Solid Edge 决定相切公差（建议）

指定是否由 Solid Edge 决定图纸视图的相切公差。通常，允许 Solid Edge 决
定相切公差可提供最佳结果。仅当应在图纸视图中显示为相切的边以可见或隐藏
方式显示时，您才应该清除此复选框并手动设置相切公差。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较大的公差通常可以校正显示效果。对于局部放大图而言，此选项不可用。

相切公差

当“由 Solid Edge 决定相切公差”处于取消选中状态时，指定相切公差
值。可以设置的相切公差范围为 0 到 5 度（包括边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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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边创建

只生成位于裁剪边界内或与裁剪边界重叠的边

通过限制所有裁剪视图或独立的局部放大图的边创建来缩短 VHL 图纸视图处
理时间。选择此复选框后，只生成完全位于视图裁剪边界内或与视图裁剪边
界重叠的边。选择此复选框后，生成视图裁剪边界内外以及与视图裁剪边界
重叠的所有边。

注注注释释释

使用“在视图中绘制”创建的几何图形不受该设置影响。

显示通过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

使用由多个线段定义的切割平面创建剖面视图时，可以使用该选项显示或
隐藏图纸视图中产生的边。

清除该选项后，更新图纸视图时将隐藏通过切割平面线顶点创建的边。设置该
选项时，这些边可见。默认设置已清除。

该选项适用于 2D 剖视图和旋转剖视图。它不适用于 2D 局部剖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并非所有的边情况都由该处理规则处理。对于那些不由该处理规则处理
的边，可以使用“隐藏边”命令来隐藏它们。

简化 B 样条边

始终

始终将模型中的 B 样条几何结构转换为简单几何结构。

仅图纸视图平面外部的边

仅将零件边中与图纸视图的平面不平行的 B 样条几何结构转换为简单几何结构。

从不

从不将模型中的 B 样条几何结构转换为简单几何结构。

零件相交

在诸如压入配合，零件之间有轻微相交的情况下，处理零件相交可以产生更好的
图纸视图结果。更改该设置会导致图纸视图过时。

不处理相交（最快）

指定不处理零件相交。选择此选项时运行速度最快。

处理相交

不创建面相交（快）

在重叠体的相交面中创建零件边。不能创建在重叠主体的相交面之间形成
的边。

创建带螺纹零件的面相交（慢）

为外径和内径螺纹重叠的带螺纹的零件创建重叠主体的面相交。

创建所有面相交（最慢）

为所有重叠的主体创建面相交。选择此选项时运行速度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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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视图

处理部分隐藏的切割面

确保部分隐藏的内部切割面的阴影线只有在给定的剖视图方向可见的区域
内才可见。这可以减少使用“在视图中绘制”功能移除多余阴影线的麻
烦。此选项适用于包括断面在内的所有剖面类型。对于复杂的剖视图，此
选项会降低绘制速度，可能需要清除此复选框。

剖视图中的阴影线肋板

对剖视图中切割肋板上显示的阴影线提供控制。当切割线沿着肋板而不跨
过肋板时，您可能要取消选中此选项。

• 选中此选项时，切割肋板将始终显示阴影线。

注注注释释释

选中此选项时，不会使用“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为选择的肋
板显示生成肋板列表，“覆盖肋板阴影线”命令也不可用。

• 取消选中此选项时，体将显示阴影线，但肋板不显示阴影线。这会导致
显示阴影线的体与未显示阴影线的肋板之间出现可见边。

可以使用“覆盖肋板阴影线”对话框选择要显示阴影线的肋板和不显
示阴影线的肋板。

要了解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见帮助主题在剖视图中设置肋板阴影线。

剖视图、旋转剖视图和局部剖视图中肋板阴影线的默认设置是在“制图标
准”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中设置的。

草图质量视图

视图质量

指定表示工程图视图中零件边的直线串的相对精度。视图质量越高，表示
零件边的直线串上的小平面越小。视图质量范围为 1（最快和最不精确
的设置）到 3（最慢和最精确的设置）。为尽量提高性能，应使用可生
成所需结果的最低值。默认值 2 适合大多数应用程序。如果需要更高的
质量，请将草图质量视图转换为高质量视图。

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导致问题的因素 - 图纸视图属性

本主题提供图纸视图属性可能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找不到文件

无法读取部件的几何结构

剖面无法切割零件

VHL 计算失败

无法读取部件几何体

检查失败特征的关联模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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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无法切割零件

一般是由非多种条件导致此消息（输入设置的三个或多个曲面共享一个公共边）。重新
定义输入集来消除非歧义条件。

VHL 计算失败

模型中包含无效的几何体。

找不到文件

检查文件位置及名称,然后重试。

切线公差和螺纹轴公差

通常，Solid Edge 可决定切线公差和螺纹轴公差将会提供最佳结果。仅当在图纸视图
中切线或螺纹零件显示有问题时，才能手动清除这些复选框并设置这些值。为保持整个
视图质量，应将这些公差设置为可解决显示问题的最小值。

查查查询询询

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查查查找找找零零零件件件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图纸视图中的某个元素。

• 右键单击零件视图边框。

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属性”。

3.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内，单击“显示”选项卡。

4. 在零件明细表中，高亮显示您要查询的零件。

5. 在查询列表中，选择您想要使用的零件。

6. 单击“执行查询”按钮。

与该查询相匹配的零件便高亮显示在零件明细表中。

创创创建建建新新新的的的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查查查询询询

1. 在“库”选项卡中，单击“查询”选项卡 。

2. 在“查询”选项卡中，单击“新建查询”按钮 。

3. 在“查询”对话框中，设置要定义搜索准则的选项。

4. 单击“确定”。

此时会将新查询添加到“查询”选项卡和图纸视图属性内的查询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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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示示示

• 您可以使用快捷菜单中的命令来编辑、删除和重命名“查询”选项卡中的
查询条目。

• 可以通过“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页面来创建、操作和执行查询。

使使使用用用查查查询询询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隐隐隐藏藏藏对对对象象象

您可以创建查询以查找特定的模型对象类型，然后在图纸视图中隐藏所有实例。以
这种方法使用查询，可以快速简化复杂装配模型的图纸，而无需在每个装配内选择
和隐藏个别零件。

1.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选项卡中，单击“新建查询”按钮 。

2. 在“查询名称”框中，键入查询的描述性名称。

3. 在“查询”对话框中的“查询标准”下，执行以下所有操作：

a. 从“属性”列表中选择“部件类型”属性。

b. 从“条件”列表中选择“是（精确）”。

c. 从“值”列表中选择要查找的几何体类型。

例如，您可以查找在结构框架、线束、管道和管件模型中创建的实体零件、一
般装配部件和部件。

示示示例例例

在复杂管件模型中，您可以隐藏管件部件实体，而仅显示管件中心
线。从“值”列表中选择“管件”，然后从“条件”列表中选择“是
（精确）”。

d. 单击“添加至列表”。

4. 单击“确定”保存查询。

5.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页面中，执行以下所有操作：

a. 在“零件”列表框中，选择顶层装配。

b. 在“选定零件的显示”下，清除“显示”复选框。

c. 在“查询选定项”下，单击“执行查询”。

6. 更新图纸视图。

选定的部件类型将在图纸视图中隐藏。

查查查询询询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

“查询”选项卡是工程图中停靠窗口选项卡设置的一部分。 它显示可用的查询列表，
并允许您创建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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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查询

打开“查询”对话框。

查询

列出已定义的查询。

“““查查查询询询”””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环环环境境境）））

使用您定义的搜索标准在图纸视图中查找零件和部件。找到之后，您可以在图纸视图
中将其隐藏（或仅显示零件或部件）。

查询名称

定义查询的名称。

查询标准

指定查询搜索标准。

属性

列出您可以搜索的属性。

条件

定义正在搜索的属性的条件自变量。例如，您可以定义一个“条件”选项设置
为“包含”、“属性”选项设置为“材料”，而“值”设置为“钢”的查询。
将选中材料属性中包含 "Steel" 一词的所有零件。

值

定义要在指定属性中搜索的值。您可以输入您想要搜索的任何文本。通过用分
号 (;) 分隔各个值，可以在一个操作中搜索多个值。例如，通过输入 Steel;
Copper，可以搜索材料属性为钢或铜的零件。

添加到列表

将指定的搜索准则添加到“查找匹配以下标准的项”列表中。

查找匹配以下标准的项

显示要在搜索中使用的标准。

全部匹配

与列出的所有标准相匹配

任意匹配

与列出的任意标准相匹配。

移除

从“查找匹配以下标准的项”列表中移除所选条目。

只搜索子节点

将查询限制到叶节点中。这会使您的某些查询（如不是查询）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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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2D2D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和和和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2D2D2D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和和和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2D2D2D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2D 图纸视图由 2D 元素组成。它不与 3D 模型相关联。通过使用 2D 图纸视图，您可以
在不更改零件或装配文档的情况下快速创建或修改图纸视图。

创建零件或装配的 2D 图纸视图时，可以采用转换 3D 零件视图的方式，也可以自己
绘制 2D 图形。您也可以导入一个 2D 设计文件，然后用它来创建 2D 视图。可以
将 2D 图形的图层放在 2D 视图之上。

这样任何时候添加或编辑 2D 图形元素时，都会获得全套绘图工具。这些工具包括绘图
和关系命令，使您可以轻松绘制零件或装配的精确 2D 表示。

注注注释释释

有关在 Solid Edge 中绘制 2D 图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绘制 2D 元素。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2D 模型视图是放置在几何体工作图纸中的缩放后 2D 图纸视图，几何体在 2D 模型图纸
上使用全比例。可以创建多个引用 2D 模型几何体的 2D 模型视图，并且对于根据 2D
模型图纸上的几何体所创建的每个视图，用户可以定制裁剪边界。

创创创建建建 2D2D2D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有多个命令与从现有图形创建 2D 视图相关：

• “2D 模型视图”命令 - 创建一个参考 2D 模型图纸上的几何图形的 2D 视图。
使用“图纸区设置”命令（该命令仅适用于 2D 模型图纸）在 2D 模型空间中
设置按比例缩放的工作区域。

• “转换为 2D 视图”命令 - 将 3D 零件视图转换为 2D 几何图形。一旦将零件视图
转换为 2D 视图，它就不再与零件或装配文档相关联。

• “在视图中绘制”命令 - 可用于放置在工作图纸页上的 3D 零件、装配或钣金视
图。该命令将打开一个“2D 视图编辑”窗口，供您在视图中绘图，并以 1:1 的
比例添加注释。

• 2D 视图命令 - 已由“2D 模型视图”命令替代，但仍可通过定制使用。

3-2303-2303-23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制作

2D2D2D 绘绘绘图图图比比比例例例

在放置在工作图纸页上的 2D 视图中绘图时，通常采用 1:1 的比例。您也可以直接在
工作图纸页上绘图。如果以后您决定对直接绘制在图纸页上的图形进行按比例缩放，只
需使用“剪切”、“复制”和“粘贴”命令来将它们移动或复制到图纸视图中。

工作图纸上的尺寸和注释大小与图纸视图比例尺无关。例如，如果将尺寸文本的高
度和大小定义为 0.125 英寸或 3.5 毫米，则这些值就是打印出来的图纸上的尺寸文
本的实际值。

使使使用用用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

您也可以使用 2D 模型空间中的 2D 模型图纸。图纸区设置命令可定义一个按比例缩放
的工作区域，从中可按照相对于零件或装配大小的适当比例来创建和编辑 2D 设计并为
之添加注释，同时以相对于图纸页尺寸的适当比例进行打印。

在 2D 模型图纸上工作时，始终可使用自动隐藏图层。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工工工作作作流流流

该工作流用于创建工程图文档中的 2D 模型视图。

首先，使用“2D 模型图纸”命令显示全比例的 2D 模型图纸。每个文档有一个 2D 模
型图纸。

接下来，使用“图纸区设置”命令在 2D 模型图纸上定义一个工作空间。

接下来，采用设计文件导入、将现有 .dft 文件拖至图纸以及 2D 线条绘制工具的任意
操作组合，在 2D 模型图纸中放置或创建设计几何体。

在工作图纸页上，使用“2D 模型视图”命令创建一个或多个参考 2D 模型几何图形的
2D 模型视图。对于根据 2D 模型图纸上的几何图形所创建的每个视图，用户可以定制
剪裁边界，并为每个视图指定唯一的标题。

从从从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可以使用“局部放大图”命令由 2D 模型视图，或已转换为 2D 几何图形的图纸视
图创建关联局部放大图。可以创建一个显示圆形局部放大区域的局部放大图，或
具有定制边界的局部放大图。

单击此处了解有关 Solid Edge 局部放大图及其创建步骤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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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2D2D 视视视图图图和和和关关关联联联

如果在功能区的“相关”组中设置了“保持关系”选项，则可以关联方式更新您在 2D
视图中绘制的图形，这与在“零件”环境中绘制的轮廓类似。您可以通过放置主动尺寸
并应用关系来控制元素的大小和位置。

隐隐隐藏藏藏构构构造造造图图图形形形、、、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要在图纸视图中隐藏元素、但不要将隐藏元素指定给各个图层，则可使用自动
隐藏图层。可隐藏结构几何图形、尺寸和某些注释。例如，您可以在 2D 模型图纸
的“自动隐藏”图层中放置尺寸，以便驱动几何图形的大小，并且当在工作图纸中
放置图纸视图时不显示尺寸。

• 在 2D 模型图纸中绘制和标注尺寸时，可使用自动隐藏图层。您可使用“2D 模型视

图”命令 来创建 2D 模型图纸几何图形的图纸视图，并且“自动隐藏”图层
中的所有元素都会自动隐藏。

• 右键单击图纸视图并选择“在视图中绘制”命令时，系统也将自动创建“自动隐
藏”图层。关闭“在视图中绘制”窗口时，自动隐藏图层上的元素会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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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完完成成成 2D2D2D 视视视图图图

当您在工作图纸上的 2D 视图中完成绘图时，单击命令条上的“返回”按钮可以关
闭“2D 视图编辑”窗口。关闭 2D 视图窗口后，可以向图纸页中添加从动尺寸和
注释（如焊接符号和特征控制框等）。

如果在 2D 模型图纸上的 2D 模型空间中进行操作，可以直接在图纸上添加和编辑
注释及尺寸。单击“图纸”选项卡时，您在 2D 模型图纸中添加的图形将在工作图
纸的 2D 视图中可见。

编编编辑辑辑 2D2D2D 视视视图图图

需要在 2D 视图中编辑 3D 模型图形时，可双击该视图。也可以使用快捷菜单中的
“在视图中绘制”命令。

如果 2D 视图图形是从 2D 模型图纸中作为块创建或作为一个文件拖至图纸创建的，则
可以使用快捷菜单上的“打开”命令来打开要编辑的图形。或者，您可以使用“解块”
命令将块分解为基本元素以分别操控。

如果 2D 视图是以关联方式创建的，则可以通过编辑主动尺寸来修改图形。当关闭 2D
视图时，放置在图纸页上的从动尺寸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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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2D“2D 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创建二维视图。当通过单击或单击并拖动操作来定位二维视图时，此命令将打开“二维
视图编辑”窗口，以便在该视图中绘制二维元素。

“2D 视图”命令的功能已被“2D 模型视图”命令替换，该命令允许您在单个“2D 模
型”图纸上创建和编辑多个 2D 模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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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二二二维维维视视视图图图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单击“二维视图”按钮。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单击以默认尺寸放置二维视图，或单击并拖动放置二维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在“二维视图编辑”窗口上，使用提供的用于绘制二维视图的命令。

步步步骤骤骤 4:4:4: 在命令条上，单击“返回”。

提提提示示示

• 当您关闭二维视图窗口时，您放置在“自动隐藏”层上的所有元素都会
自动隐藏。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3-2353-2353-235



第第第 333 章章章 图纸制作

编编编辑辑辑二二二维维维视视视图图图

步步步骤骤骤 1:1:1: 双击二维视图。

步步步骤骤骤 2:2:2: 在“二维视图编辑”窗口上，使用为编辑二维视图而提供的命令。

步步步骤骤骤 3:3:3: 在命令条上，单击“返回”。

提提提示示示

当您关闭二维视图窗口时，您放置在“自动隐藏”层上的所有元素都会自动隐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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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要创建 2D 模型视图，几何体必须显示在工程图文档中的 2D 模型图纸上。

1. （显示 2D 模型图纸）从功能区中，选择“视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2D
模型”，然后单击标记为“2D 模型”的文档图纸选项卡。

2. （定义 2D 模型工作空间）从“应用程序”菜单中，选择“图纸区设置”命令，然
后在“图纸区”对话框中指定最终打印的图纸大小、总设计尺寸和比例。

3. 在 2D 模型图纸上放置要创建 2D 模型视图的 2D 几何体。

示示示例例例

可以拖放工程图文件或者导入 .dwg 或 .dxf 设计文件。可以将注释和尺
寸添加到几何体中，并且在创建 2D 模型视图之前，可以使用线条绘制工
具将几何体添加到设计中。

4. （创建设计的 2D 视图）在工程图文档中单击工作图纸选项卡，然后选择“绘制

草图”选项卡→“图纸视图”组→“2D 模型” 。

注注注释释释

在 2D 制图中，“2D 模型”命令位于“表”选项卡上。

5. 在 2D 模型图纸上，单击以定义 2D 视图裁剪边界的第一个点。移动鼠标，然后再
单击以从第一个点的对角线处定义第二个点。

2D 模型图纸自动闭合，起始工作图纸将重新显示。在放置视图之前，可以设
置“2D 模型视图”命令条中的选项。

6. 在“2D 模型视图”命令条上，根据需要设置新视图的样式、标题选项。

7. 单击命令条上的“属性”按钮，在“2D 模型视图属性”对话框中定义其他视
图属性。

有关这些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常规”选项卡（“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

8. 在工作图纸上，单击以放置 2D 模型视图。

提提提示示示

• 在放置视图后也可以编辑 2D 模型视图的属性。选择视图边框，然后在其
快捷菜单上单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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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

在 2D 模型图纸上创建 2D 模型几何体的 2D 模型视图。可创建比例为 1:1 的多个
2D 模型视图，然后定制每个视图的裁剪边界。将视图放置到工作图纸上后，可以
添加注释并完成图纸。

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比比比例例例

还可使用“图纸区设置”命令在 2D 模型图纸上（可在此处按 1:1 的比例绘图和添
加注释）定义工作空间。这使文本可显示在 2D 几何体中，并且按照页面大小的适
当高度进行打印。您还可以灵活地在“2D 模型”图纸上或在工作图纸上缩放的 2D
模型视图中添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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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2D2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选择“2D 模型视图”命令并指定几何裁剪边界后，系统将显示该命令条以供您设置视
图选项，随后您可以单击将其放置在图纸页上。

取消

回到图纸页并取消“2D 模型视图”功能。

图纸视图样式映射

指定图纸视图使用预定义的样式。样式的设置方法是，将“2D 模型视图”元素映射
到“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图纸视图样式”选项卡上的某个样式。可在“图
纸视图样式”对话框中定义样式格式。

清除“图纸视图样式映射”按钮后，可以选择并应用各个样式。从“图纸视图样
式”列表中选择样式。

图纸视图样式

为 2D 模型视图选择样式。启用“图纸视图样式映射”后，此选项不可用。

属性

打开“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以设置 2D 模型视图的选项。

比例

指定图纸比例为标准比率。 指定的比率定义图纸相对于实物大小的大小。对于 2:1
比率，"2" 表示图纸大小，而 "1" 表示实物大小。

使使使用用用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使使使用用用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使使使用用用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可以使用超链接将图纸页上的对象或元素链接到文件或 URL。可以向支持用户属性的
任何工程图对象或元素添加超链接。支持超链接的项目的示例包括图纸视图、2D 直
线几何结构、块、尺寸和某些注释等。

使用超链接可以：

• 链接到公司网站获取材料信息或供应商规范。

• 链接到包含有关图纸某些方面（如焊接规格、装配步骤、有限元分析计算或设
计准则）的本地文件。

• 链接到图像文件，如徽标、安装插图或参考零件照片。

• 链接到物料需求计划 (MRP) 或工程变更通知 (ECN) 的数据库，以获取有关图纸
标题区的信息。

• 链接到其他 Solid Edge 文档。

单击超链接到文件的对象时，在分配给该文件类型的默认查看器中打开目标文件。单击
超链接到 URL 的对象时，在默认浏览器中打开与 URL 关联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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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启启用用用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模模模式式式

要开始，必须启用超链接。选择“插入→超链接”命令可以：

• 添加、编辑和移除图纸页上的对象与外部文件或 URL 之间的超链接。

• 选择、打开和显示以前在图纸上创建的超链接的目标。

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指指指针针针

在超链接模式下，当鼠标到图纸页上的对象和元素中移动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
种类的指针。

显示此指针时，表示还未向对象或元素分配链接。可以单击来选择它，并添加超链接：

显示此指针时，表示已经为对象或元素定义了超链接：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单击来采用此链接，也可以右键单击以编辑、移除或查看与对象或
元素关联的超链接目标名称。

添添添加加加和和和编编编辑辑辑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在超链接模式下，可以在 2D 对象和元素中添加、编辑和移除超链接。不高亮显
示的项就没有超链接。

• 要添加链接，请单击对象，或右键单击项目并从其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编辑链
接”命令。此时为您显示“超链接”对话框，以键入源 URL 或目标文件路径名。还
可以使用“浏览”按钮在计算机文件系统中查找文件。

• 要编辑链接，请右键单击对象并从其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编辑链接”命令。

• 要移除链接，请右键单击对象并选择“移除链接”命令。

打打打开开开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上上上的的的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选择“超链接”命令时，将立刻在图纸页上高亮显示带有以前定义的超链接的所有对
象。这标识了具有附加文件（如规格文档和安装说明）或参考的 Web 页的项目。

• 单击超链接到文件的对象时，在分配给该文件类型的默认查看器中打开目标文件。

• 单击超链接到 URL 的对象时，会在默认浏览器中打开与 URL 关联的网页。

• 要显示目标名称而不打开它，请右键单击超链接的对象或元素，并查看显示在“打
开”命令右侧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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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添添加加加、、、编编编辑辑辑和和和查查查看看看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您可以添加、编辑和移除 2D 对象和元素上的超链接，并且在超链接模式下时还
可以打开并访问图纸上的现有超链接。

添添添加加加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1. 选择“绘制草图”选项卡→“插入”组→“超链接”命令 。

2. 在图纸页上，单击要放置超链接的对象或元素。

3. 在“超链接”对话框中，在“输入链接源”字段中键入 URL 或文件路径名，
或单击“浏览”以查找文件。

• URL 示例：www.solidedge.com

• 文件示例：C:\Temp\flat.psm

• 文档示例：C:\Temp\spec.txt 或 C:\Temp\spec.doc

• 电子邮件示例：mailto:John.Doe@ugs.com

4. 单击“确定”设置超链接。

编编编辑辑辑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1. 选择“绘制草图”选项卡→“插入”组→“超链接”。

2. 右键单击超链接的对象。

3.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添加/编辑链接”。

4. 在“超链接”对话框中，在“输入链接源”字段中重新键入源 URL 或文件名，
或单击“浏览”以查找文件。

5. 单击“确定”以更新超链接。

移移移除除除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1. 选择“绘制草图”选项卡→“插入”组→“超链接”。

2. 右键单击超链接的对象。

3. 在快捷菜单中，单击“移除链接”。

打打打开开开并并并采采采用用用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

1. 选择“绘制草图”选项卡→“插入”组→“超链接”。

2. 右键单击超链接的对象。超链接目标显示在打开：<filename/URL> 关联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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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打开文件或转到网站，则单击“打开”。

提提提示示示

也可以单击现有超链接直接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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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命命命令令令

启用超链接功能。

选择此命令启动超链接模式，从而您可以：

• 添加、编辑和移除图纸页上的对象与外部文件或 URL 之间的超链接。

• 选择、打开和显示以前在图纸上创建的超链接的目标。

“超链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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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超链链链接接接”””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在图纸对象和元素上添加和编辑超链接时，将显示“超链接”对话框。

输入链接源

指定正在将所选对象超链接所至的文件或 URL。

根据您计算机上安装的默认查看器或编辑器以及已定义的文件类型，您可以链接到
任一类型文件。例如，要打开文本文件 (.txt)，您需要诸如“记事本”或“写字
板”的应用程序。您可以指定的其他文件类型的示例，包括 .doc、.xls、.jpeg
和 .bmp。

如果计算机上安装了浏览器，则可以链接到 Internet 或内部网络。

浏览

显示“打开文件”对话框，以便通过浏览查找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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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打开开开（（（链链链接接接）））命命命令令令

在选择的对象上打开文件的超链接或 URL。将在快捷菜单中显示该链接打开的文
件名或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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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添添加加加///编编编辑辑辑链链链接接接命命命令令令

在选定的对象上创建或编辑文件的超链接或 URL。

“超链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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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移移除除除链链链接接接命命命令令令

从选择的对象移除指向文件或 URL 的超链接。

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

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中中中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

在文档中央插入图像或图片。

1. 选择“插入图像”命令 。

随即显示“插入图像”对话框。

2. 在“插入图像”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中指定图像文件和插入方法。

3. （可选）在“边框”选项卡（“插入图像”对话框）中，设置图像边框选项。

4. 单击“确定”，关闭“插入图像”对话框并插入该图像。

5. （可选）仍选择该图像。您可根据需要使用“插入图像”命令条中的选项来更改图
像的高度、宽度、角度、水平/垂直显示以及高宽比。

6. 在自由空间中单击可退出此命令。

提提提示示示

• 要从图像默认位置移动图像，请使用“移动”命令。

• 插入图像后，单击命令条中的“图像属性”按钮可以更改图像边框线属性。

•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图像的快捷菜单来控制其水平或垂直显示及其高宽
比，并显示/隐藏图像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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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模模模型型型中中中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

可在模型面或文档中的任何其他位置插入图像，如徽标或图片。

1. 在“绘制草图”选项卡上的“插入”组中选择“插入图像”命令 。

2. 在 3D 环境中，高亮显示并锁定草图平面。

要了解使用方法，请参见帮助主题：锁定或解锁草图平面。

3. 在“插入图像”对话框的“常规”页中指定图像文件和插入方法。

4. （可选）在在“插入图像”对话框的“边界”页中设置图像边界选项。

5. 单击“确定”关闭“插入图像”对话框。

6. 单击要放置图像的位置。

提提提示示示

在放置了图像之后，您可以：

• 使用“插入图像”命令条上的选项来更改图像高度、宽度、角度、水平/竖
直显示以及宽高比。

• 选择图像，然后将其移动或旋转。从“绘制草图”选项卡上的“绘制”组中
的“移动”分离按钮中选择“移动”（或“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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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命命命令令令

将图像插入文档。您可以插入以下文件类型：

• Windows 位图图像文件 (.bmp)

• JPEG 图像文件 (.jpg)

• TIFF 图像文件 (.tif)

注注注释释释

JPEG 图像文件必须采用 RGB 格式。不支持 CMYK 格式。

可链接或嵌入图像，还可控制其显示，包括高度、宽度及高宽比。

在工程图文档中，插入图像的另一种方式是：从桌面拖动图像，或从外部应用程序
（例如，Microsoft Paint）复制和粘贴图像。用此方法插入的图片是以图像对象形
式创建的，而不是以符号形式创建的。

插入的图像对于工作流的建模有很大作用，方式如下： 例如，您可以在图像上绘制
几何体略图，并根据该略图创建特征。 或者，可将图像用作模型中的面或平面上的
标签或识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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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命命命令令令条条条

宽度

设置图像的宽度。

高度

设置图像的高度。

角度

设置图像的方向角度。零度表示与 X 轴水平。角度按逆时针方向增大。

图像属性

显示“图像属性”对话框，用于更改图像边界和其他属性。

水平翻转

水平翻转图像，以使图像的左侧显示在右侧，反之亦然。

垂直翻转

垂直翻转图像，以使图像的顶部显示在底部，反之亦然。

锁定宽高比

锁定图像的宽高比，以便当您处理其尺寸时，图像按比例缩放。

重置宽高比

将宽高比重置为图像的原始比例。

切换边界显示

显示/隐藏图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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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制作

“““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将图像插入文档时，“插入图像”对话框随即显示。在您单击文档中现有的图像或图片
时，此对话框会更名为“图像属性”。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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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边边框框框”””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图像边框属性可以在将图像或图片插入文档时使用“插入图像”命令进行设置，
放置图像后可对其进行编辑。

显示边界

显示/隐藏图像边界。即使边界已隐藏，通过将鼠标移到图像边界也可以定位边界。

样式

用于在工程图文档中插入图像时设置边界线型。向 3D 环境中创建的零件插入图
像时，此列表不可用。

颜色

指定图像边界的线条颜色。

宽度

指定图像边界的线条厚度。

类型

指定图像边界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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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常规规规”””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插插插入入入图图图像像像”””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在向文档中插入图像或图片时，使用“插入图像”对话框中的“常规”页可指定要插
入的图像及其是否要链接或嵌入文档。

在编辑已插入图像或图片的属性时，“常规”页中只有两个可以更改的选项：“透
明颜色”和“图像不透明”。

文件名

指定图像文件的名称。

浏览

访问一个允许您搜索图像文件的“浏览”对话框。

链接到文件

创建一个关联链接，使其指向从中创建图像的文件。如果您要嵌入图像文件，则
清除此对话框。

透明颜色 为图像指定单一的透明颜色。

要应用透明度，请设置“使用透明颜色”复选框，单击“选
取颜色”按钮，然后单击图像缩略图中的一种颜色，指定一种
透明颜色。

要移除透明度，请取消选中“使用透明颜色”复选框。

图像不透明度 为图像指定不透明度属性。指定 0%，图像是完全透明的；指
定 100%，图像是完全不透明的。此“图像不透明”选项在“工
程图”环境中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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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图纸创建活动

活活活动动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放放放置置置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放放放置置置

本活动涵盖了为 Solid Edge 零件放置图纸视图的典型工作流。图纸的种类有很多，但
是在所有 Solid Edge 环境中，视图创建、布局、操控和编辑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事
实上，放置装配视图的步骤与在图纸页上创建零件视图的步骤是相同的。本活动可以让
您初步了解快速而有效创建图纸页的工作流。

完成本活动后，您将能够：

• 在一张图纸页上放置零件的多个视图。

• 操控视图。

• 对图纸视图着色。

• 修改图纸视图属性。

• 创建主图纸视图。

• 创建辅助视图。

• 创建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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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局部放大图。

4-24-24-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创建活动

创创创建建建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档档档

新建 ISO 工程图文档。

▸ 选择“应用程序”按钮→“新建→ISO 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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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置置置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的的的背背背景景景和和和纸纸纸张张张大大大小小小

▸ 将光标定位到 Sheet1 选项卡上方（左下角）并右键单击。在快捷菜单上单击
“图纸设置”。

▸ 在“图纸设置”对话框上，单击背景页。将背景图纸页设置为 A1-Sheet。这样就可
以为制图图纸页设置背景和纸张大小。选中“显示背景”按钮。

▸ 单击“保存为默认”，将 A1-Sheet 另存为该文档的默认边界/背景。保存默认设置
后，该文件中的任何新建图纸将自动默认设置为 A1-Sheet。

▸ 单击“确定”。

▸ 选择“适合”命令，可在活动窗口中显示整个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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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为为为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选选选择择择制制制图图图标标标准准准

▸ 单击“应用程序”按钮。

▸ 单击“Solid Edge 选项”按钮。

▸ 单击“制图标准”。在“制图标准”页上，将“投影角度”设置为“第三角”，并
将“螺纹显示模式”设置为 ISO/BSI，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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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向向向导导导中中中选选选择择择视视视图图图

▸ 在“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中，选择“视图向导”命令 。

▸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中选择 bearblk.par 并单击“打开”。

▸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中设置选项，如图所示，然后单击“下一步”。

▸ 选择前视图 作为图纸视图方向的已命名视图。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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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 在“图纸视图布局”对话框中单击“右视图”和“俯视图”按钮，如图所示，然后
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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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选选选定定定的的的视视视图图图放放放到到到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上上上

▸ 图纸比例将在命令条中显示。确保其设置为 1:1. Solid Edge 可自动指派比例，使
视图在适合图纸的情况下设置得尽可能大些。

▸ 一个矩形将附加到光标上。将矩形移到该图纸的近似中心处，并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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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将将将另另另一一一个个个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放放放到到到该该该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上上上

▸ 选择“视图向导”命令 。

▸ 在“选择附件”对话框中选择 bearblk.par 并单击“确定”。这样就可以放置另
一个零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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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前面的步骤继续执行图纸视图创建向导，并在提示“命名视图”时，单击 ISO，
然后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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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 在命令条上，将视图比例设置为 1:1。然后移动光标，单击以将视图放置到图纸
的右上角，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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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存存存图图图纸纸纸文文文件件件

▸ 在快速访问工具条上单击“保存”，然后在“另存为”对话框中将文件保存
为 bearblk.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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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将将将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放放放到到到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上上上

▸ 在“主页”选项卡→“图纸视图”组中，选择“辅助视图”命令 。请注意，
折叠线会附加到光标。如果智能草图将某一点定位，折叠线将消失。移动光标直至
智能草图停止将点定位，并显示折叠线。

▸ 移动光标穿过图纸前视图，直至折叠线附加到模型的边，如图所示，然后单击
以选择该边为折叠线。

▸ 定位视图，如图所示，并单击。该视图可能与其他视图重叠，因为图纸页的空间
有限。在下一步中移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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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建建建一一一个个个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并并并将将将辅辅辅助助助视视视图图图移移移到到到新新新的的的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 将光标定位到屏幕左下角的 Sheet1 选项卡处，然后右键单击以显示快捷菜单。

▸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插入”以新建一个图纸页。这将向工程图文档添加一张新图
纸 (Sheet2)，并将显示 Sheet2。要在图纸之间切换，则单击您要切换的目标图纸
的选项卡。图纸选项卡位于窗口的左下角。

▸ 单击 Sheet1 选项卡。这会将视图还原到工程图文档中的第一个图纸页。

▸ 单击“选择”工具命令，将光标定位到辅助视图上方，从而视图将高亮显示，然后
右键单击。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属性”。

▸ 在“高质量视图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页中，将图纸从 Sheet1 更改为 Sheet2，
然后单击“确定”。这样可将辅助视图移到 Sheet2。

▸ 单击 Sheet2 选项卡，将 Sheet2 设为活动图纸页。

▸ 将辅助视图拖到左上角，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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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为为为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将切割平面放到俯视图中。该切割平面将用于创建剖视图。

▸ 单击 Sheet1 选项卡以将其设置为活动图纸页。

▸ 选择“切割平面”命令 。

▸ 选择俯视图作为图纸视图以在其中绘制切割平面。窗口更改为“切割平面线”模式。

▸ 单击“缩放区域”按钮，并围绕俯视图定义缩放区域。

▸ 选择“直线”命令 ，绘制切割平面的轮廓线。

▸ 绘制下图中显示的线的序列。锁定左侧竖直边的中点和右上孔的中心点。使用智能
草图关系定位关键点。 如果关键点未高亮显示，请确保在“智能草图”组中已选中
中点 和中心 选项复选框。将光标移到元素上方（而不选中）以激活它们，从而为
关键点定位。与圆的中点或中心水平或竖直共线时，会显示一条虚线。

▸ 在“主页”选项卡→“关闭”组中，选择“关闭切割平面”命令 。

▸ 要完成方向步骤，则将光标移到图纸视图的下面，然后单击以定位切割平面的箭
头，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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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上一步中定义的切割平面来创建剖视图。

▸ 适合视图。

▸ 在“图纸视图”组中，选择“剖面”命令 。

▸ 选定在俯视图上创建的切割平面线作为切割平面，用于创建剖视图。

▸ 在“剖视图”命令条上,单击“模型显示设置”选项 。

▸ 在对话框中清除隐藏边样式选项框。单击消息框中的“确定”，然后单击“图纸属
性”对话框中的“确定”。这将关闭横截面视图中的隐藏边。

▸ 将横截面放到俯视图的下面，如图所示。

▸ 使用“属性”对话框，将剖视图移到 Sheet2。

▸ 单击 Sheet2 选项卡以查看第二张图纸。在辅助视图下面重定位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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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更更更改改改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剖剖剖面面面线线线属属属性性性

▸ 要更改剖面线属性，则选择视图，然后右键单击以显示快捷菜单。在快捷菜单中
单击“属性”。

▸ 在“高质量视图属性”对话框中单击“显示”页。

▸ 在显示填充样式对话框中，取消选中从零件派生框。在显示填充样式列表中选择
ANSI32（钢），并单击消息框中的“确定”，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确定”。

▸ 保存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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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前前前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局局局部部部放放放大大大图图图

▸ 返回到 Sheet1。

▸ 选择“局部放大”命令 。

▸ 单击以将局部放大图的圆形区域中心放到前视图上，然后再次单击以定义局部放大
图的圆形区域半径。视图圆形区域应与下图中显示的类似。

▸ 移动附加到光标上的大圆，使其远离前视图。单击以放置局部放大图，如下所示。

▸ 更改视图属性，以将局部放大图移到 Sheet2。

▸ 切换到 Sheet2。

▸ 在 Sheet2 上，将局部放大图定位到辅助视图和剖视图的右侧，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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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显显显示示示改改改为为为着着着色色色

▸ 返回到 Sheet1。

▸ 在正等测图纸视图上单击。

▸ 在“选择”命令条上，请注意用于显示选定图纸视图的着色选项列表。选择“带可

见边的灰度着色”命令 。

▸ 单击图纸的某一开放区域，以取消选择正等测图纸视图。注意正等测图纸视图周
围的过时边界。

▸ 在“图纸视图”组中，选择“更新视图”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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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等测图纸视图现在显示为着色。

▸ 本活动到此结束。保存并关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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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放置图纸视图、辅助视图、剖视图和局部放大图。您也学
会了如何使用图纸页来组织图纸视图。

活活活动动动：：：创创创建建建装装装配配配图图图纸纸纸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创创创建建建装装装配配配图图图纸纸纸

本活动将演示为爆炸的装配视图创建图纸的方法。

完成本活动后，您将能够：

• 放置装配的图纸视图。

• 创建使用爆炸图装配显示配置的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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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建建建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档档档

新建 ISO 工程图文档。

▸ 选择“应用程序”按钮→“新建→ISO 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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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视视视图图图以以以放放放置置置到到到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定义要放置到图纸页上的视图的类型。

▸ 选择“视图向导”命令。

▸ 将“文件类型：”字段设置为装配文档 (*.asm)。

▸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中，选择培训文件夹中的 carrier.asm 并单击“打开”。

▸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中，选择 .cfg 列表中的爆炸图、PMI 模型视图或“区域”，
然后单击“完成”。

▸ 使用背景图纸 A1-sheet 和视图比例 1:1。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4-234-2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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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爆爆爆炸炸炸的的的装装装配配配视视视图图图

▸ 将图纸视图放置在图纸页的中心处。

▸ 单击“保存”，并在培训文件夹中将文件另存为 mycarrier.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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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将将将前前前视视视图图图放放放到到到新新新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

▸ 在“图纸”选项卡上右键单击，然后单击插入以插入 Sheet2。

▸ 选择“视图向导”命令。该对话框与您首次执行命令时不同，因为此时您已放置
了装配的视图。

▸ 在“选择附件”对话框上单击“确定”。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上，确保未选定任
何配置，并单击“下一步”。

▸ 在“图纸视图方向”对话框上单击定制选项。

▸ 在“定制方向”窗口中，按下 Home 键以显示正等测图。

▸ 单击“VHL Overlay 着色”按钮。

▸ 单击“常规视图”按钮。

▸ 单击“显示面视图”，如图所示。

▸ 单击“顺时针旋转 90°”，如图所示。

▸ 单击右上角的 X 以关闭“常规视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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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图像显示了生成的视图。

▸ 在“定制方向”窗口中单击“关闭”，然后在“图纸视图布局”页中单击“完成”。

▸ 将比例改为 1:1。

▸ 将视图放置到图纸页的左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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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绘绘绘制制制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切切切割割割平平平面面面

在前视图上绘制用于创建剖视图的切割平面。

▸ 选择“切割平面”命令 。

▸ 单击刚刚放置的图纸视图，并构造一条穿过视图中心的切割线。切割平面将如下
图所示。

▸ 选择“关闭切割平面”命令 。

▸ 移动光标，并在切割平面的上部单击以定义切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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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上一步中定义的切割平面来创建剖视图。

▸ 选择“剖面”命令。

▸ 单击刚刚构造的切割线。

▸ 单击“模型显示设置”选项 。

▸ 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上，单击 carrier.asm 旁边的 + 符号以展开装配的零件
明细表。这将显示该装配的所有零件。如果装配中含有子装配，子装配也会显示。

▸ 单击名为 mtgpin.par:1 的零件，然后取消选中“显示”框。这将从剖切处理
中排除该零件。

▸ 单击“确定”，完成在俯视图下面的剖视图放置。您的图纸页的外观应如下图所
示。请注意，安装脚 mtgpin.par 隐藏在剖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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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隐隐隐藏藏藏零零零件件件

在图纸视图中隐藏其他零件。完成此操作后，将显示过时的边界。

▸ 单击“选择工具”，选择新的剖视图。右键单击，然后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属
性”。在“高质量视图属性”对话框的“显示”页上，重复前面的步骤以隐藏
splate.par:1，然后单击“确定”。现在剖视图应显示过时的边界。

▸ 单击“更新视图”命令 。名为 splate.par:1 的零件文件现在在装配的剖视图
中为隐藏状态，而过时的边界则不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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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调调整整整零零零件件件显显显示示示

再次调整显示的零件。这里将演示如何打开和关闭零件在图纸视图中的显示。

▸ 单击“选择工具”，再次选择剖视图。在剖视图上右键单击，然后在快捷菜单
上单击“属性”。单击“显示”页，展开 carrier.asm 的零件明细表，显示除
mtgpin.par 以外的所有零件，然后单击“确定”。

▸ 选择“更新视图”可更新该剖视图。Splate.par:1 现在显示在剖视图中。

▸ 本活动到此结束。保存并关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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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为爆炸的装配视图创建图纸。您也学会了如何控制装配
零件在图纸中的显示。

活活活动动动：：：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快速图纸页是一个工程图文档，其中包含未链接到模型的图纸视图。从路径查找器的
“库”选项卡或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将模型文件拖放到快速图纸页模板时，视图
会填充到模型中。快速图纸页模板只能使用“创建 Quicksheet 模板”命令创建。

本活动将显示使用快速图纸页的过程。

完成本活动后，您将能够：

• 创建快速图纸页模板。

• 填充快速图纸页模板。

• 将用户定义的快速图纸页放在快速图纸页模板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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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建建建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档档档

新建 ISO 工程图文档。

▸ 选择“应用程序”按钮→“新建→ISO 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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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设设设置置置制制制图图图标标标准准准

▸ 单击“应用程序”按钮。

▸ 单击“Solid Edge 选项”按钮。

▸ 单击“制图标准”。在“制图标准”页上，将“投影角度”设置为“第三角”，并
将“螺纹显示模式”设置为 ISO/BSI，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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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在新图纸上放置图纸视图。

▸ 单击“视图向导”命令。

▸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上，确保“查找范围：”字段设置为课程作业文件夹，然后
将“文件类型”选项设置为零件文档 (*.par)。

▸ 选择 dr_plate.par，然后单击“打开”。

▸ 将图纸中显示的这五个视图以 2:1 的比例放置。使用前视图 图纸视图选项。移动
视图，使其适合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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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排列列列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的的的视视视图图图

▸ 排列视图，如图所示，并编辑视图属性。

视图 (A) -“隐藏边样式”关闭。

视图 (B) - 比例 = 5:1，带可见边的着色。

注注注释释释

该图纸视图配置将用作快速图纸页模板。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4-354-3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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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模模模板板板

▸ 单击“应用程序”按钮，然后选择“创建 Quicksheet 模板”命令。

注注注释释释

命令会清空所有图纸视图和零件明细表，然后将文件转换为快速图纸页模板。

▸ 在“创建 Quicksheet 模板”警告框中单击“是”

▸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将模板另存为 quicksheet_a.dft，位于培训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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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填填充充充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模模模板板板

模板 quicksheet_a.dft 仍然打开。您将填充该模板。

▸ 在路径查找器（“库”选项卡）中，将 dr_plate2.par 拖到该模板中。

▸ 显示结果。

注注注释释释

请注意，在结果中，一个视图与标题区相重叠。视图将需要调整以修正此
问题。

▸ 将文件另存为 dr_plate2.dft，然后进行必要的调整。

▸ 关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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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新新新的的的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模模模板板板放放放入入入 SolidSolidSolid EdgeEdgeEdge 模模模板板板文文文件件件夹夹夹中中中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您确定在类似类型零件的常规工作流中使用该模板，则建议将模板添加到
Solid Edge 模板文件夹以便访问。

▸ 将 quicksheet_a.dft 复制到 Solid Edge ST5/Template/Quicksheet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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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快快快速速速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模模模板板板新新新建建建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件件件

使用刚刚添加到 Solid Edge ST5 模板文件夹的快速图纸页模板新建 ISO 工程图文件。

▸ 单击“应用程序”按钮。

▸ 单击“新建”。

▸ 在“新建”对话框上，单击 Quicksheet 页。选择 quicksheet_a.dft，然后
单击“确定”。

▸ 关闭所有文件。这样就完成了快速图纸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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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创建并填充快速图纸页模板。提供该工具是为了简化图纸产
生工作流。在您了解所需的视图和类似类型零件的视图属性设置后，快速图纸页可减少
每次创建图纸过程中所必需的重复步骤。

活活活动动动：：：创创创建建建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创创创建建建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本活动将介绍“断开视图”命令的使用。

完成本活动后，您将能够：在 Solid Edge 中的工程图纸页上创建某一零件的截断图
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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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新新新建建建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档档档

新建 ISO 工程图文档。

▸ 选择“应用程序”按钮→“新建→ISO 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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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 单击“视图向导”命令。

▸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上，确保“查找范围：”字段已设置为培训文件夹，然后将
“文件类型：”字段设置为零件文档 (*.par)。

▸ 选择 dualbar.par，然后单击“打开”。

▸ 在图纸视图创建向导中，确保零件和钣金图纸视图默认选项已如图所示设置，
然后单击“下一步”。

▸ 在“命名视图：”字段中，单击俯视图。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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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 将比例改为 2:1，然后将图纸视图放置到工程图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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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竖竖竖直直直截截截断断断区区区域域域添添添加加加到到到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 单击“选择”工具，然后在图纸视图上右键单击。选择快捷菜单上的“添加
断裂线”命令。

▸ 在命令条上，设置选项，如图所示。

▸ 放置表示待截断区域的两条竖直线，如图所示。

▸ 在命令条上，单击“完成”以创建断开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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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 结果得以显示。

▸ 在命令条上，单击“显示断开视图”按钮 ，将视图显示切换回未断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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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放放放置置置水水水平平平断断断裂裂裂线线线

▸ 使用“水平断裂线”选项 向视图添加另一组断裂线。

▸ 关闭文件并保存为 breakline.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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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带带带不不不同同同断断断裂裂裂线线线类类类型型型的的的断断断开开开视视视图图图

▸ 使用“视图向导”命令新建 ISO 工程图文件，打开该文件，然后放置 bar.par 的
前视图。

▸ 在工具条上放置四组断裂线。各组断裂线的类型不同。

直的

圆柱形

短断裂线 - 线性

长断裂线

▸ 本活动到此结束。保存并关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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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使用水平和竖直断裂线来创建断开视图。您还学会了
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断裂线。

活活活动动动：：：创创创建建建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创创创建建建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本活动将演示“局部剖视图”命令的使用。

完成本活动后，您将能够在 Solid Edge 中的工程图纸页上创建零件的局部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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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新新新建建建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档档档

新建 ISO 工程图文档。

▸ 选择“应用程序”按钮→“新建→ISO 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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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置置置制制制图图图标标标准准准

▸ 单击“应用程序”按钮。

▸ 单击“Solid Edge 选项”按钮。

▸ 单击“制图标准”。在“制图标准”页上，将“投影角度”设置为“第三角”，并
将“螺纹显示模式”设置为 ISO/BSI，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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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

使用“视图向导”命令，在新图纸页上放置图纸视图。

▸ 选择“视图向导”命令。

▸ 在“选择模型”对话框上，确保“查找范围：”字段设置为培训文件夹，并将“文
件类型”选项设置为零件文档 (*.par)。

▸ 选择 crankcase.par，然后单击“打开”。

▸ 按 2:1 的比例将俯视图、前视图、右视图和正等测视图放在图纸页上，然后移
动这些视图，使其适合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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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义义义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剖视图将在正等测图中显示。绘制在前视图中为局部剖视图定义的轮廓。

▸ 单击“局部剖视图”命令 。

▸ 选择前视图。从圆心开始，绘制所示的轮廓。

▸ 选择“关闭局部剖视图”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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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 在俯视图中定义剖面的范围，如图所示。

▸ 选择正等测图纸视图以应用局部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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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编辑辑辑局局局部部部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

▸ 右键单击正等测图，然后单击“属性”。

▸ 在“高质量视图属性”对话框中单击“常规”页，选中显示局部剖视图轮廓，然后
单击“确定”。

▸ 正等测图纸视图的局部剖视图轮廓显示在前视图中。

▸ 要编辑该轮廓，则单击前视图中的矩形轮廓。

▸ 单击命令条上的修改深度。

▸ 键入 80 mm 作为深度，然后按 Enter 键。单击“接受”。

▸ 正等测图现已过时，由视图周围的框表示。

▸ 单击“更新视图”命令 以刷新正等测图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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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创建活动

▸ 局部剖视图将如图所示。

注注注释释释

要移除局部剖视图，请删除用于定义局部剖区域的轮廓。

▸ 本活动到此结束。将文件另存为 broken section.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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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创建局部剖视图。您还学会了如何修改局部剖视图轮廓
以创建不同的断开视图表示。

4-564-564-5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图纸创建活动

课课课程程程复复复习习习

回答下面的问题：

1. 指定创建工程图文档的方式。

2. 描述创建图纸所需的主要步骤。

3. 创建一个或多个主零件视图之后，指定可从这些视图创建的其他视图。

4. 图纸视图有灰色边框意味着什么？

5. 什么是快速图纸页？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4-574-5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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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结结结

可以为零件和装配创建图纸。使用“图纸视图向导”将主视图放置在图纸上。可重新排
列视图、为视图着色、改变视图比例、裁剪视图、在视图上放置尺寸和注释等。如果需
要其他信息，请参考“Solid Edge 帮助”。

4-584-584-5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第 5 章 尺寸、注释和 PMI

设计过程的一个基本部分是将尺寸、注释和产品制造信息 (PMI) 添加到您的图纸和
模型文档中。

• 您可在工程图环境将尺寸和注释添加到图纸中，并在模型环境将尺寸和注释
添加到草图中。

• 您可在零件、钣金和装配环境中将 PMI 添加到 3D 模型。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1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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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尺尺寸寸寸标标标注注注概概概述述述

可以通过测量如元素的大小、位置和方向等特征，将尺寸添加到 3D PMI 模型视图
或 2D 设计几何结构。可以测量直线的长度、点的间距或者直线相对于水平方向或
竖直方向的角度。尺寸与它们所参考的 3D 模型或 2D 元素相关联，因此您可以方
便地进行设计更改。Solid Edge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尺寸标注工具，这使您能够将零
件、装配和图纸归档。

要了解有关在 3D 模型中放置尺寸的信息，请参见 PMI 尺寸和注释。

在“工程图”环境中，您可以使用“主页”选项卡或“绘制草图”选项卡上的“尺寸”
组中的命令来添加尺寸。此外，也可以使用“调入尺寸”命令从零件、钣金和装配
模型中调入尺寸以进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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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各命令来放置以下类型的尺寸：

(A) 线性尺寸

(B) 角度尺寸

(C) 直径尺寸

(D) 径向尺寸

(E) 尺寸组

可以使用下列尺寸命令：

• 智能尺寸命令

• “间距”命令

• “夹角”命令

• “坐标尺寸”命令

• “角坐标尺寸”命令

• “对称直径”命令

• “倒斜角尺寸”命令

每个尺寸命令都有一个命令条，用来设置关于放置尺寸的选项。选择现有尺寸时，将显
示相同的命令条，以使您可以编辑尺寸特征。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3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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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尺尺尺寸寸寸控控控制制制元元元素素素

您可以放置一种用于控制它所涉及的元素的大小或位置的尺寸。此类尺寸称为锁定尺
寸。如果更改锁定尺寸的尺寸值，则元素更新以匹配新值。

解锁尺寸的值由其参考的元素来控制，或由用户定义的公式或变量来控制。如果元
素、公式或变量发生更改，则尺寸值会相应进行更新。

由于锁定尺寸和解锁尺寸都与其所指的元素相关联，因此可以更容易地更改设计，而不
必在更新设计时删除并重新应用元素或尺寸。

锁锁锁定定定和和和解解解锁锁锁尺尺尺寸寸寸

通常，可设置或清除“尺寸”命令条上或“尺寸值编辑”对话框中的锁定选项，
以指定尺寸是锁定尺寸还是解锁尺寸。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锁定”按钮不可用，请在“主页”选项卡或“绘制草图”选项卡上的
“相关”组中设置“保持关系”选项。

在“工程图”环境中，尺寸可作为锁定的或解锁的尺寸放置，具体取决于“保持关系”
命令的设置。如果设置“保持关系”，则默认情况下锁定尺寸。这些例外应用于：

• 在零件视图上放置的尺寸始终是解锁的。

• 在图纸页上的元素和 2D 视图之间放置的尺寸只能是解锁的。

尺尺尺寸寸寸颜颜颜色色色

通过颜色可以区分锁定尺寸和解锁尺寸。同步建模环境中的默认颜色与“工程图”环
境中的不同。

更更更改改改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颜颜颜色色色

在“工程图”环境中，为每种尺寸类型定义的颜色均为尺寸样式的一部分，可使用
“样式”组中“视图”选项卡的“样式”命令编辑。可在“修改尺寸样式”对话框
的“常规”页面更改锁定和解锁尺寸的默认颜色。

• 锁定尺寸的默认颜色——黑白由“驱动尺寸”选项设置。

• 解锁尺寸的默认颜色——深青色由“从动尺寸”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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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按按按比比比例例例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

您可以通过将从动尺寸的尺寸值设置为不按比例来覆盖它的值。例如，即使将 15 毫米
的尺寸值 (A) 覆盖为 30 毫米，您看到的直线的实际长度仍然是 15 毫米 (B)。Solid
Edge 在不按比例尺寸的值下添加下划线。

选择尺寸后，“不按比例”命令会显示在关联菜单中。

放放放置置置尺尺尺寸寸寸

要添加元素的尺寸，您可以使用一个尺寸命令，例如“智能尺寸”，然后选择您要
标注尺寸的元素。

当您放置尺寸时，软件会显示正在放置的尺寸的临时、动态显示。这个临时的显示
指明了您在当前鼠标光标位置处单击后新尺寸将具有的外观。尺寸方向随着鼠标光
标的移动而变化。

例如，在您单击“间距”命令并选择原点元素 (A) 以及测量终止元素 (B) 后，尺寸将
根据您放置鼠标光标的位置 (C) 和 (D) 的不同以动态方式调整其方向。

由于您可以在放置期间以动态方式控制尺寸的方向，所以，您能够快捷并且高效地
放置尺寸，而不需要使用多个命令。每个尺寸命令都具有动态放置功能，允许您
在放置尺寸之前控制其外观。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设置了“智能草图交点”选项，并且您选择了“间距”，则可以放置测量离
两个元素的交点的距离的从动尺寸。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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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捕捕捉捉捉关关关键键键点点点和和和交交交点点点

放置尺寸时，可以使用快捷键来选择并捕捉关键点或交点。找到直线、圆或其他想要捕
捉的元素后，可以按以下快捷键之一将点坐标应用于正在运行的命令：M（中点）、I
（交点）、C（中心点）和 E（端点）。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选择及捕捉点。

使使使尺尺尺寸寸寸线线线共共共线线线且且且同同同心心心

您可以拖动现有尺寸，使之恰好与另一尺寸对齐。

• 当您拖动线性尺寸 (A) 时，可以定位另一尺寸，以显示点线对齐指示符 (B)。当您
释放鼠标时，第一个尺寸恰好与第二个尺寸共线对齐。

• 您可以利用相同的技巧移动径向尺寸，使之恰好与另一径向尺寸同心对齐。

对对对齐齐齐尺尺尺寸寸寸文文文本本本和和和指指指引引引线线线折折折线线线点点点

您可以使用“文本对齐”命令，以及在“文本对齐”命令条上选择的对齐选项，按
其尺寸文本对齐尺寸。命令条上的其他两个选项将使用指引线折线点代替尺寸文
本对齐线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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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驱驱驱动动动尺尺尺寸寸寸放放放置置置到到到交交交点点点

有时需要放置到两个元素的交点的驱动尺寸。通过对使用“点”命令创建的轮廓点
标注尺寸，可以执行此操作。

例如，可在两条轮廓线的理论交点处创建一个点，然后使用“间距”命令和“通过 2
点放置”选项对您创建的点标注尺寸。上述操作会产生一个锁定尺寸，可使用该尺
寸来控制距离、大小或形状。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将驱动 2D 尺寸放置到交点。

用用用尺尺尺寸寸寸轴轴轴放放放置置置尺尺尺寸寸寸

“尺寸轴”命令设置图纸页或轮廓平面上尺寸轴的方向。使用“间距”或“坐标尺寸”
命令时，可以使用新的尺寸轴，而非图纸页或轮廓平面的默认轴。在定义尺寸轴之后，
可以放置与尺寸轴平行或者垂直的尺寸。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7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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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之之之间间间放放放置置置尺尺尺寸寸寸

您可以添加测量同一模型不同视图中各边之间距离的尺寸，如主视图和局部放大
图、裁剪视图或断开视图之间。

除模型应相同之外，图纸视图还必须共享相同的视图平面。例如，可在具有相同前方
向的前视图中的边和局部放大图中的边之间添加尺寸，但不能在侧视图的边和前视
图的边之间添加尺寸。

您可以：

• 使用可测量两个元素间距离或角度的任意命令，在图纸视图间放置尺寸。

• 选择边、中心标记、螺栓孔圆、中心线、钣金折弯线、管件中心线、关键点，以及
图纸视图中的隐藏线以便放置尺寸。

使使使用用用栅栅栅格格格标标标注注注尺尺尺寸寸寸

使用栅格和栅格选项对话框上的“捕捉栅格”选项可以轻松地创建和对齐尺寸。可以
捕捉栅格点或栅格线。

修改现有尺寸时，可以选择尺寸的任何部分（直线、文本或手柄）并拖动它，它将对
齐入位。关闭栅格时，也就关闭了“捕捉栅格”功能。

自自自动动动标标标注注注尺尺尺寸寸寸

您可以使用两种方式自动添加尺寸和生成约束几何图形的几何关系：

• 编辑现有轮廓时，您可以使用“关系助手”命令。这是为所有进入 Solid Edge 的
2D 信息（包括来自其他系统的信息）标注尺寸和设置简单几何关系的快速方法。

• 绘制新元素时，您可以使用自动标注尺寸命令。“智能草图”对话框上的“自动标
注尺寸”页上的选项控制着何时绘制尺寸以及是否使用尺寸样式映射。

使使使用用用关关关系系系助助助手手手

关系助手命令有助于您完成轮廓或草图，或使其完全参数化。在对形状应用了所有
的重要尺寸和关系之后，您可以使用“关系助手”命令来应用任何遗漏的几何关系
或尺寸关系，以帮助您完全约束模型。您最好通过使用“显示可变性”选项检查自
由度来检查一下轮廓。

还可以使用“关系助手”命令条根据当前关系和尺寸显示还需要多少关系以及形
状如何变化。

要确定还需要多少关系以及轮廓或草图如何变化，请拖动围栏选中轮廓，接着单击命令
条上的“接受”按钮。然后单击命令条上的“显示可变性”按钮以显示所需关系数。程
序还会显示一个用高亮显示色表示的临时轮廓，以展示一种可能的轮廓变化方式。可
以重复单击“显示可变性”按钮来查看其他变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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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置置置尺尺尺寸寸寸格格格式式式

如果您想让两个或更多个尺寸具有相同的外观，可以选择尺寸，然后通过命令条应用样
式。如果您想对尺寸设置格式以使它们具有独特的外观，可以选择尺寸，并通过命令条
或快捷菜单中的“属性”命令编辑格式。

要了解如何指定尺寸端符的格式，请参阅设置端符大小和形状。

使用“尺寸前缀”对话框中的选项可以向尺寸值添加前缀、后缀、上标、下标文本
和补充信息。放置或修改尺寸时可以使用此对话框。要了解如何使用，请参阅添加
和编辑尺寸文字。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9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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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向尺尺尺寸寸寸投投投影影影线线线添添添加加加断断断开开开

当尺寸互相交叉时，标注了尺寸的图纸可能变得杂乱无章而难以阅读。使用“添加
投影线断开点”命令，您可以在选定尺寸 (A) 上向投影线添加断开。结果是在投影
线 (B) 与另一个尺寸 (C) 交叉之处向前者插入断开间隙 (D)。在视觉上，断开表
现为在交点处不绘制投影线。

(A) = 所选尺寸

(B) = 投影线（被断开）

(C) = 交叉尺寸（未断开）

(D) = 断开间隙

投影线间隙的用途是加入明显的空白并提高可读性。间隙大小是由“线和坐标”选项
卡（“尺寸属性”对话框）上的“断开”选项设置的。

要在与其他尺寸交叉的尺寸文本周围添加一个断开，请在“文本”页面（“尺寸属性”
对话框）上设置“用当前的背景颜色填充文字”选项。

只要连同几何结构一起选择断开和被断开尺寸，就可以剪切、复制和粘贴带有投
影线断开间隙的尺寸。

所断开的尺寸投影线在视图更新过程中保留其设置，在因美观原因重定位尺寸文
本或直线时也是如此。

使用“移除投影线断开点”命令可以移除投影线断开点。

向向向尺尺尺寸寸寸投投投影影影线线线添添添加加加折折折线线线

通过向尺寸投影线添加折线可以提高已标注尺寸的图纸的清晰度，还可以避免尺寸线重
叠。坐标尺寸、线性尺寸、直径尺寸、对称直径尺寸和圆直径尺寸中支持此功能。

• 通过将 Alt 与单击鼠标结合使用可将一个或多个折线添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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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尺寸的尺寸线。

线性、对称直径、圆直径和直径间距离的水平或竖直尺寸投影线。

• 在按住 Alt 键的同时单击折线关键点可以移除现有尺寸中的单个折线。

• 使用命令条上的“折线”按钮可以移除选定尺寸线或投影线上的所有折线。

• 可以拖动折线创建的段或操纵点，以更改折线线的长度和方位。

在向堆栈式或链式尺寸添加折线时，存在一些限制。请参见帮助主题：尺寸组。

复复复制制制尺尺尺寸寸寸数数数据据据

在 Solid Edge“工程图”环境中，您可以将诸如前缀字符串、尺寸显示类型和公差字
符串之类的数据从一个尺寸复制到另一个尺寸。也可以使用“复制属性”命令将与一个
尺寸或注释关联的样式属性复制到另一个尺寸或注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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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鼠鼠鼠标标标滚滚滚轮轮轮更更更改改改尺尺尺寸寸寸

可以使用鼠标滚轮更改主动尺寸或系统尺寸。滚动滚轮时，尺寸将以 5% 的增量增加或
减少。例如，如果尺寸是 100 mm，则尺寸每次将增加或减少 5mm。

可以使用鼠标滚轮更改尺寸，方法是选择要更改的尺寸，然后向前滚动滚轮增大尺
寸或向后滚动滚轮减小尺寸。

“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常规”页面上的某个选项可控制鼠标滚轮的功能。

• 如果未选中“使用鼠标滚轮启用值更改”选项，则可将 Ctrl 与鼠标滚轮结合使用
来更改尺寸值。

• 如果已选中此选项，则可使用鼠标滚轮来更改尺寸值。

在在在尺尺尺寸寸寸中中中使使使用用用表表表达达达式式式

在许多情况下，一项设计中的个别特征的尺寸是相关的。例如，用来制造钣金件的折弯
半径通常是毛胚厚度的函数。可以利用表达式来定义这些类型的设计关系，并使它
们自动化。您可以选择尺寸，然后使用“工具”选项卡中的“变量”命令来输入公
式。求解公式之后，尺寸值就更改为计算公式所得的值。

为了以下目的，您可能想使用带有表达式的尺寸：

• 通过一个尺寸驱动另一个尺寸；尺寸 A = 尺寸 B

• 通过公式驱动尺寸；尺寸 A = pi * 3.5

• 通过公式和一个尺寸驱动另一个尺寸；尺寸 A = pi * 尺寸 B

设设设置置置或或或修修修改改改测测测量量量单单单位位位

通过选择尺寸并使用快捷菜单中的“属性”命令可设置尺寸的测量单位。可使用“应
用”菜单中的“属性→文件属性”命令来设置文档的测量单位。

显显显示示示可可可变变变性性性

“关系助手”命令条上的“显示可变性”选项可显示 2D 元素如何根据其尺寸和关系而
改变。使用“关系助手”命令可以查看现有自由度所允许的形状中的变化类型。

要了解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见帮助主题：显示如何更改轮廓或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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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跟跟踪踪踪已已已更更更改改改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与与与注注注释释释

在 Solid Edge“工程图”环境中更新图纸视图时，可以跟踪已更改或从模型删除的尺
寸和注释。要打开“尺寸跟踪器”对话框以便能识别这些更改，请使用“工具”选项卡
→“助手”组→“跟踪尺寸变化”命令。

• 在图纸上，对每个已更改的尺寸和注释都用一个符号标注作标志。

• 在“尺寸跟踪器”对话框中，已更改的项目以列格式显示。通过单击列标题，可
对这些更改进行排序。

• 可以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并为图纸上的符号标注标签指派版本名称。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跟踪尺寸和注释的更改。

为为为钣钣钣金金金折折折弯弯弯标标标注注注尺尺尺寸寸寸

在钣金折弯上标注尺寸时，Solid Edge 将考虑尺寸相对于折弯的位置，并且将自动通
过“快速拾取”提供最佳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可用于为下列其中一项标注尺寸：

• 图层面相交

• 折弯轮廓线

注注注释释释

放置尺寸时，可以按 I 在“快速拾取”中提供的不同尺寸捆绑选项之间切换。

编辑折弯角时，图层面相交和折弯轮廓线之间的捆绑样式将随之更新。

当您更改角度时，捆绑点将动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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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尺尺寸寸寸类类类型型型

线性尺寸测量直线的长度或两个点或元素的间距。您可以使用“坐标”、“间距”、
“智能尺寸”和“对称直径”命令来放置线性尺寸。

角度尺寸测量直线的角度、圆弧的扫掠角度，或者两条或更多条直线或两个或多个点的
夹角。您可以使用“夹角”和“智能尺寸”命令来放置角度尺寸。

半径尺寸测量诸如圆弧、圆、椭圆或曲线之类的元素的半径。您可以使用“智能
尺寸”命令来放置半径尺寸。

直径尺寸测量圆的直径。您可以使用“智能尺寸”命令来放置直径尺寸。

坐标尺寸测量从公共原点到一个或多个关键点或元素的距离。

可以使用 Solid Edge 中的以下命令来放置尺寸：

• 智能尺寸命令

• “间距”命令

• “夹角”命令

• “坐标尺寸”命令

• “角坐标尺寸”命令

• “对称直径”命令

• 倒斜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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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的组成如下：

(A) 投影线 (E) 折线

(B) 尺寸线 (F) 符号

(C) 尺寸值 (G) 连接线

(D) 端符

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

可以使用“坐标尺寸”命令和“角坐标尺寸”命令来放置尺寸，这些尺寸是从公共原点
到一个或多个关键点或元素的距离测量值。

可以按任意次序，在原点的任意一侧放置坐标尺寸。也可以添加、移除和修改尺
寸线上的折线，以便于定位所有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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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公共原点的坐标尺寸是坐标尺寸组的成员。

放放放置置置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

要放置坐标尺寸，首先选择一个原点元素以建立测量起始点 (A)，然后放置原点符
号 (B)。

随后选择一个远离原点的元素作为测量终止点 (C)，然后定位尺寸 (D)。 该尺寸测
量从原点元素到测量终止元素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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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更轻松准确地对齐一组坐标尺寸的尺寸文本，若干内置的抓取对齐位置允
许在放置或修改坐标尺寸时对齐文本。

通过将坐标尺寸组中的任意尺寸选择为原点，然后选择要标注尺寸的附加元素，可以将
附加的坐标尺寸添加到现有的坐标尺寸组中。

移移移动动动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组组组

在“工程图”环境中，可以通过在原点符号上拖动跟踪点来移动一组坐标尺寸。选择原
点，将光标定位在跟踪点上，然后将该组拖到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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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带带带有有有折折折线线线的的的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

要在放置坐标尺寸时添加一个或多个折线，请首先选择要标注尺寸的元素，按住 Alt
键，然后单击以添加折线。例如，要按如下所示放置 12 毫米的尺寸标注，应当首先将
圆选为要标注尺寸的元素 (A)，然后按住 Alt 键并单击点 (B)、(C) 和 (D) 以添加折
线。然后松开 Alt 键，单击点 (E) 和 (F) 完成尺寸的放置。

将将将折折折线线线添添添加加加到到到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

要将折线添加到现有的坐标尺寸中，请使用“选择工具”选择一个坐标尺寸 (A)。 将
光标定位在要插入折线的尺寸线上 (B)。按住 Alt 键并单击

添加两个顶点和一个折线段 (C)。可以通过拖动顶点手柄来修改折线 (D)。也可以
通过拖动折线段来修改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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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易于放置有多个折线的坐标尺寸，当最后的尺寸线段 (A) 与第一个尺寸线段
(B) 对齐时，光标将抓取对齐。

修修修改改改折折折线线线的的的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

可以通过拖动折线顶点 (A) 和 (B) 或拖动折线段 (C) 来修改坐标尺寸上的折线。

拖动时，每个折线顶点的修改行为是不同的。例如，当拖动离尺寸文本最远的顶点
时(A)，更改折线段的位置。当拖动离尺寸文本最近的折线顶点时 (B)，更改折线段
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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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拖动折线段时 (C)，也更改折线段的位置。

将将将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与与与栅栅栅格格格对对对齐齐齐

使用内置对齐位置放置坐标尺寸后，如果已超出内置对齐位置的数目，则可以使
用栅格调整其对齐情况。要激活栅格，请选择“工具”→“栅格”命令，然后设置
“捕捉栅格”选项以使用栅格线或点。

如果已添加折线，则可以使用“捕捉栅格”来修改折线句柄的位置。

从从从坐坐坐标标标尺尺尺寸寸寸中中中移移移除除除折折折线线线

在“工程图”环境中，可以使用“尺寸“命令条上的“折线”按钮移除坐标尺寸上的所
有折线。使用“选择工具”选择坐标尺寸，然后单击此命令条上的“折线”按钮。

也可以使用“选择工具”和 Alt 键从坐标尺寸中移除单个折线。选择坐标尺寸，然后
将光标定位在要移除的折线的顶点上。按住 Alt 键并单击

等等等级级级配配配合合合尺尺尺寸寸寸

由于孔和轴之间的合适公差规格是零件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一个常见且重要的方面，
因此国际标准机构已经为孔和轴的“限制”和“配合”建立了基于规则的公差系统。

术语孔和轴也可以视为表示任何零件的两个平行面之间的空间，如槽宽度、键厚度等。
标准只包含距离尺寸。标准不适用于角度尺寸。

Solid Edge 提供 ASCII 文本文件，您可以使用此文件自动定义尺寸（已使用尺寸命
令条将该尺寸的类型设置为“等级”）的限制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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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类类”””尺尺尺寸寸寸显显显示示示选选选项项项

设置尺寸显示类型为“等级”时，可以选择多种方法之一来显示尺寸的限制或配合。

配合

配合，仅公差

带公差配合

带限制配合

仅配合孔/轴

配合孔/轴，仅公差

带公差配合孔/轴

用户定义

（任何用户定义的文本均有效）

等等等级级级配配配合合合尺尺尺寸寸寸的的的格格格式式式选选选项项项

通过编辑尺寸属性或在尺寸样式中定义尺寸属性，可以指定公差尺寸和等级配合尺寸的
格式选项。请参考“公差文本”组的“文本”选项卡上的以下选项：

孔/轴

有三种分隔符类型可用于指定带公差的等级配合孔/轴尺寸的布局。

使使使用用用这这这些些些选选选项项项 获获获得得得此此此布布布局局局

分隔符 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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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这这这些些些选选选项项项 获获获得得得此此此布布布局局局

空格 竖直

斜杠 水平

位置

使使使用用用这这这些些些选选选项项项 获获获得得得此此此布布布局局局

底部 对齐到尺寸文本底部的公差。

中心 与尺寸文本中心对齐的公差。

顶部 对齐到尺寸文本顶部的公差。

对齐到

以下选项可用于指定上公差值和下公差值的对齐方式：

• 小数点

• 正负号

使用组合公差文本值的公差文本大小

当上限公差值和下限公差值相同时，指定使用在“大小”框中输入的公差文本大
小显示组合值。

示示示例例例

等等等级级级配配配合合合 ASCIIASCIIASCII 文文文本本本文文文件件件

有三种 ASCII 文本文件可提供对 ANSI 和 ISO 等级配合尺寸标准的支持：

• SE-LimitsAndFitsTableANSIinch.txt

• SE-LimitsAndFitsTableANSIMetric.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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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imitsAndFitsTableISO.txt

默认情况下，这些文件位于 Solid Edge Program 文件夹中。可以使用“选项”对话框
中的“文件位置”选项卡指示 Solid Edge 在不同文件夹（包括网络中其他计算机上
的文件夹）中查找这些文件。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要编辑这些文件，请在卸载 Solid Edge 之前，保存这些文件的副本。

控控控制制制零零零值值值公公公差差差的的的显显显示示示

当放置显示公差的等级配合尺寸时，可以设置一个选项以抑制显示零值公差。

“文本”页中的“抑制显示 0.0 值以自动配合公差”选项可以控制是显示还是隐
藏零值公差。

可以使用“属性”命令为个别尺寸设置此选项，或者使用“样式”命令为所有尺寸
设置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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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3D3D 轴轴轴测测测图图图尺尺尺寸寸寸

可将 3D 尺寸添加到轴测图上。在图纸中，3D 尺寸使用相关模型确定真实距离，而不
是 2D 图纸上的距离。可放置线性、径向或角度智能尺寸作为 3D 尺寸。

注注注释释释

要将尺寸和注释添加到 3D 模型，可使用功能区上的 PMI 选项卡。查看产品加
工信息 (PMI) 的帮助书籍。

线线线性性性 3D3D3D 尺尺尺寸寸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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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径径向向向 3D3D3D 尺尺尺寸寸寸

对于径向 3D 尺寸，如果尺寸在 3D 的圆或弧的内部，则尺寸的尾端将连接到 3D 圆或
弧的中心。如果尺寸在 3D 圆或弧的外部，则尺寸线将和 3D 圆或弧的中心对齐。

角角角度度度 3D3D3D 尺尺尺寸寸寸

对于角度 3D 尺寸，模型平面和直线的相邻面平面是有效的尺寸平面。

工工工作作作流流流

在轴测图放置 3D 尺寸的工作流与放置 2D 尺寸的工作流相同。但是，如果图纸视图过
期，则必须在可进行尺寸标注之前，使用“更新视图”命令，使其更新到模型的日期。

3D 中的尺寸是相对尺寸平面创建的。在图纸中，这由您选择的元素决定。在尺寸放置
期间，随时可以更改该平面。在图纸中，可以使用 N 和 B 键更改尺寸平面。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属属属性性性对对对话话话框框框

可使用“图纸视图属性”对话框“常规”页面上“在轴测图中创建 3D 尺寸”复选框来
控制是否放置 3D 尺寸。默认情况下，轴测图的 3D 尺寸是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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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中中中的的的放放放置置置指指指南南南

由于 3D 尺寸可测量实际模型空间，因此在评估尺寸间明显冲突时考虑视图的透视图是
很重要的。 例如，在轴测图中看上去是圆形的除料可能实际上是椭圆的，而且还有不
同值的近似半径尺寸。 而且，当您查看图纸时，是没有办法一眼就区分 2D 尺寸和 3D
尺寸的（除非是 3D 尺寸所处的位置无法放置 2D 尺寸）。

因此，可以同时用 2D 和 3D 尺寸（尺寸值看上去是冲突的）创建图纸，因为 2D 尺寸
是测量图纸页空间的，而 3D 尺寸是测量实际模型空间的。 请谨记这一点，并根据您
的情况和工作流使用相关知识来避免创建易混淆图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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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尺尺寸寸寸组组组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放置尺寸组中的尺寸：

• 间距

• 夹角

• 对称直径

• 坐标尺寸

这可以简化在图纸页上对尺寸的操作。堆栈式尺寸组或链式尺寸组的所有成员共
享同一个尺寸轴。

(A) 堆栈式尺寸组

(B) 链式尺寸组

坐标尺寸组是另一种类型的尺寸组。坐标尺寸测量在公共原点下关键点或元素的位置。
尺寸组中的所有尺寸都是从一个公共原点开始测量的。当相对于公共原点或主页标
注元素的尺寸时，应该使用坐标尺寸。

当您使用“间距”或“夹角”命令放置尺寸组时，光标位置确定了将要放置的尺寸组的
类型。在将第一个尺寸放入尺寸组中并单击您想测量的第二个元素之后，如果光标
位于第一个尺寸下方，则尺寸组将是链式尺寸组 (A)。如果光标位于第一个尺寸上
方，则尺寸组将是堆栈式尺寸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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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向尺尺尺寸寸寸组组组中中中添添添加加加折折折线线线

通过在使用 Alt 的同时单击鼠标可向水平或竖直尺寸投影线中添加折线，但在堆栈式
或链式尺寸组中添加折线时，有一些限制：

• 不能在共享的延长线上放置折线。

• 在链式尺寸组中，只能向第一条和最后一条延长线中添加折线。

• 在堆栈式尺寸组中，不能向第一条共享的延长线中添加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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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零和和和负负负尺尺尺寸寸寸

您可以在以下尺寸类型中使用零和负尺寸来操作几何体：

• 两个元素（或两个元素的关键点）间的智能尺寸

• 两个元素间的距离（或来自两个元素的关键点）

• 两个元素间的“智能尺寸”角度（或来自两个元素的关键点）

• 两个元素（或两个元素的关键点）间的角度

在您放置了上述尺寸之一后，可以将其更改为零或负值以控制元素位置。选择尺寸
时，将高亮显示其父级。

零和负尺寸在完全受约束的几何体中最起作用。当轮廓或草图没有完全受约束时，负尺
寸是无法预测的（例如，边的异常更改）。

不不不支支支持持持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

包括线性坐标、角度坐标、线性堆栈、线性链、角度堆栈以及角度链的任一组尺寸都不
支持零和负尺寸值。径向尺寸、直径尺寸和倒斜角尺寸也不支持零和负尺寸。点约
束不允许出现负偏置。

控控控制制制零零零和和和负负负尺尺尺寸寸寸

由于正值和负值不必沿着 X 轴或 Y 轴，所以当您使用零和负尺寸值时是没有正或负
方向的。相反地，方向是由针对其他影响几何体的关系放置尺寸的方式决定的。当
您更改尺寸的符号时（例如，从正到负），测量距离的方向仅相对于几何体发生改
变。按最初放置尺寸的方向测量正值。

如果当尺寸值为负时从主动切换为从动，则尺寸值将显示为正值。从动尺寸绝不能
为负。从零件模型中调入到的尺寸是正的，因为此时的尺寸一直是从动的，而且不
调入零尺寸。

显显显示示示零零零和和和负负负尺尺尺寸寸寸

以下情况适用于显示零和负尺寸：

• 假如尺寸为正或非零，则将处理文本位置（上方、嵌入等等）。文本位置的值
为零时认为尺寸是一个很小的正值。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295-295-29



第第第 555 章章章 尺寸、注释和 PMI

• 零尺寸并不移动或更改尺寸的断点位置。

• 双重单位显示了带负号的联合值。

• 两个非相交元素间的零角度尺寸作为线性尺寸显示（但是带有度数符号）。可以用
手柄拖动延伸线的端点，或按如下所示移动文本位置。

5-305-305-3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注释和 PMI

从从从模模模型型型中中中调调调入入入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

可以使用以下某种方将尺寸和注释从零件、钣金或装配模型复制到图纸视图：

• 使用“调入尺寸”命令将尺寸和注释从模型复制到现有的正交或剖面图纸视图。
“调入尺寸”命令复制 PMI 尺寸和注释以及草图尺寸和注释。

要了解使用方法，请参见“帮助”主题，从模型中调入尺寸和注释。

• 使用“图纸视图向导”从任何以前定义的 PMI 模型视图（使用“PMI”选项卡
→“模型视图”组→“视图”命令创建）中生成图纸视图。此方法仅将 PMI 元
素复制到图纸。

要了解使用方法，请参见“帮助”主题，创建 PMI 图纸。

使用以上方法，当您在将来更改设计时，可以使用快捷菜单上的“更新视图”命令来更
新零件视图，并且调入的尺寸也会更新。例如，如果更改零件中一个孔的大小，零件
视图中调入的孔尺寸也会更新为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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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标标标准准准和和和格格格式式式

当您将使用直线、阴影线、字体、填充、尺寸、注释和视图的对象放在文档中时，“样
式映射”将标准或定制样式格式应用于这些样式。“选项”对话框的“尺寸样式”
选项卡上的元素到样式映射表允许您选择将哪种样式映射到哪个元素，或者允许您
将一种样式分配到所有元素。

在“尺寸样式”选项卡上设置“使用尺寸样式映射”选项时，默认情况下，还将在用于

放置个别元素的相关命令条和对话框上设置“尺寸样式映射”选项 。您可以通
过在命令条上清除该选项来覆盖个别元素的映射样式。

要对所有设计文档和图纸产生全局影响，可在用于创建零件、装配、钣金和工程图
文档的模板文件中指定制图标准和样式。这样可确保设计者应用的标准与公司样
式原则一致。

标标标准准准

默认的可用标准样式有：

• ANSI

• ANSImm

• BSI

• DIN

• ISO

• JIS

• UNI

此外，还可以创建和命名定制样式。在“样式”对话框中定义样式格式（“格式-样式
-尺寸”样式类型，“新建”按钮或“修改”按钮）。

样样样式式式格格格式式式选选选项项项

新的和已修改的样式格式设置选项根据元素类型的不同有很大差别。一些样式格
式设置选项包括：

• 直线（即样式、颜色、宽度）

• 单位（即英寸、毫米）

• 间距（即在阵列中）

• 分隔符（即句点或逗号）

• 端符（即箭头、圆、点）

• 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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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用户户户定定定义义义表表表

“表”命令可用于创建包含用户定义的数据的表。

表包含标题 (A)，列标题 (B) 和列数据 (C)。

不能将保存的设置应用于用户定义的表。但是，可通过创建定制表样式创建样式模板，
以指定可重用的表属性（包括线和文本）。

创创创建建建表表表

要创建用户定义表，请使用“表”命令。

此命令显示“表属性”对话框，此对话框包含四个选项卡，能帮助您创建表：“常
规”选项卡、“标题”选项卡、“数据”选项卡和“排序”选项卡。这些选项卡在所
有 Solid Edge 表类型间共享。

要了解更多有关如何使用这些选项卡上的选项的信息，请参阅以下“帮助”主题：

• 使用常规选项卡

• 使用标题选项卡

• 使用数据选项卡

• 使用排序选项卡

不能将保存的设置应用于用户定义的表。但是，可通过创建定制表样式创建样式模
板，以指定表外观（包括线和文本）。

创创创建建建定定定制制制表表表格格格样样样式式式

可以使用“样式”命令在“工程图”环境中创建您自己的完全定制的表样式，并且可使
该样式能够供许多不同的表应用程序使用。例如，定制表样式可应用于装配族使用的零
件明细表、管列表、孔参数表、折弯表、图纸注释、版本表和尺寸表。

可使用“表属性”对话框的“表”命令条或“常规”页选择定制表样式，并将其
应用于用户定义的表。

请参见帮助主题，表样式。

要了解如何在不更改表样式的情况下改变表中各元素（标题、列、标头和数据单元格）
外观，请参见帮助主题格式化列和数据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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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常常常规规规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

“属性”对话框上“常规”页面用于定义有关表或零件明细表的基本信息。这包括表的
放置位置、表的增长或收缩方式以及多页表的显示方式。也可以将表移动到不同图纸。

表表表的的的放放放置置置和和和大大大小小小调调调整整整

可使用以下任一方法放置表：动态，或通过指定表原点。

• 通过移动鼠标直到定位到您想要的位置，然后单击以固定其位置，可以动态放置表。

• 选择“启用预定义原点进行放置”复选框，然后在“X 原点”框和“Y 原点”框中
输入图纸坐标，可将表放置在特定原点上。

无论使用哪种放置方法，您都可以应用“页面锚点”来控制表的放置和调整表的
大小。这些选项的说明如下：

(A) 左上方

(B) 左下方

(C) 右上方

(D) 右下方

• 选择左上锚点意味着表的左上拐角很容易与工作图纸的左上拐角匹配。

• 当锚点在左侧时，随着列的增加，页面右侧会变得越来越宽。当锚点在右侧时，随
着列的增加，页面左侧会变得越来越宽。

• 当锚点在顶部时，在底部调整页面高度。当锚点在底部时，在顶部调整页面高度。

指指指定定定表表表格格格最最最大大大高高高度度度

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法指定表格最大高度：

• 选择“最大行数”选项，并键入正整数。达到设定行数后，将创建新的一页。

• 选择表格的“最大高度”选项，并键入大小值。达到设定大小后，将创建一个新
的页面。

将将将表表表页页页面面面移移移到到到工工工作作作图图图纸纸纸

可以使用“图纸”控件来指定要在其上显示表格的图纸。使用该控件可放置零件明
细表及其引用的图纸。

使使使用用用多多多页页页面面面表表表

在有多个页的表中：

• 左侧和右侧锚点控制页面添加到表的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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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添加新的列时，它们会被添加到每个页面中。

• “页面间距”指定每个页面之间的最短距离。

• 可以更改“页面”值以将每个页面放置在不同图纸上。

使使使用用用标标标题题题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

使用“属性”对话框上的“标题”选项卡在表或零件明细表中添加、移除和管理
标题和副标题的位置。

创创创建建建标标标题题题

表可有任意多个标题，且每个标题都可以由多行文字组成。

可以使用“添加标题”按钮 ，并在“标题文本”框中键入内容来创建表标题。
“位置”选项可确定是将标题显示为表顶部的标题、表底部的页脚、两处都显示，还
是两处都不显示。

标题的创建顺序及其“位置”设置确定其在表中的显示顺序和位置。

示示示例例例

• 如果在“标题”位置中创建了两个标题，则它们将在表的前两行分别显
示为标题和副标题。

• 如果创建两个标题，第一个 (T1) 在“标题”位置中，第二个 (T2) 在“页
脚”位置中，则 (T1) 将显示在表的顶部，而 (T2) 将显示在表的底部。

“标题数”框中的值表示标题的总数。

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阅：添加表标题。

修修修改改改标标标题题题

可以通过从“标题”列表中选择其编号来修改标题。然后，您可以：

• 通过在“标题文本”框中键入文本来更改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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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从“位置”列表中选择选项来更改表中标题的位置。

• 使用“删除标题”按钮删除标题 。

使使使用用用数数数据据据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

可以使用“属性”对话框上的“数据”选项卡将数据输入到表或零件明细表中，
并操作表的格式。

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数数数据据据列列列

在“数据”选项卡上，可以使用“格式化列”按钮显示“格式化列”对话框，在该对话
框中，您可以定制选定列的格式。可以进行如下操作：设置列宽；创建、定位和对齐列
标题；对齐数据；显示和隐藏列和标题。

在“格式化列”对话框中，可以使用“格式化单元格”按钮显示“格式化表单元
格”对话框。

• 要了解如何使用“格式化列”对话框和“格式化表单元格”对话框来定制标题行和
数据单元格的外观，请参见帮助主题格式化列和数据单元格。

• 要了解如何插入或删除列和行、移动行、在不同位置之间拖动列，请参见帮助主题
更改表或零件明细表。

编编编辑辑辑数数数据据据单单单元元元格格格

可以编辑白色的数据单元格。您可以双击单元格对其进行编辑，并按 Tab 键保存键
入的值。

灰色背景的数据单元格已被禁用，无法直接进行编辑，原因是其中包含由属性文本从模
型中派生的内容。可以使用以下快捷命令覆盖这些单元格中的派生值：

• 允许单元格覆盖 — 使用此命令输入新值时，单元格不再与模型关联。

• 清除单元格覆盖 — 此命令可将被编辑单元格的值重置为属性文本派生的原始值。

从从从电电电子子子表表表格格格复复复制制制数数数据据据

可以将电子表格中的单元复制并粘贴到用户定义表中，或系统生成表（如零件明细
表和零件族表）的用户定义单元格中。

导入数据表时，需要保证表中的行和列数与数据表完全一致，否则您可能在复制、粘贴
过程中丢失数据。例如，表由 3 列、5 行组成，而数据表包括 4 列、6 行，则表
不够大，将丢失数据。

使使使用用用排排排序序序页页页

可以使用“属性”对话框上的“排序”页来根据列的内容排序表或零件明细表。
要了解操作方式，请参见排序表内容。

一一一般般般排排排序序序方方方法法法

• 可以使用多列（最多 3 列）进行排序。例如，可以根据列 1，然后是列 5、
列 2 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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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升序或降序排列。

• 可使用“倒序排列条目”选项按相反顺序排列搜索结果。

• 可以通过首先在“列”选项卡上添加列属性以将列名称添加到“排序准则”列表。

• 表中的空行可能会受到排序的影响。

按按按部部部件件件类类类型型型排排排序序序

对于包含管道或管件的装配模型，可能要通过从“排序依据”列表中选择“部件
类型顺序”选项来对零件明细表排序。

按按按定定定制制制属属属性性性排排排序序序

可以按定制属性对零件明细表进行排序，这些定制属性是在零件和钣金文档中指派的，
之后会插入到零件明细表中作为定制列。

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示例：在零件明细表中显示定制属性。

按按按装装装配配配结结结构构构或或或项项项号号号排排排序序序

可通过两种方法来对列排序，以在装配图纸的零件明细表中显示项号：

• 您可以在第一个“排序依据”列表中选择“装配顺序”准则，以匹配“装配路径查
找器”中显示的顺序。

• 可以选择“项号”准则，以使用“零件明细表”命令生成的项号进行排序。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375-375-37



第第第 555 章章章 尺寸、注释和 PMI

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

对于定义孔的尺寸和位置而言，孔参数表非常有用。孔参数表的工作方式与软件电
子表格非常相似。孔参数表示成表中的行，孔的尺寸表示为列。圆和圆弧在孔参
数表中都受支持。

您可以根据以下孔尺寸创建孔参数表。

• 仅孔大小

• 仅孔位置

• 孔大小和位置

创创创建建建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

要创建孔参数表，请使用“孔参数表”命令。在“孔参数表”命令条中，您可以使
用“孔参数表属性”按钮打开“孔参数表属性”对话框，在此可以定义表中要显示
的信息。

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

在将孔参数表放到图纸页上之前，您可以使用“孔参数表属性”对话框以您想要的
方式设置孔参数表的格式。例如，您可以在“列”选项卡上设置属性以控制孔参数
表中的列宽、列标题和列布置。您还可以针对孔参数表的大小和位置、要使用的字
体、是按原点还是按大小列示孔等等设置选项。另外，可以对孔参数表添加标注
列。以后，您可以更改孔参数表的格式。

对对对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条条条目目目使使使用用用智智智能能能深深深度度度

您可以使用“智能深度”控件来智能化地描述孔参数表中的孔。当您对某一孔参数表条
目使用“智能孔深”或“智能螺纹深度”时，会根据数据变量、模板文本或您在“孔参
数表属性”对话框的“智能深度”选项卡上指定的其他信息填写该条目。这对于轻
而易举地确定孔的深度或螺纹是否有限而言非常有用。

对对对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条条条目目目重重重新新新编编编号号号

借助“孔参数表属性”对话框的“列表”选项卡上的重新编号选项，您可以决定在更新
孔参数表时 Solid Edge 如何对表中各行进行重新编号。您可以选择对孔进行重新编
号、为已删除的孔保留先前编号或为已删除的孔留下空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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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存存存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格格格式式式

您可以使用您定义的名称保存孔参数表格式，这样，以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次使用
此格式。要在另一图纸中应用已保存的格式，只需从命令条上的“孔参数表属性”
列表中选择它的名称。

设设设置置置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的的的孔孔孔参参参数数数表表表属属属性性性

可以将诸如“半径位置”和“角度位置”之类的孔属性包括在孔参数表中。请使用“孔
参数表属性”对话框的“列”选项卡来为要在孔参数表中出现的每个属性设置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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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的的的零零零件件件族族族尺尺尺寸寸寸表表表

图纸上放置的零件族尺寸表可以用于定义从类似族成员获得的特征的大小和位置。“零
件族表”命令自动生成包含从一族零件得到的所有变量的表，并导入所选族的所有成员
的尺寸和位置数据。还可将族成员变量链接到图纸上的尺寸。

零件族表按行列出了族成员位置和大小数据。族变量标签显示为列标题。通过进行
格式更改可以轻松地定制表。还可以向表中插入用户定义列，并将其他模型信息提
取到这些列中。例如，您可以使用属性文本提取图形模型信息，以补充从零件族获
得的尺寸值和位置值。

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创创创建建建零零零件件件族族族表表表

要在图纸上创建零件族表，首先放置包含一个族成员的一个或多个图纸视图，然后
向这些视图添加尺寸。

然后，选择“零件族表”命令 ，再选择族成员的图纸视图。

这个命令显示“零件族表属性”对话框上的“变量”选项卡，其中可以指定要包括
在表中和从表排除的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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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将表放置在图纸中，或者首先使用包含多个选项卡的“零件族表属性”
对话框中的其他选项。

• 可以使用“数据”选项卡添加和编辑数据。也可以通过双击列顶部的空白单元格或

通过依次选择列、“列格式”按钮 ，创建和编辑列标题。

注注注释释释

对表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组时，需要表标题。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数据”选
项卡。

• 可以使用“常规”选项卡指定表样式及最大表高度或数据行数。“位置”选项卡
指定图纸中的放置位置，以及是将其放置在当前图纸中还是放置在一张或多张
新的表图纸中。

请参见“帮助”主题定义表大小和位置。

• 在“标题”选项卡中可指定表标题和副标题的文本、格式和定位。请参见帮助主题
使用“标题”选项卡。

• 或者，可以使用“排序”选项卡指定根据定义的列标题对表进行排序。可以使用
“组”选项卡，将表数据分组为不同类别，从而将相似的项目集中在一起。请参见
以下帮助主题：

o 使用“排序”选项卡

o 表中的分组数据

最后一步是将图纸尺寸链接到零件族表中的变量。

注注注释释释

请勿根据零件族主文档创建图纸。而要根据族成员之一创建图纸。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帮助主题“零件族”中的在装配和图纸中使用族成员部分。

包包包括括括和和和排排排除除除族族族变变变量量量

“零件族属性”对话框上的“变量”选项卡是选择要在零件族图纸表中显示的变量之
处。还有可以链接到图纸上尺寸的变量。

“变量”选项卡由两个变量列表组成：

• 左侧窗格“变量”显示所选零件族的变量表中找到的所有变量减去右侧窗格
中列出的变量。

• 右侧窗格“表中显示的变量”显示当前为图纸表选择的变量。

可以使用“移除”按钮从表中移除变量。可以使用“添加”按钮向表添加变量。

单击“确定”时，导入所有族成员的数据，且图纸表已准备好放置在图纸页上。

将将将族族族变变变量量量链链链接接接到到到图图图纸纸纸尺尺尺寸寸寸

将表放置在图纸上后，可以将每个族变量链接到图纸上相应的从动尺寸。链接有关联
性，因此当模型中的成员更改时，图纸上的尺寸也将过期。

每个尺寸只能链接到一个变量，但可以将同一变量链接到多个尺寸。这样可以在不同
视图中说明同一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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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创建链接，请使用“零件族表”命令条上的“链接变量”按钮： 。

• 要移除链接，请使用命令条上的“取消链接变量”按钮 。

设设设置置置零零零件件件族族族表表表的的的格格格式式式

单击放置表之前可以对表进行格式更改，也可以先放置表，然后选择命令条或表快捷菜
单上的“属性”按钮修改表和数据格式。

可以进行的格式更改包括：

• 添加一个或多个多行文本的表标题。

• 隐藏表行。每行都显示一个族成员的值。您可能希望不显示除图纸视图成员外的其
他成员的数据。

• 隐藏表列。每列都显示族变量的族派生值。您可能不希望显示在图纸视图中不显示
相应尺寸的变量的值。

• 对成员（行）和变量（列）重排序。可以对行进行上下移动，可以对列进行左
右移动。

• 更改数据显示顺序。可以使用多列（最多 3 列）进行排序。

• 插入一个或多个用户定义数据列，并指定使用属性文本字符串从模型提取如质
量、数量和材料的信息。

注注注释释释

通过在“选择属性文本”对话框中选择“活动文档中的变量”作为源，可以
使用属性文本从变量表提取信息。要了解如何使用零件族表中的属性文本，
请参见更改零件明细表或表中的使用属性文本提取模型信息部分。

使用“格式化列”对话框上的选项在表中执行如添加、对齐和定位标题、隐藏列、
更改列宽和对齐数据等操作。

使用“格式化表单元格”对话框中的选项，可对标题行中当前所选的单元格或列中的
所有数据单元格进行格式化。

要了解如何在不更改表样式的情况下更改表中各元素（标题、列、标头和数据单元
格）的外观，请参见帮助主题：格式化列和数据单元格。

要了解如何更改表格式，请参见更改零件明细表或表。

更更更新新新零零零件件件族族族表表表

对零件族的更改导致图纸表过期时，表周围会出现细的灰色边框。

要基于模型更改来更新表，请使用表快捷菜单上的“更新零件族表”命令。还可以使用
此命令应用对现有表进行的格式更改。

定定定义义义和和和修修修改改改表表表样样样式式式

可以使用“样式”命令在“工程图”环境中创建您自己的完全定制的表样式，并且可使
该样式能够供许多不同的表应用程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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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样式提供控制表边框和栅格显示的线条样式属性。例如，可以更改边框和栅格线的颜
色、类型和宽度。如果不希望显示表的某个部件，请将“类型”设置为“无”。

对于表的每个组件，还可以定义文本样式。可以为表标题、列标题和单元格数据
定义不同的文本样式。

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参见帮助主题表样式。

要了解如何定制表样式，请参见帮助主题创建或修改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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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跟跟踪踪踪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更更更改改改

激激激活活活尺尺尺寸寸寸跟跟跟踪踪踪器器器

在 Solid Edge“工程图”环境中，您可以在图纸视图更新时跟踪已更改的尺寸和注
释。“尺寸跟踪器”对话框会报告更改，使您能够审核这些更改以及为其作标签。

• 可以通过从菜单中选择“工具”选项卡→“助手”组→“跟踪尺寸更改”来随时
打开“尺寸跟踪器”对话框。然而，仅当尺寸、注释或孔参数表条目确实发生
更改时，该对话框的内容才会更新。

• 如果图纸视图中的尺寸、注释或模型派生的表条目已经更改，当您更新此图纸视图
时，“尺寸跟踪器”对话框将自动打开。

使使使用用用尺尺尺寸寸寸跟跟跟踪踪踪器器器

在图纸上，每个已更改的尺寸、注释和模型派生的表都用一个符号标注标记。在“尺寸
跟踪器”对话框中，已更改的项目将以分栏格式列示。您可以：

• 通过单击以下列标题对更改进行排序：ID、元素、原因、前一（值）、当前（值）
和页。“ID”列中的每个编号都与图纸上的一个更改符号标注的编号对应。“元
素”列识别项目是尺寸还是注释，以及项类型，例如，线性、坐标、圆直径或
符号标注/标注。

• 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然后使用对话框上的“新建版本”按钮将标签指定给图纸上相
应的符号标注。

• 通过单击“尺寸跟踪器”上列示的项来查找图纸上已更改的项。这会在图纸视图
上高亮显示尺寸或注释。对于复杂图纸，使用“查找”按钮可以定位到已更改
的项并且放大。

• 使用“清除选择”或“全部清除”按钮可以从更改列表中移除已确认的项并从
图纸中移除相应的符号标注。

更更更改改改原原原因因因

“尺寸跟踪”对话框中的“原因”列说明了当更新图纸视图时尺寸或注释是如何
更改的。

• 拆拆拆离离离 ——— 重重重新新新捆捆捆绑绑绑失失失败败败。。。

Solid Edge 找不到要重新捆绑项目的适用几何元素。该项目可能已经删除。

• 拆拆拆离离离 ——— 没没没有有有边边边信信信息息息。。。

几何体的边没有渲染，找不到边。

• 值值值已已已更更更改改改。。。

模型特征已更改了大小。

• 端端端符符符已已已移移移动动动。。。

端符连接点已经移动。“尺寸跟踪器”对话框“选项”选项卡上的“注释移动公
差”选项指定了距离公差，超过该公差将报告此更改。

• 几几几何何何体体体重重重新新新捆捆捆绑绑绑 ——— 重重重新新新连连连接接接到到到可可可用用用几几几何何何体体体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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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新捆绑到在预设距离公差内最近的适用几何元素。

• 内内内容容容已已已更更更改改改。。。

对尺寸文本或其他与值不相关的内容的更改将更改到 PMI 尺寸。引起“内容已更
改”原因显示的更改示例包括编辑尺寸前缀文本、已更改的尺寸类型和公差以及
查看要求的附加信息。

版版版本本本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

要在将版本符号标注添加到图纸前修改版本符号标注的外观，可以在“尺寸跟踪器”对
话框“选项”选项卡上更改以下设置：符号标注形状、符号标注颜色、边的数量（对于
n 边的符号标注）。然后，更新图纸视图。

要更改已经在图纸上的版本符号标注的外观，请选择该符号标注然后从其快捷菜单中选
择“属性”命令。然后您可以编辑该符号标注的注释属性。

使使使用用用复复复制制制///粘粘粘贴贴贴///撤撤撤消消消

可以使用“尺寸跟踪器”对话框中的“复制”按钮从“尺寸跟踪器”列表中复制所有信
息，然后使用快捷菜单中的“粘贴”命令将这些信息粘贴到另一个文档中。

如果将标签指定到一个已更改的项目，然后想修正此操作，可以立即选择“编辑→撤
消”命令将该项目恢复到“尺寸跟踪器”列表中并将相应的符号标注恢复到图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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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概概概述述述

设计过程中一个必需的部分就是添加文本、备注和注释。注释是提供关于设计方面
的信息的文本和图形。可以使用软件中的文本和注释命令来添加对图形、零件或
装配的注释。

注注注释释释类类类型型型

要进行注释，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文本

• 符号标注

• 标注

• 连接件

• 特征控制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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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框

• 基准目标

• 表面纹理

• 焊接符号

• 中心标记

• 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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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带带指指指引引引线线线的的的注注注释释释

带有指引线的注释具有以下组成部分：

(A) 端符

(B) 指引线

(C) 折线

(D) 注释

可以通过选择指引线并移动它的一些部分来操作注释。可以控制指引线的折线和端符的
显示，还可以在指引线上插入或删除顶点。

有有有边边边框框框的的的注注注释释释

“标注”命令和“文本”命令创建的注释可以显示为有边框或无边框。“文本格式化”
和“行为控制”选项均可用于确保内容始终在边框范围内。

示示示例例例

要创建具有下图所示外观的注释，您可以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使用“标注”命令，并选中“显示边框”选项。

• 使用“文本”命令放置文本框，然后使用“指引线”命令为其添加指引线。

注注注释释释和和和关关关联联联性性性

注释可以是相关联的，也可以是不相关联的。当与相关联的注释连接的元素移动时，该
注释也会移动。文本框与其他注释不同之处在于各个框通常是不相关联的。

如果将指引线的端符与元素相连 (A)，则注释会随元素而移动 (B)。如果在自由空间中
创建指引线连接点，则注释将与图形中的任何元素都不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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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端符手柄拖出元素时，按住 AltAltAlt 键，便可使连接的注释不再相关联。

通过选择指引线的端符，并将它拖至某个元素，可以使自由空间注释相关联。元
素边高亮显示表明它已连接。

拖动端符手柄时按住 Alt+CtrlAlt+CtrlAlt+Ctrl 键，便可将指引线连接点移到自由空间或另一元素，但
仍保留与第一个元素的关联性。

添添添加加加指指指引引引线线线

放置注释时，可以使用命令条上的“指引线”和“折线”选项添加指引线。还可以利用
“指引线”命令来为现有注释添加指引线。

一条注释可以具有多条指引线。注释的端符末端可以指向一个元素，或者放入自由空间
中。新指引线的注释末尾必须与注释或者注释上的指引线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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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指指指引引引线线线上上上插插插入入入和和和删删删除除除顶顶顶点点点

可以使用键盘上的 AltAltAlt 键来在具有指引线的任何注释上插入或删除顶点。顶点是用于
操作指引线的编辑点。

插入顶点时，会将指引线分成两段。可以拖动顶点来改变指引线的方向和角度。

选择某个指引线，按住 AltAltAlt 键并在您要插入编辑点的位置单击，便可以添加顶点。要
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帮助主题：在指引线中插入顶点。

单击要移除的顶点时按住 AltAltAlt 键，便可移除顶点。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帮助
主题：从指引线中删除顶点。

捕捕捕捉捉捉关关关键键键点点点和和和交交交点点点

放置许多类型的注释时，或测量距离时，您可使用快捷键选择和捕捉关键点或交点。找
到直线、圆或其他想要捕捉的元素后，可以按以下快捷键之一将点坐标应用于正在运行
的命令：M（中点）、I（交点）、C（中心点）和 E（端点）。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选择及捕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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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希望注释看起来都相同，可以应用同一种样式，即，从命令条上选择一种样式。可
以将文本样式应用到文本框。可以对以下注释应用尺寸样式：

• 符号标注

• 标注

• 特征控制框

• 基准框

• 基准目标

• 焊接符号

• 表面纹理符号

• 中心标记、中心线和螺栓孔圆

• 连接件

如果要定制一个或多个注释的外观，可以选择一个注释，并用命令条或者快捷菜单上
的“属性”命令来编辑该注释的属性。

对对对齐齐齐注注注释释释

通过在“对齐文本”命令条上选择的对齐选项，您可以使用“对齐文本”命令按照文本
对齐注释。命令条上的两个其他选项使用其指引线折线点对齐注释。

保保保存存存注注注释释释

当注释（例如，特征控制框）多次出现时，您可以保存设置，以便可以再次使用它
们。可以将模板中的特征控制框、焊接符号或者表面纹理符号的任何设置保存为您指
定的名称，这与样式很类似。

跟跟跟踪踪踪已已已更更更改改改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与与与注注注释释释

在 Solid Edge“工程图”环境中更新图纸视图时，可以确定模型中已更改或删除的尺
寸和注释。要打开“尺寸跟踪器”对话框以便能识别这些更改，请使用“工具→尺
寸”→“跟踪尺寸变化”命令。

• 在图纸上，每个更改过的尺寸和注释都用一个版本符号标注标出。

• 在“尺寸跟踪器”对话框上，更改过的项目以柱状格式显示。通过单击列标题，可
对这些更改进行排序。

• 可以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并为图纸上的符号标注标签指派版本名称。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跟踪尺寸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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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许多公司在其装配图纸中包含零件明细表，以给出关于个别装配部件的附加信息。例
如，通常将零件号、材料以及所需的零件数量记载在零件明细表中。

图纸上的 Solid Edge 零件明细表与您所选择用来创建它的零件视图关联。还可以自动
向图纸添加符号标注，并可对符号标注进行编号以与零件明细表中的零件条目相对应。

创创创建建建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创建零件明细表时可选择“主页”选项卡→“表格”组→“零件明细表”命令 ，
然后选择零件视图。可以通过选中“零件明细表”命令条上的“自动符号标注”按
钮自动将符号标注放置在零件视图中。

要了解有关在零件明细表中使用符号标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符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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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指指定定定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的的的内内内容容容和和和格格格式式式

在将零件明细表放置到图纸页上之前，可以使用“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中的页面来
根据您的要求对其进行格式化。也可在放置零件明细表后，可更改零件明细表的格式。

零件明细表包含标题 (A)、列标题 (B) 和列数据 (C)。

• 在“常规”选项卡中可以指定表样式和最大表高度或数据行数。在“位置”选项
卡中可指定图纸中的放置位置，以及是将表置于当前图纸中还是新图纸中。请参
见“帮助”主题定义表大小和位置。

• 在“标题”选项卡中可指定表标题和副标题的文本、格式和定位。请参见帮助主题
使用“标题”选项卡。

• 在“列”选项卡中可定义列的内容和初始格式。通过选择要抽取以在其中显示的属
性文本来定义内容。可以合并每列中的多个属性，还可以将简单的文本字符串添加
到任一列中。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列”选项卡。

• 在“数据”选项卡中可添加和移除列和行，编辑各个单元格中显示的已抽取的信
息。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数据”选项卡。

要了解如何在不更改表样式的情况下改变表中各元素（标题、列、标头和数据单元
格）外观，请参见帮助主题格式化列和数据单元格。

• 使用“符号标注”选项卡可指定零件明细表中的符号标注的所有方面：

o 符号标注形状和边数。

o 用户定义的文本和已抽取的属性文本。

o 是否在符号标注中显示项号和符号标注。

o 控制重复自动符号标注的级别。

o 紧固件系统部件的自动符号标注层叠。

• 在“选项”选项卡中可指派零件明细表项号格式。还可选择是否生成管道和框架的
切割长度或总长零件明细表。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选项”选项卡。

• 创建零件明细表后，可以使用“项号”选项卡编辑零件明细表和符号标注中显示
的项号。

• 对于每个零件和子装配，可以使用“列表控制”选项卡指定零件明细表的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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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排序”选项卡上，可指定零件明细表根据装配中的零件的文档号、部件类型、
材料、数量和标题进行排序。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排序”选项卡。

• 对于跨多张表图纸的零件明细表，可以使用“组”选项卡定义表副标题，从而将表
数据进行分类，将相似的项集中在一起。参见帮助主题，表中的分组数据。

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中中中的的的项项项号号号

可以在零件明细表中包含“项号”列，并显示装配所使用的零件和子装配的项号。装配
文档中的项号通过“项号”选项卡（“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指定。

• 要在零件明细表中使用这些项号，则必须在“选项”选项卡（“零件明细表属性”
对话框）中选中“使用装配生成的项号”复选框。

• 或者，也可以不选中此选择，而使用“零件明细表”命令来动态生成项号。还可以
在创建爆炸零件明细表时，使用平面列表项号或基于级别的项号。

要了解零组件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列帮助主题：

• 爆炸零件明细表

• 装配中的项号

无无无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的的的项项项 (*)(*)(*)

零件明细表中由星号标识的项号表示图纸中未自动为其创建符号标注。无符号标注的项
由“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的选项控制：

• 在“选项”选项卡中，可以选中“标记无符号标注的项”复选框，并指定零件
明细表中项号后显示的字符。

示示示例例例

您可以将默认的单星号标记 (*) 更改为双星号 (**)。

• 在“符号标注”选项卡中，可以使用“自动符号标注”选项来控制创建重复符
号标注的数量。

显示为 NA 的项号符号标注表示已使用“列表控制”排除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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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为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设设设置置置零零零件件件属属属性性性

可以在零件明细表中包括诸如“标题”、“文档号”、“质量”和“材料”等的零件
属性。请使用“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的“列”选项卡来为要包括在零件明细表
中的每个属性设置列。属性本身使用“应用程序”菜单上的以下命令在零件文档和
钣金文档中进行定义：

• “属性→文件属性”命令

• “属性→材料表”命令

还可以使用“属性管理器”命令查看和编辑零件明细表的文档属性。在装配图纸中工作
时，“属性管理器”命令将显示装配中所有零件的文档属性。这利于确保零件明细
表显示有关装配的正确和完整的信息。

注注注释释释

不在 Solid Edge 中打开零件或钣金文档，也可定义零件属性。在 Windows
Explorer 中选择文档，然后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命令。

有关如何在零件明细表中定义并显示定制属性的示例，请参见帮助主题示例：在零件
明细表中显示“定制属性”。

说说说明明明非非非图图图形形形零零零件件件

装配通常包含不需要模型的部件，如油漆、润滑油、机油、标签等等。这些非图形零件
仍需要归档在为装配创建的零件明细表和物料清单中。在 Solid Edge 中，可以在“零
件”和“钣金”环境中使用“应用程序”菜单中的“文件属性”命令为空白零件文档添
加定制属性。使用定制属性为这些类型的零件定义必需的信息。可以创建两种类型的非
图形零件：要求单位类型和数量的零件以及没有单位类型和数量的零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装配中的非图形零件。

使使使用用用多多多个个个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您可以为同一图纸创建多个零件明细表。使用多个零件明细表时，可以为同一零件指定
不同的项目号。也可以创建只包含特定的部件类型（例如管道）的零件明细表。

要创建共享相同项目号的零件明细表，则可以指定一个活动零件明细表。然后，当
创建其他零件明细表时，可以使用“零件明细表”命令条上的“链接到活动项”
按钮链接这些明细表。

您可以将其他零件明细表指定为活动零件明细表，方法是选中某个零件明细表后，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设为活动的”命令。当创建一个新的零件明细表后，该列表将
变为活动零件明细表。

对对对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重重重新新新编编编号号号

如果删除了装配中的零件，然后更新零件明细表，则零件明细表不会自动重新编号。例
如，如果您删除了编号为 10 的零件，则零件明细表将跳过该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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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上的“排序”选项卡来对零件明细表重新编号。当
创建零件明细表时，如果使用自动符号标注，重编号列表也会重编号符号标注。

注注注释释释

已删除零件的符号标注将不会自动删除，但可通过手工方式将它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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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存存存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格格格式式式

您可以采用您定义的名称来保存零件明细表格式，这样，以后可以很方便地再次使用
它。使用“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页上的“保存设置”选项来命名、
保存和重新应用您的零件明细表格式。

快速重新应用零件明细表格式的方式之一是使用“零件明细表”命令条中的“已保存

设置”列表 。

更更更新新新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零件明细表与零件视图类似；如果零件明细表已过时，零件明细表四周便会显示一个灰
色轮廓，指示它需要更新。例如，如果您编辑了零件属性，则您必须更新零件明细表才
能显示更改。快捷菜单中的“更新”命令可更新零件明细表。

Solid Edge 不通过检查文件时间戳记来确定零件明细表是否已过时。而是根据缓存
的属性计算内存中的零件明细表，并将其与现有的零件明细表数据作比较。如果
存在差异，则表示零件明细表已过时。

并且，如果零件明细表中有大量零件，则软件将使用模型参考的几何时间戳记来确
定零件明细表是否已过时。这种过期检查发生在文档转换（例如，当您打开或保存
文件时）期间、零件明细表更新期间以及创建、更新或删除使用零件明细表所引
用的相同装配的图纸视图时。

创创创建建建定定定制制制表表表样样样式式式

可以使用“样式”命令为零件明细表创建您自己的完整定制表样式。例如，可以定义表
格边界、栅格和标题分隔符的线条颜色。

将零件明细表放置在图纸中时，可以使用“零件明细表”命令条中的“表格样式”
列表选择定制表样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帮助主题：

• 表样式

• 创建或修改表样式

爆爆爆炸炸炸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您可使用“零件明细表”命令和“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中的选项，在装配图纸中
定义和放置爆炸零件明细表。

使用“常规”页面（或“零件明细表”命令条）可：

• 从“已保存的设置”列表中选择默认的 Solid Edge 爆炸零件明细表样式。

• 定义定制爆炸零件明细表样式。

使用“选项”页面可：

• 显示在装配中创建的项号。

使用模型中的零组件号，可确保在未更改模型时，零件明细表的零组件号不会更
改。否则，由“零件明细表”命令即时生成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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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在装配文档中，如果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项号”页上选中
“保留项号”复选框，则可以使用装配模型项号。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参
见帮助主题装配中的项号。

使用“明细表控制”页面可：

• 在爆炸零件明细表中显示子装配和子装配零件。

• 选择项编号的格式：

o 基于级别的项号，表示爆炸零件明细表的层次结构。

o 平面列表项号。

• 在行中单独显示顶层装配。

使用“列”页面可：

• 选择“项号”数据列并设置其格式。

• 在生成包含框、管道或管的装配模型的零件明细表时，选择其他数据列 - 单重、总
重、斜切削 1 和斜切削 2。

• 使任何列的项号或内容缩进。

使用“排序”页面可：

• 按照装配路径查找器中显示的顺序为项号排序。

注注注释释释

除非装配已保存到 V17 或更高版本中，否则零件明细表顺序可能与装配路径
查找器顺序不匹配。

使使使用用用列列列选选选项项项卡卡卡

可以使用“属性”对话框的“列”选项卡，将列添加到零件明细表或折弯表，以及
定义和格式化列标题。

定定定义义义列列列内内内容容容

可以通过选择要抽取以在其中显示的属性类型来定义列内容。可以合并每列中的多
个属性，还可以将简单的文本字符串添加到任一列中。

• 零件明细表 — 您可以选择预定义的零件明细表 - 指定属性，例如项号、数量、切
割长度、总长、单重、总重和斜接角度（斜切削 1、斜切削 2）。

当您使用“单重”和“总重”列时，将自动计算总列数。

• 折弯表 — 您可以选择钣金折弯表中任一预定义的属性以添加到图纸折弯表中或
是从图纸折弯表中移除。这些包括用于序列、半径、夹角、（外部）角度、方向
和特征的属性。

• 可以从任何其他文件属性（如“物料”、“体积”、“密度”、“状态”、“文档
号”和“公司”）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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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为在零件和钣金文档的“文件属性”对话框中“定制”选项卡上定义的特
殊属性添加列。

在“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的“列”选项卡的“属性”列表中，可以找到这些属
性，还可为每个特殊属性插入一列。

• 可以通过选择“用户定义”属性创建用户定义列。

注注注释释释

也可以在“数据”选项卡中添加用户定义的行和列。

• 可以在列定义中将简单文本添加到属性字符串。属性文本派生的值随文本一起
显示在零件明细表中。

创创创建建建定定定制制制列列列定定定义义义

定制列用于指定要查看的内容。可以为下列对象添加定制列：

• 在工程图文档中创建的用户定义信息。

• 模型文档中在“文件属性”对话框的“定制”选项卡中定义的定制属性。

要创建定制列定义，您需要进行两项操作。

1. 将列添加到表 — 使用“添加列”按钮，并选择用户定义属性或定制属性，
将其添加到表。

2. 定义列内容 — 如果“列”列表中的新列突出显示，则该列的属性文本代码将显示
在“属性”文本框中。可以从“属性”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然后选择“添加属
性”按钮，添加该属性对应的属性文本代码，用于定义列的内容。

• 如果添加的是定制属性列（如“零件类型”），则其属性文本代码将显示为
%{Part Type/CP|G}。模型文档中为“零件类型”属性定义的值将提取到工程文
档的“零件类型”列中，并显示在此列中。

• 但是，如果添加的是“用户定义”列，“属性”文本框将为空白。内容定义完
全取决于从“属性”列表中添加的属性或在“属性”文本框中键入的文本。

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要在此列中显示的数据类型。如果选择多种属性，这些属性
将按照其选择的顺序进行添加。将这些信息提取到表单元格中后，这些信息将
按照属性文本代码添加的顺序显示。

也可以这样：

• 使用空格键和 Enter 键将格式添加到属性文本字符串中。

• 按照选择属性文本的顺序来控制抽取信息的显示顺序。

• 直接在框中键入以添加要在定制列的每个单元格中显示的特殊字符或任何其他
固定信息。有关属性文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帮助主题：

o 基本属性文本规则

o 修改属性文本输出的格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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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列列列

可以使用“格式化表单元格”对话框指定“列”选项卡中所有列的格式。包括列宽
和对齐、列标题位置和对齐以及列标题文本。例如，可以指定列标题居中，但列数
据为左对齐或右对齐。

可以将所有内容和格式规范设置保存在“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上，以便以其
他模式重复使用。要保存零件明细表格式，请使用该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上
的“保存设置”选项。

定定定义义义列列列顺顺顺序序序

“上移”和“下移”按钮控制列在表或零件明细表中的显示顺序。列表顶部的列
首先显示，而列表末尾的列最后显示。

可以通过使用“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上的“页面锚点”设置来控制列是添加
到表的右侧还是左侧。例如，如果锚点在右下方，则列将添加到表的左侧。如果锚
点在左上方，则列将添加到表的右侧。

修修修改改改单单单个个个列列列

将表置于图纸上后，就可以选择列以更改其格式。使用“数据”选项卡上的按钮可添加
用户定义的列和行、删除列和行以及编辑各个数据单元格的内容和格式。

• 要了解如何使用“格式化列”对话框和“格式化表单元格”对话框来定制标题行和
数据单元格的外观，请参见帮助主题格式化列和数据单元格。

• 要了解如何插入或删除列和行、移动行、在不同位置之间拖动列，请参见帮助主题
更改表或零件明细表。

使使使用用用选选选项项项页页页

“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上的“选项”页将特定于零件明细表的内容选择属性合并到
一个位置。在这里，您可以指定项号、部件类型和是否生成总长度零件明细表。

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项项项号号号

在“选项”选项卡上指定属于项号格式的所有属性。您可以：

• 指定是从装配中派生项号并由装配来维护，还是由“零件明细表”命令即时生成
项号。如果不是从装配中派生项号，则可使用“项号”选项卡在零件明细表中编
辑项号。

提提提示示示

您可以使用“排序”页上的“装配顺序”排序准则与装配路径查找器以相
同顺序显示列数据。

• 指定起始项号。

• 指定增量。

• 指定是否要标记不具备符号标注的项，以及要使用的标识字符串。默认标记为星
号 (*)。

• 指定零件明细表是否根据更改排序顺序重新编号。

5-605-605-6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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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释释释

装配文档中“项号”页（“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上的“保留项号”复
选框可控制是否在装配中创建项号。

选选选择择择部部部件件件类类类型型型

可以在零件明细表中包含和排除部件类型（零件、管道，管道接头和框架成员），还可
以使用“上移”和“下移”按钮更改部件类型显示顺序。

当您在“排序”页中选择“部件类型顺序”选项时，可按部件类型对零件明细表排
序。 还可以更改从模型文档属性中派生的信息的显示顺序。这些属性的示例包括文件
名、项号、数量、材料类型和材料属性。

指指指定定定总总总长长长度度度或或或切切切割割割长长长度度度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总长度零件明细表显示派生自作为相同行上的总长度显示的相同部件的所有管道
和框架成员。

切割长度零件明细表 (A) 显示在不同行上显示不同长度的每个框架成员或管道。

注注注释释释

切割长度可以与 Teamcenter 同步。值将作为“注释”出现在产品结构编辑器中。

生成这两类管道和框架的零件明细表非常简单。请参见帮助主题创建总长度零件
明细表。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615-6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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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

许多公司在其装配图纸中包含零件明细表，以给出关于个别装配部件的附加信息。例
如，通常将零件号、材料以及所需的零件数量记载在零件明细表中。

您可以将符号标注添加到图纸中，并且符号标注的编号可以与零件明细表中的零件
条目相对应。

符号标注也可显示从源文件中提取的属性文本。

零零零件件件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的的的自自自动动动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

如果选择“零件明细表”命令并设置“零件明细表”命令条上的“自动符号标注”选
项，则可以根据零件明细表自动向装配的零件视图添加符号标注。

选择要进行符号标注的零件视图时，系统将自动创建零件明细表以及引用该列表
的符号标注。

此外，您也可以在不放置零件明细表的情况下自动创建符号标注。要了解如何执行此操
作，请参见帮助主题：自动向零件视图添加符号标注。

5-625-625-6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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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控控制制制重重重复复复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

使用“符号标注”页（“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上的“自动符号标注”选项，您可
以指定不同级别的重复符号标注控制。例如，在使用多个图纸视图时，您可以指定：无
论有多少图纸视图显示某一零件，该零件项在整个文档中都只显示一个符号标注。

调调调整整整自自自动动动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的的的文文文本本本大大大小小小

自动生成的符号标注的外观是由“符号标注”页面（“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上的
选项指定的。例如，您可以通过在“文本大小”框中键入一个新值，在将符号标注
添加到图纸中之前 调整其文本大小。

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的的的项项项目目目号号号

您可以指定装配的零件视图中的符号标注显示项目号，这些项目号引用零件明细表
中的项目号。

• 如果在创建零件明细表之前放置符号标注，则按照您选择零件的顺序按顺序指定
项目号。

• 如果在创建零件明细表之后放置符号标注，则符号标注中的项目号将与活动的零件
明细表相匹配。

注注注释释释

一张图纸中可以有多个零件明细表。最近创建的零件明细表为活动的零
件明细表。

您可以将其他零件明细表指定为活动零件明细表，方法是选中某个零件明细
表后，在快捷菜单中单击“设为活动的”。

要指定项目号，请使用“符号标注”命令，并在“符号标注”命令条上设置以下选项：

• “链接到零件明细表”，它将根据活动的零件明细表自动生成符号标注。

• “项目号”，它将自动生成符号标注的项目号。如果清除“项目号”选项，则可以
分别将项目号添加到每个符号标注。

• 项个数，它将零件数量值添加到符号标注的下半部分。

您可以同时修改符号标注项号和零件明细表。

• 要编辑零件明细表和符号标注中的项号值，请使用“项号”选项卡（“零件明
细表属性”对话框）。

• 要更改项号格式，请使用“选项”选项卡（“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

引引引用用用属属属性性性文文文本本本的的的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

您可以创建引用源文档中属性文本信息的符号标注。这类示例包括项目、零件文档
号、材料规格和版本。

要选择将在新符号标注中显示的特定属性文本，请使用“符号标注”命令条中的“属性
文本”按钮，打开“选择属性文本”对话框。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635-6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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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属性文本分配到符号标注中的不同文本位置（(A)、(B)、(C) 和 (D)），
方法是：将属性文本字符串添加到“符号标注”命令条中的“上半部”、“下半
部”、“前缀”和“后缀”框中。

注注注释释释

要在文本位置 (A) 处显示属性文本，必须清除“符号标注”命令条中的“项
号”选项。

要了解如何创建或修改符号标注，使其显示文档号或其他文档属性，请参见在符号
标注中显示文档属性。

层层层叠叠叠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

当多个符号标注参考相同零件明细表组中的多个项目时，它们经常彼此覆盖，很难看清
指引线指向何处。包含紧固件零件的零件（例如，螺栓、垫圈、锁垫圈和螺母）很小并
相距很近。可以使用“符号标注”页面（“零件明细表属性”对话框）上选中的图纸视
图复选框中的“自动堆叠”符号标注来重新将紧固件符号标注排列到堆叠中，但仍保留
各个紧固件之间的关联性。如果零件项目号更改，那么它的符号标注也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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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符号标注时，它们将水平对齐或垂直对齐，一个指引线附加到堆中的第一个符
号标注。此示例显示了水平堆及其随附的零件明细表。第一个符号标注是位于右
侧、带有指引线的符号标注。

要了解如何自动或手动以堆叠形式排列符号标注，请参见帮助主题：堆叠符号标注。

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堆堆堆叠叠叠编编编辑辑辑手手手柄柄柄

可以使用以下编辑手柄来操作符号标注层叠。带折线的符号标注层叠有四个编辑手柄。
不带折线的符号标注层叠有三个编辑手柄。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655-6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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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下划线符号标注形状和折线的竖直符号标注层叠有一个额外的编辑手柄 (E)。

手手手柄柄柄位位位置置置 目目目的的的
(A)

符号标注层叠编辑点

将层叠排列从水平更改为竖直，或从竖直更改为水平。

(B)

折线编辑点

延长或缩短折线。

将符号标注层叠和折线翻转到指引线的另一侧。

对于没有指引线的层叠，您可以打开折线，拖动层叠，然后
再关闭折线。

(C)

指引线编辑点

通过移动折线并更改指引线的长度和方向，可以自由移动符
号标注层叠。

插入顶点可添加编辑点。

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移动注释。

5-665-665-6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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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手手柄柄柄位位位置置置 目目目的的的
(D)

注释连接点

沿着注释的元素移动指引线的起点。

按住 <Alt> 断开指引线并移除关联。

按住 <Alt+Ctrl> 可断开指引线的连接，但仍保留关联性。

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移动注释。
(E) 仅针对具有下划线符号标注形状的竖直符号标注层叠，将层叠

上的竖线拖至注释的另一侧。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675-6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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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心心心线线线、、、中中中心心心标标标记记记和和和螺螺螺栓栓栓孔孔孔圆圆圆

中心线、中心标记和螺栓孔圆用于“工程图”环境中，便于进行尺寸标注和注释过程。
在“2D 模型”图纸页、工作图纸页或图纸视图中，它们与所添加到的元素相关联。如
果修改图纸视图，则中心线、中心标记和螺栓孔圆将相应地更新其位置和大小。

您可以使用“夹角”命令添加引用这些注释的尺寸。

添添添加加加中中中心心心线线线、、、中中中心心心标标标记记记和和和螺螺螺栓栓栓孔孔孔圆圆圆

您可以一次添加一个中心线、中心标记或螺栓孔圆注释，也可以自动将它们添加到图
纸页上的所有零件视图。对于中心线和中心标记，可以用围栏选择一组元素，以将
它们添加到这些元素。

添加这些注释的命令位于“主页”选项卡→“注释”组上。

“自动中心线”命令仅适用于零件视图，它提供一些命令条功能，可自动添
加和移除中心线和中心标记。

“中心线”命令可添加个别中心线。

“中心标记”命令可将中心标记添加到一个或多个曲线元素，如圆、弧、椭
圆或部分椭圆。

“螺栓孔圆”命令

5-685-685-6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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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修改改改中中中心心心线线线、、、中中中心心心标标标记记记和和和螺螺螺栓栓栓孔孔孔圆圆圆

您可以更改现有中心标记、中心线或螺栓孔圆的属性，从而修改其外观。选择注释，
然后使用快捷菜单上的“属性”命令。

可使用注释快捷菜单中的“删除”命令来分别移除上述任何注释。

设置“自动中心线”命令条上的“移除线和标记”按钮 ，可将通过“自动中心
线”命令自动添加的中心线和中心标记作为组移除。

重重重新新新附附附加加加分分分离离离的的的注注注释释释

当中心线、中心标记和螺栓孔圆因为模型更改或图纸视图更新而分离时，将使用“常
规”页（“尺寸样式”对话框）中设置的“错误尺寸颜色”来显示。“尺寸跟踪器”
对话框中也会对其进行标识。

可以使用在选择注释时可见的附件手柄重新附加注释。重新附加后，将用“从动尺
寸”颜色显示这些注释。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695-6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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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几几何何何公公公差差差标标标注注注

几何公差标注是一种注释形式，采用这种形式，您可以提供关于零件特征的附加信
息。尺寸及其关联公差提供关于零件特征的尺寸或位置的可接受变化量的信息，而
几何公差标注在零件特征之间建立关系。例如，您可以定义零件中孔的位置相对于
零件上的其他特征（即基准）的公差。

在“工程图”环境中，可用以下命令定义几何公差：

• “特征控制框”命令指定称为基准的零件的一个特征相对于其他特征的参考字
母的必要公差。

• 可使用“基准框”命令在零件上标识基准。

• 可使用“基准框”命令为特殊功能或制造和检查指定基准点、线、平面或区域。

注注注释释释

Solid Edge 支持几何尺寸标注与公差标注的 ASME Y14.5-2009 ANSI 和 ISO 制
图标准。TrueType 符号字体中支持“介于”和“统计误差”符号。

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

特征控制框由两个或更多个矩形方格组成，它们包含关于公差的信息。第一个方格始终
包含几何特性符号。后面的方格包含公差值和代表零件变化量的符号，如最大材料状
态。您通过在对话框中输入文本并选择符号来创建特征控制框。

在一个特征控制框中，最多可参考四个基准。

特征控制框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A) 几何特性符号

(B) 公差

(C) 基准引用

(D) 公差带符号

(E) 公差值

(F 材料状态符号

有效的特征控制框必须包含这两部分：

• 几何特性符号

• 公差

一些几何特性还要求在特征控制框中引用基准。您可以对公差和基准引用应用材料
状态。还可以对公差应用直径公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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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操操控控控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

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编编编辑辑辑手手手柄柄柄

放置特征控制框之后，可使用注释编辑手柄调整其位置和方向。

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编编编辑辑辑手手手柄柄柄

位位位置置置 目目目的的的
(A)

注释连接点

沿着注释的元素移动指引线的起点。

按 Alt 键断开指引线并移除关联性。

按 Alt+Ctrl 键断开指引线，但仍保留关联性。

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移动注释。
(B)

指引线编辑点

通过编辑指引线，自由移动特征控制框。

更改指引线长度和方向。

注注注释释释

不影响折线长度和方向。

将顶点插入指引线中会添加编辑点。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移动注释。
(C)

指引线附加点

拖动点 (C)：

• 延长或缩短折线。

• 将特征控制框和折线翻转到指引线的另一端。

• 如果不使用折线，则将特征控制框相对于其参考的实体以 90、180 和 270
度为增量进行翻转。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715-7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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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捕捕捕捉捉捉点点点

可使用特征控制框上显示的捕捉点更改指引线附加点。按 Alt 的同时拖动点 (C) 将显
示捕捉点，以使您可连接到这些捕捉点。

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捕捕捕捉捉捉点点点

位位位置置置 目目目的的的
按 Alt 的同时拖动 (C)

指引线附加点

按 Alt 的同时拖动点 (C)：

• 显示可用的指引线捕捉点（请参见下方的 D）。

• 将指引线的连接点更改为特征控制框。
(D)

捕捉点

按 Alt 的同时拖动 (C) 将显示以下捕捉点：

• 使用折线时，沿框的周围有八个点可见。

• 不使用折线时，仅在框的中心有一个点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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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工程程程字字字体体体

本软件附带交付的工程字体包含特定于行业的字体、特殊字符和符号，您可以使用它们
来对工作图纸进行评注。这些字体包括度数符号、直径符号和其他特殊字符与符号，它
们通常没有包括在典型字处理软件包中。

您对字体的选择应该基于您创建工程图纸所面向的行业。

本软件提供了 TrueType 字体；借助 TrueType 字体，您在屏幕上所看到的就是在打印
页面上所出现的。文档的屏幕显示与打印文档相当匹配。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735-7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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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产品品品制制制造造造信信信息息息 (PMI)(PMI)(PMI)

PMIPMIPMI 概概概述述述

产品制造信息（或称为 PMI）包括添加到 3D 模型的尺寸和注释，可用于审核、
制造和检测过程。

在同步建模和顺序建模中，PMI 尺寸还提供重要的设计修改工具。通过编辑尺寸值，可
对模型进行更改。锁定和解锁尺寸，可控制连接的模型面响应尺寸值编辑的方式。而且
您可控制要应用尺寸编辑的方向。这极大简化了设计、测试和更新的过程。

Solid Edge PMI 应用程序将以下功能组合在一起了：添加尺寸和注释，生成带有 3D 剖
视图的完全渲染的 3D 模型视图，图纸格式化和发布信息。

您您您可可可以以以添添添加加加以以以下下下类类类型型型的的的 PMI:PMI:PMI:

• 尺寸 - 智能尺寸、间距、夹角、坐标尺寸、角坐标尺寸、对称尺寸。

• 注释 - 指引线、符号标注、标注、表面纹理符号、焊接符号、边状态、特征
控制框、基准框及基准目标。

有关添加这些 PMI 元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PMI 尺寸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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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您可可可以以以创创创建建建以以以下下下类类类型型型的的的视视视图图图：：：

• 3D 剖视图，可添加到

• 3D 模型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 使用顺序建模的 PMI 标注尺寸命令添加的尺寸始终为从动尺寸。

• 可选择添加到模型中的同步 PMI 尺寸应该处于锁定状态还是解锁状态。

• 剖视图和模型视图与 3D 模型相关联。3D 模型发生更改时，剖视图和模型
视图也会更新。

PMIPMIPMI 命命命令令令

PMI 选项卡可将您需要进行以下操作的命令方便地进行组合：

• 直接在 3D 模型中添加 PMI 尺寸和注释。

• 在顺序建模环境中，将 2D 尺寸和注释从草图复制到 PMI 3D 模型。

• 创建 3D 模型的模型和剖视图。

在同步建模环境中，还可使用功能区上任何其他选项卡中的尺寸和注释命令，将 PMI
添加到模型，以及对草图标注尺寸。它是您选择的元素的类型（模型边或草图几何图
形），而不是确定尺寸是 3D PMI 尺寸还是 2D 草图尺寸的命令。

有关使用 PMI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主题，使用 3D PMI。

路路路径径径查查查找找找器器器、、、PMIPMIPMI 和和和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路径查找器”访问和控制模型的所有 PMI 元素和 3D 模型视图。例如，如果钣金模
型有两种不同的状态，“设计”和“展平”，则 PMI 和模型视图由它们在该状态下
创建的模型状态所有。

• “路径查找器”上的 PMI 集合包含活动文档中所有尺寸、注释和模型视图的
可扩展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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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PMI 集合是空的，则不会显示在“路径查找器”上。

• 定义 PMI 模型视图时，其名称将添加到“模型视图”集合。

• 位于“路径查找器”上的 PMI 集合上方的单独的“剖视图”集合包含文档中已定
义的所有 3D 剖视图。

• PMI 元素和剖视图可在“路径查找器”上出现多次。选择其中一个项目时，该项目
的所有事例都被选中。

此表说明“路径查找器”中与 PMI 相关的图标。

节点是 PMI 集合或子集合（位于已定义的模型视图下）的顶级条目。

图图图例例例

PMI 集合符号

尺寸节点，显示（位于 PMI 或模型视图集合中）

尺寸节点，隐藏（位于 PMI 或模型视图集合中)

PMI 尺寸元素，显示

PMI 尺寸已锁定（同步）

PMI 尺寸元素，隐藏

注释节点，显示（位于 PMI 或模型视图集合中)

注释节点，隐藏（位于 PMI 或模型视图集合中)

PMI 注释元素（例如标注符号），显示

PMI 注释元素（例如标注符号），隐藏

模型视图集合

已定义的模型视图

剖视图集合

剖视图，已应用

剖视图，不应用

注注注释释释

• 在“路径查找器”中列出的每个 PMI 元素之前的复选框可打开和关闭元
素。每个尺寸和注释组的快捷菜单上也有“显示”、“隐藏”、“全部显
示”和“全部隐藏”命令。

• 没有显示或隐藏模型视图，但是使用“应用视图”命令可以将模型视图应
用于图形窗口。

• 使用“应用剪切”命令应用和移除已定义的 3D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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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和对应的表对指派给尺寸的颜色代码进行了说明。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色色色码码码

颜颜颜色色色 求求求解解解条条条件件件 动动动态态态编编编辑辑辑？？？ 附附附加加加至至至

蓝 自由 是 同步元素

红 锁定，约束尺寸。 是 同步元素

紫色 由其他尺寸或变量驱动 否。
顺序元素或不可编辑
的 PMI

褐色 不可用 否
不充分连接至任何元
素

在 PMI 集合内，不同类型的尺寸（例如，线性、径向、角度尺寸）在“路径查找器”
上将显示唯一的符号和元素名称。而且，还会显示其各自的颜色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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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此类似，使用自己的一组符号和特定尺寸的命名规则。

有关显示和隐藏 PMI 元素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 3D PMI。

审审审核核核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

一种特殊的 PMI 模型审核模式允许您审核在文档中定义的所有模型视图及其关
联的 PMI 数据。例如，您可能要在将 PMI 模型和数据导出到“查看和批注”之前
需要使用此特征。

在选择“审核”命令（PMI 模型视图）时，会显示一个“PMI 模型审核”命令条，引导
您完成每个模型视图的审核。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 PMI 创建 3D 模型视图。

共共共享享享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

有多种方法可共享 3D 模型及其附加的数据。

• 使用“创建图纸”命令，可生成当前显示在图形窗口中的已标注尺寸的模型的图
纸。还可使用“创建图纸”命令，生成任何已在文档中创建的模型视图“快照”
的图纸。

• 可使用“应用视图”命令在图形窗口中显示特殊方向的模型视图，然后使用“打
印”命令打印出来。

• 可使用“应用”菜单上的“另存为图像”命令将图形窗口的内容保存为图像文
件格式。

• 使用发送 PMI 到查看和批注命令来将它们发布为与“查看和批注”相兼容的格式。
这将把文件以 .pcf 格式保存，从而可以在“查看和批注”中使用。

• 使用“另存为”命令将它们发布至 Solid Edge 查看器，以便将信息保存为：
jt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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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创建建建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图图图纸纸纸

可以使用“图纸视图向导”从带有 PMI 的 3D 模型生产图纸。模型视图中的数据 -
视图方向、3D 横截面和 PMI 尺寸和注释 - 将被复制到图纸视图。复制到图纸的
PMI 文本将保留其 3D 外观。

为此，有两种基本方式：

• 可在图形窗口中从当前模型表示生成图纸。

• 可以使用“视图”命令从已创建的备选模型视图中生成图纸。模型视图允许将特殊
格式化、背景和视图方位应用于您的模型。

一旦将一个或多个 PMI 模型视图复制到图纸，您可以：

• 打开和关闭与模型视图的关联性。

• 更改图纸视图中当前显示的 PMI 模型视图。

• 为图纸上的每个 模型都选择一个其他渲染模式（包括着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创建 PMI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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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 3D3D3D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创创创建建建工工工作作作流流流

PMI 模型视图创建为“所见即所得”。创建 PMI 模型视图时，选择“模型视图”命令
时，就可以获得在图形窗口中可见的模型方位、渲染模式、注释和尺寸。

注注注释释释

装配中的模型必须在 PMI 可以添加到其中之前被激活。

1. 设置 PMI 尺寸和注释平面。在顺序建模环境中，使用 PMI 工具条上的“锁定尺
寸平面”命令设置活动 3D 尺寸和注释平面。注释和尺寸将平行于该平面放置。
您可以在添加注释和尺寸时随时更改此尺寸平面。

2. 添添添加加加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在同步建模环境中，拉伸草图区域或使用将 2D 区域转换为
3D 实体的另一个命令时，草图尺寸将自动迁移到 3D 模型。使用 "PMI" 选项卡上
的命令可直接添加新的 PMI 注释和尺寸到模型中。

可参阅下列帮助主题以获取更多信息：

• 部件建模工作流概述

• PMI 尺寸和注释

3. 添添添加加加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在顺序建模环境中，可使用“复制到 PMI”命令将 2D 尺寸
和注释从特征或草图复制到 3D 模型。可以使用已复制元素的快捷菜单上的命令编
辑元素。使用 "PMI" 选项卡上的命令可添加新的 PMI 注释和尺寸。

要了解有关 PMI 尺寸和注释的详情，请参见帮助主题：PMI 尺寸和注释。

4. 使用标准旋转、视图选择和缩放命令选选选择择择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视视视图图图方方方位位位。

5. 创创创建建建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使用 "PMI" 选项卡→“模型视图”组→“视图”命令获取
所有这些显示信息、分配新名称和渲染模式以及保存视图。它将视图名称添加到
“路径查找器”上的“模型视图”集中。与模型视图关联的所有尺寸和注释都列在
该模型视图名称下方。

要详细了解 PMI 模型视图，请参见帮助主题：用 PMI 创建 3D 模型视图。

6. 修修修改改改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如果必要，请更改模型方向和显示设置。

可以隐藏干涉视图的 PMI 元素。

使用模型视图快捷菜单上的“编辑定义”命令以：

• 使用“编辑定义”命令条上的“选项”按钮来更改模型视图名称和定义。

• 使用命令条上的“模型视图显示”组，对视图中零件和子装配的显示进行更改。

• 使用命令条上的“模型视图显示”组，在模型视图中添加并编辑尺寸和注释。

要了解如何操作，请参见帮助主题：编辑 PMI 模型视图定义。

7. 创创创建建建其其其他他他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使用“模型视图”命令来捕捉对应 PMI 的模式新方向和显示模
式。为该视图指定其他名称，然后选择所需的渲染模式。如果更改渲染模式，可使
用“路径查找器”快捷菜单上的“应用视图”命令以将视图设置应用于图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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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审审审核核核。使用“审核”命令以图形方式预览所有 PMI 模型视图。

9. 导导导出出出和和和发发发布布布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使用“发送 PMI 到查看和批注”命令发布 PMI 模型视
图并在“查看和批注”中打开它们。

要详细了解发布 PMI 模型的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发布 PMI 和模型视图
到查看和批注。

将将将 3D3D3D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添添添加加加到到到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在 PMI 工作流程的上下文中，在创建模型视图时应用的任何 3D 剖面都自动包括在模
型视图中，但是您也可以在创建模型视图后添加或移除剖面。

1. 设置剖视图的显示属性。

2. 显示或隐藏切割平面。

3. 将剖面添加到模型视图。

有关使用 PMI 模型视图中的剖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在 PMI 模型视
图中使用 3D 剖视图。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编编编辑辑辑命命命令令令

用于编辑 3D 模型视图的定义和属性的命令在“路径查找器”上选定模型视图的快捷菜
单中。例如，用于操作模型视图的快捷菜单包括以下命令：

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命令操作 PMI 模型视图，请参见帮助主题：操作 PMI 模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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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PMIPMI 元元元素素素编编编辑辑辑命命命令令令

用于将 PMI 元素添加到 3D 模型视图，从 3D 模型视图移除 PMI 元素，以及显示和隐
藏 PMI 元素的命令也在“路径查找器”的选定尺寸或注释的快捷菜单上：

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命令操作 PMI 模型视图，请参见帮助主题：显示和编辑 PMI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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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 元素是否可见由元素或节点名前的复选框 以及快捷菜单上的“显示”和
“隐藏”命令控制。

显示和隐藏节点和元素

指向“尺寸”或“注释”集合的顶级时，“显示”命令起的作用相当于位于相
应集合中的各个 PMI 元素的看门人。

• 如果指向“尺寸”或“注释”节点时选择“隐藏”，则集合中的所有尺寸和注
释会立刻关闭显示。

注注注释释释

如果节点被设置为显示，则单个元素只能设置为可见。

• 如果指向“尺寸”或“注释”节点时选择“显示”，则可以显示集合中的尺
寸和注释，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显示/隐藏设置。

提提提示示示

可以编辑模型零件或特征，而不会造成 PMI 注释和尺寸的混乱。使用“隐
藏”命令可以暂时移除注释和尺寸；使用“显示”命令可以将其恢复。

如果设置或清除任意集中单个 PMI 元素前面的复选框，则此 PMI 元素的所有
实例将在文档中显示或隐藏。

有关说明 PMI 相关图标的显示与隐藏状态的表格，请参见产品制造信息 (PMI) 概
述帮助主题中的显示和编辑 PMI 元素部分。

在模型视图中显示或隐藏

如果编辑模型视图时选择“隐藏”，则当退出编辑模式时，隐藏的元素会从所
选元素的那个模型视图列表中移除。

全部显示和全部隐藏

节点的“全部显示”和“全部隐藏”命令是打开或关闭文档中所有尺寸或注
释的快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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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和和和注注注释释释

创创创建建建 PMIPMIPMI 元元元素素素

置于模型几何体上的注释和尺寸是 PMI 元素。其通过两种方式来创建。

• 当您使用草图来构造特征时，置于草图上的尺寸迁移到实体上的适当边。这些迁移
的尺寸成为 3D PMI 尺寸。请参见帮助主题：从草图创建标注尺寸的零件。

标注于草图上的注释也复制到模型。

• 可随时使用功能区上的任何命令将尺寸和注释直接标注在模型边上。此外，PMI 选
项卡上的工具集方便地将所有 PMI 相关函数组合在一个位置上。

注注注释释释

用于将尺寸和注释标注在草图和模型上的命令是相同的。但是，标注在 2D 草图
元素上的尺寸和注释与那些标注在 3D 模型元素上的尺寸和注释有所不同。这些
差异在编辑期间最为明显。

锁锁锁定定定和和和解解解锁锁锁的的的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

在同步模型中，您可以使用 PMI 尺寸来修改模型。通过选择模型边上的尺寸是锁定
还是解锁以及指定更改方向，可控制模型更改的效果。

• 解锁尺寸指在修改连接到注明尺寸的边的面时，尺寸值允许更改。解锁尺寸的默
认颜色是蓝色。

• 锁定的尺寸防止在移动连接面或调整连接面大小时对尺寸值进行更改。

必须先锁定一个尺寸，然后才能将公式或变量规则应用于该尺寸。

锁定尺寸的默认显示颜色是红色。

在“路径查找器”中，可通过锁定图标 轻松标识锁定尺寸。

注注注释释释

从草图迁移的所有 2D 尺寸均已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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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修改模型的需要编辑个别尺寸，以便锁定和解锁尺寸。使用“尺寸值编辑”
对话框上的锁定按钮可将某个尺寸的状态从解锁改为锁定。

如果“锁定”按钮不可用，请选择“保持关系”命令。

注注注释释释

尺尺尺寸寸寸锁锁锁定定定规规规则则则

• 如果保持尺寸不锁定，而只按特定编辑的需要锁定值，那就更好了。您编辑
模型后，编辑内容则自动局部化，未涉及的尺寸保持不变。

• 在同步建模中，必须先锁定 PMI 尺寸，才能用公式驱动它或将其用在公式
中。类似地，不能对由公式控制的尺寸或用于另一个尺寸或变量的尺寸解锁。

要了解如何通过编辑尺寸值来修改模型，请参见帮助主题：编辑模型尺寸。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颜颜颜色色色

下表对分配给尺寸的颜色代码进行了说明。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色色色码码码

颜颜颜色色色 求求求解解解条条条件件件 动动动态态态编编编辑辑辑？？？ 附附附加加加至至至

蓝 自由 是 同步元素

红 锁定，约束尺寸。 是 同步元素

紫色 由其他尺寸或变量驱动 否。
顺序元素或不可编辑
的 PMI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855-8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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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色色色码码码

颜颜颜色色色 求求求解解解条条条件件件 动动动态态态编编编辑辑辑？？？ 附附附加加加至至至

褐色 不可用 否
不充分连接至任何元
素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编编编辑辑辑光光光标标标

在将“选择”光标移至某一尺寸上方时，光标会指示单击该位置时可以使用的操
作类型：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编编编辑辑辑光光光标标标

光光光标标标
图图图像像像

操操操作作作 何何何时时时显显显示示示？？？ 示示示例例例

编辑尺寸
值。

光标位于
尺寸文本上
方。

在延伸线内
部或外部拖
动端符。

光标位于
尺寸端符上
方。

修改尺寸属
性。

光标位于尺
寸线或延伸
线上方。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修修修改改改手手手柄柄柄

有两种类型的尺寸修改手柄：值编辑手柄和格式化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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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尺尺寸寸寸值值值编编编辑辑辑手手手柄柄柄

• 当您单击尺寸文本时会出现 PMI 尺寸值编辑手柄。尺寸值编辑手柄包含“尺寸
值编辑”对话框 (A) 以及 3D 箭头和球端符 (B)。

o 您将在该对话框中输入或编辑值。

o 您将通过单击对话框上的箭头按钮或单击任一 3D 端符来控制编辑的应用方向。

■ 3D 球体端符指示静止侧。

■ 默认方向由对话框上高亮显示的箭头按钮和由 3D 箭头端符指示。双向对
等的尺寸编辑由高亮显示的对称按钮和 3D 箭头端符表示。

有时 3D 端符更为明确，如下例中所示。

要了解如何使用尺寸值编辑手柄，请参见帮助主题：通过编辑 PMI 尺寸
值来调整模型尺寸。

• 如果完全禁用“尺寸值编辑”对话框，则意味着尺寸在其当前状态下不可编辑。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875-8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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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尺尺寸寸寸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手手手柄柄柄

• 您可以使用以下手柄来更改尺寸格式：

o 当您单击尺寸线或延伸线时，会显示“编辑定义”命令条和尺寸格式手柄。

■ 可以使用“编辑定义”命令条中的选项来修改尺寸属性，包括公差、前
缀和方位。

■ 填充圆是格式手柄，您可通过拖动它们来更改尺寸线和延伸线的长度。

o 单击尺寸端符（如箭头）时，可在延伸线之内或之外拖动该端符。

要了解如何显示和隐藏、编辑以及操作 PMI 元素，请参见帮助主题：显示和编
辑 PMI 元素。

不不不按按按比比比例例例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

通过右键单击尺寸并从关联菜单中选择不按比例，可以覆盖从动尺寸的值。Solid
Edge 在不按比例尺寸的值下添加下划线。

不按比例的名称出现在尺寸的值编辑对话框中。

预预预选选选预预预览览览

当您将光标置于尺寸值上时，可看到两个显示将如何应用尺寸值编辑的预选预览特
征：编辑方向和模型面选择。

方方方向向向预预预览览览

• 在选择尺寸文本之前的光标位置会影响应用编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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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果您将光标置于尺寸值的左侧（在此示例中为数字 4），则方向箭头将指向
左侧。如果您通过单击此处来选择尺寸值，则将在此方向上应用编辑。

o 如果您将光标置于尺寸值的右侧（在此示例中为数字 5），则方向箭头将指向
右侧。如果您通过单击此处来选择尺寸值，则将在此方向上应用编辑。

面面面选选选择择择预预预览览览

您可以预览在编辑尺寸值时将影响哪些模型面，方法是指向尺寸文本但不选择该尺
寸文本。相关模型面将高亮显示以供您查看。

要更改选择集，您可以设置和清除“实时规则”选项窗口上的关系。

您也可以通过更改“尺寸编辑”快速工具条上的解算选项来影响输出结果。

要了解详情，请参见以下帮助主题：

• 使用实时规则

• 选择要通过 PMI 尺寸编辑来修改的面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895-8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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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关关关键键键点点点

放置您要用来更改模型的 PMI 模型尺寸时，您可以使用 3D 关键点过滤器“中心点和

端点” 以及“中点” 。这就确保尺寸放置在可用于修改模型的关键点上。这
些关键点位于圆和圆弧的中心以及边的中点和端点上。

注注注释释释

“中心点”、“端点”和“中点”过滤器使用虚拟顶点派生相应关键点。

要在尺寸放置过程中使用其中任一关键点过滤器，请选择“尺寸”命令条上的“关键
点”按钮，该按钮位于“其他”组按钮之下。然后，选择所需过滤器。

使使使用用用尺尺尺寸寸寸平平平面面面

将 PMI 尺寸和注释添加到模型时，它们将按与尺寸平面平行的方式对齐。默认平面是

与屏幕最平行的基本平面。但是，您可以使用命令条上的锁定尺寸平面选项 来选
择不同平面。这个选项在您选择了某一尺寸或注释命令后可用。

只有明确设置的平面才会出现在图形窗口中。这些平面以棕红色半高亮显示。

要关闭已设置的尺寸平面，请按 F3。

使使使用用用交交交点点点

您可以使用模型交点来放置 PMI 尺寸。使用交点：

• 更容易向已倒圆、分割或修剪的模型边添加尺寸。

• 在模型边已倒圆、分割或修剪的情况下辅助尺寸重新连接到原始端点。

Solid Edge 会自动检测交点的存在情况。您可以在放置任何尺寸时使用交点方法。

注注注释释释

要关闭交点模式，请选择尺寸命令并按 "I" 键。

示示示例例例

以下是您可能希望使用交点放置尺寸时的一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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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通过过过倒倒倒圆圆圆修修修改改改的的的边边边

通通通过过过修修修剪剪剪修修修改改改的的的边边边

通通通过过过分分分割割割修修修改改改的的的边边边

您也可以使用快速工具条找到所有交点，而不仅仅是默认的最小距离，如下例中所示：

您还可以使用某条虚拟中心线与某个圆柱或圆锥对象（包括倾斜、环形、球形和样条形
状）的曲面的交点来放置尺寸。这些交点按需提供，而不必调用“交点”模式。

要了解如何使用此特征，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交点放置 PMI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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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用用用尺尺尺寸寸寸轴轴轴

有时您需要添加一个沿不与正标注尺寸的对象正交的轴进行测量的 PMI 单元。这种情
况可能发生在使用“间距”、“夹角”、“坐标尺寸”或“对称直径”命令的时候。

当这些尺寸命令中的一个正在进行中时，您可以使用“尺寸”命令条上“属性”组
按钮下方的尺寸轴选项来设置尺寸轴。

添添添加加加 PMIPMIPMI 尺尺尺寸寸寸

您可以使用“智能尺寸”命令对圆、圆弧、椭圆以及线性元素标注尺寸。

添加需要两个点的尺寸时：

• 第一次单击确定测量的起点。

• 第二次单击要测量的点或元素。

尺寸堆积或链接

• 使用“距离”可以在命令之间堆积或链接线性尺寸。

• 使用“角度之间”命令可以堆积或链接角度尺寸。

• 对称直径尺寸可以形成堆，但不能形成链。

• 堆或链中的所有尺寸必须根据同一活动尺寸平面进行放置。

• 各成堆或成链的尺寸在“路径查找器”上具有其自身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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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添添加加加 PMIPMIPMI 注注注释释释

• 可以在自由空间中放置注释。

• 可以将注释附加到模型的面、曲面、曲线、边和草图元素上。

• 可以将注释与现有尺寸和注释关联起来。

此处，基准注释被附加到现有特征控制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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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可以与面连接。

修修修改改改 PMIPMIPMI 格格格式式式和和和属属属性性性

通过执行下列任意操作，可以选择和修改单个 PMI 元素：

• 当显示尺寸格式手柄时，您可以：

o 使用命令条上的选项修改选定元素的 PMI 尺寸数值精度、尺寸类型、公
差和前缀。

o 通过选择和拖动红点来更改尺寸线和尺寸延长线的长度。您还可以在延长
线外选择并拖动尺寸箭头。

• 使用命令条上的“属性”按钮或快捷菜单上的“属性”命令更改格式属性，如字
体大小、终止符类型、扩展线类型、坐标显示等。

o 如果选择尺寸，则会显示“尺寸属性”对话框。

o 如果选择注释，则会显示特定于注释的对话框。

可以一次性执行影响所有 PMI 元素的更改：

• 可以对 PMI 文本大小进行互动调整，使其在放大和缩小模型时更易于阅读。

• 通过修改样式，可以对 PMI 元素颜色进行全局更改。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PMI 文本大小和颜色。

移移移动动动 PMIPMIPMI 元元元素素素

移动 PMI 元素有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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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用移动尺寸命令来移动 PMI 尺寸或注释。这使 PMI 元素在和该元素所在
平面垂直的方向上移动，并根据需要添加延长线。

• 将光标置于 PMI 元素上，然后拖动光标，元素会随光标在所在平面上移动。元素以
多种方式移动，这取决于您拖动元素的哪一部分和您是否使用格式化手柄。

• 您还可以使用 Alt + 拖动方式来使 PMI 尺寸或注释与一个模型元素分离并将其连
接到另一个不同模型元素。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见重新附加或移动尺寸或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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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移动与另一个 PMI 元素（包括堆积的和链接的尺寸）关联的注释，则它们一
起移动。

移动直接连接到面的注释将导致只沿着面转换，而不离开面转换。

要了解如何移动和操控 PMI 尺寸和注释，请参见帮助主题：移动 PMI 元素。

在在在 PMIPMIPMI 元元元素素素中中中使使使用用用属属属性性性文文文本本本

可以在 PMI 尺寸和标注与符号标注注释中抽取和使用属性文本。

• 要在标注与符号标注中使用属性文本，请选择“注释”对话框上的“属性文本”

按钮 。

• 要在尺寸前缀、后缀、上标或下标中使用属性文本，请将属性文本字符串复制并粘
贴到“尺寸前缀”对话框上的相应文本框内。通过在“尺寸”命令条上单击“前

缀”按钮 ，可打开“尺寸前缀”对话框。

• 要从零件或装配内的孔特征中提取孔信息，请使用“孔参考”、“智能深度”或
“孔标注”属性文本字符串。

• 可以从形成的零件而不是展平图样中提取弯折信息（角、半径和方向）。

• 要更新 PMI 元素的属性文本，请使用“PMI”选项卡→“属性文本”组→“更
新所有”命令。

• 要将各个注释和尺寸的属性文本字符串转换为纯文本，请使用选定元素快捷菜单
上的“转换属性文本”命令。

• 要转换文档中所有字符串，请使用“PMI”选项卡→“属性文本”组→“转换所
有”命令。

要了解有关属性文本的详情，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属性文本。

PMIPMIPMI 文文文本本本大大大小小小和和和颜颜颜色色色

设设设置置置 PMIPMIPMI 文文文本本本大大大小小小

更改 PMI 元素的文本大小有多种方式。

• 使用以下任意一种方法，一次性更改所有 PMI 元素和关联的图形（线、指引
线和箭头）：

o 自动缩放元素。使用活动模型样式确定文本大小时，PMI 元素将随着视图的缩
放自动按比例缩放。有时，这会导致 PMI 相对于特征或部件而言太大或太小。

o 交互更改元素大小。可以使用“增大 PMI 字体”和“减小 PMI 字体”按钮基
于像素大小更改 PMI 元素的大小。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让您交互地微调大小。

• 通过编辑样式更改新元素的大小。可以在“修改尺寸样式”对话框的“文本”

页面上为所有新 PMI 元素设置默认文本大小。可以使用“样式”命令 访
问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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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单个 PMI 元素的大小。您可以使用“属性”命令来覆盖单个选定元素的
默认文本大小。

在“线和坐标”选项卡上的尺寸样式和尺寸属性中可以指定折线和 PMI 文本之间的
折线长度和间隙。

要了解如何设置和更改 PMI 文本大小，请参见帮助主题：更改 PMI 文本大小。

设设设置置置全全全局局局 PMIPMIPMI 颜颜颜色色色

PMI 元素颜色可以一目了然地指示尺寸处于锁定状态还是解锁状态。可以更改 PMI
尺寸的全局颜色设置。这也将更改 PMI 注释的颜色。

可在“Solid Edge 选项”对话框的“颜色”页面上更改全局 PMI 颜色设置。

• 解锁 PMI 尺寸的默认颜色是蓝色。这与针对所有草图元素设置的颜色相同。可以从
“草图”列表中为它们选择其他颜色。

• 锁定 PMI 尺寸的默认颜色是红色。这与针对手柄元素设置的颜色相同。可以从
“手柄”列表中为它们选择其他颜色。

不可以更改单个 PMI 元素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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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用 PMIPMIPMI 创创创建建建 3D3D3D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模型视图帮助管理产品制造信息 (PMI) 工作流内零件、钣金或装配模型的显示。可以
定义不同的 3D 模型视图以完全传达设计、制造和功能信息。

模型视图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 模型状态，例如“设计”或“展平”（同步建模）。

• 顺序建模尺寸，包括已经复制到 3D 的驱动尺寸。

• 同步建模尺寸

• 注释

• 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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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后，可从“模型视图”集合中选择个别模型视图，该集合位于“路径查找器”上
的 PMI 节点下。

为了审核，可以使用“查看和批注”或“Solid Edge 查看器”通过电子方式共享
模型视图和数据。

创创创建建建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视图”命令为当前显示在图形窗口中的装配、零件或钣金模型创建 3D 视图。

• 创建模型视图时显示的所有尺寸、注释、视图设置和剖视图都复制到模型视图。

• 每个模型视图定义都包括一个视图名称、方向、比例和视图延伸量（缩放）。

• 可以在“模型视图选项”对话框中为视图名称、渲染模式和剖视图以及切割平面显
示指定初始值。可以通过编辑模型视图定义来更改这些设置。

• 可使用“路径查找器”访问并控制 PMI 模型视图。

• 每个模型视图定义都包含 PMI 元素的特定列表，即特定类型的尺寸、注释和包含的
剖视图，在应用视图时将显示这些元素。

注注注释释释

在一个模型视图中显示或隐藏这些元素将显示或隐藏设置应用于所有模型
视图中的相同元素。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帮助主题：使用 3D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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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审审核核核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可以使用特殊的 PMI 模型审核模式与关联的 PMI 数据一起审核文档中定义的所有模型
视图。可以在将 PMI 模型和数据导出到“查看和批注”之前使用此功能。

选择模型视图并选择快捷菜单上的“审核”命令时，将显示 “PMI 模型视图审核”命
令条以指导您审核每个模型视图。

• 可以使用以下工具完成 PMI 模型视图：

o 使用“下一步”和“上一步”箭头可以执行每个视图的所有步骤。

o 通过从“模型视图列表”中选择名称跳转到特定模型视图。

• 由于选择 3D 模型视图，因本活动窗口将暂时更改为按定义显示视图。这包括已
应用的显示和隐藏状态以及剖视图。

• 关闭审核会话时，图形屏幕将返回到上一个显示。

审核模型视图内容的另一种方法是在“路径查找器”上选择模型视图名称，然后在
其快捷菜单上选择“应用视图”命令。

将将将 3D3D3D 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添添添加加加到到到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 “路径查找器”的“剖视图”集合包含一个列表，即所有为模型定义的现有 3D
剖视图。

• 可以使用其快捷菜单上的“添加到模型视图”命令将现有的 3D 剖视图添加到模
型视图。

• 同样，可使用“从模型视图移除”命令从正在编辑的模型视图中移除剖视图。

修修修改改改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

选择模型视图快捷菜单上的“编辑定义”命令时，将在特殊的编辑环境中显示模型视
图。“模型视图”命令条为 PMI 模型视图提供对两种级别的编辑功能的访问。

• 使用“模型视图选项”对话框

• 选择“模型视图显示组”按钮可将您置于模型视图创建和编辑模式，在此模式下
您可以：

o 更改个别 PMI 元素的显示或隐藏可视性和显示属性。

o 将新的 PMI 注释和尺寸添加到模型视图。

注注注释释释

o 当您处于编辑模式时，不可使用建模命令。

o 除了视图方向和渲染模式外，在此编辑模式中所作的更改是“所见
即所得”。

■ 隐藏的 PMI 元素和剖视图将自动从模型视图中移除。

■ 添加和显示的 PMI 元素和剖视图将自动添加到模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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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出模型视图编辑模式时，所作的更改将应用于模型视图，并且标准建模命令
将再次可用。

发发发送送送 PMIPMIPMI 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到到到查查查看看看和和和批批批注注注

可通过电子方式共享包含 PMI 数据的 3D 模型视图，方法是将视图发布为与“查看和
批注”或“Solid Edge 查看器”兼容的格式。

• 使用“发送 PMI 到查看和批注”命令将文件保存为 .pcf 格式，可在“查看和
批注”中打开该文件。

• 另外也可以使用“应用程序”菜单上的“另存为”命令将信息保存为 .jt 格式。

注注注释释释

“发送 PMI 到查看和批注”命令将文件中的所有模型视图发送到“查看和
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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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发布布布 PMIPMIPMI 和和和模模模型型型视视视图图图到到到查查查看看看和和和批批批注注注

要使产品制造信息（即 PMI）和模型视图显示在“查看和批注”或“Solid Edge 查看
器”中，必须发布该信息。可使用“发送 PMI 到查看和批注”命令或使用“另存为”
命令将信息保存为 .jt 格式以发布信息。

使使使用用用发发发送送送 PMIPMIPMI 到到到查查查看看看和和和批批批注注注

在路径查找器中选择模型视图后，可通过快捷菜单上的发送 PMI 到查看和批注命令
快速发布信息。这样就将活动文档中定义的所有 PMI 数据和模型视图发送到 .pcf
文件。文件在“查看和批注”中自动打开。未与模型视图关联的任何 PMI 数据不会
显示在查看器中。

使使使用用用另另另存存存为为为

要使用“另存为”命令发布信息，可在“Solid Edge 到 JT 转换选项”对话框中设置
“保存 PMI 数据”选项，然后将文档保存为 .jt 格式。与模型视图关联的所有模型视
图和 PMI 信息都将保存到 .jt 文档。

保存后，可在查看器中打开 .jt 文档。在“路径查找器”的“模型视图”页上显
示模型视图列表和关联的 PMI 信息。

注注注释释释

选择“保存 PMI 数据”选项后，其他 jt 保存选项将被禁用，并设置合适的选
项以支持 PMI 数据。如果选择了“保存 PMI 数据”选项，即使未设置“包括
精确几何体”选项，精确几何体也始终会被发送。

只将查看器支持的图形拓扑结构写入 jt 文件。以下项目由模型视图控制，但不写
入 jt 文件。

• 坐标系

• 参考平面

• 草图和轮廓

• 参考轴

• PMI 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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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属属性性性文文文本本本代代代码码码

可以将符号和参考数据添加到注释文本和尺寸文本中。如果一个对话框（例如，
“标注”对话框或“尺寸前缀”对话框）提供了执行此操作的按钮，则可以单击该
按钮插入符号。在某些情况中，如果对话框没有提供直接插入符号的按钮界面，则
可以输入一个三字符的符号代码代替。

对于许多类型的注释（如文本框、特征控制框、焊接符号和孔参数表以及尺寸文本和图
纸视图标题），可使用“选择符号和值”对话框避免键入符号代码。

下表按类别排列：

• 符号

• Values

最左侧列中的三字符代码显示最右侧列中显示的对应符号，或者从模型中获取匹配
值。这些代码必须完全按照所列示的输入。它们对于 Solid Edge ANSI 符号和 Solid
Edge ANSI 符号字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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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符号号号

几几几何何何特特特征征征符符符号号号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显显显示示示该该该符符符号号号

%FL 平面度

%SR 直线度

%CI 圆度

%CY 圆柱度

%PP 垂直度

%AN 倾斜度

%PR 平行度

%PS 表面的轮廓

%PL 线的轮廓

%CR 圆跳动度

%TR 全跳动度

%PO 位置

%签出 同轴度

%SY 对称

材材材料料料状状状态态态符符符号号号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显显显示示示该该该符符符号号号

%MC 最大

%LC 最小

%SC 不考虑特征尺寸

%RC 相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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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公差差差带带带符符符号号号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显显显示示示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PZ 投影

%TZ 相切平面

%FZ 自由状态

%ER 包容要求

%UD 轮廓不同处理

%IN 独立

%TL 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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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尺尺寸寸寸标标标注注注符符符号号号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显显显示示示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DI 直径

%DG 度数

%BT 之间

%ST 统计公差

%CF 连续特征

%SQ 方形

%CB 埋头孔

%SF 孔口平面

%CS 沉头孔

%DP 深度

%IL 初始长度

%AL 弧长

%PM 加减

%AN 锥角

%A2 锥角 2

%A3 锥角 3

%A4 锥角 4

%SG 对称锥角

%S2 对称锥角 2

%Gd

注注注释释释

第二个字母小写。

材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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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TGOSTGOST 焊焊焊接接接符符符号号号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显显显示示示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FW 角焊

%HW 热

%HB 背部加热

%SW 光顺

%SB 背部光顺

%SN 交错链

%SK 交叉检查

%UL 非全圆

%NU 编号

%DA 直径

%PN 加减

%DR 度数

其其其他他他符符符号号号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显显显示示示此此此符符符号号号

%CL 中心线

%PT 分型线

%OV 椭圆

%RL 矩形

%RA 旋转视图（ESKD 标准）

%CA 逆时针旋转视图（GB 标准）

%C2 顺时针旋转视图（GB 标准）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5-1075-10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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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ValuesValues

孔孔孔参参参考考考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获获获取取取此此此孔孔孔数数数据据据

%HC 孔标注

例如，显示孔径和
深度符号加上抽取

值：
%HS 孔大小 <孔大小值>

%HD 孔深 <孔深值>

%BS 埋头孔大小 <埋头孔大小值>

%BD 埋头孔深度 <埋头孔深度值>

%SS 沉头大小 <沉头大小值>

%SA 沉头角度 <沉头角度值>

%TS 螺纹大小 <螺纹大小值>

%TD 螺纹深度 <螺纹深度值>

%ZH 智能孔深度 <智能孔值>

%ZT 智能螺纹深度 <智能螺纹深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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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折折弯弯弯参参参考考考值值值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获获获取取取此此此折折折弯弯弯数数数据据据

%BA 折弯角度 <向外折弯角度值>

%BN 无符号折弯角度 <无符号折弯角度值>

%IA 夹角 <向内折弯角度值>

%BR 折弯半径 <折弯半径值>

%BO 折弯方向 <折弯方向值>

%BI 折弯顺序 <折弯顺序号>

%BQ 折弯数量 <折弯数量>

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参参参考考考值值值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调调调取取取此此此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信信信息息息

%VA 视图注释名称 <视图注释名称>

%LN 注释图纸编号 <视图注释图纸编号>

%VS 视图比例 <图纸视图比例值>

%VR 旋转角度 <图纸视图旋转角度>

%VN 图纸视图编号 <图纸视图编号>

焊焊焊缝缝缝参参参考考考值值值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调调调取取取此此此焊焊焊缝缝缝数数数据据据

%TT 目标厚度 <焊缝目标厚度值>

%GL 间隙长度 <焊缝间隙长度值>

%BL 焊缝长度 <焊缝长度值>

%NB 焊缝数 <焊缝数>

%PI 螺距 <焊缝间距值>

其其其他他他

其其其他他他命命命令令令

代代代码码码 代代代表表表 获获获取取取此此此孔孔孔数数数据据据

%RT 回车 插入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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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活动动动：：：调调调用用用和和和放放放置置置尺尺尺寸寸寸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调调调用用用和和和放放放置置置尺尺尺寸寸寸

概概概述述述

本活动将讲述在图纸上放置尺寸和注释的工作流。现有的图纸文件可用于尺寸标注
和注释。

目目目标标标

在本活动中，您将：

• 从模型中调入尺寸。

• 更新过时的图纸视图。

• 使用图纸视图跟踪器。

• 在图纸上放置尺寸。

• 在图纸上修改尺寸。

• 在图纸上放置注释。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1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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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打开开开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件件件

▸ 打开 fan_body.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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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调调入入入尺尺尺寸寸寸

活动开始后，首先使用前视图。从零件模型中调入尺寸。

▸ 选择“缩放区域”命令。放大图纸视图，如图所示。

▸ 在“主页”选项卡→“尺寸”组中，选择“调入尺寸”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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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图纸视图以调入零件模型中包含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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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修改改改找找找到到到的的的尺尺尺寸寸寸

删除并替换尺寸。重定位尺寸。

▸ 单击“选择”工具，然后删除 100 mm 直径尺寸。稍后请在本活动中替换横截面视
图上的该尺寸。

▸ 重定位 75 mm 尺寸。单击尺寸值并将其拖动到尺寸投影线内。单击尺寸线并将
其拖动到所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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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中中中心心心标标标记记记

将中心标记放置在零件中心处以及各沉头孔上。

▸ 在“主页”选项卡→“注释”组中，选择“中心标记”命令 。

▸ 在命令条上，选择“投影线”按钮 。

▸ 选择“用 2 点”选项。

▸ 对于第一点，单击圆 (A)。

▸ 对于第二点，单击右上角沉头孔的中心以放置中心标记。

▸ 对三个剩余的沉头孔重复这两个步骤。放置每个中心标记后请右键单击。

▸ 要将第一个中心标记放置到内圆，则将尺寸类型改为“水平/竖直”，并选择
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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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对角筋板间放置中心标记，则将方位改为“用尺寸轴”。

▸ 在命令条上，单击“尺寸轴”选项 。

▸ 单击 45° 线 (B)。这样您就可以将中心标记平行或垂直放置到这条线上。

▸ 选择 圆 (A) 以放置 45°中心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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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角角角度度度尺尺尺寸寸寸

将角度尺寸放置到从右侧水平中心线处测量的孔上。

▸ 在“主页”选项卡→“尺寸”组中，选择“夹角”命令 。

▸ 将右侧水平中心线和 45°中心标记线的夹角放置到右上侧的沉头孔上。

▸ 不要结束该命令。继续使用同一原点。选择左上侧沉头孔的成角度中心标记线，
然后放置字符串 90°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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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线线线性性性尺尺尺寸寸寸并并并添添添加加加前前前缀缀缀

标注翼厚度的尺寸。将前缀添加到尺寸上。

▸ 在“主页”选项卡→“尺寸”组中，选择“间距”命令 。

▸ 在命令条上，单击“前缀”选项。在“前缀”字段中输入 8 X，单击“确定”。

▸ 将尺寸方向设置为“水平/竖直”，然后选择下图所示的两条竖直线以放置新尺
寸。单击以定位尺寸。这就得到八个翼各自的厚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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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置置置智智智能能能尺尺尺寸寸寸并并并添添添加加加前前前缀缀缀、、、后后后缀缀缀和和和特特特殊殊殊字字字符符符

向右下孔添加智能尺寸。设置尺寸的前缀和后缀，并添加要包含在尺寸显示中的特
殊字符。

▸ 选择“智能尺寸”命令 。

▸ 单击“尺寸前缀”选项。

▸ 将前缀设置为 4 X。

▸ 单击“后缀”字段，并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特殊字符中的“沉头孔”符号 ，并按下键盘上的空格键。

• 单击“直径”符号 ，按下键盘上的空格键，并键入 14。

• 按下空格键。

• 单击“深度”符号 ，按下空格键，并键入 5。这将为沉头孔的直径和
深度设置后缀。

• 单击“确定”以接受这些输入。特殊字符的显示带有 % 符号，以作为“后缀”
字段中字符的一部分。但是该符号实际上位于图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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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右下方沉头孔的通孔。在该孔之后放置的任何尺寸都将展示同样的前缀和后
缀，直至您清除“尺寸前缀”对话框中的“前缀”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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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标标标注注注尺尺尺寸寸寸

将一个带前缀选项的间距尺寸放置到剖视图上。

▸ 选择“间距”命令，并单击“尺寸前缀”选项。单击“清除”按钮，然后将“前
缀”设置为直径符号。单击“确定”。

▸ 适合视图，然后在剖视图上放大。右键单击以退出缩放区域命令。

▸ 选择两条水平线（带有白色区域和剖面线），然后将尺寸放置到视图右侧，如图所
示。尽管该尺寸为线性尺寸，直径符号仍可用作前缀。

▸ 保存文档。

6-126-126-1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编编编辑辑辑尺尺尺寸寸寸并并并添添添加加加公公公差差差

编辑前一步骤中放置的尺寸并在尺寸上放置公差。

▸ 使用“选择”工具，单击剖视图上的 90 mm 直径尺寸。命令条更改为编辑定
义模式，以更改选定的尺寸。

▸ 单击“尺寸”类型，然后单击“单位公差”选项。

▸ 在“上公差”和“下公差”框中输入 0.03。尺寸更改后在公差上显示加/减号，因为
上公差和下公差值相同。如果上公差和下公差值不同，两公差将显示为不同的项。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136-136-13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使使使用用用双双双重重重单单单位位位尺尺尺寸寸寸显显显示示示

编辑尺寸并应用双重单位尺寸样式。

▸ 单击“选择”工具，然后右键单击剖视图上的 90 mm 直径尺寸。单击快捷菜单上的
“属性”以显示“尺寸属性”对话框。此处所作更改仅会更改选定尺寸的属性。要
修改所有尺寸，则单击“样式”组的“样式”命令，然后进行更改。

6-146-146-1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 单击“辅助单位”选项卡，然后设置“显示双重单位”和“添加圆括号 ( )”框。
单击“确定”。90 mm 尺寸会更新以显示双重单位。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156-156-15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适适适合合合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 选择“适合”以适合图纸页。

6-166-166-1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更更更改改改纸纸纸张张张大大大小小小

请注意，现在图纸的内容比较拥挤。更改图纸边界以增加尺寸。

▸ 右键单击 Sheet1 选项卡，然后在快捷菜单中单击“图纸设置”。

▸ 单击“背景”选项卡，并将背景图纸更改为 A2-Sheet。单击“确定”。

▸ 再次适合该窗口。

▸ 重定位图纸页上的视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176-176-17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关关关闭闭闭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件件件

▸ 保存并关闭文件。

6-186-186-1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打打打开开开用用用于于于创创创建建建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的的的零零零件件件文文文件件件

打开曾用于生成图纸视图的 fan_body.par。对 fan_body.par 进行修改。重新打开工程
图文件时，对过时的图纸视图所作的更改即得以呈现。

▸ 打开 fan_body.par。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196-196-19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编编编辑辑辑圆圆圆形形形阵阵阵列列列特特特征征征

▸ 注意扇形区的 8 个翼。选择翼的圆形阵列。使用快速拾取或路径查找器可以选
择阵列。

▸ 在阵列 X8 文本上单击。

6-206-206-2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 在阵列计数编辑手柄中键入 6，然后按 Enter 键。

▸ 保存并关闭文件。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216-216-21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打打打开开开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件件件

打开在本活动中先前创建的 fan_body.dft，以观察 fan_body.par 被编辑后该文件
的行为方式。

▸ 打开 fan_body.dft。注意图纸视图对话框。该框将通知您，一个或多个当前图
纸视图已过时。它还告知，应使用“图纸视图跟踪器”命令获得有关图纸视图状
态的更多信息。

▸ 单击“确定”。请注意图纸视图的边框。该框说明视图已过时。

6-226-226-2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使使使用用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跟跟跟踪踪踪器器器

▸ 在“工具”选项卡→“助手”组中，选择“图纸视图跟踪器”命令。图纸视图跟踪
器可显示哪些图纸已过时。单击某一条目后，“更新说明”框中会显示有关该视
图的更多信息。

▸ 在“图纸视图跟踪器”对话框中，单击“更新视图”按钮 。您也可以从“图
纸视图跟踪器”对话框中选择单个图纸视图，并通过选择快捷菜单中的“更新
视图”来更新该视图。

▸ 单击“关闭”将关闭“尺寸跟踪器”对话框。

▸ 现在请注意，图纸视图已更新，可反映扇形区上翼的数量的更改。还要注意，
表示过时图纸视图的框将不再显示。

▸ 适合图纸页。

▸ 保存文件。本活动到此结束。不过，您可以继续放置其他视图或尺寸来加强练习。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236-236-23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在图纸上放置尺寸和注释。您还学会了如何编辑零件，然
后更新图纸视图以反映更改。

活活活动动动：：：放放放置置置注注注释释释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放放放置置置注注注释释释

概概概述述述

本活动涵盖了在图纸上放置注释的工作流。现有的图纸文件用来进行注释。

目目目标标标

在本活动中，您将放置几何公差和粗糙度符号。

6-246-246-2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打打打开开开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件件件

▸ 打开 annotation_fan.dft。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256-256-25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放放放置置置基基基准准准框框框

将基准框放置到右图纸视图。

▸ 在“主页”选项卡→“注释”组中，选择“基准框”命令 。

▸ 在命令条上，取消对“指引线”和“折线”选项的选择。在文本框中输入 A，将
“尺寸样式”框设置为 ISO。

▸ 在横截面视图上选择右侧竖直边，然后放置基准框，如图所示。如果您要在基准
框中的字母 A 前后显示减号 (-A-)，则在“视图”选项卡上选择“样式→修
改”来调用“修改尺寸样式”对话框。然后单击“注释”选项卡并设置“基准文
本上显示虚线”选项。

▸ 在文本框的命令条上将 A 改为 B，然后单击横截面视图上的直径尺寸并放置基准
框，如图所示。

6-266-266-2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重重重定定定位位位尺尺尺寸寸寸

▸ 单击“选择”工具，重定位沉头孔上的尺寸，如下所示。将尺寸重新定位为水平。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276-276-27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放放放置置置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

▸ 在“主页”选项卡→“注释”组中，选择“特征控制框”命令 。

▸ 单击“定位”符号，然后单击“分隔符”符号。

▸ 单击“直径”符号，按空格键，输入 0.05，然后再次按空格键。

▸ 单击“材料状态：S”，然后单击“分隔符”符号。按空格键，然后在内容字段中
输入 B。对话框应与下图所示一致。

▸ 在“保存设置：”字段中，键入 Position B 0.05。

▸ 单击“保存”以将这些设置另存为 Position B 0.05。如果系统提示，则单击
“是”来覆盖已存在的文件。

▸ 单击“确定”。

▸ 在命令条上，清除对“指引线”和“折线”选项的选择。

▸ 在右下沉头孔处选择直径尺寸，然后放置几何误差，如图所示。

6-286-286-2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放放放置置置另另另一一一个个个特特特征征征控控控制制制框框框

▸ 单击“特征控制框属性” 。

▸ 单击“平行度”符号 ，并为基准 A 创建一个 0.10 mm 的标注。务必按图所
示添加分隔符。

▸ 单击“确定”，设置“指引线”和“折线”选项。在横截面视图左侧放置特征控制
框，如图所示。

▸ 保存文件。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296-296-29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放放放置置置表表表面面面纹纹纹理理理符符符号号号

▸ 在“主页”选项卡→“注释”组中，选择“表面纹理符号”命令 。

▸ 选择“符号类型：”以表示加工粗糙度。

▸ 在显示的值字段中输入 1.6，单击“确定”。

▸ 在命令条上清除对“指引线”的选择。

▸ 将表面粗糙度符号放置到横截面零件的左侧竖直对象线处。单击边 (A)。

6-306-306-3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在在在图图图纸纸纸视视视图图图中中中隐隐隐藏藏藏边边边

该剖面切割在剖视图中生成了其他边。隐藏这些边。

▸ 在“主页”选项卡→“边”组中，选择“隐藏边”命令。

▸ 单击所显示的两条边。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316-316-31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将将将中中中心心心线线线放放放置置置到到到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上上上

▸ 在“主页”选项卡→“注释”组中，选择“中心线”命令 。

▸ 在命令条上，确保“尺寸样式”已设置为 ISO，并且“放置”选项已设置为“用
2 点”。

▸ 在命令条上，单击“中心线属性”按钮 。

▸ 在“中心线和中心标记属性”对话框上，单击显示的“线型”，然后单击“确定”。

▸ 在孔的各端选择一个关键点，从而放置穿过沉头孔中心的中心线。使用智能草图
定位竖直线的关键点。

6-326-326-3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将将将边边边状状状态态态放放放置置置到到到剖剖剖视视视图图图上上上

▸ 选择“边状态”命令 。

▸ 在“边状态属性”对话框中的“上公差”字段中键入 12，在“下公差”字段中键
入 6。单击“确定”。

▸ 在横截面视图的边上选择下方的水平边，然后放置符号，如下所示。放置后可能需
要选择边状态，然后选择手柄以重定位文本，如图所示。

▸ 适合图纸页。

▸ 保存文件。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336-336-33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将将将注注注释释释添添添加加加到到到图图图纸纸纸页页页

可使用文本框将注释添加到图纸页。然而，您还可以使用字处理器来创建注释，然后
直接将注释复制并粘贴到 Solid Edge。

▸ 选择“文本”命令 。

▸ 单击并拖动以将文本框放置到标题区上方，如图所示。

▸ 右键单击以结束文本框放置，然后单击“选择工具”。

▸ 选择文本框并右键单击。选择“属性”命令。

▸ 在“文本框属性”对话框的“固定宽度”字段中键入 50，“宽度”字段中键
入 25。单击“确定”。

▸ 此时文本框出现在图纸上，请输入文本。向文本框中输入图中所示的文本。输入
“注释：”后，按下 Enter 键为第一条注释新开一行。还要注意，结尾字符将换
行。这是因为文本框的宽度不足以容纳下该语句。

6-346-346-3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 要修改文本框宽度，则单击“选择工具”命令，然后确认文本框的文本框边界。选
择并按住一个图形手柄，然后向外拖动以增加文本框宽度。

▸ 要添加另一条注释，请使用“选择”工具来确认第一条注释的末尾，按 Enter 键，
然后输入下一条注释。

▸ 保存并关闭文件。本活动到此结束。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356-356-35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向图纸放置几何公差并指派表面纹理符号。

活活活动动动：：：放放放置置置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Activity:Activity:Activity: 放放放置置置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

概概概述述述

本活动将演示在图纸页上放置装配零件明细表的过程。

6-366-366-36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打打打开开开工工工程程程图图图文文文件件件

▸ 打开位于培训课程文件夹中的 carrier.dft。

▸ 如果“图纸视图”对话框提示某一图纸视图已过时，请单击“确定”。在“主页”

选项卡→“图纸视图”组中，选择“更新视图”命令 。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376-376-37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设设设置置置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选选选项项项以以以自自自动动动标标标注注注符符符号号号

打开自动符号标注选项。

▸ 在“主页”选项卡→“表格”组中，选择“零件明细表”命令 。

▸ 选择图纸视图。

▸ 在“零件明细表”命令条上，确保已选择自动符号标注按钮。

6-386-386-38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设设设置置置符符符号号号标标标注注注属属属性性性

▸ 在“零件明细表”命令条上单击“属性”按钮 。

▸ 单击“符号标注”页。在“文本大小”处键入 5。使用默认符号标注形状。显示的
设置将放置包含项编号和计数的符号标注。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396-396-39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定定定义义义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的的的位位位置置置

▸ 单击“位置”页。

▸ 单击在活动图纸上创建表格按钮。单击启用预定义原点进行放置复选框。

在“X 原点：”字段中键入 10以及在“Y 原点：”字段中键入 10。

6-406-406-40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定定定义义义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列列列

▸ 单击“列”页。

▸ 在“属性”列表中选择“作者”，然后单击“添加列”按钮 (1) 以将该列添
加到列列表中。

▸ 继续定义零件明细表的列。使用“删除列”按钮移除列。使用“上移”和“下移”
按钮对列进行排列。如图所示设置列。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416-416-41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 在“列”列表中单击“数量”。

▸ 在“列格式”下的“文本：”在“列标题”下的字段 (1)。

▸ 单击“确定”。

6-426-426-42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将将将零零零件件件明明明细细细表表表放放放置置置到到到图图图纸纸纸上上上

既然该选项已设置，请将零件明细表放置到图纸页上。

▸ 在命令条上单击“放置列表”以同时包括零件明细表和符号标注。

▸ 在图纸窗口中单击以放置零件明细表和符号标注。

▸ 在图纸的左下角处放大零件明细表。

▸ 请注意，“作者”字段已添加到零件明细表的右端，并且“数量”的列标题已标
记为 QTY。右键单击零件明细表，然后单击“属性”，可以控制列的顺序。单击
“列”页。从列表中选择列，然后单击上移或下移按钮。

▸ 单击“适合”。然后在图纸视图上放大。请注意，符号标注已经放置在零件上，符
号标注的编号与零件明细表中的编号对应。要重定位符号标注，请单击“选择工
具”命令，然后将符号标注拖到新位置。

▸ 保存并关闭文件。本活动到此结束。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436-436-43



第第第 666 章章章 尺寸和注释活动

活活活动动动小小小结结结

在本活动中，您已学会如何使用符号标注来创建零件明细表。您还学会了如何格
式化零件明细表。

6-446-446-44 创建局部放大图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尺寸和注释活动

小小小结结结

“制图”应用模块专门用于创建图纸。放在图纸上的视图和尺寸与 3D 模型相关联，
并在模型更改时更新。

在本课程中，您将：

• 创建图纸

• 向图纸添加视图

• 对图纸视图标注尺寸

• 在图纸上放置注释

• 在图纸上放置零件明细表

spse01545spse01545spse01545 创建局部放大图 6-456-4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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