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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pter1 入門概述 

CHAPTER1 入門概述  

 

 關於 SOLID EDGE  

 

自 1994 年 Solid Edge V1 上市至今已經過了 24 年，不僅是一款歷久彌新的 3D 設計系統，其使

用最穩定強大的幾何資料核心-Parasolid，再搭配由 Siemens PLM Software 發展的「同步建模」

技術讓 Solid Edge 比起其它中階 3D CAD 軟體更為優異。 以下將詳細介紹這 2 大特點 

Parasolid 核心 

CAD 軟體中顯示與變更模型所做的每一個動作，都是透過 CAD 系統的幾何資料核心所執行，它

就像是應用程式的心臟、腦部和引擎一樣。鍵盤、滑鼠及顯示器「銜接」到電腦的處理器。例如

「變更尺寸」等複雜的指令，核心會將轉變成機器可理解的指示，再透過應用程式蒐集結果並顯

示供用戶檢視。 

想像一輛車，當駕駛踩下油門，便會啟動一連串程序將汽油送入引擎，引擎接著將這些燃油轉化

成動力，動力再推動傳動裝置、滑輪組以及電子系統，使得車子能依照駕駛的指令行動。 

CAD 系統中的幾何資料核心也是如此。例如當用戶建立「拉伸」這個指令( 踩下油門)時，就會

預期得到結果。某一種核心可能是透過特定一組幾何資料與顯示指示(汽油)來執行「拉伸」，如

果使用另一種核心則可能會採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達成相同的結果，當然壽命及穩定性就會是選

擇核心的考量重點了。 

Solid Edge 使用的 Parasolid 核心，是由 Evans and Sutherland 在 1975 年推出的 Romulus 所

演變而來。Romulus 是第一個商業性質的核心，在 1985 年時演變為 Parasolid 核心。目前使用

Parasolid 核心的應用程式有超過 350 個以及超過 350 萬名的用戶，除了 Solid Edge 以外諸如

NX、Femap、MasterCAM 等知名軟體都是採用 Parasolid核心，是世界上最長壽且經過市場考

驗的幾何資料系統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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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建模技術 

同步建模技術(Synchronous Technology)讓 Solid Edge 有別於其它市場中的 CAD 產品，同步建

模技術會即時檢查產品模型的最新幾何條件，並且結合設計人員加入的參數及幾何限制，將幾何

圖形與「邏輯」及「規則」結合一起，讓建立及修改模型時可以專注於幾何而不是「特徵」上；

如此一來，不需要完整的參數化變更，就能評估並執行新的幾何資料建構和模型編輯，當需要處

理其他 3D 系統中導入的圖檔時就像處理 Solid Edge 自已產生的圖檔一樣快速容易，這對 Solid 

Edge 使用者來說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好處 

1. 良好的學習曲線 

與參數建模相比使用同步建模，在建立模型前不需要規劃特徵建構的順序。這大幅減少新進

人員學習的時間，只要是有機械、製圖相關背景的人員，都能以最短的時間發揮其產值。 

2. 快速實現設計理念 

建模方式擺脫特徵樹以後，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可以盡興的發揮創意，不必費心安排特徵順

序，更棒的是同步建模即時檢查及更新幾何條件的修改方式，讓使用者在設計變更時可以直

接編輯需要的部份，而不是從複雜的特徵樹中尋找要修改的地方。 

3. 進化溝通效率 

同步建模技術不需轉檔，並且可直接修改檔案。這讓使用者在收到客戶或協力廠商提供的模

型時，即便是使用不同的 3D CAD 系統。也是可以直接利用原檔案修改，節省重新建立的時

間。 

4. 充份延用歷史知識 

Solid Edge 運用同步建模技術可以將舊有的 2D 圖檔，迅速建成 3D 模型，並且附加上原來

標註的尺寸，在導入 Solid Edge 時除了可以享受到 3D 設計系統的便利，也能充份運用過

往的知識，面對產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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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簡介  

歡迎使用  Solid Edge with Synchronous Technology。本書用於學習  Solid Edge with 

Synchronous Technology 的操作。適用於課程或影片(教學指導)學習後，並提供相關練習檔案

於附件中。 

從教學指導開始 

建議在教學指導結束後，再開始使用本書學習。透過教學指導，可以快速熟悉 Solid Edge 的基

本操作。因此如果您從未使用過 Solid Edge with Synchronous Technology，請在開始使用本書

前學習關於基本零件建模和編輯的教學指導。 

 

 1.1.1.使用者輔助功能 

Solid Edge 使用者輔助功能在執行任務時為提供可用的指令資訊。在設計階段作業期間，隨時

可以存取指令資訊、概念資訊、參考資訊和指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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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說明功能 

 工具提示可幫助識別使用者介面元素，包括指令圖示、選項按鈕以及其他小工具。將游標指

向使用者介面元素時，標籤顯示該指令的名稱及指令功能的簡短敘述。如果適用則會顯示可

調用此指令的快捷鍵。此外，還會顯示資訊圖形及指向其他線上說明的指標。使用「選項」

對話框的「助手」頁上的「顯示工具提示」選項，可以關閉和開啟工具提示。 

 指令提示在使用 Solid Edge 時提供快顯說明。在「選項」對話框的「助手」頁中，可啟用

指令提示。 

 

學習工具 

 每個 Solid Edge 版本都提供了一個綜合全模組的教學指導庫。用戶可以在啟動畫面中找到

教學指導，也可透過點擊說明視窗中的「Solid Edge 教學指導」找到教學指導。 

 Solid Edge 提供了可以自己控制進度的學習課程和講師引導的學習。點擊說明視窗中的「瞭

解 Solid Edge」相關連結，可以找到這些課程和學習。 

 可以使用說明視窗中的「關於 Solid Edge」連結來檢視軟體版本和授權資訊。 

線上說明 

點擊「說明索引」圖示  時，Solid Edge 會在說明視窗中提供指向線上說明、教學指導和

線上學習的連結。「說明索引」按鈕位於指令列的右上角。 

此外，在設計階段作業過程中，如果需要線上說明，也可按 F1 鍵。當指令處於使用中狀態時，

或者當已在圖形視窗中選取內容時，該指令的說明主旨將會出現。如果沒有處於使用中狀態的指

令，則顯示「說明」主旨的目錄。 

線上說明有幾種不同的內容。 

 瀏覽線上說明中提供的「新增功能」資訊。這其中還包含指向「嘗試操作！」訓練的連結，

透過使用這些訓練內容，您可以快速熟悉 Solid Edge 中最重要的新功能。 

 如果熟悉 AutoCAD 的使用，則可以從專門為 AutoCAD 使用者提供的特殊「說明」主題中

得到幫助。 

 有關客制化 Solid Edge 的主題，請使用「說明」視窗中的「Solid Edge 程式設計」指令。 

 每一說明內容都提供結構化目錄、索引和全文搜尋功能（利用它們，可輕鬆存取說明主題）。 

 如果按 <F1> 鍵開啟「說明」，則系統將自動開啟適當的「說明」內容。 

  



 

 

5 

5 Chapter1 入門概述 

線上說明的搜尋提示 

最常用的一種線上說明功能是搜尋功能。要從搜尋說明中獲得最佳結果，請遵循以下提示。 

 要縮小搜尋結果的範圍，請使用雙引號或圓括號將搜尋元素分組。 

範例: 

要獲得有關「縮放」滑塊的相關資訊，而非其他縮放功能的資訊，請在搜尋框中鍵入「縮放滑

塊」，然後點擊「清單主旨」。 

 要拓寬搜尋結果的範圍，或者當您不確定採用什麼內容時，請使用「萬用字元」運算式搜尋

單詞或片語。萬用字元運算式允許您使用問號或星號搜尋一個或多個字元。 

 進一步指定搜尋標準：要獲得更具體的結果，則可自訂幾個搜尋標準。 

o 使用「搜尋前次結果」選項可在主旨子集內進行搜尋，從而縮小先前的搜尋結果的範圍。 

o 要搜尋包括某個單詞的所有形式的主旨，請用「搜尋拼寫類似的字串」選項。 

o 要尋找關鍵字是主焦點的主旨，請在搜尋前設定「僅搜尋標題」選項。 

 按字母順序將結果排序：搜尋後，點擊「標題」欄標題可按字母順序將生成的主旨清單排序。 

 搜尋不區分大小寫。 

 搜尋過程中將忽略標點符號（如句點、冒號、分號、逗號和連字型大小）。 

 不能搜尋引號。 

 1.2.使用者介面  

Solid Edge 程式圖示  

要啟動 Solid Edge，請在桌面上尋找此程式的圖示，然後雙擊該圖示。版本編號隨每個發行版

本的變化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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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畫面 

 

 

 1.2.1.建立檔案和使用範本 

可使用以下方法建立新檔案： 

 直接點選想要建立的檔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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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應用程式」功能表上的「新建」指令，然後從「新建」對話框中選取所需的特定環境

的範本。 

 

Solid Edge 為每個環境都附隨提供了英制和公制範本。 

 組立件 

 工程圖 

 零件 

 鈑金 

 銲接 

 

Solid Edge 也支援其他標準範本，例如 DIN，JIS，ESKD，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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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修改和儲存新檔案 

當建立一份新檔案時，它將被給予符合所在的環境一個暫存檔名和副檔名。例如，如果使用這個

預設範本建立一份新零件檔案，檔案被用.par 副檔名給一個臨時檔名使用。 

當啟動本軟體時，一個新的、空白檔案將開啟並顯示在螢幕上。新檔案會獲得與所在環境對應的

暫存檔名和副檔名。例如，如果使用「ISO 零件」範本建立新零件檔案，該檔案的臨時名稱則

為 零件 1.par。可以使用建立指令向檔案新增資訊，也可以使用編輯指令修改檔案中的資訊。 

對檔案所做的任何變更都將臨時儲存在記憶體中。必須儲存檔案才能保留對檔案所做的變更。首

次儲存檔案時，可以使用「另存新檔」對話框定義一個永久檔案名和資料夾位置。 

使用範本作為起始點 

無論使用哪種方法來建立檔案，都會需要任一檔案範本做為起始。範本是一個檔案，提供用於生

成新檔案的文字、格式、幾何結構、尺寸、測量單位和樣式的預設設定。 

可以編輯標準範本的性質集，使它包括某些性質的預設值和管理檔案所需的其他自訂性質。例如，

為了簡化建立符合公司標準的圖紙的過程，應考慮定義自訂「工程圖」檔案範本。 

範本檔資料夾 

建立自訂範本後，可將它們放入 Solid Edge Template 資料夾，或者可以建立特定於自己的範

本檔資料夾。如果建立特定的範本檔資料夾，該資料夾應為 Solid Edge \Template 資料夾中的

子資料夾。例如，如果範本檔資料夾名為 Custom Templates，該資料夾的路徑將是 Solid 

Edge \Template\Custom Templates。在 Solid Edge \Template 資料夾中建立子資料夾後，會

有一個與該子資料夾同名的標籤新增到「新建」對話框中。這更易於存取自訂的範本。 

 

使用 AutoCAD 色彩和範本  

Solid Edge 工程圖環境預設一個色彩方案，用於符合 AutoCAD 環境。 AutoCAD 色彩方案把圖

紙顏設定成黑色， 並且預設設定則為高亮度顯示，選擇元素，禁用元素，以及控制點顏色。可

將 AutoCAD.dxf 和.dwg 檔案拖到 Solid Edge 圖紙上， 並且將顯示使用 AutoCAD 色彩方案和

範本色彩。 

色彩方案被設定為圖紙類型︰工作圖紙，2D 模型圖紙和背景圖紙。對於圖形顯示的一致性來說，

應該選擇相同的顏色規劃每張圖紙。首先，選擇並且使用 AutoCAD 色彩方案，首先顯示工作圖

紙或 2D 模型圖紙，在 Solid Edge 選項對話框的顏色頁上，然後從色彩方案清單選擇 AutoCA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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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改變色彩方案可能導致全部圖形消失。如果發生了，改變色彩方案退回到 Solid Edge 預設。請

使用在選擇元素快選單上的屬性指令，能做個別色彩實驗重新設定，或者使用檢視的指令標籤中

的樣式做全體變化。 

同時 Solid Edge 圖塊檔案支援 AutoCAD 色彩方案。這些圖塊包含不同大小的檔案，和預設標題

圖塊。當選擇製圖區域設定指令時，可以將這些合適的 AutoCAD 的圖塊放於 2D 模型圖紙上。 

Quicksheet 範本  

對 Solid Edge 3D 模型來說，Quicksheet 範本是能迅速產生 3D 視圖的一種特別的範本。

Quicksheet 範本是一個工程圖範本與包含一個無模型連結的工程圖視圖。當你使用一個

Quicksheet 範本開啟一個檔案時，它看起來類似如下內容︰ 

 

能從浮動視窗的零件庫中或者從檔案總管中拖一個模型到這個範本上，並且於視圖顯示模

型。 

建立一個 Quicksheet 範本，配置工程視圖的類型以及想要的屬性，然後選擇建立 Quicksheet 

範本指令。在工程視圖被清空之前，一個訊息對話框被顯示建議儲存當前的工作。當點擊”是”

時，能以想要的檔名和位置儲存檔案，並且 Quicksheet 範本準備好被使用。當建立一個

Quicksheet 範本時，所有工程圖視圖全部清空，包括零件表。幾乎所有視圖屬性，包括一般

的屬性，文字和顏色屬性和註解屬性，會被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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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導覽 SOLID EDGE 使用者介面 

Solid Edge 應用程式視窗由以下幾個區域組成：  

 

A: 「應用程式」按鈕 

顯示「應用程式」功能表，利用該功能表，可快速存取所有檔案級別的功能，如建立、開啟、

儲存和管理檔案。 

B: 快速進入工具列 

顯示經常使用的指令。使用右側的「自訂快速進入工具列」箭頭顯示附加資源： 

 

 

 新增或刪除標準檔案級別指令。 

 使用「自訂」對話框完全自訂快速進入工具列。 

 控制指令列的放置。 

C, D: 帶狀指令列，其中包含標籤中群組的指令 

帶狀列是指包含所有應用程式指令的區域。指令都已整理到標籤上的功能群組中。有些標

籤僅在特定環境中可用。 

有些指令按鈕包含拆離按鈕、邊角按鈕、核取方塊以及其他顯示子功能表和控制面板的控

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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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指令列 

浮動視窗，可顯示正在執行的指令選項和資料輸入欄位。 

F: 含標籤集的浮動視窗 

此浮動視窗包含標籤集，這些標籤集根據您正在處理的檔案類型將功能組合在一起。此外，

它可還列出使用中檔案的內容，按名稱或類型對其進行排序，並控制其可見性。 

 

範例: 

 在零件檔案中，此處顯示的預設浮動視窗為「導航者」，其標籤集包括「特徵庫」、「圖層」

和「感應器」。零件檔案的內容可以包括草圖、參考平面、PMI、特徵和使用者定義的面集。 

 在工程圖檔案中，此處顯示的預設浮動視窗為「庫」，其標籤集包括「圖層」、「群組」、「查

詢」和「庫」。工程圖檔案的內容可以包括塊、圖層名稱和工程視圖名稱。 

 

G: 圖形視窗 

顯示與 3D 模型檔案或 2D 工程圖關聯的圖形。 

快捷列  

處理同步建模檔案時，圖形視窗中的游標旁邊將顯示一個名為快捷列的快選工具，該工具可

提高工作效率。 

使用快捷列，可以根據目前的選取直接存取經常使用的作業。 

H: 提示列 

一個可滾動、可移動的浮動視窗，它顯示所選指令相關的提示和訊息。 

I: 狀態列 

顯示與應用程式本身相關的訊息。 

可用於快速存取視角控制指令：縮放、適合、平移、旋轉、視角樣式和已儲存的視角。包含指令

尋找器這種有用的工具，該工具可用來在使用者介面中搜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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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快捷列概述 

快捷列的模型編輯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會根據目前選取的內容編輯作業的可能性，在快捷列顯

示預設指令，但它也提供對可能想要在所選的幾何體上執行的其他作業的指令。 

例如，如果選取以直線為邊界的矩形區域，則快捷列將「拉伸」指令作為預設動作，並顯示用於

建立拉伸或除料的選項。它也提供對備選動作的下拉按鈕功能表存取，如建立旋轉。 

如果選取其他的幾何體或將幾何體從選取集中刪除，則快捷列以新的或更新的選項清單回應。 

選取如孔、圓角或薄殼（不僅僅是幾何體）等指令時，快捷列也將顯示。顯示的選項根據指令而

變化。 

此範例顯示在選取草圖區域時快捷列上可用的完整的下拉選項集。 

 

 

「下拉」快捷列 

(A) 「動作」功能表 

(B) 建立模式 

(C) 範圍（深度） 

(D) 對稱範圍 

(E) 關鍵點選取 

(F) 新增處理 

(G) 草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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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當開啟快捷列清單，注意預設或當前選擇選項是高亮度勾選符號表示，而不是一致的圖形。如下: 

 

 

 1.2.4.使用指令列 

指令列是一個浮動視窗，它包含完整的指令選項。可以使用指令選項指示如何套用需要的參數到

指令上。 

指令列的標題欄將顯示正在執行的指令的名稱，並且，為了便於識別，為每個指令選項都新增了

標籤。如果將游標定位在某一選項的上方，則加強的工具提示將敘述如何使用此選項。 

對於包含一系列選項的指令，選項將按類別進行分群組。每個群組均透過群組按鈕與其他群組分

開。 

範例: 

下圖顯示您新增智慧尺寸時，指令列中顯示的指令選項。 

 

自訂指令列 

可以對指令列的大小和可見性進行調整，使它可以滿足工作需求。指令列的預設位置在圖形視窗

的左側，但可以像處理其他浮動視窗一樣對它進行移動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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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提示列 

提示列是一個提示和訊息區域，可顯示存取附加資訊的多列文字、圖解和連結。其預設位置直接

位於圖形視窗下方，可以移動提示列然後調整其大小以滿足需要，也可將其關閉。 

文字顯示控制項位於「提示列」視窗的右側。 

 可點擊「增大字型」按鈕和「縮小字型」按鈕來變更提示字型大小。 

 點擊多列箭頭，可擴展和收合可用於顯示資訊的列數。 

 可使用「自動隱藏」以獲得更多的圖形視窗工作區域，仍可獲得提示。「自動隱藏」將視窗

與面板狀態收合，直到將游標移動到該視窗上。 

 

提示列是個浮動視窗，可與其他浮動視窗一樣進行管理。 

 

 1.2.6.縮放滑塊概述 

縮放滑塊位於應用程式視窗的右下角。使用縮放滑塊來放大和縮小帶有一個簡單控制項的使用中

視窗。如果已選取了圖形元素，縮放滑塊就可使用該幾何圖形中心進行放大和縮小操作。 

 滑塊的加號一側 (＋) 表示放大。 

 滑塊的減號一側 (－) 表示縮小。 

 

 要進行動態縮放，可執行以下任意一種操作： 

o 將滑塊移到右側（放大）或左側（縮小）。 

o 按住加號 (＋) 按鈕或減號 (－) 按鈕。 

 要一次縮放一個步幅，可執行以下任意一種操作： 

o 點擊加號 (＋) 按鈕可放大，或點擊減號 (－) 按鈕可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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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點擊一次滑塊線是放大還是縮小，取決於您是在加號還是減號一側點擊。 

使用狀態列快選功能表上的「自訂狀態列」指令，可從狀態列中刪除縮放滑塊。 

 

 1.2.7.使用滑鼠 

可以使用滑鼠左鍵來： 

 透過點擊選取元素。 

 透過拖曳框選來選取多個元素。 

 拖曳選取的元素。 

 點擊或拖曳已繪製元素。 

 選取指令。 

 雙擊已啟動嵌入的或連結的物件。 

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一個物件是可定位和可選取的，便可以將游標定位在該物件上，然後點擊

滑鼠右鍵（右擊）以完成以下操作： 

 顯示快選功能表。快選功能表因環境或指令而異。功能表中的指令會隨著游標位置以及所選

元素（如果有的話）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可以使用滑鼠中鍵進行以下操作： 

 旋轉視圖：拖曳滑鼠中鍵圍繞中心旋轉視圖。 

 平移視圖：在拖曳滑鼠中鍵平移視圖時，按住 <Shift> 鍵。 

 縮放：滾動滑鼠滾輪放大或縮小。滾動以反向縮放時按下 <Ctrl> 鍵。 

還可使用游標來定位物件。在模型視窗上四處移動游標時，游標下的物件會變更為高亮度顯示色，

指示它們已定位。當您移動游標離開高亮度顯示的物件時，該物件還原為它的原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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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游標概述 

在 Solid Edge 中使用不同型式的游標圖形。獨特的游標圖形被顯示在下列工作流程類型: 

 指示啟動指令，例如，選擇、縮放區域、平移指令。 

 當你點擊或選擇某個元素類型。 

 在啟動指令指示當前步驟。 

 

下列表格清單是一些游標類型的典型範例。 

指令游標 

游標圖形 指令名稱 何時顯示? 

 

選擇 當開始選擇指令 

 

縮放區域 當開始縮放區域指令 

 

縮放 當開始縮放指令 

 

平移 當開始平移指令 

 

 

操作游標 

游標圖形 游標類型 何時顯示? 

 

快選單 當多重選項被啟動，例如選擇指令 

 

2D 製圖 
當繪製 2D 元素，例如線、弧和圓，以及標

註尺寸 

 

草圖平面 當在加入草圖指令定義草圖為平面 

 

平面草圖 當在加入草圖指令定義平面為草圖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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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游標 

游標圖形 游標類型 何時顯示? 

 

新增/移除 
當選擇模式選項被設定為新增/移除在同步檔

案將顯示 

指示幾何方向盤操作在當前是可用的，當您游標在幾何方向盤位置跨越不同元素，預設選擇

游標更新。 

幾何方向盤游標 

游標圖形 操作 何時顯示? 

 

移動選擇元素 游標在主軸、次軸或基礎平面之上 

 

旋轉選擇元素 游標在圓環之上 

 

改變方向的主軸

或次軸 
游標在主軸或次軸旋鈕之上 

 

 1.2.9.尋找 SOLID EDGE 中的指令 

使用工具提示可瞭解指令和控制項 

大多數使用者介面控制項均已提供加強的工具提示。當將游標暫停在指令按鈕、指令欄和快捷列

中的選項以及庫內的項目上方，並檢視狀態列中的控制項選項時，工具提示將顯示指令名稱、敘

述和快捷鍵（如果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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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提示中，可找到以下資訊種類的範例。 

這種指令按鈕工具提示會簡述指令的功能。 

 

快速進入工具列中指令的這種工具提示指出可以使用備選的快捷鍵。 

 

 

將工具提示暫停在設計助手上時，工具提示將標識該助手。這種快速選取工具提示可

向顯示工具的外觀，並介紹工具的用法。 

 

使用「選項」對話框的「助手」標籤中的「顯示工具提示」選項，您可以關閉工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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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令尋找器快速尋找指令 

要快速尋找指令，請使用位於狀態列中的指令尋找器。可以按指令名稱或按功能搜尋指令。 

 

 

指令尋找器還可幫助經驗比較豐富的使用者從其他產品轉換至 Solid Edge。如果輸入競爭產品

中使用的搜尋術語或關鍵字，則可在 Solid Edge 中找到符合的指令。 

鍵入術語並點擊「搜尋」  時，「指令尋找器」對話框將顯示包含搜尋術語的結果。 

對於可用的指令，可以使用「指令尋找器」對話框中顯示的結果執行以下操作： 

 定位使用者介面中的指令。 

 閱讀相關說明主旨。 

 執行指令。 

 

要檢視其他環境中的結果，則可使用對話框中的「顯示本環境外的符合項」選項。 

點擊「指令尋找器」對話框中的「說明」按鈕可閱讀相關說明主旨。即使對於目前環境中不可用

的指令，依然會提供說明資訊。 

使用「自訂狀態列」快選功能表中的「指令尋找器」選項，可開啟和關閉指令尋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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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令主旨獲得更多說明 

透過指令主旨可以存取 Solid Edge 說明中的其他類型資訊。在主旨的底部，提供了指向以下附

加資訊的連結： 

 用來解釋如何使用指令的程序。 

 用來解釋如何將指令納入工作流中的概述主旨。 

 包含指令選項的對話框或指令列主旨。 

 

註解: 

此外，透過按 <F1>，還可以獲得 Solid Edge 指令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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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草圖繪製  

 練習檔案 
   本書中所有練習所需的檔案由此下載 

   或是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https://goo.gl/JqgSHo 
 

 2.1.繪製草圖概述 

 

2D 草圖幾何是將特徵的剖面形狀定義在實體上建立。草圖是以 3D 模式在平面或參考面上繪製

的，將鎖定到平面或參考面，以繪製草圖幾何。 

草圖幾何形成封閉區域的零件邊(從草圖元素或者在草圖平面的草圖元素和模型邊緣結合)對於

建立特徵是必需的。 

草圖不驅動特徵，套用於草圖幾何的幾何關係不會遷移到建立的特徵上，系統可以在產生的特徵

上偵測相切、平行、共面和同心的關係。建立特徵時，尺寸關係會從草圖幾何遷移到實體的邊。 

形成封閉區域的草圖幾何放在導航者中的使用的草圖收集器上，此時該區域用於建立特徵。未使

用的任何剩餘草圖幾何均保留在草圖收集器中。 

因為預設，放置在一個草圖上的全部草圖幾何平面將成為結合共面草圖。如果在草圖平面上被要

求分開草圖，結合共面草圖選項能被關閉。這種草圖選項主要被用在組立件佈置設計工作流程過

程中使用。 

https://goo.gl/Jqg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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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草圖工作流程 

1. 選取「繪製草圖」標籤，在「繪圖」群組中選取一個繪製草圖指令。 

 

2. 開始繪圖或鎖定到某個草圖平面（參考面或平面）以在其上繪製草圖幾何。 

3. （可選）按目前視角方向繪製草圖，或者使用「草圖視角」Ctrl+H 指令檢視->視角旋將視

角旋轉至垂直於草圖平面。 

4. 繪製草圖幾何或執行任何草圖相關作業（放置關係、尺寸等)。 

5. 完成操作或繪製另一個草圖。如果草圖平面被鎖定，且需要另一個草圖平面，則將該平面

解鎖。重複步驟 2–4。 

如果新的草圖區域處於同一平面上，則繼續繪製幾何體草圖。 

註解: 

一個平面上只能有一個草圖，但該草圖可以包含需要的很多區域以及獨立元素。在平面草

圖上如果草圖被要求分開，則關閉選項結合共面草圖。 

 

 2.1.2.練習：繪製簡單草圖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繪製簡單草圖的過程。將新增關係和尺寸。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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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繪製簡單草圖 

開啟零件檔 

啟動 Solid Edge。 

點擊  應用程式按鈕→新建→ISO 公制零件。 

 

 選取草圖指令 

在「繪製草圖」標籤上選取「繪圖」群組的直線指令 。 

如下圖所示，定位游標以放置直線的第一個點。 

 

 用直線段繪製草圖形狀 

直線指令需要兩個點來建立一條直線。點擊以放置直線的第一個點。 

 

  



 

 

24 Chapter2 草圖繪製 

24 

注意連到游標的對齊線。這些線可以幫助對齊草圖幾何。 

 

線對齊處於水平狀態時，將會看到水平指示器。 

 

線對齊處於垂直狀態時，將會看到垂直指示器。 

 

處於另一條直線的端點時，將會看到端點指示器。 

 

繪製八條直線來形成所示的形狀。確認使全部直線保持水平或垂直，但這時不要擔心直線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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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航者中關閉座標系的顯示。 

 

 新增一個圓到草圖 

放置一個圓 ，如下圖所示。 

 

 放置草圖幾何關係 

 

在「相關」群組中選取「水平/垂直」指令 。 

對齊中點 2 和中點 1。確認在點擊前已獲取了中點指示器 。 

對齊圓心 3 和中點 1。確認在點擊前已獲取了圓心指示器 。 

對齊圓心 3 和中點 4。確認在點擊前已獲取了圓心指示器 。 

對齊點 5 和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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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草圖尺寸 

 

   字母表示用於標註草圖元素尺寸的選取位置。 

在「尺寸」群組中選取間距指令 。點擊直線 1 和直線 2 以標註直線 1 和直線 2 間

距的尺寸。 

在尺寸值編輯框中輸入 90。 

 

在「尺寸」群組中選取智慧尺寸指令 。 

點擊 1 以標註直線 1 的長度。 

在尺寸值編輯框中輸入 70。 

 

點擊 4 以標註直線 4 的長度。 

在尺寸值編輯框中輸入 50。 

點擊 3 以標註圓的尺寸。 

在尺寸值編輯框中輸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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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直線 5 和直線 6 以使用「間距」指令 ，從而為直線 5 和直線 6 的間距標註

尺寸。 

在尺寸值編輯框中輸入 15。 

 

 草圖完成 

草圖已完成。開啟關係符號的顯示以檢視草圖關係。 

在「檢視」標籤上選取「顯示」群組的關係符號指令。 

 

 

 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建立草圖。可在草圖建立過程中的任意時候新增尺寸關係和幾何關係。

草圖在 Solid Edge 中用於建立特徵。 

 練習 

請嘗試變更尺寸並新增草圖幾何。否則，請關閉檔案且不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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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草圖平面鎖定  

Solid Edge 中的許多指令使用 2D 平面在 3D 模型空間中放置幾何體。例如，當繪製 2D 草

圖元素（如直線、圓弧和圓）時，2D 元素處於模型的座標系平面、參考面或平面上。此 2D 平

面稱為草圖平面。同一時間只有一個草圖平面可用。 

鎖定對草圖平面的輸入有兩種方法： 

 自動鎖定，該方法為使用中指令時可鎖定草圖平面，並在重新啟用指令或啟用另一指令時解

鎖草圖平面。 

 手動鎖定，在該方法中鎖定草圖平面，並在稍後自行解鎖。 

草圖平面鎖定，使用戶可以輕鬆地在多個參考面或平面上快速繪圖。 

自動草圖鎖定 

當啟用一個使用草圖平面指令，並接著將游標定位在一個參考面或平面上時，該參考面或平面 (1) 

將高亮度顯示，且平面的邊緣 (2) 也將高亮度顯示，以指示目前草圖平面的 x 軸。從游標向外

延伸的對齊直線自身也和游標下的平面對齊。如果要手動鎖定草圖平面，則也會顯示一個鎖定符

號 (3)，這將在稍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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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點擊已定位草圖元素的起點時，草圖平面將自動鎖定到高亮度顯示的平面或面。對齊線 (1) (2) 

在繪圖時一直顯示，以指示目前草圖平面的 x 軸和 y 軸。 

 

草圖平面保持鎖定狀態，直到點擊右鍵來重新啟用目前指令，或啟用另一指令。這確保了所有草

圖輸入都處於目前草圖平面內。 

草圖平面鎖定，可以輕鬆地在模型的多個面上快速繪圖。例如，在繪製了第一個圓後，可以點擊

右鍵來重新啟用指令，然後在第二個面上繪製圓，再次點擊右鍵，然後在第三個面上繪製圓。 

 

 

手動草圖平面鎖定 

當然也可以手動鎖定草圖平面。當草圖幾何較為複雜，或者會超出要在其上進行繪製的平面或參

考面的外邊緣時，可使用這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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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支援手動草圖平面鎖定指令的情況下，當游標處於平面或參考面上時，游標附近將顯示一

個鎖定符號 (1)。可點擊這一符號來手動鎖定平面。 

 

 

註解: 

當使用任何支援草圖平面鎖定的指令時，還可以按下鍵盤上的 < F3 > 鍵來鎖定和解鎖草圖平

面。 

 

在手動解鎖平面之前，無論游標位置如何移動，草圖平面都保持鎖定狀態。這讓用戶可以輕鬆地

在平面的外邊緣以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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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動鎖定了草圖平面之後，將在圖形視窗的右上角顯示一個鎖定平面指示符號 (1)。 

 

當要解鎖草圖平面時，可以在圖形視窗中點擊此鎖定平面指示符號來解鎖平面，或者可以按鍵盤

上的 <F3> 鍵。 

平面鎖定和導航者 

無論是以自動方式還是手動方式鎖定草圖平面，都會在與鎖定草圖相鄰的導航者中顯示鎖定平面

指示符(1)。 

 

如果在模型中存在現有草圖，則當游標位於草圖項目上時，可以使用「導航者」快選功能表上的

「鎖定草圖平面」和「解鎖草圖平面」指令來鎖定和解鎖草圖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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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繪製零件草圖  

將繪製草圖並在建構任何特徵之前確定零件的基本形狀要求。可在基礎座標系的主平面、模型上

平面或參考面上繪製草圖。然後可使用這些草圖建立根據草圖的特徵，如拉伸或移除材質的新增

特徵。 

 

可視草圖輔助 

可以使用各種可視草圖輔助。圖形視窗中央的座標軸是基礎座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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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座標系上的主平面通常用於為新零件上基礎特徵繪製的第一幅草圖。 

 

草圖入門 

草圖入門很容易。當對草圖繪製元素時，在開始放置這些元素後，它們會移動到直接位於游標之

下的座標系平面、平面或參考面上。 

當開始處理新零件時，通常將在基礎座標系的三個主平面中的一個上繪製草圖。例如，可在基礎

座標系的 XZ 主平面上繪製新零件的第一個草圖 (1)。 

 

可看到將在哪一個座標系平面上進行繪製，因為游標下的平面會高亮度顯示；並且從游標延伸出

的對齊線將根據游標所在的平面進行動態調整。 

 

在透過點擊定義元素（例如：線）的第一個端點時，將草圖輸入鎖定到目前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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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如果游標下方沒有座標系平面、模型面或參考面，則元素將位於檔案的三個主平面中的一個之

上。系統將自動選取對視角而言最平的一個面。 

草圖平面鎖定 

很多草圖指令需要鎖定的草圖平面，以便在 3D 模型空間中放置 2D 幾何。 

有兩種方法用來鎖定草圖平面： 

 自動鎖定，在該方法中使用中指令為鎖定草圖平面，並在啟動另一指令時解鎖草圖平面。 

 手動鎖定，在該方法中自列鎖定草圖平面，並在稍後解鎖。適用於複雜草圖或其中草圖幾何

延伸超出草圖平面邊界的草圖。 

草圖平面 X 軸方位 

當想要在高亮度顯示平面之上繪製草圖的座標系平面、平面或參考面時，將自動顯示預設的 X 

軸方位 (1)。 

 

當正在定義草圖平面並且預設的 X 軸 (1) 已高亮度顯示時，可以使用快捷鍵來變更 X 軸方位。

例如，可按 N 鍵來選取下一個線性邊 (2)，或按 B 鍵來選取上一個線性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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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正在定義草圖平面時，用於定義草圖平面 X 軸方位的有效快捷鍵顯示在提示列上。 

草圖的 X 軸方位 (1) (2) 控制尺寸的尺寸文字對齊，並確定水平與垂直關係的水平軸和垂直

軸。 

 

 

 

草圖區域 

當繪製形成封閉區域的 2D 草圖元素時，封閉區域自動顯示為草圖區域 (1)。如果在著色視圖中

進行操作，則封閉區域顯示為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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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區域可用於使用選取工具來建構特徵。當一系列草圖元素自身封閉 (1)，或當草圖元素與一

條或多條模型邊形成封閉區域 (2) 時，將自動形成草圖區域。 

 

在繪製過程中，可能想要使現有的草圖區域暫時不可選。可以關閉使用「啟用區域」指令來達成

這此目的，在導航者中選取草圖時，該指令位於快選功能表中。 

可開啟使用「啟用區域」指令再次開啟區域選取。 

新增尺寸和幾何關係 

在建立模型的過程中，新增尺寸和幾何關係來控制草圖元素的大小、形狀和位置。還可以相對於

座標系的主軸標註尺寸和幾何關係。在隨後的設計修改過程中，這尤其適用於對稱零件。例如，

相對於基礎座標系的 X 軸和 Z 軸標註 10 mm 和 22.5 mm 的尺寸。 

 

註解: 

可使用「檢視」標籤上的「關係符號」指令來顯示和隱藏幾何關係。 

也可以使用「變數」指令定義函數關係。 



 

 

37 

37 Chapter2 草圖繪製 

使用草圖建構特徵 

當使用草圖建構特徵時，草圖上的尺寸在可能的情況下會自動遷移到模型邊，而草圖元素將傳遞

到導航者中的「使用的草圖」集合。 

 

註解: 

在同步模型中建構特徵之後，原始草圖幾何不會對該特徵產生影響。 

編輯草圖 

可以使用「選取工具」移動草圖元素和調整其大小。還可以使用如「延伸到下一個」、「修剪」、

「鏡射」、「縮放」、「旋轉」、「拉伸」等指令來編輯草圖元素。對於這些指令，需首先選取

指令，然後根據提示來編輯所需的草圖元素。 

草圖和導航者 

在導航者中列出所繪製的草圖。導航者還列出基礎座標系、基本參考面、所建構的特徵、使用的

草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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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使用導航者中的核取方塊選項以及「導航者」快選功能表上的指令，可在檔案中顯示或隱藏

個別草圖或全部草圖。 

在導航者中選中草圖名稱時，可使用快捷指令來進行以下操作： 

 刪除草圖。 

 剪下、複製和貼上草圖。 

 重新命名草圖。 

移動草圖 

有時可能想要將整個草圖移動或旋轉到空間中的新位置。預設情況下，在圖形視窗中使用「選取」

工具來選取草圖元素時，只能選取草圖區域或選定的草圖元素。 

要選取整個草圖，可在導航者中選取草圖項目，或可使用快速選取在圖形視窗中選取草圖。 

 

然後可使用幾何方向盤將草圖移動或旋轉到空間中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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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和關聯性 

草圖幾何並不直接與在其上繪製草圖的平面或面關聯。如果移動在其上繪製草圖的平面或面，則

草圖幾何不會移動，除非它也處於選取組中。這不適用於在基礎座標系的主平面或基本參考面上

繪製的草圖，因為這些平面在空間中是固定的。 

可以在草圖元素與模型邊之間套用 2D 幾何關係。如果模型邊移動，則草圖元素和幾何關係也

會更新。 

還原草圖 

要將草圖還原到它在模型中的原始位置，則在某個已用的草圖被選中之後使用快選功能表上的

「還原」指令。這可適用於以下情況：想要使用草圖在模型的其他位置建構另一個特徵，或者刪

除了由使用的草圖所敘述的特徵。 

將元素投影到草圖上 

可使用「繪製草圖」頁上的「投影到草圖」指令將模型邊或草圖元素投影到目前草圖平面上。投

影的草圖元素與父元素關聯。如果修改了父元素，則投影的元素也會更新。 

 

註解: 

當使用投影的元素來建構特徵時，父元素與投影元素之間的關聯連結被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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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區域 

定義 

一個輔助物件，用於建立由平面和非平面組成的實體特徵。區域是由草圖元素或者草圖元素和零

件邊的組合所形成的一個封閉區域。 

區域是由在草圖平面或零件面上放置 2D 草圖幾何而形成的。區域是在一系列草圖元素或模型

邊形成一個封閉區時建立的。區域是封閉草圖的副產品。未被選中的區域顯示時著淺藍色。 

區域範例 

 

選取區域 

當游標在某個區域上移動時，該區域顯示為著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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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區域被選中時，該區域顯示為著綠色。 

 

在「物件-動作」和「動作-物件」工作流程中均可選取區域。 

 

 2.3.1.1 練習：建立區域  

繪製草圖並觀察區域何時形成及如何選取它們。 

請參考下方內容開始練習。 

 練習：建立區域 

本練習可在形成區域時，透過草圖的繪製流程指導進行觀察。也將瞭解如何選取區域 

 開啟零件檔 

啟動 Solid Edge。 

點擊 應用程式按鈕→新建→ISO 公制零件。  

 繪製矩形 

選取「直線」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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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矩形。請注意，一旦最後一條直線連到第一條直線上，區域就已形成。(1) 表示第一

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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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區域 

點擊「選取」工具  

移動游標到矩形的上方，注意色彩變化。游標移動到上方時，已關閉的草圖（區域）和面

會高亮度顯示。 

 

選取該區域，注意色彩變化。該區域可拉伸或旋轉。該部分將在基礎特徵建立課程中提供。

按下 <Esc> 鍵以終止選取指令。 

 

 

 2.3.2.開放草圖 

 

開放草圖不與某個實體的面共面、或者與某個實體的面共面但不接觸或穿過面的邊，並不會建立

區域。如果某個開放草圖與某個共面的面的邊相連或交叉，則建立一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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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開放草圖使用拉伸指令來建立體特徵。定義要新增材質的開放草圖一側，該草圖則自動延伸至

下一個面以建立體特徵。 

 2.4.繪圖指令  

建立和操控草圖元素的指令位於「繪製草圖」標籤上的「繪圖」群組中。 

 

 

 2.4.1.繪製 2D 元素 

在 Solid Edge 中可繪製 2D 元素幫助完成一系列任務。例如，可使用 2D 元素在「零件」環

境中建構特徵，以及在「組立件」環境中繪製佈局。 

在「工程圖」環境中，可以使用 2D 繪圖工具來完成各種任務，比如，在 2D 模型工程圖或 2D 

視圖中從頭開始繪製草圖、建立背景工程圖，圖形並定義剖視圖的切割面。繪圖指令、關係和尺

寸在所有環境中的工作方式都很相似。 

繪圖指令和工具 

可以在 Solid Edge 中繪製任意類型的 2D 幾何元素，如直線、圓弧、圓、b-spline 曲線、矩形

和多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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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Edge 還允許： 

 移動、旋轉、比例縮放和鏡射元素 

 修剪與延伸元素 

 新增倒斜角和圓角 

 從自由草圖建立精度圖 

 變更元素的色彩 

配合繪圖指令使用的工具，如「智慧草圖」、「意向區」，能夠十分方便地讓元素相互關聯、在

進行草圖繪製時定義繪圖意向及可提供相對於工程圖中的任何關鍵位置的精確座標輸入。 

繪圖指令輸入 

Solid Edge 繪圖指令允許透過點擊圖形視窗提供輸入，或透過在指令列框中鍵入值提供輸入。

沒有對輸入次序作出嚴格的要求。 

複合使用圖形與指令列輸入通常最有效率。例如，可以在指令列框中鍵入直線長度以鎖定長度值，

按 <Enter> 鍵或 <Tab> 鍵以鎖定該值，然後以圖形方式設定直線的方向夾角。或者，也可以

使用繪圖指令的動態功能來獲得所要的大小和方向的圖形意念，然後在指令列框中鍵入值來提供

更精確的輸入。 

可以使用元素選取指令列上的「線條色彩」選項將色彩套用到 2D 元素。要變更元素的色彩，

請選取該元素，然後在指令列上點擊「線條色彩」選項以設定要套用到元素的色彩。可以點擊「色

彩」對話框上的「更多」選項來自訂色彩。 

繪圖動態 

當繪圖時，軟體會顯示正在繪製的元素的臨時、動態顯示。這個臨時的顯示指明了在目前滑鼠游

標位置處點擊後元素將具有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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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點擊能夠完全定義正在繪製的元素的點之前，指令列框中的值會隨著滑鼠游標的移動而更新。

這就提供了關於正在繪製的元素的大小、形狀、位置和其他特徵的即時回饋。 

當透過將一個值鍵入到指令列框中來鎖定該值時，所繪製的元素的動態顯示將顯示該值已被鎖定。

例如，如果鎖定直線的長度，那麼，當移動滑鼠游標以設定夾角時，動態直線的長度不會變更。

如果想要取消值的動態功能，可以透過在框中雙擊然後按 Backspace 或 Delete 鍵清除該值。 

套用和顯示關係 

在繪圖時，「智慧草圖」能辨識並套用控制元素的大小、形狀和位置的 2D 關係。當進行變更

時，關係可以協助圖形保留不想改變的特徵。 

當滑鼠游標上顯示了關係指示器時，點擊便可套用該關係。例如，在點擊以放置直線的端點時，

如果水平關係指示器顯示，則該直線將是完全水平的。也可以在繪製元素之後對它們套用關係。 

 

幾何體上顯示的關係符號表明了元素之間的關係。透過移除此符號，可以移除任何關係。借助「關

係符號」指令，可以顯示或隱藏關係符號。 

 

保持關係 

Solid Edge 允許以最適合於設計需求的方式繪製與修改 2D 元素。既可以透過套用關係使組立

件佈局與圖相關聯，也可以不套用關係自由地繪製它們。在零件檔案中繪製 2D 元素時，2D 關

係就會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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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D 元素之間保持關係可以使元素相互關聯（或相關）。當修改與另一個 2D 元素相關的 2D 

元素時，其他元素會自動更新。例如，如果移動與一條直線具有相切關係的圓，該直線也會移動，

使這兩個元素保持相切。 

用戶可以自由地繪製元素，即以非關聯方式進行繪製。修改組立件草圖或視圖的非關聯部分時，

變更後的元素可以自動移動，而不會變更該設計的其他部分。例如，如果移動與一條直線相切（但

與該直線不具有相切關係）的圓，該直線不會與這個圓一起移動。 

要控制在佈局視圖中是以自由方式還是以關聯方式繪製和修改 2D 元素，請使用「組立件」和

「工程圖」環境中的「保持關係」指令。 

 

註解: 

當使用 2D 元素建構一個 3D 特徵時，草圖元素將會移動到導航者中的「使用的草圖」清單。  

 

2D 關係的工作原理 

用戶能夠以各種方式移動和變更未對其套用任何關係的元素。例如，當兩條直線之間不存在任何

關係時 (A)，一條直線的移動和變更對另一條直線沒有任何影響。如果在兩條直線之間套用垂直

關係 (B)，並移動一條直線，則另一條直線也會隨之移動。 

 

在元素之間套用關係後，即使修改任一元素，關係也會保持下來。例如： 

 如果一條直線與一個圓弧共用相切關係，則無論修改它們中的哪一個，它們都保持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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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條直線與一個圓弧共用連接關係，則無論修改它們中的哪一個，都能保持相連關係。 

 

關係還保持物理特徵，如大小、方向和位置。 

 可以借助相等關係使兩個圓的大小相等。 

 可以借助平行關係使兩條直線的方向平行。 

 可以借助連接關係將一條直線與一個圓弧相連。 

關係也可以保持個別元素的物理特徵。例如，可以讓直線處於水平位置。即使變更了位置與長度，

直線仍會保持水平。 

 

建構圖元 

對於在零件或組立件文件中繪製的 2D 元素，可指定該元素可視為建構元素。 

「繪製草圖」標籤上的「建構」指令允許指定元素為建構元素。建構元素不用於建構特徵，只作

為繪製輔助工具使用。建構元素的線條樣式為虛線。 

 

 2.4.1.1.意向區 

當繪製和修改元素時，Solid Edge 將使用意向區來解釋用戶的意向。意向區使用戶能夠只使用

少數幾個指令便能以許多種不同的方法繪製和修改元素。不需要對每一種元素都選取一個不同的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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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區是如何工作的 

當點擊以開始繪製特定元素時，軟體將點擊位置四周的區域劃分成四個意向區象限。例如，在繪

製連接至圓的線時，四個意向區會顯示在點擊的點 (A) 周圍。 

 

其中有兩個意向區允許繪製與圓相切的線。另外兩個意向區允許繪製與圓垂直的線或一些相對於

圓成其他方向的線。 

在將滑鼠游標移至下一個點擊位置的過程中，透過讓滑鼠游標進入這些意向區之一，可以告訴軟

體下一步想做什麼。這允許控制線是與圓 (A) 相切，與圓 (B) 相垂直還是一些其他的方向 

(C)。 

 

滑鼠游標移入的最後一個意向區就是使用中意向區。要變更使用中的意向區，請將游標移回意向

區圓，然後將游標從意向區象限移出至下一個要點擊的位置。 

繪製與圓弧狀元素相切或相連的直線 

透過將意向區與「直線」指令配合使用，可以繪製與圓或圓弧相切的直線。也可以繪製與圓或圓

弧相連但不相切的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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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繪製與圓弧相切的一條直線，首先點擊圓 (A) 上的一個點以放置直線的第一個端點。然後將

游標移過相切的意向區。在移動游標時，線始終與圓相切。將游標定位於想要的直線 (B) 的第

二個端點，然後點擊以放置第二個端點。 

 

如果不想讓直線與該圓相切，可以將滑鼠游標移回到該意向區中，移出並穿過垂直意向區 (A) 中

的一個，然後再點擊以放置直線的第二個端點。在移動游標穿過垂直區時，還可以繪製不與圓 (B) 

和圓 (C) 相垂直的線。 

 

「直線」指令還可以繪製一系列連接的直線和圓弧。可以使用鍵盤中的 L 和 A 鍵從直線模式

切換至圓弧模式。在切換模式時，意向區 (A) 和意向區 (B) 顯示在最後點擊的點。  

 

意向區允許控制新元素與上一個元素之間是相切、相垂直還是呈某個其他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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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相切或垂直圓弧 

可以使用意向區來變更「相切圓弧」指令的結果。要繪製與一條直線相切的圓弧，首先單擊該直

線上的一個點以放置圓弧的第一個端點。然後移動滑鼠游標穿過相切意向區並單擊以放置圓弧的

第二個端點。 

 

如果不想讓圓弧與該直線相切，可以將滑鼠游標移回到該意向區中，接著移出並穿過垂直意向區，

然後再點擊以放置圓弧的第二個端點。 

 

透過三點繪製圓弧 

當使用「三點畫圓弧」指令時，意向區允許以任何次序輸入三個點。還可以使用意向區來變更圓

弧方向。使用了「三點畫圓弧」指令的意向區沒有分成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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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修改  2D 元素  

Solid Edge 提供了大量用於修改 2D 元素的工具。2D 繪製和修改工具可以一起平穩工作，並

在工作中對輪廓、草圖和 2D 視圖進行修改。 

使用元素控制點 

可以使用游標變更元素的大小、位置或方向。使用「選取」工具選取元素後，將在關鍵位置顯示

其符號。 

 

 

可以透過拖曳其中一個控制點來變更所選元素的形狀。第一幅圖顯示拖曳端點控制點的效果。第

二幅圖顯示了拖曳中點控制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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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滑鼠移動和複製元素 

還可以拖曳所選元素來移動它而不變更它的形狀。定位游標，使它不停留在符號上，然後將元素

拖到另一位置。 

 

 

要複製元素，在拖曳時按住 <Ctrl> 鍵。 

 

 

在元素之間套用關係 

可在繪製時或繪製後套用幾何關係。要將幾何關係套用到現有元素，請選取關係指令，然後選取

要新增關係的元素。如果將關係套用到某元素，則將會修改該元素，以反映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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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線條與弧不相切（A），套用相切關係會修改其中一個元素或兩個元素以使它們相切（B）。 

 

使用關係指令時，軟體只允許選取作為該指令的有效輸入的元素。例如，在使用「同心」指令時，

該指令只允許選取圓、弧或橢圓。 

變更關係 

透過選取關係符號後再按鍵盤上的 <Delete> 鍵，可以像刪除任何其他元素一樣刪除關係。 

關聯關係的尺寸 

驅動尺寸 是允許保持諸如元素大小、方向和位置等特徵的關係。當在元素上或元素之間放置驅

動尺寸時，可以透過編輯其尺寸值來變更測量的元素。不需刪除或以不同的尺寸重新繪製元素。 

例如，可以先規定一個弧的半徑尺寸維持其大小 (A)，然後再編輯半徑尺寸的值改變其大小 

(B)。 

 

要建立尺寸關係，選取尺寸指令並點擊想要與其相關的元素。 

使用關係變更元素 

修改 2D 元素時，帶有保持關係的元素會自動更新以保持關係。例如，如果移動與另一元素存在

平行關係的元素，另一元素會根據需要移動以保持平行。如果一條直線與一個圓弧共用相切關係，

則無論修改它們中的哪一個，它們都保持相切。 

如果想要透過新增或刪除關係來變更元素，而該元素未按預期的方式變更，則可能是受到了驅動

尺寸的控制。可將尺寸從驅動切換為被驅動，然後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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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修改：修剪、延伸、分割、圓角、倒角、偏移和拉伸 

不管繪圖技巧是從大圖削減，或從小圖增大，關係讓繪製草圖並發展成為可能，而不是按精確尺

寸繪製每一個元素。Solid Edge 修改工具允許變更草圖且仍保持套用的關係。 

Solid Edge 提供指令來修剪、延伸或分割元素。 

 

 

「修剪」指令將一個元素修剪回至與另一個元素的相交處。要使用此指令，點擊要修剪的零件。 

 

可以透過在要修剪的零件上拖曳滑鼠游標來修剪一個或多個元素。 

 

還可以選取想要修剪到的元素。此選取覆寫僅修剪到下一元素這預設選項。要選取要修剪到的元

素，在選取要修剪到的元素時按住 <Ctrl> 鍵。例如，在正常作業時，如果選取線條（A）做為

要修剪的元素，則會在它與下一元素（B）的相交處對它進行修剪。 但是，可選取邊 (C) 和 (D) 

作為修剪到的元素，則會在這些邊的交點處修剪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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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轉角」指令透過將兩個開放元素延伸至其相交處來建立角。 

 

「延伸」至下一元素指令將開放元素延伸至下一元素。為此，標識該元素，然後在要延伸的端點

旁點擊滑鼠。 

 

還可以選取要延伸至的元素。此選取覆寫僅延伸至下一元素這一預設選項。要選取要延伸至的元

素，在選取要延伸至的元素時按住 <Ctrl> 鍵。 例如，在正常作業中，如果選取線條 (A) 作為

要延伸的元素，它會延伸至下一元素 (B) 的相交處。但是，可以選取邊 (C) 以將線條延伸至該

邊。 

 

 

註解: 

使用修剪或延伸時，先按住<Ctrl>鍵，要點選要定義的邊界範圍，再將<Ctrl>鍵放開選擇後要處

理的線段。 

 

「分割」指令可以在指定位置處對開放或封閉元素進行分割。在分割元素時，系統會自動套用合

適的幾何關係。例如，在分割圓弧時，在分割點處套用連接關係（A），而在圓弧的中心點處套

用同心關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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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圓和倒角指令和修剪組合繪製作業。 

 

「偏移」指令繪製所選元素的統一偏移副本。 

 

不能使用此指令選取模型邊。如果想要對模型邊進行偏移，使用「投影到草圖」指令。 

「對稱偏移」指令繪製所選中心線條的對稱偏移副本。 

 

「拉伸」指令移動框選框內的元素並拉伸與框選重疊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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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修改期間，根據需要新增或刪除關係。如果修剪部分圓而留下多段弧，則會對剩餘弧套用同

心和相等關係。 

 

例如，通常會利用主設計參數開始設計。可繪製相互關係的已知元素 (A)，然後繪製其他元素來

填滿空白區 (B)。 

 

在繪圖時, 會需要修改元素來創立有效輪廓或按需求繪製視圖 (C-F)。要修改元素，可使用諸如

「修剪」和「延伸」之類的修改指令。仍會保持這些關係並套用其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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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1.修改 2D 元素-練習  

在本練習中將可以操作 2D 圖元修剪指令，並瞭解其特性。 

開啟零件檔「修剪.par」 

 編修圖元練習 

 

應用”繪圖”群組中的指令，將上排的草圖，編輯成如同下排 

 

 

 

 2.4.1.3.操控 2D 圖元  

除了前面介紹的修剪 2D 元素的功能外，Solid Edge 也提供了直接針對完整圖元操作的

工具如下 

元素操作：旋轉、縮放、鏡射、複製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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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移動、旋轉、縮放和鏡射元素提供了工具。這些工具也可用於複製。例如，可進行鏡射複製，

或是從另一應用程式剪下或複製 2D 元素並將它們貼至輪廓視窗、組立件草圖視窗或視圖中。 

          

 

在處理帶有關係的元素時，會盡可能地保持關係。例如，如果複製兩個相關元素，則同時會複製

它們之間的關係。但是，如果只複製相互關係的兩個元素中的一個，就不會複製關係。 

處理自動刪除後，關係就不再是可套用的了。例如，刪除了一對平行線中的一條線，就會從剩餘

的線條刪除平行關係。 

 

「旋轉」指令沿著軸轉動或轉動複製 2D 元素。此指令需要指定旋轉的中心點 (A)，旋轉的起

點 (B)，和旋轉的終點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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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指令使用比例係數來按比例縮放或縮放複製 2D 元素。 

「鏡射」指令根據一條線或兩個點鏡射或鏡射複製 2D 元素。 

 

「刪除」指令從輪廓或草圖視窗刪除 2D 元素。 

 

 

 2.4.1.3.1.操控 2D 圖元-練習  

在本練習中將可以操作 2D 圖元操控指令，並瞭解其特性。 

開啟零件檔「操控圖元.par」 

 操控圖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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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繪圖”群組中的指令，將上排的草圖，編輯成如同下排 

 

 

 

 

 2.5.草圖幾何關係  

草圖關係指令位於「繪製草圖」標籤上的「相關」群組中。 

 

草圖關係不會遷移到根據它們建立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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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幾何關係 

幾何關係控制一個元素相對於另一元素或參考面的方向。舉例來說，可以定義直線和圓弧間的相

切關係。即使鄰接的元素變更，元素之間的相切關係依舊維持不變。 

 

幾何關係控制進行編輯時草圖的變更方式。在繪圖時，「智慧草圖」會顯示並放置幾何關係。在

完成草圖之後，可以使用各種關係指令和關係助手來套用附加的幾何關係。 

關係符號 

關係符號是用來代表元素、關鍵點和尺寸之間或關鍵點與元素之間幾何關係的符號。關係符號顯

示指定的關係得到保持。 

關係  控制點 

共線 

 

連接（1 個自由度） 

 

連接（2 個自由度） 

 

同心  

相等  

水平/垂直 

 

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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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切（相切 + 等曲率） 
 

相切（平行相切向量） 
 

相切（平行相切向量 + 等曲率） 

 

對稱 

 

平行 

 

垂直 

 

圓角 

 

倒斜角 

 

連結（本地）  

連結（點對點）  

連結（草圖到草圖）  

固定群組（ 2D 元素）  

 

在某些情況下，輪廓上的同一位置可能需要並顯示多種關係。例如，一條圓弧與一條直線相交的

地方可以使用連接關係和相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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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關係的父級 

修改輪廓或草圖時，它對於確定關係的父元素非常有用。選取幾何關係時，父級高亮度顯示。 

例如，選取第一幅圖中顯示的水平關係時，左側的垂直線和圓高亮度顯示為父元素。 

 

當同一位置有多個關係且需要刪除一個關係時，該功能很有用處。在此情況下，可以使用「快速

選取」來高亮度顯示關係，並使用虛線線型顯示父元素。 

 

共線 

「共線」指令強制兩條直線共線。如果其中一條線的夾角發生變化，第二條線也會變更它的夾角

和位置以保持與第一條線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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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連接」指令將一個元素上的關鍵點與另一個元素或元素關鍵點相連接。例如，可以在兩個元素

的端點間套用連接關係。建立元素端點間的連接關係有助於繪製封閉草圖。表示連接端點的符號

為在一個點顯示在一個矩形中心處。 

 

也可以使用「連接」指令將元素的端點與其他元素上的任意一點相連接，此點無需為端點或關鍵

點。這叫做「元素上的點」連接，其符號類似於 X。例如，輪廓右側上的頂部水平線端點連接

至垂直線，但連接點不在端點處。 

 

繪製輪廓時，請特別留意「智慧草圖」顯示的關係指示器符號，並盡可能準確地繪製元素。否則，

可能在錯誤的位置偶然套用連接關係，這可能導致無效的輪廓。例如，可能偶然建立開放輪廓為

基礎特徵而不是所需的封閉輪廓。 

相切 

「相切」指令保持兩個元素或元素組之間的相切關係。 

 

當套用相切關係時，可以使用「相切」指令列來指定所需的相切關係類型： 

 

 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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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切 + 等曲率  

 平行相切向量 

 平行相切向量 + 等曲率 

當需要使一條直線和一段圓弧，或兩段圓弧保持相切關係時，簡單的相切關係是很有用的。其他

選項可套用於 b-Spline 必須與其他元素平滑混合的情形中。「相切 + 等曲率」、「平行相切向

量」和「平行相切向量 + 等曲率」選項要求所選的第一個元素為一條 b-Spline。 

註解: 

也可以將相切關係或連接關係套用到端點相連的元素系列來定義輪廓群組。 

垂直 

「垂直」指令在兩個元素之間保持 90 度的夾角。 

 

水平/垂直 

「水平/垂直」指令以兩種方式工作。在第一種方式中，可以透過選取線條上的某一點（該點不

是端點或中點），將直線的方位固定為水平或垂直。  

 

在第二種方式中，可以透過對齊圖形元素的中點、中心點或端點以便它們的位置保持相互對齊，

在圖形元素之間套用垂直∕水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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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 

「相等」指令保持相似元素之間的大小相等性。在兩條直線之間套用此關係時，這兩條線的長度

變為相等。在兩個圓弧之間套用此關係時，它們的半徑變為相等。 

 

平行 

「平行」指令使兩條線共用相同的夾角方向。 

 

同心 

「同心」指令使圓弧和圓保持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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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 

可以使用「對稱」指令來使元素相關於一條線或參考面對稱。「對稱」指令擷取元素的位置和大

小。 

 

固定群組 

可以使用「固定群組」指令向一組 2D 元素新增設定剛性關係。 

 

 

 2.5.1.1 幾何關係-練習 

在本練習中將可以操作 2D 圖元操控指令，並瞭解其特性。 

開啟零件檔「幾何關聯.par」 

 

 幾何關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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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繪圖”群組中的指令，將上排的草圖，編輯成如同下排 

 

 

 

 2.5.2.智慧草圖 

智慧草圖可協助建立並隨意地保持元素之間的幾何關係。在進行繪製時，「智慧草圖」可辨識機

會以將新元素關聯到現有元素，並顯示視覺化提示，協助使元素連接、相切、共線、垂直、平行

等等。 

根據用戶的喜好設定，Solid Edge 將保持「智慧草圖」建立的關係，或者在新增和變更幾何體

時，僅使用「智慧草圖」來精確建立新元素而不保持關係。 

 

智慧草圖是用於繪製草圖和修改元素的動態繪圖工具，並能夠透過在製作草圖時指定設計的特性，

製作高精度的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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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能夠繪製水平或垂直線條草圖，或製作與另一條線條平行或垂直或與一個圓相切的線條草

圖。也可以繪製連接至現有線條端點的弧線，繪製與另一個圓同心的圓，繪製與一個圓相切的線

條。諸如此類的情況舉不勝數。 

「智慧草圖」會在繪製的所有新 2D 元素上放置尺寸和幾何關係。可以使用另外一個工具「關

係助手」自動在現有輪廓元素上放置尺寸和關係。 

智慧草圖的工作原理 

當繪圖時，智慧草圖跟隨游標的移動並提供所繪元素的臨時動態顯示。此臨時顯示呈現當點擊目

前位置時新元素的模樣。 

 

智慧草圖透過臨時顯示動態元素與以下項目之間的關係，提供關於所繪元素的更多資訊： 

 工程圖中的其他元素 

 水平和垂直方向 

 所繪元素的原點 

當智慧草圖辨識某種關係時，它在滑鼠處顯示關係指示器。當移動滑鼠時，「智慧草圖」更新指

示器以顯示新關係。如果點擊拖曳元素時，游標處顯示關係指示器，則本軟體將該關係套用於該

元素。例如，如果點擊放置線條的第二個端點時顯示水平關係指示器，則線條將完全水平。 

 

智慧草圖關係 

在「智慧草圖」對話框中的「關係」頁上可以設定希望智慧草圖辨識的關係類型。智慧草圖每次

可以辨識一種或兩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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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智慧草圖辨識兩種關係時，它在游標處顯示兩種關係指示器。 

 

智慧草圖定位區 

不必將滑鼠移動到精確位置，智慧草圖即可辨識關係。「智慧草圖」可在游標尋找區域內辨識任

何元素的關係。游標十字線周圍或游標箭頭末端的圓指示定位區。可以使用「工具」功能表中 的

「智慧草圖」指令來變更定位區的大小。 

 

對齊指示符號 

智慧草圖顯示一條臨時虛線，指示游標位置何時與元素上的關鍵點水平或垂直對齊。 

 

無限元素 

智慧草圖辨識線條與圓弧之間的「元素上的點」關係時，將它們看作是無限元素。在以下範例中，

當游標直接位於某個元素上時，另外在游標離開元素時，智慧草圖辨識「元素上的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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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點 

智慧草圖在圓弧或圓的中心點顯示一個指示器，以使此關鍵點易於定位。 

 

對齊點 

繪製和操作 2D 元素時，可以使用快捷鍵並借助「快速選取」以對齊關鍵點和交點。此操作還將

該點座標作為輸入項，套用到正在執行指令中。 

當用游標高亮度顯示要對齊的元素後，可以使用以下快捷鍵鎖點： 

 

 中點 — 按 M 

 交點 — 按 I 

 中心點 — 按 C 

 端點 — 按 E 

象限中掃掠夾角鎖定 

當繪製相切或正交弧時，圓弧的掃掠夾角鎖定在象限點 0、90、180 和 270 度。這能夠繪製普

通圓弧而不需要在指令列中輸入掃掠值。 

圓弧端點至圓弧中心線之間出現臨時虛線，通知圓弧在某個象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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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標註尺寸 

可以使用「智慧草圖」對話框中「自動尺寸」頁上的選項自動建立新幾何體的尺寸。該頁提供若

干選項，可控制何時繪製這些尺寸以及是否使用尺寸樣式對應。  

可以使用「自動標註尺寸」指令來快速開啟/關閉自動標註尺寸功能。 

 

 2.5.2.1.範例：繪製水平直線  

可以使用「智慧草圖」來繪製精確水平的線。當繪製直線或繪製沒有水平關係的直線時，可以套

用水平關係。 

 

1. 在「繪製草圖」標籤上，游標移動到「聰繪」。 

2. 在標籤中，設定「水平或垂直」選項。 

3. 在「繪製草圖」標籤上的「繪製」群組中，選取「直線」。 

4. 點擊想放置直線的第一個端點的位置，它可以是應用程式視窗 (A) 中的任何位置。 

5. 在視窗 (B) 中到處移動游標。注意，動態直線顯示始終從剛才放置的端點延伸到目前游標位

置。還可以看到游標處顯示的「智慧草圖」關係指示器。 

6. 移動游標來使動態直線近似水平。 

7. 在游標 (C) 處顯示「智慧草圖水平」關係指示器時，點擊以放置第二個端點。 

「智慧草圖」將水平關係符號放置到新的直線 (D) 上。 

提示: 

使用「關係符號」指令可以顯示或隱藏關係符號。 

 

提示: 

要鎖點交點或關鍵點，請用游標定位元素，然後按以下一個快捷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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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或圓弧的中點：按 M 

 直線、圓、曲線及圓弧的交點：按 I 

 圓或圓弧的中心點：按 C 

 直線、圓弧或曲線的端點：按 E 

 對於交點 — 如果有多個定位的適用交點，「快速選取」將開啟並列出這些交點。在「快速

選取」中，點擊以選取想要的點。 

 2.5.2.2.範例：繪製連接至另一條直線的直線  

可以使用「智慧草圖」將正在繪製的元素與現有的元素連接。當繪製直線或繪製沒有連接關係的

直線時，可以套用連接關係。 

 

1. 在「繪製草圖」標籤上，游標移動到「聰繪」。 

2. 在標籤中，設定「端點」選項。 

3. 在「繪製草圖」標籤的「繪製」群組中，請點擊「直線」按鈕。 

4. 在應用程式視窗中，將游標移動到直線的末端。當在此末端處移動游標時，該直線將高亮

度顯示，並且「智慧草圖」會在游標處顯示「端點」關係指示器。 

5. 當「智慧草圖」顯示關係指示器時，點擊以放置新的直線的第一個端點 (A)。此端點連接

到前一直線的端點。 

提示: 

不必點擊，按 E 鍵便可以鎖點於游標最近的直線端點。 

6. 點擊想放置新的直線的第二個端點的位置。 

7. 新直線和前一直線已連接端點 (B)。 

「智慧草圖」將連接關係符號放置到兩條線連接的點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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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檢視」標籤的「顯示」群組中，使用「關係符號」指令可顯示或隱藏關係符號。 

 

提示: 

僅當設定了「工具」標籤上的「保持關係」指令後，才可保持關係。 

 

提示: 

要鎖點關鍵點或交點，請用游標定位元素，然後按以下一個快捷鍵： 

 直線或圓弧的中點：按 M 

 直線、圓、曲線及圓弧的交點：按 I 

 圓或圓弧的中心點：按 C 

 直線、圓弧或曲線的端點：按 E 

 對於交點 — 如果有多個定位的適用交點，「快速選取」將開啟並列出這些交點。在「快

速選取」中，點擊以選取想要的點。 

 

 2.6.草圖標註尺寸  

標註尺寸指令位於三處。它們位於首頁、繪製草圖和 PMI 標籤上的「尺寸」群組中。

 

 

 2.6.1.鎖定的尺寸 

草圖尺寸作為驅動來放置。驅動尺寸標為紅色。驅動尺寸也稱為鎖定的尺寸。鎖定的尺寸不能變

更，除非直接編輯它。當草圖幾何被修改時，鎖定的尺寸並沒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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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個尺寸改為被驅動（或解鎖的），方法是選取該尺寸，然後在「尺寸值編輯」快捷列上點擊

鎖。被驅動尺寸標為藍色。不能選取被驅動尺寸進行編輯。必須將它改為鎖定的尺寸才能直接變

更其值。 

  

 

要變更某個鎖定的尺寸的尺寸值，則點擊該尺寸值並輸入新值。 

 

 2.6.2.如何標註尺寸 

智慧尺寸 

 可選擇【單一邊】或【兩個圖元】標註尺寸 

 可標註直線長度、水平或垂直夾角 

 圓或圓弧直徑、半徑、圓弧的夾角與弧長 

 點選圖元後“ 帶狀工具列 ”可提供各項功能按鈕 

以標註出不同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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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標註尺寸  

 草圖環境下，繪製圖元時將會自動標註尺寸界線，如：直線長度、圓弧半徑、圓直徑、矩形

大小 

 自動標註尺寸選項：『帶狀指令列』 『聰慧』  『聰慧選項』 

 

 

標註間距 

 連續點選所需要量測的圖元，先點選原點位置，再點選量測位置，滑鼠移動位置決定『連續

式』或『基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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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註夾角 

 連續點選所需要量測的圖元，先點選原點位置，再點選量測位置，滑鼠移動位置決定『銳角』

或『鈍角』 

 

座標式尺寸 

 先決定原點位置，再決定軸向（水平、垂直方向），連續選取標註點 

 

夾角座標式尺寸 

 先決定中心點位置，決定原點位置，再決定旋轉向（順時針、逆時針），連續選取標註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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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直徑 

 點選軸線，點選圖元 

 

 

尺寸文字的走向 

 使用標註間距與標註夾角 

 

 水平/垂直 

 用 2 點 

 用尺寸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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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尺寸樣式 

尺寸樣式設定可在「樣式」對話框中修改。「樣式」對話框位於「檢視」標籤上的「樣式」群組

中。 

 

 

提示: 

繪製大致的外型『輪廓』，繪製過程中可搭配聰繪鎖點及對齊功能。 

執行繪製指令時，帶狀工具列中提供參數式欄位定義輪廓實際外型及位置。 

輪廓產生後，必須使用尺寸標註的功能，將輪廓的參數固定。 

適時加入『幾何拘束』符號定義輪廓之間的關聯。 

完整的幾何拘束條件及尺寸，便可以將繪製的草圖作完全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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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導航者中的草圖  

 

 

 在導航者中，有兩個用於草圖的收集器（草圖和使用的草圖）。 

 

 草圖存放在草圖收集器中，直到它們因為建立實體而被消耗或者被刪除。 

 



 

 

83 

83 Chapter2 草圖繪製 

 草圖前面的鉛筆符號表示其草圖平面被鎖定。 

 

 未消耗的草圖可以透過核取框來顯示或隱藏。所有草圖或特定草圖均可隱藏或顯示。 

 

 用於建立特徵的草圖元素從草圖收集器中被移除，並放在使用的草圖收集器中。 

 

 使用的草圖可以高亮度顯示、刪除、重新命名或還原。 

 

  2.7.1.導航者中的草圖快選單 

  草圖→草圖名稱 

 

草圖快選單包含一個用以啟用區域建立和特徵建立的選項。此選項是針對每個草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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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共面草圖 

 如果一個草圖存在一個鎖定的草圖平面，然後任何新草圖幾何將與現有的草圖結合。 

啟用區域 

 當草圖幾何成為封閉區域將作為建立區域。 

遷移幾何和尺寸  

 消耗草圖幾何用來建立特徵，並且移動幾何到「使用的草圖」收集器。 

 當草圖幾何用來建立特徵時，在實體上將建立 PMI 尺寸。 

 

 2.7.2.導航者中的「使用的草圖」快選單 

  使用的草圖→草圖名稱 

 

「還原」指令將消耗的草圖元素還原到草圖收集器。如果平面草圖存在，作為那些在相同使用的

平面草圖，還原草圖與現有草圖將結合在一起。 

 

 2.7.3 草圖視圖 

 

草圖視圖指令將視圖定向為垂直於已鎖定草圖平面的水平/垂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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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草圖消耗和尺寸遷移  

在零件和鈑金檔案，為了在一個實體模型上建立特徵，通常都會繪製 2D 草圖幾何。在同步模

型中，當使用草圖來建構特徵時，無論何時放置於草圖上合理的 2D 尺寸就會遷移至合適的實

體邊上。 

 

當一個草圖在特徵導航者裡被選擇控制是否草圖元素被消耗並且尺寸被遷移時，你能使用在快選

單上的遷移幾何和尺寸指令。 

草圖消耗和尺寸自動遷移 

遷移幾何和尺寸指令為新檔案的預設值。當使用他們建立特徵時，草圖元素被自動消耗，2D 尺

寸被自動遷移。在建立一個特徵之後，2D 草圖幾何在特徵導航者裡被移到被使用的草圖收集

器，並且 2D 尺寸被作為 3D PMI 模型尺寸遷移。 

用戶能停用自動消耗草圖元素和基於草圖對草圖上遷移的 2D 尺寸，在特徵導航者內右鍵點選

草圖，在快選單取消遷移幾何和尺寸指令。 

所有的模型尺寸（不管是遷移自草圖的還是直接新增到模型的）都是 PMI 尺寸。PMI 尺寸顯

示於導航者上的 PMI 收集器中的「尺寸」子收集器中。 

部分遷移的草圖和尺寸 

在許多場合，只有一些草圖元素關聯單個草圖用來建立一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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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情況是如此，只有被選擇的草圖元素和相關 2D 尺寸被消耗並且遷移。 

 

在此過程中，尺寸和約束可能同時與實體邊和剩餘草圖幾何相連接。如果草圖包含階梯式並

排的尺寸，則部分階梯式並排中的尺寸將可能獨自遷移。其他尺寸（如座標尺寸），將直到

所有其附加的 2D 幾何都已經用於建構特徵之後才會遷移。 

 

遷移之後的鎖定狀態尺寸 

當鎖定的 2D 尺寸遷移至 3D 模型時，它們將成為已解鎖的尺寸。這些尺寸的色彩從鎖定色彩

（預設為紅色）變更為已解鎖色彩（預設為藍色）。已解鎖的色彩表示當連接至已標註尺寸邊的

面被修改時，將允許變更尺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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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尺寸色彩透過「Solid Edge 選項」對話框的「色彩」頁上的設定確認。 

 鎖定尺寸的色彩與「控制點」的色彩相同。 

 已解鎖的尺寸的色彩與「草圖」的色彩相同。 

尺寸變數和公式遷移 

使用變數的草圖尺寸在遷移到 PMI 尺寸之後將保留變數。如果草圖尺寸由公式驅動，則當尺寸

遷移到 PMI 尺寸時將保持該公式。PMI 尺寸仍然由該公式驅動，但必須由公式驅動以便正確

求解。 

 

  2.8.1.結合草圖作業 

用戶能在要控制的快選單上使用結合共面草圖的指令，是否一個草圖與另一個共面，一個同步零

件或者組立件草圖相結合。 

雖然這指令在同步零件，鈑金和組立件檔案有效，但是當用組立件草圖工作時，結合屬性非常有

用，並且當把傳統的零件和組立件轉變成同步檔案時，它也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當確定為一個草圖選擇結合共面草圖時，適用下列規則和條件︰ 

 新草圖元素被繪製，在於自由空間內的草圖是被增加到現有的共面草圖。建立新共面草圖

元素作為一個分離的草圖，在繪製共面草圖元素前，需選擇現有草圖和取消結合共面草圖

指令。 

 如果兩個草圖在移動期間成為共面草圖，將結合為另一個草圖。 

 零件、鈑金檔案，草圖區域被自動啟動為共面草圖。當草圖區域被啟動時，能使用選擇工

具使用草圖建立特徵。在快選單上的指令能取消啟動草圖區域，停用草圖區域。 

 零件、鈑金檔案，草圖消耗被自動啟動為共面草圖。當草圖消耗被啟動時，當從草圖中建

立特徵時，草圖元素被消耗。在快選單上的指令，能取消遷移幾何和尺寸，停用草圖消耗。 

特有的符號在特徵導航者裡使用，表示草圖是一個共面草圖，非結合草圖或啟動的草圖。 

 

符號 

 

 

結合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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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合草圖  

 

啟動草圖(顯示的結合啟動的草圖) 

組立件草圖 

當在一次組立過程中建立佈局草圖時，一個非結合草圖非常有用。非結合草圖有效繪製多個草圖

草圖為共面。如果你想要建立分離草圖這將會很有效，表示個別零件或者次組立件做為一個新組

立件的共面草圖。非結合草圖可有效的顯示，隱藏，或者輕易移動一組草圖元素。 

 

 

 2.8.2.草圖清除 

草圖清除的基本規則 

 用於建立特徵的草圖元素移到使用的草圖收集器。 

 建立特徵時，草圖尺寸從草圖遷移到實體邊。 

 隨著草圖元素遷移到零件邊，形成其他區域的剩餘草圖元素永不被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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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移動草圖  

草圖可以 2D 或 3D 模式移動/複製。草圖可以刪除，或剪下而以 2D 或 3D 模式貼上。這一部分

涵蓋了三種可用於操控草圖幾何的方法。 

 

 以 2D 模式操控草圖元素 

 以 3D 模式移動和複製草圖元素 

 複製、剪下和貼上草圖元素 

 

 2.9.1.在 2D 操控草圖元素 

平面草圖元素可以透過繪製草圖標籤上繪圖群組中的 2D 移動指令來移動或複製。 

 

2D 草圖元素操控限定於所選草圖元素的平面。如果選取集的草圖元素處於不同的草圖平面上，

選取任何草圖操控指令時會顯示一個錯誤框。 

 

 

 2.9.1.1.移動或複製草圖的工作流程  

1. 分別在零件視窗中選取要複製或移動的草圖元素，或者透過選取框來選取。如果草圖元素形

成一個區域，則在禁用草圖的區域後使用核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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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移動」指令  

3. 選取移動或複製操作的起點（在任何選定草圖元素上）。可以使用關鍵點來定義移動或複製

起點。 

4. 注意，「移動」指令列中提供一些選項。 

  

如果要移動或複製，則選取複製選項 。也可以輸入要移動或複製的目標 X, Y 間距。 

5. 點擊要移動或複製的「目標」點。如果正在移動，則點擊某個目標點後該指令即結束。選取

集仍處於使用中狀態。如果正在複製，則每次點擊時均會放置一個副本。在複製過程中右鍵

點擊，將結束該指令，而選取仍處於使用中狀態。 

6. 按 <Esc> 可清除選取集。 

 

 2.9.1.2. 2D 草圖操控指令  

2D 移動清單具有另外兩個用於操控草圖幾何的 2D 指令。 

 

這些指令的指令列中均具有一組選項。每個指令還可以操控所選草圖元素的複本。 

 

 2.9.2.以3D模式移動和複製草圖元素 

草圖元素可以 3D 模式移動/複製。草圖元素的選取集不需要都處於同一平面上。3D 移動需要使

用圖形控制點。 

所選的草圖元素可以： 

 在草圖平面中移動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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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或複製到平行平面 

 旋轉或旋轉複製到另一個平面 

 

 2.9.2.1.用於草圖元素的  3D 移動或旋轉的工作流程  

1. 選取草圖幾何。 

選取方法 

 在導航者中選取整個草圖 

 在零件視窗中分別選取草圖元素。 

 在零件視窗中用選取框選取草圖元素 

提示: 

如果草圖元素形成一個區域，則在禁用區域後使用選取框。 

 

提示: 

選取集可以包含不同平面上的草圖。 

2. 如果在導航者中選取整個草圖，則在快捷列中點擊移動指令。 

 

使用次軸或控制點平面可在某個平面中移動草圖元素。 

要進行旋轉，則將控制點原點拖到將作為轉軸的某邊線。然後點擊圓環以定義旋轉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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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快捷列中的複製選項  可移動所選草圖元素的副本。 

3. 如果在零件視窗中選取了草圖元素，則點擊修改快捷列上的移動指令。 

 

如前面幾個步驟中所述，使用圖形控制點可移動或旋轉選定的草圖元素。 

4. 操控草圖且禁用了區域之後，將需要記得啟用區域以根據草圖建立特徵。 

 

 2.9.3.複製、剪下和貼上草圖元素 

草圖元素可以使用 Microsoft 剪貼簿行為來操控。 

 <Ctrl>＋C 將選定的草圖元素複製到剪貼簿。 

 <Ctrl>＋X 從模型中刪除選定的草圖元素，並將它們新增到剪貼簿。 

 <Ctrl>＋V 在模型中貼上選定的草圖元素。 

貼上行為 

貼上作業可將草圖元素（剪貼簿）放到鎖定草圖平面上的點擊處。這時，貼上元素就附著於游標，

每次點擊均會將另一個貼上元素副本放在鎖定的平面上。 

如果沒有鎖定的草圖平面，草圖元素就放在游標下高亮度顯示的平面上的點擊處。這時，貼上元

素就附著於游標，每次點擊均會將另一個貼上元素副本放在鎖定的平面上。 

要選取另一個貼上目標平面，則透過 <Esc> 鍵終止貼上作業。<Ctrl>＋V將重新啟動貼上作業，

然後選取新的平面。 

 

 2.10.將元素投影到草圖平面  

面的邊、草圖元素和參考面邊可以投影到鎖定的草圖平面。 

 投影到草圖指令位於「繪製草圖」標籤上的「繪圖」群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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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選取投影到草圖指令，鎖定的平面是必需的。 

 

 

 使用指令可優化要投影元素的選取，並可設定投影選項。 

 

 

 2.10.1.投影到草圖指令  

將零件邊或草圖元素複製到目前草圖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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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選取零件邊 (A)投影到目前草圖平面 (B) 上。投影的邊隨後可以用在目前草圖中。 

 

 

可關聯或非關聯投影元素。 

投影的元素和關聯性 

使用特殊關係符號來指示元素關聯連結到另一元素。這些符號指示元素是關聯連結到同一文件

（局部）中的元素，還是另一文件（點對點）中的元素。 

連結（局部）  

連結（點對點）  

來自目前零件的投影元素必定以關聯方式進行投影。來自其他文件的投影元素可以是關聯或非關

聯的。 

可以透過刪除連結關係符號來斷開投影元素的關聯連結。 

可以修剪和修改以關聯方式或非關聯方式投影的元素，並且將以關聯方式投影的元素併入包含新

建立的非關聯元素的草圖中。 

註解: 

當在零件檔案中使用草圖元素建構特徵時，草圖元素會遷移到在導航者中「使用的草圖」集

合。對於投影元素，將捨棄父元素與投影元素之間的關聯連結。 

還可以將關係或尺寸新增到以關聯方式投影的元素中，但如果關係或尺寸與到父元素的關聯關係

相衝突，程式將顯示警告訊息。 

可以在零件檔案之間投影邊線，但這並不關聯。它僅僅是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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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來自其他文件的元素 

當在組立件中進行工作時，可使用「投影到草圖」指令將零件元素（如零件邊）投影到組立件草

圖中。無法在組立件中投影兩個零件之間的元素。 

 

 2.11.草圖指令練習  

 練習檔案 
   本書中所有練習所需的檔案由此下載 

   或是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https://goo.gl/JqgSHo 
 

 零件 1 

練習涉及平面鎖定、繪製草圖元素、放置尺寸、套用幾何關係、顯示關係符號、重定位草圖平面

原點和控制草圖顯示。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繪製草圖（零件 1） 

開啟零件檔 

 啟動 Solid Edge。 

 點擊  應用程式按鈕→開啟。 

 在開啟檔案對話框中透過瀏覽找尋檔案。 

 點擊 sketch_A.par，然後點擊開啟。 

 

https://goo.gl/Jqg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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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繪製草圖流程 

 選取直線指令。 

 定義草圖平面。將游標暫停在帶夾角的草圖平面上方。若綠色基準線位置不對，按下 N

鍵，直至綠色的邊高亮度顯示，如下圖所示。這樣就可以為草圖平面定義水平方向。 

 

註解: 

當平面高亮度顯示時，可以開始繪製草圖，並被鎖定到該平面。如果在放置任何幾何體前移動游

標離開該平面，將再次高亮度顯示該平面。也可以點擊高亮度平面上的鎖以鎖定平面。如果手動

鎖定了平面，則平面將保持鎖定，直至將其手動解鎖。 

 

 繪製草圖幾何 

 繪製一個由兩條直線和兩個圓弧組成的槽形草圖。當帶夾角的面高亮度顯示時，點擊以放

置直線的第一個點。 

 對於直線的第二個點，確認水平指示器會顯示，然後點擊。 

 

 放置一個相切圓弧。按下 A 鍵以進入放置圓弧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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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意向區，如下圖所示。 

 

放置與圓弧起點垂直的圓弧端點。 

 

 放置第二條直線，如下圖所示。確認已從起點直線的第一個點獲得相切對齊符號和垂直對

齊。 

 

 放置第二個相切圓弧。按下 A，然後在第一條直線的端點處結束圓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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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形成 

注意面變為藍色的。這樣表示存在區域。在該面上繪製的草圖建立了兩個區域。 

 

 放置幾何關係 

使用幾何關係將槽形草圖的圓心對中到該面上。 

 開啟關係符號的顯示。在首頁中相關指令群群組上選取關係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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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控制點可顯示，直線處於水平，圓弧相切並且連到各直線的端點。 

 

 將一條直線的中點與面上邊的中點對齊。在相關群組中選取水平/垂直指令。點擊直線的

中點，然後該面上邊的中點。 

 

 將圓弧的中心與一個面上邊的中點對齊。使用「水平/垂直」指令，點擊圓弧中心，然後

點擊面左邊的中點。該槽是位於面中心的。 

 

 新增尺寸 

為槽半徑和中心間距標註尺寸。 

 選取智慧尺寸指令。在一個圓弧上點擊，在「尺寸值編輯」對話框中輸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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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間距指令。選取每個圓弧的中心，在編輯框中輸入 30。 

 

 關閉草圖 

 在導航者中，右鍵點擊草圖，然後點擊鎖定草圖平面。 

 

 

 點擊核取方塊以關閉草圖顯示。 

 

 練習完成。離開檔案且不儲存。 

 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在零件面上建立草圖也學會了如何為草圖套用關係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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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 2 

練習涉及在參考面上繪製草圖，包含零件面的邊、草圖與零件模型邊的關聯以及草圖視圖指令。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繪製草圖（零件 2） 

開啟零件檔 

 啟動 Solid Edge。 

 點擊  應用程式按鈕→開啟。 

 在開啟檔案對話框中透過瀏覽找尋檔案。 

 點擊 sketch_B.par，然後點擊開啟。 

 

 建立一個草圖平面 

 在首頁標籤的參考群組上選取重合平面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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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顯示的零件面。 

 

 

 點擊圖形移動控制點上的主軸。 

 

 在間距編輯框中輸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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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繪製草圖流程 

 將在草圖中使用該零件的邊。在「繪製草圖」標籤的「繪製」群組中選取投影到草圖指令。

該指令需要一個鎖定的平面。 

 鎖定草圖平面。暫停在早些時候建立的草圖平面上方，然後點擊以鎖定。 

 

 點擊所示的邊。 

 

 注意這些邊是如何投影到鎖定的草圖平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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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草圖的關聯性 

 顯示 PMI 尺寸。在導航者中點擊「尺寸」核取框。 

 

 

 在尺寸上點擊 60°值。 

 將尺寸變更為 45°-75°，注意投影到草圖平面的邊是如何跟隨該面上的角。 

 

 將尺寸設定為 60°，關閉 PMI 尺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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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製草圖幾何 

新增並修改草圖幾何。 

 使草圖平面的方位垂直於視圖。在「檢視」標籤的「視圖」群組中選取草圖視圖指令。 

 

 如下圖所示，繪製草圖幾何。線段長度和位置並不重要。 

 

 修剪直線段。在「繪製」群組中選取修剪指令 。 

 點擊並拖曳游標到所示直線段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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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並拖曳游標到所示三條直線段的上方。 

 

 編輯顯示 

 關閉「關係符號」的顯示。 

 切換到等角視圖。按下 <Ctrl>＋I。 

 

 

 請關閉檔案而不儲存。 

 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在參考面上繪製草圖，以及如何包括零件面上的邊。已觀察到與零件模

型邊有關的草圖的關聯性，並使用了「草圖視圖」指令。 

 

 零件 3 

練習涉及在面上繪製草圖、將草圖複製到另一個面、旋轉和移動所複製的草圖。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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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繪製草圖（零件 3） 

開啟零件檔 

 啟動 Solid Edge。 

 點擊  應用按鈕→開啟。 

 在開啟檔案對話框中設定尋找範圍：到練習檔案所在的資料夾。 

 點擊 sketch_C.par，然後點擊開啟。 

 

 在面上繪製一個草圖 

 鎖定顯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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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製以下草圖。 

 

 刪除草圖尺寸。 

 將視圖變更為等角視圖。按下 <Ctrl>＋I。 

 複製草圖 

 解鎖草圖平面。 

 點擊導航者中的草圖。 

 

 

 按下 <Ctrl>＋C 以複製選定的草圖。草圖被新增到剪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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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草圖 

 按下 <Ctrl>＋V。複製的草圖被附加到游標上。將游標暫停在面上方，然後點擊以放置草

圖，如下圖所示。在下一步中，將定位草圖。 

 

註解: 

可以按下 N 或 B 鍵以控制複製的草圖方位。然而，在本練習中，請使用旋轉指令來定位

草圖。 

 按下 <Esc> 鍵以終止貼上作業。 

 

 旋轉複製的草圖 

 在導航者中，右鍵點擊複製的草圖，然後選取鎖定草圖平面。 

 選取草圖視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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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動」清單上選取旋轉指令。 

 

 確認指令列上的複製選項  未開啟。 

 按住 <Ctrl> 鍵，點擊兩條直線和兩個圓弧。選定後，元素變為綠色。 

 選取圓弧中心作為旋轉中心。 

 

 選取其他圓弧中心作為旋轉的起點。 

 

 水平指示器顯示後點擊。這樣就可旋轉草圖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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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複製的草圖 

 選取「移動」指令。 

 按住 <Ctrl> 鍵並點擊兩條直線和兩個圓弧。 

 對於起始點的移動，選取某一圓弧的中心。 

 

 對於目標點，移動游標到頂(左)邊的中點上。草圖將對齊中點。請勿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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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游標到所示位置的下(右)方，然後點擊。 

 

 按下 <Ctrl>＋I。練習完成。請關閉檔案而不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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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3 基礎特徵  

 

練習檔案 
   本書中所有練習所需的檔案由此下載 

   或是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https://goo.gl/JqgSHo 
 

 3.1.基礎特徵  - 所有模型的起點  

Solid Edge 中建構 3D 模型時，是由許多特徵所組成，用來組成模型基本形狀的特徵，我們稱之

為基礎特徵。因此動手建立 3D 模型之前，應該先思考如何運用本章節所介紹的特徵來構成你的

3D 模型。 

定義基礎特徵的形狀 

1. 建立一個區域，一系列自我封閉的草圖元素。 

2. 選取此區域，以使用「拉伸」或「旋轉」指令建構基礎特徵。 

一旦此基礎特徵被建立，則可新增材料，或透過定義其他特徵來移除材料。 

 

 3.2.建立基礎特徵  

根據關聯的直覺指令 

直覺式的設計可為基礎特徵新增材料或減去材料，而無需再選取指令。相同的工作流程但不同定

義的範圍方向，Solid Edge 會判斷是要建立增加材料的”拉伸”，或是減少材料的”除料”。 

 

對於現有實體特徵來說，相對於草圖平面或平面而用游標定義的範圍方向可確定建立的是拉伸還

是除料。 

https://goo.gl/Jqg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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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草圖的延伸遠離實體模型，拉伸將被建立。 

 

 如果草圖的延伸朝向實體模型，將建立除料。 

 

 

 3.2.1.建構基礎特徵的兩個方法 

建立草圖區域後，有 2 種方式可以建立特徵： 

 選取工作流程 

用左鍵點選草圖區域，再如下圖所示點選箭頭，來生成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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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工作流程 

選取「拉伸」指令，然後選取草圖區域以生成該特徵。 

 

註解: 

第一種方法最少化了與指令列的互動，並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第二種方法有其他優點，在

後面的章節中會加以介紹。 

 

 3.2.2.建構基礎特徵的工作流程 

無論採用的是選取工作流程還是建立工作流程，建構基礎特徵的基本步驟都相同。 

 

 3.2.2.1 拉伸區域  

1. 使用「選取」指令以以左鍵點選草圖區域。或者選取「拉伸」指令後，再選取要拉伸的草圖。 

2. 還可以設定「對稱」選項，以對稱的方式在該區域的兩側拉伸該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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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擊滑鼠右鍵，確認建立實體。 

 

 

 

或在動態輸入框內輸入範圍量，然後點擊範圍箭頭來定義方向並建立實體。 

 

 

 

 3.2.2.2 旋轉區域  

1. 第一步請選取要旋轉的區域，接著拖曳旋轉箭頭到邊線，成為旋轉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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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還可以設定「對稱」選項，以對稱的方式在該區域的兩側旋轉該特徵。 

3. 在旋轉環，點選圓環開啟旋轉範圍步驟。 

 

4. 移動游標以定義範圍，然後點擊以建立實體。或在動態輸入框內輸入範圍量，然後點擊該區

域的任一側來定義方向並建立實體。 

 

亦可在快捷列中選取 360 度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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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使用選取工具建構拉伸特徵 

使用「選取」工具建構拉伸特徵。當選取了有效的草圖元素（例如草圖區域）時，將顯示拉伸快

捷列 (A) 和範圍箭頭 (B)。 

 

 

快捷列包含建構各種各樣的拉伸特徵所需的選項。要開始特徵建構流程，請將游標定位於範圍箭

頭的箭頭上並點擊 (A)。 

游標形狀變更為游標點，同時顯示該特徵的動態圖形，以及一個動態輸入框，可以在此框中鍵入

特徵 (B) 的精確值。 

要完成定義模型 (C)，可以點擊滑鼠左鍵，或鍵入一個值並按 <Enter> 鍵。 

 

 

註解: 

用於定義特徵的草圖元素已經移動到導航者的「使用的草圖」清單中並且已隱藏。草圖尺寸已遷

移至對應的模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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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範圍選項 

 延伸量 

定義特徵的深度或草圖要拉伸的間距以建構特徵。可以指定特徵僅在一個方向延伸或在兩個

方向上對稱延伸。延伸選項為：有限、貫穿、穿透下一個和起始/終止範圍。 

 

o 有限 

設定特徵延伸量，以使草圖拉伸至距草圖平面的任一面或對稱於草圖平面的兩面的有限間距。

可將間距鍵入動態輸入框中或點擊以定義延伸量。 

o 貫穿 

設定特徵延伸量，使得草圖從草圖平面開始，穿透零件的所有面。草圖可以從輪廓平面的一

面或兩面延伸出來。 

o 穿過下一個 

設定特徵延伸量，以使草圖僅延伸穿透所選擇零件邊上的下一個封閉交點。草圖可以從草圖

平面的一面或兩面延伸出來。 

o 起始 - 終止 

設定特徵延伸量，以便草圖從指定面或參考面拉伸到另一指定面或參考面。可將草圖平面用

作延伸量之一、選取草圖平面，或點擊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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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稱延伸 

指定將特徵延伸量對稱地套用於草圖平面的兩側。要確認在每個方向執行適當的作業，即新增還

是移除材料，則務必在快捷列上選取「新增」或「切割」： 

 

 關鍵點 

設定可選取的關鍵點類型來定義特徵延伸量。可使用其他現有幾何體上的關鍵點來定義特徵延伸。

可用的關鍵點選項特定於正在使用的指令和工作流程。 

 

 

中心 

和端點 

： 設定端點及中心點選項。 

有限 

起始 - 終止 

穿過下一個 

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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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 設定開啟全部任意關鍵點選項。 

 
端點 ： 設定端點選項。 

 
中心點 ： 設定中心點選項。可選取圓弧或圓的中心點。 

 
中點 ： 設定中點選項。 

 
相切 

： 設定切點選項。可選取諸如柱面、球面、圓環面

或錐面等解析曲面的切點。 

 
輪廓 ： 設定輪廓點選項。 

 
編輯點 ： 設定曲線上編輯點選項。 

 
無 ： 設定無關鍵點選項。 

在以下情況下，選定了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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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封閉 草圖 

指定當一個開放草圖附加到一個或多個模型邊時，是否將相鄰模型邊視為草圖區域的一部分。

這允許在某些情形下控制修剪相鄰面的方式。 

 

o 開放 

忽略相鄰模型邊。當設定此選項時，可修改附加面，例如在下圖中的剪裁範例。 

 

o 封閉 

包括相鄰模型邊。當設定此選項時，可修改較少面，例如在下圖中的剪裁範例。 

 

o 自動 

指定自動判定是包括模型邊還是忽略模型邊。這一選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首選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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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範圍選取器 

當設定了「起始/終止範圍」選項時，允許選取「終止」面。當使用快捷列建構特徵時，自動將

「起始」面設定到草圖平面。如果希望將一個不同面指定為「起始」表面，則可以使用指令列選

項來指定「從」表面。 

 處理要求 

指定想要為特徵定義拔模還是加冠。 

o 當設定此選項時，在定義特徵的延伸量後系統將提示定義處理參數。 

o 當清除此選項時，在定義特徵的延伸量後系統不會提示定義處理參數。 

 

 3.2.5.練習 – 建立基礎特徵 

 

概述 

本練習展示了建立基礎特徵的流程，在模型中的初始實體。 

目標 

建立一個虎鉗夾基座，從而瞭解基礎特徵建構中所用的方式。在本練習中，將學到下列項目： 

 建立由草圖元素組成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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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選取工具來定義初始實體形狀。 

請參考下頁開始練習。 

 練習 – 建立基礎特徵 

點擊「應用程式」 按鈕→新建→ISO 公制零件。 

註解: 

注意，在操作指南這些 Solid Edge 白色背景，將不同於你的顯示情況。 

 繪製初始斷面圖 

 使用「矩形」指令可建立以下草圖。使用【智慧尺寸】和【間距尺寸】指令新增尺寸。 

 

 建立一條長度為 30 mm 的線，如下圖；將它定位為間距矩形左邊 3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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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繪製草圖」標籤上的「建構」指令將這條新線轉換為建構元素。 

 

 

 使用「中心點畫圓弧」指令建立半徑為 35 mm 的圓弧，以前一條線的端點為中心。 

 建立基礎特徵 

 使用「選取」工具來選取圓弧和四條線中所包含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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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拉伸箭頭；透過在動態輸入框中輸入 70 mm 來定義拉伸範圍。 

 

 

 點擊左鍵完成操作。 

 儲存此檔案；將繼續在此檔案中工作，直到完成本課程。 

 總結 

在這項練習過程中學習怎樣建立一個基礎特徵。一個草圖被建立並且標註尺寸。一個區域被

拉伸，草圖尺寸遷移到基礎特徵。基礎特徵準備被新增或移除材料，建立被要求的部分。 

 練習 – 建立基礎特徵 

點擊「應用程式」 按鈕→新建→ISO 公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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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下圖中的視圖並使用特徵的提示建立一個零件 

 

 

 3.2.6.使用選取工具建構旋轉特徵 

可以使用「選取」工具建構旋轉特徵。當選取了有效的草圖元素（例如草圖區域）時，預設情況

下將顯示拉伸快捷列和範圍箭頭。要改為建構旋轉特徵，可以在快捷列 (B) 上選取「旋轉」選

項。 

 

快捷列更新以顯示用於建構旋轉特徵 （A） 的選項，同時顯示旋轉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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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構旋轉特徵，通常需要將旋轉環移動到定義旋轉軸草圖的線性草圖元素或模型邊。在下例中，

軸元素與定義旋轉特徵橫斷面的草圖區域分離。 

透過點擊旋轉環原點 (A) 來移動旋轉環，這樣會使旋轉環連接到游標。然後可以將旋轉環定位

在軸元素上。旋轉環將會迅速與任何線性元素對齊。當旋轉環與恰當的元素對齊時，可以點擊以

接受該旋轉環位置 (B)。 

 

使用旋轉快捷列上的選項建構等於或小於 360 度的旋轉特徵。在快捷列上定義了所需的選項之

後，可以點擊旋轉環 (A) 上的旋轉元素以開始建構特徵。游標形狀變為游標點，並顯示該特徵

的動態圖形，以及一個動態輸入框，此框允許鍵入特徵 (B) 的精確值。 

 

要完成定義模型，可以點擊以定義特徵延伸量，或鍵入一個值並按 <Enter> 鍵。 

 

註解: 

用於定義特徵的草圖元素已經移動到導航者的「使用的草圖」清單中並且已隱藏。草圖尺寸可能

已經遷移至適當的模型邊。 

請注意，因為軸元素與定義特徵橫斷面的草圖元素分離，所以軸元素沒有移動到導航者中的「使

用的草圖」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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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練習 – 建立虎鉗螺絲 

 

概述 

本練習展示了使用「旋轉」指令來建立零件模型的流程。 

目標 

練習中將建立一個虎鉗螺絲，從而瞭解「旋轉」指令在基礎特徵建構中的用途。在本練習中將學

習到下列項目： 

 建立由草圖元素組成的區域。 

 使用「選取」工具來調用「旋轉」指令。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 – 建立虎鉗螺絲 

點擊「應用程式」 按鈕→新建→ISO 零件。 

 

 繪製初始基礎形狀的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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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製以下草圖並標註尺寸。 

 

 建立基礎特徵 

 使用「選取」指令選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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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箭頭圓點(1)並將其拖至邊(2)。 

 

 

 

箭頭變更為旋轉箭頭。邊(2) 為旋轉軸。 

 

 點擊圓環以啟動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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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體自動附著於游標。 

 

 在快捷列上，選取 360 度範圍來將該區域旋轉 360 度。 

 

 

 儲存並關閉此檔案。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學習怎樣建立一個旋轉的基礎特徵。一個草圖被建立並且標註尺寸。一個

區域被旋轉，草圖尺寸遷移到基礎特徵。當旋轉的動作被選擇時，拉伸箭頭轉換成一旋轉環

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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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附加特徵的建立   

材料的新增和移除 

建立一個基礎特徵後，可能要新增或移除材料。可使用其他特徵來新增材料或除料。建立這些其

他特徵的流程與建立基礎特徵的類似： 

1. 大多數情況下必須提供草圖。草圖可形成一個區域。 

 

2. 使用「選取」指令以選定該區域，範圍箭頭上的一個箭頭。 

 

3. 拖曳所需的間距，或者在動態輸入框中輸入間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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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的草圖是基礎特徵所需的，但並不是全部隨後的特徵所必需的。草圖延伸到零件邊時，將立

即形成一個區域。 

 

 

 

也可以一次選取多個區域，然後一次建立多個特徵。 

 

 

 3.3.1.練習 - 從虎鉗夾基座中移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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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練習展示了從基礎特徵中移除材料的流程。 

目標 

具體來說，在本練習中將建立區域，並使用這些區域來從零件中剪切材料。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 – 從基座移除材料 

開啟之前建構的基座檔案。 

 

 從實心基體移除材料 

 關閉導航者上的草圖和尺寸，暫時隱藏不需要的顯示： 

 

 在零件的正面，繪製 3 條直線並新增尺寸，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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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 3 條直線所圍成的區域並點擊範圍箭頭。 

 

 在拉伸快捷列中，選取穿過下一個選項。 

 

 點擊拉伸箭頭。把游標移到箭頭內除去材料的的點。當箭頭方向面對於零件時，點擊滑鼠

左鍵。 

 

材料就會被移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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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除附加材料 

 在側面上繪製圓和線的草圖，並新增尺寸，如下圖所示。確認線的下端點處於底邊的中心。 

 

 繪製從圓心起、止於垂直邊的橫線，如下圖所示：  

 

 選取圖中所示的區域。點擊拉伸箭頭。並使用指令列上的穿透下一個選項。點擊箭頭後指

向零件完成材料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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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另一個除料 

 繪製一個直徑為 18 mm，圓心處於現有圓上的圓。 

 

 選擇 18mm 直徑的圓所構成的區域。會發現該圓形區域被分為兩部分，先點選其中半邊

後，再按住<Ctrl>鍵點選另一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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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拉伸箭頭。 

 在快捷列上設定「穿過下一個」選項。 

 當箭頭指向零件時，點擊建立圓的除料。 

 

註解: 

在快捷列上，注意「-」圖示，表明此過程將從零件中移除材料；如果選定了反方向箭頭，將

新增材料，從而顯示「+」。 

 

 建立最後一個除料 

 旋轉零件，如下圖所示，並繪製以下項目：確認設定的每個矩形中心到邊的尺寸值，為全

寬度的一半。還要使垂直線成為建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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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區域。 

 

 在快捷列上將範圍選項設為貫穿。在範圍箭頭上選取指向內側的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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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所有草圖和 PMI 尺寸，並按 <Ctrl>+I 以顯示等角視圖。 

 

 

 儲存此檔案；短時間內將繼續在其中工作。 

 

 3.4.使用特徵建構指令建構特徵  

Solid Edge 提供基於特徵的建模工作流程。在此工作流程中，首先選取特徵建構指令，例如「拉

伸」、「孔」或「倒圓」，然後軟體指導完成剩餘的過程，讓用戶知道在每個步驟需要提供什麼

類型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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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點擊特徵指令。然後可以使用指令列或快捷列來定義完成特徵所需的輸入。位於工作區

域底部的「提示列」也會顯示有關首先應該執行的操作和其次應該執行的操作之類的提示。 

快捷列 

快捷列 (A) 位於環境的工作區域中，這意味使用快捷列通常可以更快地定義特徵輸入。 

 

建構和參考元素 

使用建構和參考元素來幫助建構特徵。例如，在建構孔特徵時，可以繪製一條建構線來正確地定

位孔。可以使用「建構」指令來將草圖元素變更為建構元素，或將建構元素變更為草圖元素。建

構元素使用與草圖元素不同的線型顯示。 

參考元素是用來定義延伸量、中心線等等的平面和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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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拉伸指令 

透過沿線性向量拉伸草圖元素，從零件來新增材料或移除材料。 

當建構基礎特徵時，草圖元素必須形成封閉的草圖區域。 

 

當建構額外特徵時，無論是新增還是移除材料，都可以使用開放的草圖、平面或封閉的草圖區域。

當使用草圖區域時，其可完全由草圖元素 (A) 組成，或者可以是草圖元素與模型邊 (B) 的組

合。 

 

 

當建構額外特徵時，在建構功能時透過定位游標，或者透過設定快捷列或指令列上的選項，可定

義是新增材料還是移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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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快捷列中設定了「自動」選項的情況下，當將游標定位在草圖平面 (A) 上方時，將新

增材料。如果將游標定位在草圖平面下方，則移除材料 (B)。 

 

註解: 

也可以使用「首頁」標籤上的「選取」指令來建構拉伸特徵。 

 

 3.4.2.練習–建立虎鉗夾頭 

 

概述 

本練習展示了使用「拉伸」指令來建立零件模型的流程。 

目標 

將為虎鉗夾建立一個滑動夾頭，從而瞭解「拉伸」指令在基礎特徵建構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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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練習中將學習到下列項目： 

 建立由草圖元素組成的區域。 

 使用「拉伸」指令，從而： 

o 定義初始實體形狀。 

o 新增或減去材料以獲得最終零件。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 – 建立虎頭鉗 

開啟一個新的 ISO 公制零件檔。 

點擊「應用程式」 按鈕→新建→ISO 公制零件。 

 繪製初始基礎形狀的草圖 

 繪製草圖並新增尺寸以建立此基礎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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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基礎特徵 

 選擇區域並且點擊拉伸箭頭。 

 

 在動態輸入框中輸入 65 mm。按下 <Enter> 鍵，建立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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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基礎特徵移除材料 

 關閉導航者上的草圖和尺寸，方法是清除對應的核取框。 

 

 在零件的側面，繪製兩條直線並新增尺寸，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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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選取「拉伸」指令。在指令列，設定鏈選項。 

 

 選取兩條直線並點擊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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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選取朝向零件前面方向。 

 

 方向箭頭選取指向內側以移除材料。在拉伸快捷列中，選取全部貫穿  選項。 

 

 點擊左鍵完成操作。 

 

 移除更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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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側面上繪製以下兩條直線的草圖，並新增尺寸，如下圖所示： 

 

 在指令列，再次選取「拉伸」指令，選取鏈選項。然後選取兩條直線和當方向朝向如下圖

所示時點擊左鍵。 

 

 在指令列，使用快捷列上的「切割」選項，點選貫穿選項。當箭頭方向如下圖所示時點擊

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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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注意，可能已在一個步驟中執行了前兩次移除，將線條結合到一個草圖中並執行一次拉伸。

任一種方法均有效；可自行決定。 

 

 移除更多材料 

 在側面上，繪製一條圓弧和一條直線並標註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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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令列上，選取「拉伸」指令，並選取水平線和圓弧，點選「接受」，方向選取朝上並

遠離零件材料的那側時點擊左鍵。 

 

 方向箭頭選取朝向材料的拉伸方向，確認「除料」選項已設定。 

 

 

 當方向箭頭朝向如下圖所示時，點擊。 

 

旋轉視角以從正面檢視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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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修改 

 在顯示的面上，繪製直徑 35 mm 的圓於邊線(B)的中點，且圓中心位於邊線(A)。使用水平

/ 垂直的關係，不要在圓中心用端點連結關係放置在線 A 上。 

 

 選擇被上面半圓定義的區域。點擊拉伸箭頭。 

 

 在快捷列，點穿透下一個範圍選項，當方向箭頭方向如下圖時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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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製一個直徑為 19 mm，圓心在前一個圓內的圓。 

 

 選取此圓區域外形，並使用移除材料至 30 mm 深度。 

 

 關閉所有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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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並關閉此檔案。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透過學習的技術從一個基礎特徵再增加和除去材料之後應用建立一個新零

件。 

 

 3.4.3.  旋轉指令 

透過圍繞所定義的軸 (B) 旋轉草圖元素 (A) 來向零件新增材料或從中移除材料。 

 

透過建構特徵時的游標位置定義新增還是移除材料，或者透過設定快捷列或指令列上的選項來定

義。 

當建構基礎特徵時，草圖必須是封閉的草圖區域。 

註解: 

也可以使用「首頁」標籤上的「選取」指令來建構旋轉特徵。 

 

 3.5.模型尺寸  

一旦存在一個實體模型，就可以依需要對其充分標註尺寸。將加工和其他功能所必需的尺寸直接

定義到模型的邊和面。事實上，不一定要在 2D 草圖中建立任何尺寸；可以等到存在基礎特徵

後執行所有的尺寸標註工作。 

也可以透過這些尺寸修改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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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模型標註尺寸  

Solid Edge Synchronous Technology 提供了一套統一的尺寸標註指令，可用於 2D 草圖或 

3D 模型的尺寸標註。這套獨立的工具集可簡化工作，使專注於手頭工作而無需苦苦尋找某一

個 2D 或 3D 指令。 

 

 

在 Solid Edge 中，可透過以下標籤存取該尺寸標註指令： 

 首頁 

 繪製草圖 

 曲面處理 

 PMI 

 

註解: 

PMI 標籤可新增更多的尺寸標註指令以及一整組製造註解： 

 

基本來說，3D 模型與 2D 草圖的尺寸標註並無區別。由於在之前的過程中說明過，這裏將不

再介紹具體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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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透過編輯尺寸來修改模型 

用戶可以透過編輯 3D 尺寸（PMI 尺寸）來修改同步模型。這些尺寸是 PMI 尺寸。PMI 尺寸

被間接建立，透過草圖遷移，和直接增加尺寸到模型。為瞭解建立和編輯 PMI 尺寸。 

模型尺寸編輯工具 

當點擊尺寸文字，多個編輯和選擇工具模式被顯示︰  

 尺寸值編輯控制  

 修改尺寸快捷列 

 即時規則 

改變模型尺寸 

透過改變一個或更多個 PMI 尺寸的值改變模型的大小。 

例如，選取 60 mm 尺寸 (A) 的尺寸文字時，數值編輯框 (B) 顯示在游標旁邊，並且當輸入新

的尺寸值時，尺寸變化會顯示 (C) 以表示模型將如何反應。 

 

 

控制什麼被改變 

可以使用數值編輯框上的「鎖定」選項 (A) 確認它們控制的尺寸及模型幾何體在編輯其他模

型尺寸時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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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編輯 60 mm 尺寸之前，可以同時鎖定兩個 20 mm 尺寸。根據它們是否被鎖定，3D 尺

寸顯示使用多種色彩。 

然後，當將 60 mm 尺寸編輯為 70 mm，20 mm 尺寸將保持未變更。 

 

 

 3.5.3.練習 - 模型標註尺寸 

 

概述 

本練習展示了標註尺寸以定義並控制模型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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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將對現有零件使用一些尺寸標註指令。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到下項目： 

 放置線性尺寸和半徑尺寸。 

 修改尺寸並觀察模型的變更。 

 使用虛擬頂點來定義尺寸。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 - 模型標註尺寸 

開啟 模型標註尺寸.par。 

 

 新增尺寸到模型 

 關閉顯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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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將放置幾個尺寸到 3D 零件，然後使用這些尺寸來變更模型的大小。這樣就可說明，

在設計過程中，尺寸可在任何時間新增，並且可使用這些尺寸將控制模型。將直徑放置到

孔，並將半徑放置到鞍形面。 

 

 選取半徑並修改半徑值。可使用滑鼠滾輪，或輸入 20 mm 值。 

 

 選擇鞍形表面半徑，並且把它的半徑值改變到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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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放置一個代表零件總高度的尺寸。 

 

為了放置尺寸，選擇在尺寸之間的指令。 

在指令列上，點擊鎖定尺寸平面選項。  

使用快速選取選擇尺寸為顯示的平面。 

 

點擊邊線 A 和邊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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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F3>鍵解開尺寸平面的鎖定。 

壓<F5>更新螢幕清除尺寸平面的顯示。 

 

 變更到 86 mm。確認方向箭頭指向上方。 

 

 儲存並關閉此檔案。 

 使用交點 

 現在將使用交點放置幾個尺寸。開啟模型標註尺寸_倒圓角.par，它與剛剛完成的零件類

似。但是，這一零件含有幾個倒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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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Ctrl>+<F>轉換成正視圖。 

 

 在特徵導航者裡，關閉尺寸收集器的顯示。 

 

 在底邊和左側倒圓之間放置「間距」尺寸，如下所示。按下「i」，在選取倒圓前選定一個

交點。 

 

使用「快速選取」來選取正確的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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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尺寸。 

 

可以看到，尺寸附加到了一個虛擬頂點處。倒圓被放置前，曾有原始邊存在於該虛擬頂點處。 

 仍在「間距」指令中再次選取倒圓（交點選項仍開啟），從而為倒圓圓心標註尺寸。 

 

 放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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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倒圓圓心 (33.1) 的新建尺寸並將其變更為 35。 

 

 

 

 儲存並關閉此檔案。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將尺寸放置於 3D 模型上。這些尺寸能用來控制模型形狀。也學習到標註尺

寸怎樣使用交叉點(真實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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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草圖消耗和尺寸遷移 

在零件和鈑金檔案中，為了在一個實體模型上建立特徵，通常都會繪製 2D 草圖幾何。在同步

模型中，當使用草圖來建構特徵時，無論何時放置於草圖上合理的 2D 尺寸就會遷移至合適的

實體邊上。 

 

 3.6.座標系  

座標系是一組平面和軸，用於為特徵、零件和組立件指派座標。也可以在與座標系關聯的主平面

上繪製草圖。 

 

有兩種座標系： 

 基本座標系 

 使用者定義座標系 

建立同步零件時，通常使用基本座標系的主平面在 3D 空間中繪製 2D 草圖。 

可以使用座標系來定位組立件中的零件。可以用「測量間距」和「測量最小間距」指令來測量相

對於座標系的間距。可以顯現並隱藏基本座標系。座標系顯示於導航者中的「座標系」收集器中。 

基本座標系 

基本座標系顯示於新建零件或組立件檔案的原點處。建構零件時，通常使用基本座標系的主平面

之一來為新建零件的第一個特徵繪製 2D 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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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在基本座標系的主 XY 平面上繪製新建零件的第一個草圖。還可以相對於座標系的

主軸標註尺寸和幾何關係。 

 

 

使用者定義座標系 

建立使用者定義座標系時，可以相對於模型幾何體、另一個座標系或在自由空間中定位座標系。 

放置使用者定義座標系時，使用快捷鍵來控制座標系的方位。在模型面上放置座標系時，相對於

面的線性邊定位座標系。例如，可以使用 N 鍵來選取另一個模型邊以定向座標系。在放置座標

系時，有效的快捷鍵將顯示於「提示列」中。 

 

 

 3.7.零件建模：入門提示  

在 Solid Edge 中建構 3D 模型時，評估零件的基礎形狀並制定如何建構此模型的計畫將會十分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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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新模型時，應考慮以下問題： 

 零件第一個特徵的最佳草圖是什麼？ 

 應在哪個參考平面上繪製它？ 

 零件中是否有對稱特徵？ 

 

建構基礎特徵 

為零件或鈑金模型所建立的第一個特徵叫做基礎特徵。有多個指令可用來建立基礎特徵，但這些

指令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是根據草圖建立特徵的。 

透過在參考面 (B) 上繪製封閉草圖區域 (A)，可建構根據草圖的特徵。 

 

參考平面 

參考面通常是用於在 3D 空間中繪製 2D 草圖的平面。儘管參考面的大小在理論上是無限大的，

但為了易於選取和檢視，將其顯示為固定大小。 

在 Solid Edge 零件和鈑金檔案中，有三個預設平面或基礎參考面可用來定義基礎特徵。 

 

為基礎特徵選取最佳草圖 

評估要建構的零件時，基礎特徵的草圖應盡可能多地生成零件的基礎形狀。大多數模型呈現多種

選擇做為建構基礎特徵草圖，但通常有一個選擇要比其餘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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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獲得的經驗，能更輕鬆地看出最佳選擇。在範例模型中，可以使用所顯示的三個草圖中的每

一個草圖來建構基礎特徵。 

 

草圖 A： 

L 形的模型草圖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它需要額外特徵來完成定義模型的圓錐

形端點處。在許多情況下，這可能是一種最佳選擇，特別是使用標準形狀和拉

伸時尤其如此。 

草圖 B： 

矩形草圖需要許多額外特徵來移除模型的加強肋以及圓錐形端點處周圍的材

料。對於此模型而言，選擇輪廓 B 為下策。 

草圖 C： 

對於此模型而言，草圖 C 為最佳選擇。它定義了模型的基礎長度和寬度，並包

括了圓錐形端點處。兩個附加拉伸特徵完成了零件的基礎形狀。一個孔特徵、

除料特徵以及倒圓特徵完成了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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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參考平面 

確定用於基礎特徵的最佳草圖之後，應確定要在哪個參考面上繪製輪廓。 

如上所述，可以使用三個基本參考平面用於第一個特徵。這些平面面向上視圖、前視圖以及右視

圖。這三個基本參考面在模型空間的正中心或全域原點處相交。 

選取該參考面時，可以考慮如何在圖形視窗中顯示最終零件，或者在組立件或工程圖中如何排列

該零件。 

圖形視窗中的預設視圖方向是斜二側視圖，因此，為基礎特徵確定草圖方向是一種好方法，它可

以讓最終零件在斜二側視圖中便於檢視。 

以下範例展示了使用上參考面 (A)、前參考面 (B) 以及右參考面 (C) 來繪製第一個草圖的結果。

對於此零件，使用參考面 (A) 產生了一個最便於在斜二側視圖中檢視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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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建模技巧的增加，在組立件原位為零件建模時，幾乎無需考慮如何選取最佳參考平面。可使

用「旋轉」指令將圖形視窗旋轉至易於檢視的方向。 

 

利用零件對稱性 

由於這三個基本參考平面是固定的（不可移動），因此，建構對稱零件模型時，還應使用基本參

考平面來利用該零件的對稱特徵。例如，繪製基礎特徵的草圖時，可以使用尺寸和關係關聯前參

考面 (A) 以及右參考面 (B) 對稱地定位草圖。 

 

 

由於還可以使用基本參考面對稱地定位後續特徵，因此，相對於基本參考面對稱地定位基礎特徵

草圖可以更輕鬆地建構模型的其餘部分。 

 

 3.8. 建構掃掠特徵  

掃掠特徵是透過沿一條或多條路徑曲線，拉伸一個或多個橫斷面進行建構。如果需要沿著曲線建

立特徵，或者需要的特徵有著多個不同形狀的橫斷面，那就需要用到掃掠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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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掃掠長料/除料指令  

透過定義的草圖(A)路徑及草圖(B)橫斷面，即可建構出特徵。 

 

 

 

定義條件：最多三條路徑和許多個橫斷面。要定義路徑曲線和橫斷面： 

 從現有草圖中選取元素 

 在模型或建構體上選取邊 

 選取衍生元素，如相交曲線、匯出曲線 

 

當使用三條路徑建構掃掠特徵時，在選取第三條路徑後，指令自動進行到橫斷面步驟。橫斷面必

須是閉合的，可以是平面或也可以是非平面。可以將橫斷面放置在沿路徑的任意位置上。為了獲

得預期結果，最好是橫斷面與所有路徑相交。在使用多條路徑或多個橫斷面時，每條路徑曲線必

須是相切元素或邊的連續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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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掃掠選項設定 

 

掃掠類型 

單一路徑和橫斷面 

指定單一路徑和單一橫斷面來建立掃掠特徵。 

路徑和橫斷面可以是開放的，也可以是封閉的。 

註解: 

可以使用指令列修改現有單一路徑和單一橫斷面掃掠特徵，以新增更多的路徑或橫斷面。例如，

要新增橫斷面，請選取特徵，轉至「橫斷面步驟」，然後點擊「平面」或「草圖步驟」按鈕。要

新增多個橫斷面，可以選取參考平面、草圖元素或模型邊。 

 

多個路徑和橫斷面 

指定多個路徑和橫斷面來建立掃掠特徵。限制條件：路徑最多三條、橫斷面無數量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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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一個或兩個路徑後，在帶狀工具列上點擊「下一步」按鈕以繼續執行橫斷

面步驟。 

 橫斷面可存在於路徑上的任意位置，全部開放或全部封閉，可以是平的，也可

以不平。 

 掃掠路徑可包含相切元素或非相切元素。 

 如果定義第三個路徑，指令將自動繼續執行橫斷面步驟。  

註解: 

不能將開放橫斷面和封閉橫斷面混合在一起。  

 

「零件和鈑金」對話框選項 

以下對話框選項僅在「零件」和「鈑金」環境下建構掃掠特徵時才可用。  

面接合 

指定所需的「面接合」選項。 如果建構取決於原始面下特徵後變更掃掠特徵中的「面

接合」選項，可能無法正確地重新計算特徵。  

(A)不接合：不結合輸出面。 

(B)完全接合：結合盡可能多的面，給定輸入幾何體。 

(C)沿路徑：結合盡可能多的僅沿路徑方的面，給定輸入幾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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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對齊 

指定橫斷面輪廓，相對於路徑曲線的方位關係。  

正常 

指定橫斷面輪廓與路徑曲線的法向平面，保持固定關係。 

 

平行 

指定橫斷面輪廓與橫斷面輪廓平面，保持固定和平行的方向。  

 

參數化 

改變橫斷面輪廓的方向，以使得路徑曲線上的點與下層路徑曲線上按比例的參數間距

相符。 此選項僅在定義了兩條或多條路徑曲線時可用。每條曲線必須是單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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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長 

改變橫斷面輪廓的方向，以使得路徑曲線上的點與下層路徑曲線上按比例的弧長間距

相符。 此選項僅在定義了兩條或多條路徑曲線時可用。 可以使用由單個元素或多個

元素構成的路徑曲線。 

 

 

 3.8.3. 面的連續性 

指定掃掠特徵內相鄰段相連所必須的面連續性程度。  

相切連續 

指定相鄰掃掠段是相切和連續的，但不需要具有相同的曲率半徑。 

曲率連續 

指定相鄰掃掠段是相切、連續且具有相同的曲率半徑。 這將使表面更平滑，而且在

建構美觀表面時也很有用。 

比例 

透過縮放沿著路徑曲線的橫斷面曲線來建構掃掠特徵。 在選取了路徑和橫斷面曲線

之後，這些選項僅對單個路徑和橫斷面掃掠可用。可以指定特徵各終點的比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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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範例說明 (A)： 無縮放，(B)： 起始比例和終止比例分別為 1 和 1.5，(C)： 

起始比例和終止比例分別為 0.5 和 1.5。 

 

沿路徑縮放 

指定要沿路徑曲線縮放橫斷面。 

起始比例 

指定起始比例值。 

終止比例 

指定終止比例值。 

扭曲 

透過扭轉路徑曲線周圍的橫斷面輪廓來建構掃掠特徵。 在選取了路徑和橫斷面曲線

之後，這些選項僅對單個路徑和橫斷面掃掠可用。 

無 

指定不對特徵套用扭轉。 

轉數 

透過指定橫斷面沿整個路徑曲線扭轉的圈數，來對特徵套用扭轉。 下面的範例說明 

(A)： 無扭轉，(B)： 0.25 轉，(C)： -0.25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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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長度的轉數 

透過指定橫斷面每單位路徑曲線長度的扭轉圈數，來對特徵套用扭轉。  

夾角 

透過指定路徑起點和終點處的扭轉度數來對特徵套用扭轉。  

起始夾角 

指定起始扭轉值。 

終止夾角 

指定終止扭轉值。 

注釋: 

可以將縮放選項和扭轉選項組合使用。以下範例顯示使用不同選項組合時可能出現的不同結果，

(A)：縮放，(B)：扭轉，(C)：縮放和扭轉。 

 

建構掃掠特徵 

 



 

 

179 

179 Chapter3 基礎特徵 

路徑曲線 

最多可以定義三條路徑曲線。可以定義開放或閉合的路徑曲線。使用多條路徑曲線建構掃掠特徵

時，可選取第一條路徑曲線的元素，然後點擊「接受」按鈕。對第二條路徑曲線重複此過程。當

使用三條路徑建構掃掠特徵時，在定義第三條路徑後，指令自動進行到橫斷面步驟。 

在使用多條路徑或多個橫斷面時，每條路徑曲線必須是相切元素或邊的連續集合。例如，如果使

用草圖定義路徑曲線，則元素必須在它們的連接點 (A) 處相切。 

 

橫斷面 

對於掃略拉伸和剪裁，橫斷面必須是平面或非平面的閉合元素，可以將它們沿路徑放置在任一處。

對於掃掠曲面，橫斷面可以是開放的，也可以是閉合的。 

當處理帶有多個橫斷面的掃掠特徵時，必須為所有非週期性橫斷面選取起點。定義相應的起點可

讓防止或控制扭曲。例如，在定義起點為 (A) 到 (A) 或 (A) 到 (B) 時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在

某些情況下，不符合的起點會導致失效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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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練習：掃掠長料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掃掠長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多路徑掃掠長料 

開啟零件檔「多路徑掃掠長出.par」 

首頁→長料→掃掠 

 

選擇 多個路徑和橫斷面(M) →確定 

 

選擇 第一條(A)路徑→ →第二條(A)路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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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第一條(B)橫斷面→第二條(B)橫斷面→預覽→完成 

 

 

 3.8.5. 練習：掃掠除料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掃掠除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掃掠除料指令 

開啟零件檔「掃掠除料.par」 

首頁→除料→掃掠  

選擇 單一路徑和橫斷面(S)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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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第一條(A)路徑→  

 

選擇 第一條(B)橫斷面→完成 

 

 

 3.9.  建構舉昇特徵  

在 Solid Edge 中可以使用「舉昇長料」、「舉昇除料」來建立舉昇特徵。舉昇特徵是透過拉伸

兩個或多個橫斷面來建構特徵，與掃掠特徵不同的是當無法或很難畫出曲線做為拉伸的路徑時，

只要有橫斷面就可以建構想要的特徵。舉昇特徵經常用來定義模型中的美學元素，要用不同的設

定進行試驗才能達到所想要的結果。 

與掃掠型指令類似，可以透過下列步驟定義橫斷面： 

 繪製輪廓 

 選取草圖元素  

 選取邊 

還可以使用一條曲線（稱為引導曲線）來定義舉昇橫斷面之間的路徑。 「端部條件」選項允許

控制與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橫斷面相交的舉昇特徵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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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建構舉昇長料/除料特徵  

 

 

透過一系列橫斷面建構拉伸。可以使用在指令、草圖、或現有特徵邊範圍內繪製的輪廓來定義橫

斷面。橫斷面必須是閉合元素。 

 

可透過定義引導曲線 (A)與(B)控制特徵形狀，請注意使用引導曲線時，所有橫斷面的平面都必

須與所有引導曲線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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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橫斷面 

建構舉昇長料或舉昇除料時，必須是封閉的橫斷面。建構舉昇特徵時，可以使用平面或非平面橫

斷面。 

在定義每個橫斷面時，必須選取非週期性橫斷面的起點。在選取每個橫斷面時，透過將游標定位

到頂點可以定義起點 (A)、(B)、(C)。定義相應的起點可防止或控制扭曲。在某些情況下，不符

合的起點會導致失效的特徵。  

 

 

沒有頂點的橫斷面 

在使用週期性橫斷面（如圓、橢圓或某些類型的 B 樣條曲線）定義舉昇特徵時，不需要為那個

橫斷面定義起點。在選取沒有頂點 (B) 的橫斷面時，Solid Edge 會自動評估相對於帶有頂點 (A)、

(C) 的相鄰橫斷面上起點的橫斷面。 

 

  

mk:@MSITStore:C:/Program%20Files/Solid%20Edge%20ST4/Program/ResDLLs/0009/SESync.chm::/non_period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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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舉昇體 

在建構有三個或更多橫斷面的舉昇特徵時，可以使用在「範圍步驟」過程中可用的「封閉延伸」

選項指定特徵是否會閉合其本身。 

 

引導曲線 

引導曲線(紅色)可控制橫斷面間舉昇或掃掠面的形狀。可將草圖、鄰接曲面的邊或已投射到某一

曲面上的曲線用作引導曲線。相同橫斷面元素的舉昇曲面形狀的變化取決於是否有引導曲線、有

一條引導曲線還是有多條引導曲線。 

 

引導曲線準則 

1. 每一條引導曲線都必須接觸到舉昇體中的每個橫斷面。 

2. 引導曲線可以延伸超過舉昇體的任一端，舉昇體將開始並結束於兩端的橫斷面。 

3. 對於閉合型舉昇體，所有引導曲線都必須是閉合的。 

4. 引導曲線可以在第一個或最後一個橫斷面上的單一點匯合。它們不能在中間的橫斷面上匯

合。 

5. 引導曲線不能相互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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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練習：舉昇長料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舉昇長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一：舉昇長料指令 

開啟零件檔「舉昇長出.par」 

首頁→長料→舉昇  

 

選擇 (A)橫斷面→(B) 橫斷面→(C)橫斷面→預覽→完成 

 

 

 

 練習二：舉昇長料指令 

開啟零件檔「舉昇長出 2.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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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長料→舉昇 

 

選擇 (A)橫斷面→(B) 橫斷面→(C)橫斷面 

 

 

選擇   

 

選擇 第一條(A)路徑→ →第二條(B)路徑→ →預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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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練習：舉昇除料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舉昇除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舉昇除料指令 

開啟零件檔「舉昇除料.par」 

首頁→除料→舉昇 

 

選擇選擇 (A)橫斷面→(B) 橫斷面→(C)橫斷面→預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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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螺旋特徵    

 

螺旋特徵是透過選擇橫斷面(A)及定義螺旋路徑(B)來建構，在建立螺旋實體後。可以透過螺旋參

數設定左螺旋或右螺旋、恆定、可變半徑的螺旋等，來完成想要的螺旋樣式。當需要建立類似彈

簧這樣的特徵時，就需要用到螺旋特徵。 

 

註解: 

建構具有產業標準螺紋的零件時，通常使用「孔」或「螺紋」指令，而不是「螺旋」或「螺旋除

料」指令。 

因為螺旋特徵需要相當大的記憶體來建構並顯示在零件文件中，在圖紙視圖中處理時需要相當長

的過程。所以應當僅在螺旋特徵的實際形狀對於設計或製造過程非常重要時（如具有彈簧和自訂

或特殊螺紋），才使用螺旋特徵。 

 

 螺旋選項 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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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 

指定要將橫斷面放在平行於螺旋軸的平面中。 

垂直 

指定希望橫斷面與曲線或邊垂直。  

 「螺旋參數」對話框 

 

螺旋方法 

指定用來定義螺旋參數的方法。 

 軸長度和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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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長度和螺圈數 

 螺距和螺圈數 

螺圈數 

指定螺旋的螺圈數。 

螺距 

指定螺旋的螺距。 

順時針方向 

指定螺旋以順時針方向旋轉。 

逆時針方向 

指定螺旋以逆時針方向旋轉。 

圓錐形 

指定有關螺旋圓錐的資訊。 

方法 

指定用來定義螺旋圓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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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根據角度 

 根據半徑 

角度 

指定圓錐夾角。僅當「方法」設定為「根據角度」時，此選項才可用。 

向內 

導致螺旋圓錐為向內逐漸變小。僅當「方法」設定為「根據角度」時，此選項

才可用。 

向外 

導致螺旋圓錐為向外逐漸變大。僅當「方法」設定為「透過夾角」時，此選項

才可用。 

起始半徑 

指定螺旋圓錐的起始半徑。僅當「方法」設定為「根據半徑」時，此選項才可

用。 

  



 

 

193 

193 Chapter3 基礎特徵 

終止半徑 

指定螺旋圓錐的結束半徑。僅當「方法」設定為「根據半徑」時，此選項才可

用。 

螺距 

指定螺旋的螺距是「固定半徑」還是「可變半徑」。當設定「固定半徑」選項

時，「螺距比例」和「終止螺距」選項不可用。當設定「可變半徑」選項時，

可以指定可變螺距是由與「起始螺距」值有關的比率確定，還是由指定「終止

螺距」值確定。 

當指定可變螺距螺旋的「起始螺距」和「終止螺距」值時，從螺旋起始處到第

一圈結束的位置測量的間距將不會與鍵入的「起始螺距」值符合，從螺旋的最

後一圈的起始處到螺旋的結束位置測量的間距將不會與鍵入的「終止螺旋」值

符合。  

這是因為 Solid Edge 中的可變螺距螺旋是作為一個連續的可變螺旋來計算。 

螺距比率 

指定可變螺距螺旋的可變螺距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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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螺距 

指定螺旋的結束螺距長度。終止螺距的實際測量間距與輸入的值不會精確符

合。 

 

 3.10.1. 練習：螺旋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螺旋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螺旋指令 

開啟零件檔「螺旋長出.par」 

 

首頁→長料→螺旋 

從草圖選取選擇 (A)橫斷面→   

 

選擇 (B)旋轉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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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C)起點 

 

螺旋定義方式，可以根據「軸長和螺距、軸長和圈數、螺距和圈數」來定義螺旋路徑 ( 範例：

軸長和圈數→6 ) 

 

 

下一步→預覽→完成 

 

 

 3.10.2. 練習：螺旋除料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螺旋除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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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螺旋除料 

開啟零件檔「螺旋除料.par」 

 

首頁→除料→螺旋 

 

 

選擇 (A)橫斷面→   

 

選擇 (B)旋轉軸 

 

選擇 (C)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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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定義方式，可以根據「軸長和螺距、軸長和圈數、螺距和圈數」來定義螺旋路徑 ( 範例：

螺距和圈數→10，12 ) 

 

 

下一步→預覽→完成 

 

 

 3.11.法向特徵  

法向特徵是透過選取零件面上的封閉曲線後，再拉伸或除料而建構，與第 2 章介紹的「拉伸」

不同之處在於，經過一些簡單的指令設定後法向特徵可以在非平整面(例如圓柱表面)上建構，舉

例來說當的塑膠、鑄造或鍛造零件的模型需要標籤或零件號時，法向特徵就非常有用。 

 

 3.11.1. 法向長料/除料指令   

 

透過拉伸位於面上的封閉曲線，建構垂直於零件面的伸展體或除料。使用文字輪廓或其他草圖元

素在非平整面建構特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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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拉伸」「除料」指令不同，「法向」指令不是根據輪廓運作。要在非平整面上建構法向長料，

必須首先使用「纏繞草圖」或「投射曲線」指令將草圖投射到該面上。  

           

 

 3.11.2. 練習：法向長料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法向長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法向長料指令 

開啟零件檔「法向長出.par」 

 

首頁→長料→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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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接觸曲線的面  

 

 

 

選擇→ (A)草圖線→  

 

選擇→ 拉伸方向(向內)，高度(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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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3.11.3. 練習：法向除料 

本練習將指導完成法向長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法向除料指令 

開啟零件檔「法向除料.par」 

首頁→除料→法向 

 

選擇→ 接觸曲線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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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A)草圖線→  

 

選擇→ 除料方向(向內)，深度(5 mm)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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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4 法向長料-陽刻文字特徵 

 

法向特徵最主要的 Solid Edge 可以在零件面上建立特徵，包括文字特徵。在塑膠、鑄造或鍛造

零件的模型需要標籤或零件號時，這十分有用。 

 

在執行「選取方向」時，可以指定建構法向長料特徵的方法：  

在線架構元素內新增材質，或線上框元素外新增材質。 

 

 

 

 3.11.4.1 練習：陽刻文字特徵  

本練習將指導配合曲面中纏繞草圖指令，完成法向長料的過程。 

 

請參考下方開始練習。 

 練習：陽刻文字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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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零件檔「陽刻文字特徵.par」 

 

曲面→纏繞草圖 

 

選取面步驟→選擇實體面→  

 

選取草圖步驟→選取草圖輪廓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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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首頁→長料→法向 

 

選擇→ 接觸曲線的面  

 

 

選擇→ SE 草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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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拉伸方向(向輪廓內)，高度(10 mm)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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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練習檔案 
   本書中所有練習所需的檔案由此下載 

   或是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https://goo.gl/JqgSHo 
 

 4.1.處理特徵  

 

處理特徵是指那些影響模型現有邊或面的特徵。將透過對零件套用面和邊處理，例如拔模和倒圓，

來建構處理特徵。 

Solid Edge 有幾種處理特徵 

 倒圓特徵將常數半徑套用於一個或多個零件邊。 

 拔模特徵將現有零件面傾斜至相對於某個參考平面的指定夾角。 

 

處理特徵均遵循動作–物件工作流程： 

步驟 1. 選取指令。 

步驟 2. 選取邊∕面∕實體。 

  

https://goo.gl/JqgSHo
https://goo.gl/Jqg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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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何時對模型新增處理特徵  

為了獲得最佳的結果，在設計過程中，應該盡可能最後對模型新增處理特徵。如果拔模對於定位

其他特徵是重要的，則要在定義其他特徵之前建構該拔模。雖然可以隨時建構處理特徵，但非關

鍵特徵可能使零件在視圖中的顯示複雜化（尤其是存在拔模面的）。 

 

 4.2.倒圓  

倒圓允許將銳利的模型邊取代為平滑的倒圓表面，以改善模型外觀或功能。倒圓是根據實體邊處

理的，這意味著只能對邊進行倒圓。 

 

註解: 

單個固定半徑將套用於單一步驟放置的所有倒圓；但在定義第一個集後該指令將保持使用中狀態，

從而允許進一步定義具有不同半徑的倒圓。 

 

 4.2.1.倒圓工作流程 

步驟 1. 選取「首頁」標籤→「實體」群組→「倒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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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在「倒圓」快捷列上，使用「選取」功能表(1) 指定要進行倒圓的元素（鏈、

邊/拐角、面、迴路、所有圓角或所有倒圓）。 

 

步驟 3. 選取要倒圓的元素；選定一個邊後，將看到該倒圓的動態預覽。 

 

步驟 4. 輸入倒圓的半徑。 

 

步驟 5. 繼續選取以相同半徑值定義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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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共用半徑完成時點擊滑鼠右鍵。這會將所有預覽幾何體轉換為完成的

幾何體。指令將保持使用中狀態。 

 

步驟 6. 要放置具有不同半徑的倒圓，則繼續選取邊，然後變更半徑值。 

 

步驟 7. 點擊右鍵，完成倒圓。 

 

步驟 8. 選取 Esc 或選取「選取」指令以終止處理倒圓。 

 

 4.2.2.倒圓的順序 

對模型套用單一個倒圓特徵的次序不同，完成的模型也會有所不同。選取用來定義倒圓相交或相

接的邊時，下列情況通常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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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選取邊 (1) 來建構一個倒圓特徵，則套用第一個倒圓時，邊(2) 的末端就會被修改。 

選取邊 (2) 來建構第二個圓角特徵時，得到的結果如下： 

 

 

如果顛倒了這兩個倒圓特徵的順序，選取邊 (2) 作為第一個倒圓特徵，則套用此倒圓時邊 (1) 的

末端就會被修改。 

 

選取邊(1)來建構第二個倒圓特徵時，得到的結果如下： 

如果接著比較邊到邊結果，會發現這兩個倒圓相接的表面是不同的。 

 

儘管兩個結果都有效，但一種解決方法比起另一種更加易於製造或從審美學夾角出發更易於接受。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妨嚐試一下：以不同的順序套用圓角來確定哪種結果更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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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練習-邊倒圓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在模型的邊上放置倒圓的過程。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邊倒圓 
開啟先前建立的夾座零件檔，或者開啟零件 邊倒圓角.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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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圓 邊/角 
透過「首頁」標籤 →「實體」群組選取「倒圓」指令。 

 

從倒圓快捷列中選取邊/角選項。 

 

選取下圖所示的邊，並在動態輸入框中輸入半徑 6.35mm。 

按 <Enter> 鍵或者右鍵點擊以套用。 

 

注意「倒圓」指令仍處於使用中狀態。不要離開該指令。 

 倒圓鏈結邊 
從快捷列中選取鏈選項，並選取下圖所示的兩個鏈結邊；輸入 3mm 作為半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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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倒圓 
繼續選取下圖所示的邊，務必選取背面的對稱邊： 

 

按<Enter>鍵或右鍵點擊。 

「倒圓」指令仍處於使用中狀態；變更邊/角選項並選取以下邊；輸入半徑 6.35mm 

 

選取<Enter>或者在空處點擊滑鼠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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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變更至鏈選項；選取下圖所示的邊並輸入半徑 3mm： 

 

忽略警告符號並選取<Enter>接受： 

 

儲存並關閉零件檔。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將學會放置倒圓在 3D 模型的邊上。倒圓半徑可透過選擇倒圓然後在尺寸

編輯框改變數值做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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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編輯倒圓 

要編輯圓角半徑，請選取半徑值，並在「編輯尺寸值」對話框中輸入一個新值。 

 

註解: 

也可以使用滑鼠上的滾輪來動態編輯半徑值。 

 

 4.3.倒斜角指令  

在兩個面之間沿其共同邊建構倒斜角。通常在模型接近完成時再建構倒斜角特徵。在大多數零件

中，在繪製特徵基礎時，不需要倒斜角的輪廓。將倒斜角作為處理特徵來新增，這樣，就可以更

快速且更容易地進行變更。 

 

 4.3.1.  倒斜角相等深度 

當建構「倒斜角相等深度」倒斜角特徵時，僅需選取要新增倒斜角的邊即可。如果多條邊具有相

同的倒斜角深度值，則可以透過單一作業來對它們新增倒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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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建構倒斜角深度值相同的倒斜角時，通常最好在一次作業中盡可能為多數的邊新增倒斜角。 

 

 

 4.3.2.   倒斜角不等深度 

沿選擇邊建立不等的倒斜角深度值。 

 

有不相等深度的倒斜角，不會保持被編輯的倒斜角定義。 

倒斜角特徵工作流程 

選取「倒斜角」指令時，指令列將引導完成以下步驟： 

步驟 1. 面選取步驟-定義一些面，需要以這些面為開始，測量倒斜角深度或倒斜

角夾角。僅當設定「倒斜角選項」對話框上的「夾角和倒斜角深度」或

「倒斜角深度不等」選項時，此步驟才可用。 

步驟 2. 邊選取步驟-定義要新增倒斜角的邊。 

步驟 3. 預覽步驟-處理輸入並顯示特徵。 

步驟 4. 完成步驟-完成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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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角和倒斜角深度 

當使用「夾角和倒斜角深度」選項建構倒斜角特徵時，首先必須選取一個面 (1)，然後選取要新

增倒斜角(2)的邊。在指令列上「倒斜角深度」框中輸入的值將套用到選定的面中，並根據選定

的邊進行測量。例如，以下是套用 5 公釐的倒斜角深度和 60 度角的倒斜角的範例(3)。 

 

 

兩個倒斜角深度 

當使用「倒斜角深度不等」選項建構倒斜角時，首先必須選取一個面。輸入「倒斜角深度 1」框

中的值將套用到選定的面中，輸入「倒斜角深度 2」框中的值將套用到相鄰面中。如先前範例所

示，如果在零件頂部選取圓柱面和圓柱邊，然後指定 5 公釐的「倒斜角深度 1」的值和 12 公釐

的「倒斜角深度 2」的值，5 公釐值將套用到圓柱面中，12 公釐的值將套用到零件頂部的平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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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練習-建立倒斜角特徵 

 

 

概述 

這個練習展示建立倒斜角特徵的過程。 

目標 

學習怎樣使用兩個指令建立倒斜角特徵。指令對面定義倒斜角建立倒斜角特徵。在模型編輯期間

倒斜角定義沒有保持。其它指令建立能被編輯的程序性倒斜角特徵並且在模型期間編輯的保持定

義倒斜角。 

參考下端開始練習。 

 練習–建立倒斜角特徵 

開啟零件檔 倒斜角特徵.par。 

 

 建立不等深度倒斜角 

在「首頁」標籤→「實體」群組→「倒圓」→「倒斜角不等深度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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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令列，點擊選項按鈕。 

預設是夾角和倒角深度。使用這個選項。點擊確定。 

 選擇如圖所示的 3 個面並且在指令列上點擊接受按鈕。 

 

 在指令列上，在深度範圍內輸入 8 並且按下<Tab>。在夾角範圍內輸入 15。選擇如圖所

示的 3 個邊。 

 

 點擊接受按鈕。倒斜角特徵(斜面)被放置，但是指令仍然啟動。不要點擊完成。  

 

倒斜角間距 8 測量選擇遠離的邊。夾角 15°從倒斜角間距測量到選擇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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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倒斜角定義 

一但完成被點擊，沒有變化能被做到倒斜角特徵中。改變倒斜角夾角。在指令列上，

點擊選取邊步驟。 

把夾角變為 30 和點擊接受按鈕。點擊完成結束命令。 

 

如果倒斜角面由模型編輯中被選擇，它不關聯其它倒斜角面。使用即時規則設定。 

 建立另一個不等深度倒斜角 

在特徵導航者裡，刪除在前一步驟放置的倒斜角特徵。 

選擇倒角深度不等的指令選項。 

在指令列上，點擊選項按鈕。點擊倒角深度不等選項並且點擊確定。 

如同在前一步驟選擇相同的 3 個面和 3 個邊。為第一個倒斜角輸入 5 和第 2 個倒斜角輸

入 12。 

  



 

 

221 

221 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倒斜角 1 從選擇面的選擇邊被測量。倒斜角 2 從選擇邊垂直於選擇面被測量。 

 

點選接受並點選完成。 

 

 建立相等深度倒斜角 

選擇倒斜角相等深度指令 。 

選擇邊，如圖所示。 

 



 

 

222 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222 

在動態編輯框，輸入 3 和按下<Enter>鍵。 

 

 編輯倒斜角特徵 

編輯倒斜角特徵透過選擇倒斜角面，或透過在特徵導航者裡選擇倒斜角特徵。在倒斜

角上選擇面。 

 

注意到倒斜角編輯文字。點擊編輯文字。在動態的編輯框內輸入 4。 

 

     



 

 

223 

223 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只有被選擇的倒斜角面被編輯。面在倒斜角特徵上維持原有值。 

 

選擇撤銷指令回到原先值。 

改變在倒斜角面裡所有面的深度值，分別選擇每個面或在特徵導航者裡選擇倒斜角特

徵。 

 

在特徵導航者裡選擇倒斜角特徵並且把值變為 4 然後退出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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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模型編輯觀察倒斜角行為 

選擇如圖所示的面，並且移動面觀察倒斜角特徵怎樣停留附加。不要做任何改變。正

確點擊或按<Esc>鍵返回而不做任何變化。 

 

 放置另一組倒斜角 

選擇倒斜角相等深度的指令。 

如圖所示，選擇 3 個鏈結邊，並且在動態的編輯框內輸入 2。結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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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倒斜角停留附加做為連接面移動。選擇顯示面並於原先位置較高和較低的方向移動。

不要做任何改變。 

 

 

完成練習。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學習如何建立兩種類型倒斜角特徵。一種類型在模型編輯期間維持倒斜角

定義和另一種則是不維持。在理解倒斜角指令的行為後，就能在設計過程中創造任何符合需

求的倒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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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對零件新增拔模  

「新增拔模」指令允許將拔模角新增到一個或更多零件面。 

 

拔模工作流程  

步驟 1. 要建構一個簡單拔模特徵，首先定義拔模平面。理想情況下，拔模平面應與要拔模的面

垂直。 

 

註解: 

拔模特徵的夾角是根據定義的拔模面法線測量的。 

 

註解: 

對於簡單拔模特徵來說，要放置拔模的面繞拔模面旋轉。對於更複雜的拔模特徵，要放置拔模

的面繞零件邊、分模線或分模面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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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在下一步中，選取要拔模的面。 

 

步驟 3. 零件將會動態更新以反應拔模角和方向。 

 

步驟 4.  點擊滑鼠右鍵，將拔模角套用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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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練習-在面上定義拔模 

 

概述 

本練習展示了模型面拔模的流程。 

目標 

學會如何使用所建構的參考平面來為面拔模。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 - 在面上定義拔模 

開啟零件檔 拔模.par。 

 

給鏈結垂直面增加 5°拔模角在基礎平面上，在凸塊外部面和除料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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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參考平面 

選擇拔模指令。  

選擇這個基礎面下表面為拔模平面。拔模夾角軸在拔模平面。 

 

如顯示的那樣選擇鏈結面。 

 

點擊方向箭頭的原點定義指示向內。在動態編輯框，輸入拔模夾角的 5，然後按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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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拔模特徵在特徵導航者裡。 

 

 

 增加拔模到凸塊 

把 5°拔模增加到凸塊的 4 個面並指示向內。使用基礎平面的頂面作為拔模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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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拔模到除料面 

把 5°拔模增加到除料的 4 個面並指示向外。使用基礎平面的底面作為拔模平面。 

 

 編輯拔模特徵 

在凸塊上編輯拔模特徵。用快速選取選擇特徵或在特徵導航者裡選擇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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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5°文字編輯拔模參數。 

 

把拔模夾角改變到 7°和按下<Enter>。 

 

在此時，拔模指示方向和平面也能編輯。按下 <Enter> 應用編輯，然後 <Esc>結束指令。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學習怎樣把拔模應用於模型上。拔模平面被選擇到控制軸指向拔模夾角。如果

沒有面存在做為拔模平面使用，能建立平面並且把它移到被要求的位置編輯現有的拔模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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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對於倒圓和拔模角應考慮的問題 

如果同時對模型新增倒圓和拔模夾角，在決定新增這些特徵的次序之前，應該考慮幾個問題。如

果先新增倒圓，則倒圓面不再具有固定半徑，並且是圓錐形的。 

 

如果在套用拔模後新增圓角，半徑值仍保持固定。 

 

用於實際生產零件的製造過程也可能是決定何時新增圓角的因素。 

 

 4.5.程序性特徵  

程序性特徵是執行特定功能的處理特徵。不同於倒圓和拔模，程序性特徵通常在設計過程的後期

出現，因此不會影響模型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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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孔指令  

建立一個或更多個孔。隨著這指令，可以動態拖曳孔在模型內到任何面上。 

 

 

 

孔可放置於同一指令實例內的多個參考物件上。在一個指令實例內建立的所有孔將共用相同屬

性： 

 每個指令實例建立的所有孔幾何體的屬性都將被設定於初始孔的。例如，欲放置 5 個孔，第

一個孔將設定直徑、深度和其他參數。其他 4 個孔的特性取自第一個孔。  

 對一個孔事件的任何直接修改會在所有事件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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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放置孔 

如果在實體之外，孔關聯結構將顯示為玻璃薄體，代表負體積。 

 

註解: 

注意，這個負體積將始終接近模型的體積，它將在圓柱形端蓋的中心點處附著於游標。 

隨著孔的負體積與模型的實體相交，圓柱體將被移除，並顯示其他色彩。 

 

 

註解: 

孔的方向將始終投影到實體，因為玻璃薄體的開口端將朝向體積的外部對齊。圓柱體的軸將始終

處於游標所定位的面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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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任何地方以放置孔。 

 

平面鎖定 

可以在放置過程中鎖定於某個平面元素，方法是選取跟隨游標的鎖頭圖示，或者暫停於某個平面

或參考平面上方的同時按<F3>鍵。 

 

 

平面鎖定確保了相對於同一個平面放置所有孔，無論將游標拖至何處。一旦鎖定了平面，則可使

用邊參考更精準地用尺寸定義孔的位置。 

鎖定於平面後，鎖定的平面圖示將顯示在視圖右上角；此外，平面對齊線也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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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孔都將垂直於鎖定的平面放置。 

 

註解: 

如果希望鎖定於另一平面，則再次按<F3>或者重新選取鎖定的平面圖示—  

這樣將從目前平面解鎖，然後可以選取另一個平面。 

 

精準放置 

有幾種方法可用於更精準地進行動態放置。可以在放置孔後進行以下任何操作： 

 放置孔後新增尺寸—平面鎖定關閉：孔位置可以更加精準化，方法是新增從孔的中心點至周

圍邊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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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修改這些尺寸，從而依需要精準地定位孔： 

 

 

 使用參考到現有邊—平面鎖定關閉：可以使用快捷列下拉功能表指定特定的關鍵點類型 

 

 建立尺寸參考到現有邊—平面鎖定開啟：可在輸入以下鍵盤輸入之一的同時盤懸於某個邊的

上方，以建立從孔中心到特定點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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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E（端點）：從最接近邊的端點建立尺寸 

 

點擊 M（中點）：從邊的中點建立尺寸 

 

點擊 C（中心點）：從圓邊的中心點建立尺寸 

 

註解: 

在輸入一個尺寸值之後點擊，動態移動時將鎖定於已定義的值。 

 

從快捷列中選取「切換軸」圖示或按壓 T 鍵，從不同方向的關鍵點以重新定義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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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同時建立到兩個參考平面的尺寸。一旦點擊了一條邊上的關鍵點，就可以選取另一條邊

並點擊另一個關鍵點。 

 

 

孔類型 

在孔上使用類型選項對話框定義想要的類型孔。能建立幾個類型孔︰ 

 (A) 簡單孔 

 (B) 螺紋孔 

 (C) 錐孔 

 (D) 埋頭孔 

 (E) 沉頭孔 

 

只能定義一個類型的孔給單一孔特徵。為了建立不同的類型的孔，必須建立另一個孔特徵。 

在孔選項對話框可提供選項的改變，取決於指定的孔類型。例如，當設定螺紋選項時，新選

項被顯示，因此能夠指定想要的螺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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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紋孔 

當設定選項為螺紋，能指定標準螺紋，直管螺紋或錐管螺紋。當把類型設定為埋頭孔或沉頭

孔時，也能指定標準或直管螺紋。 

對於螺紋孔來說，實體模型裡孔的大小與所選擇螺紋尺寸在 Holes.txt 檔案或 PipeThreads.txt

檔案的較小螺紋直徑清單匹配。例如，當建立 M24 x 1 公制螺紋孔，在實體模型裡的孔直徑

將是 22.917 mm，因為這是在 Holes.txt 檔案的這個螺紋清單的較小螺紋直徑。 

一種不同的面類型用來指示螺紋孔。顏色管理者指令提供一種選項為螺紋圓柱體的定義面類

型。螺紋圓柱體的選項預設值是螺紋樣式。螺紋樣式，也能在格式化視圖∕塗彩∕標籤，使用指

定真實照片材質應用於螺紋特徵在塗彩視圖內。 

 

 

孔範圍 

當建立孔時，能使用幾種範圍類型︰ 

 貫穿 

 穿透下一個 

 有限範圍 

可提供的範圍取決於建立的孔類型。簡單孔、沉頭孔、埋頭孔和螺紋孔，支援所有 3 種範圍類

型。錐孔只支援有限範圍選項，但是能定義超過零件厚度的有限範圍長度。 

沉頭孔，如果使用有限範圍選項，定義的只有孔範圍。沉頭孔範圍由孔選項對話體框定義沉頭

孔深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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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型孔底夾角 

當使用有限範圍選項建立孔時，能使用 V 型孔底夾角選項指定孔底是平的還是 V 形的。 

 

當定義 V 型孔底夾角選項時，也能輸入底角的數值。指定的夾角為總夾角。也能指示有限深度

值如何測量。 

能指示深度尺寸被用於 V 型孔底夾角開始平的部分(A)，或孔深度尺寸被用於孔的 V 底部(B)。 

 

編輯孔 

當放置孔，編輯定義文字被建立，能用尺寸值改變現有的孔。為了改變尺寸值，點擊洞尺寸，

輸入新數值並且按下<Enter>。孔尺寸即可立即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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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改變孔類型，請在快捷列上點擊選項按鈕，顯示孔選項對話框。 

在放置個孔之後，能增加孔的附加事件。增加更多的孔事件，為孔(A)點擊尺寸，點擊更多的

孔  按鈕，拖曳游標到新位置(B)，和點擊放置孔(C)的新事件。 

 

 

建立貫穿孔，在 C 形模型建立起始/終止範圍，從上平面 A 到底平面(B)。 

 

假設在面之下建立拉伸，或在兩面之間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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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編輯孔的尺寸，孔尺寸被更新，但是孔不穿透過新的面。 

    

並且，如果改變孔類型，變化只應用到現有面。新的面保持不變。 

 

在下個例子裡，兩個 100mm 有限深度孔在實體塊被放置為群組。 

 

在左邊的孔是不穿透的，整個深度被實體塊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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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擇在左邊孔的編輯文字，能為孔改變深度和直徑。 

 

並且，注意在快捷列上的孔類型被調整到有限深度。 

 

 

在右邊的孔是穿透的，整個深度沒被實體塊覆蓋。因為不被覆蓋的孔讓孔類型從有限深度改變成

起始/終止範圍。 

 

如果在右邊選擇孔的編輯文字，能改變孔的直徑，但不是孔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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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注意在快捷列孔類型設定為貫穿。 

 

 

假設選擇高亮度的面(A)，拖曳到新位置(B)。 

 

如果選擇在右邊孔編輯，保持起始∕終止孔並且不被覆蓋。 

 

如果改變孔直徑，孔直徑改變，但是孔類型保持起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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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孔類型改變成有限深度，孔深改變成原先 100 mm 的深度。 

 

當改變孔深度時，在群組改變過程中的兩孔的深度也會跟著改變。 

 

 

Holes.txt 和 Pipethreads.txt 檔案 

Holes.txt 和 PipeThreads.txt 檔案是 ASCII 文字檔案，在孔選項對話框用作為常用孔尺寸值。

可使用文字編輯器進行編修，例如記事本  ，在這檔案裡增加或者編輯數值。基於預設值，

檔案是位於 Solid Edge﹨Program 資料夾。 

使用孔尺寸檔案或管螺紋檔案，能在檔案位置標籤選項對話框中，指示 Solid Edge 尋找不同的

資料夾，包括網路上的另一台電腦中的資料夾。 

儲存經常使用的孔參數 

在孔選項對話框使用儲存設定選項，儲存經常使用孔參數的到一個外部檔案，檔名為

CUSTOM.XML。建立孔特徵的任何 Solid Edge 檔案，在孔選項對話框或孔指令工具列選擇儲存

設定之後，然後才能使用儲存設定清單。 

類似 Holes.txt 檔案，能在選項對話框中使用檔案位置的指定 Custom.xml 檔案資料夾。 

當 Holes.txt、PipeThreads.txt 以及 Custom.xml 檔案在網路上指定一台電腦時，孔特徵建立，

所有用戶使用相同的參數，可使實施公司和工業標準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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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練習-放置孔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在傳送皮帶掛架上放置孔的過程。 

目標 

在本練習中，將： 

 動態地放置孔。 

 使用精準方法定位孔。 

 向現有孔新增尺寸。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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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放置孔 

開啟 放置孔.par。 

 

 

 

 放置孔 

透過「首頁」標籤 →「實體」群組選取「孔」指令。 

 

從快捷列中選取孔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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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直徑「大小」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10mm。 

 

將游標移到零件凸緣的上方，點擊以放置孔。 

 

不要離開孔指令-將繼續放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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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精準放置 

仍在執行「孔」指令；按<F3>可鎖定平面。將游標放在右側邊的上方並輸入 E，可獲取

從孔中心到該邊端點的尺寸。對底部邊重複該操作—不要在選取這些邊的間距中點擊： 

 

為右側邊的尺寸輸入 25，按 <Tab> 鍵，然後輸入 35 作為底部值，按<Tab>鍵。 

 

將游標放在第二個孔的邊緣上方，並按壓 C 鍵以獲取從該孔中心點起的尺寸。也可將游標懸於

底部邊的上方並按壓 E 鍵。將游標從第二個孔垂直拖曳，並輸入 0.00mm 作為間距，按<Tab>

鍵，並輸入 75 mm 以定義從底部邊算起的間距，按<Tab>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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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離開孔指令。 

 

 對現有孔標註尺寸 

放置第四個孔，如下圖所示： 

 

選取「尺寸標註」指令，並在指令列中選中「鎖定尺寸平面」選項。 

 

將被提示選取一個平面。 

 

  



 

 

253 

253 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選取凸緣面，如下圖所示。 

 

選取左側邊和左上側孔的中心。 

 

放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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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這個新尺寸並將它改為 25mm-確認箭頭指向右側。 

 

 

在底部邊和孔中心之間建立另一個尺寸，並將它改為 75mm。 

 

對左下側的孔重複操作，改為距底部邊 35mm。 

 



 

 

255 

255 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最後，使用「智慧尺寸」指令在四個孔上放置直徑。 

 

儲存並關閉零件檔。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學習怎樣將孔特徵放於一個實體模型上。並如何精準地放置孔，使用快捷鍵的

對幾何關鍵點標註尺寸。 

 

 4.6.2.編輯孔 

當放置孔時將建立一個「編輯文字」用以控制孔特徵，以便可變更現有孔的尺寸值。要變更尺寸

值，請點擊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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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新值並按<Enter>鍵。 

 

尺寸將變更，以反映新值。 

 

尺寸改變為新數值。 

 



 

 

257 

257 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如果要變更孔類型，可點擊快捷列上的「選項」按鈕以顯示「孔選項」對話框。 

放置孔後，可以新增該孔的 1 個事件。要新增孔事件，則點擊孔(A)的尺寸，點擊「更多孔」按

鈕 ，將游標拖至新位置(B)，然後點擊以放置新孔(C)。 

 

 

 

 4.6.3.練習-編輯孔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編輯孔的過程。 

目標 

將修改升降機中的現有孔。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到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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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孔大小。 

 變更孔的類型。 

 新增新孔。 

 從其它分開一個實例孔。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編輯孔 

開啟 編輯孔.par。 

 

註解: 

此零件上存在四個孔，在導航者上的兩個面集 Hole1 和 Hole3 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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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孔大小 

選取左側沉頭孔 Hole1。 

 

 

 選取尺寸操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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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孔選項」對話框，以及孔快捷列。 

 

 

使用清單將直徑(1)改為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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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沉頭孔直徑(2)改為 20mm，並將其深度(3)改為 10mm。 

 

注意，這些變更已傳導到右下側的沉頭孔。事實上這是因為這兩個孔是在同一個指令下放置，

從而存在於同一個面集內。 

 

註解: 

一個面集內單個孔的所有變更會影響該面集中的所有其他孔實例。 

 

 變更孔類型 

雖然仍然選定了孔，但可將類型改為 1/2 埋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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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情況下，1/2 埋頭孔參數將是英制的。 

可以將單位改為公制，方法是選取「孔選項」按鈕並從「單位」清單中選取 公釐。 

 

 

在「儲存的設定」欄位中輸入名稱 12.7mm 埋頭孔並選取「儲存」。 

不僅孔參數改為公制單位，儲存的設定現在也可從快捷列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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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直徑改為 10mm，並將埋頭孔直徑改為 20 mm。 

 

 新增孔 

選取零件左上側後端的簡單孔，並選取其直徑編輯文字。 

 

在快捷列上，選取「更多孔」按鈕。 

 

 

在中心樑上放置新孔，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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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可以新增與所選孔具有相同屬性的更多孔。這些新增的孔可以放置在任何面上。 

 

 將一個實例孔與父系分開 

有時只需要變更某群組中一個孔的參數；為此，可以使用滑鼠右鍵選項分離 

選取零件左上側的埋頭孔，並選取滑鼠右鍵選項分離。 

 

選取孔的編輯文字，並從快捷列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1/2 沉頭孔。 

注意，該孔已獨立於左側孔且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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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並關閉此檔案。 

 總結 

在這個例題中主要練習如何在一個實體模型上編輯現有的孔特徵。並學習如何在群集編輯一

個孔而不改變整個群集裡的所有孔。 

 

 4.7.特徵陣列  

透過複製父元素在矩形、圓形或鏡射排列，或沿曲線建構陣列特徵。 

 

 

設定零件特徵陣列時，陣列的父元素可包含多個零件特徵。例如可以在一個作業中基於草圖特徵

（如拉伸 (1)、孔 (2)）和處理特徵（如圓角(3)）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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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元素包含在矩形陣列、圓形陣列和沿曲線的陣列中。例如建構一個 4x3 的矩形孔陣列（X 方

向上有 4 個孔，Y 方向上有 3 個孔）時，所得到的陣列特徵將包含父特徵和 11 個副本。 

陣列處理特徵 

可對處理特徵本身或基於草圖特徵一起進行陣列。對處理特徵本身進行陣列時，該處理特徵作為

建構體被陣列。例如，可相對參考平面(2)鏡射倒圓特徵(1)，以便為實體邊(3)新增倒圓。此作業

成功的原因是父係實體邊相對參考平面對稱。 

 

 

鏡射特徵 

鏡射一個或更多特徵，面或整個零件用鏡射指令。鏡射平面可能是一個參考平面或一個平面 

 

在實體模型裡鏡射面或特徵，如果鏡射面接觸實態模型，他們與實態模型互相結合，除非在快捷

列上設定拆離選項。當設定拆離選項時，面或特徵被作為一個建構物鏡射 

 

 4.6.3.  矩形陣列(3D 特徵) 

「矩形陣列」指令將建構選定元素的矩形陣列。可選取特徵、面、面集和設計體來作為要陣列的

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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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建構一個孔特徵，然後使用該孔特徵作為陣列的父元素來建構矩形的孔陣列。 

 

註解: 

陣列特徵與父元素相關聯。如果修改了父元素，則陣列元素將更新。如果刪除了父元素，則陣列

將被刪除。亦可以抑制某些陣列成員以在陣列中定義間距，從而避開其他特徵。 

 

 

在建構使用自由形式的曲面模型時，設定元素陣列（而不是設定特徵陣列）非常有用。例如，可

以建構一個舉昇曲面，然後建構該舉昇曲面的圓形陣列。 

 

建立陣列特徵的準則 

 可以在一個作業中對多個元素做陣列。 

 可以抑制陣列中的個別特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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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刪除陣列中的個別特徵事件。 

 

工作流程概述 

請使用下列工作流程建構矩形陣列： 

1. 選擇要陣列的元素。 

2. 開始矩形陣列指令。 

3. 選擇想放置陣列的平面。 

4. 在圖形視窗裡使用快捷列和動態輸入數值框定義陣列參數。 

 

選擇元素陣列 

選擇特徵、面和面集為父元素陣列。在圖形視窗或特徵導航者選擇元素。 

 

開始矩形陣列指令 

當已經預先選擇有效的元素時，只有矩形陣列指令可用。 

 

為預覽陣列選擇平面 

能選擇任何平面、參考平面或基礎座標系統平面作為預覽陣列的平面。例如，放置如圖顯示的孔

矩形陣列，穿透孔適合於預覽陣列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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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擇平面時，預設預覽陣列被顯示，在螢幕上各種各樣的的工具能使用為定義和編輯陣列參

數。 

 

這些在螢幕上的工具包括快捷列(A)，事件數值框(B)，動態編輯框(C)，事件操控(D)，以及方向

向量工具(E)。 

 

定義陣列參數 

使用在螢幕上的參數的工具定義下列陣列︰ 

 事件計數 

 事件間距 

 陣列夾角 

 抑制事件 

選項也可以增加新特徵到現有的陣列，陣列原點位置，等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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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事件計數和空間 

在快捷列上的兩種選項適用於定義事件計數和陣列事件的間距： 

 適合 

 固定 

這些選項具體指定想要定義陣列的總高度和寬度，或在個別陣列事件之間的間距。用兩種方法，

在 X 和 Y 方向使用事件計數框，指定事件的數量。也能以拖曳事件控制點定義間距，於稍後再

說明。 

 適合範例 

對於「適合」選項，需要指定 X 和 Y 方向上的事件數量，並指定陣列的高度和寬度。自動計算

x 間距值和 y 間距值。 

例如，可設定「適合」選項，然後指定 X 數量為 5、Y 數量為 4、寬度為 70、高度為 35。 

自動計算各個事件之間的 x 和 y 間距。 

 

 填滿範例 

對於「填滿」選項，需要指定 X 和 Y 間距以及陣列的高度和寬度。自動計算 x 數量值和 y 數量

值。「填滿」選項將填滿區域，但如果理論 x 或 y 數量值不是整數，則不放置最後一列或最後一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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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設定「填滿」選項，然後指定 x 間距為 18、y 間距為 12、寬度為 72、高度為 36。 

自動計算 x 和 y 數量。 

 

使用動態編輯框和事件控制點 

使用動態的編輯框確切指定想要給事件的精確計數、間距。例如，當適合的選項被設定時，並使

用動態編輯框在 X 和 Y 方向裡指定事件的總數，以及陣列的總高度和寬度。 

 

也能使用游標拖曳事件控制點改變陣列的高度和寬度。首先，游標停在事件控制點之上的位置，

然後把這個控制點拖曳到一個新位置。即時更新在高度和寬度數值框裡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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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向量工具 

方位向量工具類似於幾何方向盤，並且能使用它操作陣列的夾角方向。例如，使用在方位向量工

具的圓環，透過拖曳游標動態旋轉陣列。 

 

也可以使用在方位向量工具的四方位點，在 90 度方位重定義陣列方向。 

 

或改變陣列的原點位置在模型上另一關鍵點。 

抑制陣列事件 

可在建構陣列的同時抑制事件，或者可稍後編輯陣列以抑制事件。 

 抑制個別事件 

可使用快捷列上的「抑制事件」按鈕來抑制矩形陣列中的事件。在選定陣列特徵的情況下，可點

擊快捷列上的「抑制事件」按鈕，然後點擊事件符號，以指定要抑制的事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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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能變更大小和色彩以指示對應的事件已被抑制。 

 

也可以拖曳游標以框選任意數量的事件。 

 

當需要在大型陣列中定義間距（例如，為另一個特徵留下空間）時，此選項很有用。 

還可以使用「抑制事件」按鈕來重新顯示被抑制的陣列事件。點擊該按鈕然後選取要重新顯示的

被抑制事件。 

 使用草圖區域或平面抑制事件 

也能使用一個草圖區域或平面抑制陣列事件。由於陣列的選擇，點擊壓抑區域按鈕，然後選擇圍

住你想要抑制事件的草圖區域。在區域裡面的事件隨後被壓抑，並且抑制方向箭頭被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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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點擊方向箭頭指示在草圖區域外的事件被改為壓抑 

 

 

編輯陣列參數 

藉由選擇陣列(使用特徵導航者或快捷列)為現有的陣列編輯參數。選擇陣列，顯示陣列啟動文字。

當建立陣列時，被顯示在螢幕上的工具，然後點擊陣列啟動文字，顯示相同的特徵集。 

 

 

對陣列增加新元素 

當編輯陣列時，在快捷列上使用增加陣列按鈕對陣列增加新元素。例如，在陣列上給任何事件增

加一個孔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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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編輯陣列特徵，並且在快捷列上使用增加陣列按鈕選擇孔特徵並且對陣列增加。 

 

也需要指定增加孔特徵的事件位置。然後特徵在陣列內所有事件上被增加。 

 

 

陣列特徵的同步編輯 

陣列特徵像一組特徵，例如，當執行同步修改就像使用幾何方向盤移動面一樣。例如，如果在陣

列事件之一移動面，在其它所有陣列事件也移動所有相同面。 

 

 

刪除陣列事件 

也可以刪除陣列事件。將游標定位在要刪除的陣列事件上。當出現特徵符號時，點擊右鍵以顯示

「快速選取」。然後，可以使用「快速選取」來選取陣列事件，再按 DELETE 鍵刪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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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大型或複雜的模型時，刪除（而不是抑制）事件非常有用，這是因為不必編輯特徵來抑制

事件。需要還原被刪除的事件，可以使用被抑制事件重新顯示的工作流程。 

將新元素新增到現有陣列 

在編輯現有陣列時，可使用快捷列上的「新增到陣列」按鈕將新元素新增到現有陣列。例如，如

果將倒斜角特徵新增到已陣列的原始特徵，則可以編輯該陣列特徵，然後使用快捷列上的「新增

到陣列」按鈕來選取倒斜角並將其新增到陣列。 

 

建立陣列特徵的指南 

 在一次操作中，陣列多個元素。 

 在陣列中，抑制個別事件。 

 在陣列中，刪除個別特徵事件。 

 增加特徵到已存在的陣列中。 

 

 4.7.2.練習-矩形陣列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陣列特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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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將處理孔的矩形陣列。特別在本練習中提出範例： 

 建立陣列。 

 變更陣列的尺寸。 

 變更陣列的參數。 

 抑制陣列中的事件。 

 修改原始特徵（一個孔）以觀察陣列的變化。 

 向陣列新增特徵。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 – 矩形陣列 

開啟 矩形陣列.par。 

 

 建立孔的矩形陣列 

 選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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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首頁」標籤→「陣列」群組選取「矩形陣列」指令。 

 

選擇頂部平面，如圖。 

 

顯示預設陣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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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形控制點上，點擊顯示原點定義 X 方向的計數。 

 

 編輯矩形陣列。點擊矩形陣列點(A)和拖曳到頂面內。這將在頂面裡面建立一種 3 x 3 陣列。 

 

 在快捷列，點選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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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零件視窗點擊，結束陣列指令。 

 

 修改陣列大小 

 可以採用幾種方式來變更陣列的尺寸大小： 

 從導航者中選取剛建立的「陣列」面集—的標籤可能不同於以下圖片中的標籤： 

 

 選取陣列「編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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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顯示「陣列」快捷列，以及所有用於定義的尺寸。 

 

 將陣列寬度改為 60mm，並將長度改為 115mm。 

 

 

 變更陣列填滿方式 

 將「填滿樣式」改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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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縱向的分離尺寸改為 25 mm。 

 

X 和 Y 計數保持相同的(3 x 3)。在固定模式內的時候， X 的間距定在 30 mm 和 Y 的間距定在

25 mm。 

 

 拖曳陣列的控制點(A)，改變矩形陣列的大小。尺寸隨著矩形變化，X 和 Y 計數自動改變填

滿矩形的陣列區域。 

 

 拖曳到近似位置(B)和注意到 X 和 Y 改變成 2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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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曳近似位置(C)和注意到 X 和 Y 改變成 5 和 5。在快捷列上，點擊接受。 

 

 

 在零件視窗點擊，結束陣列編輯。 

 

 抑制事件 

 選擇陣列特徵並且點擊編輯操作。在陣列快捷列上選擇抑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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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中間 3 個孔。 

 

 

在抑制快捷列選擇接受。選擇在陣列快捷列上接受以完成陣列。在零件視窗點擊，結束陣列編輯。 

 

 修改父系特徵 

接下來，將變更原始特徵，並觀察它如何透過陣列傳導。 

  選取原始孔。為了清楚起見，將幾何方向盤拖離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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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編輯文字」以存取孔的參數。 

 

將直徑改為 5mm，並將沉頭孔直徑改為 8mm。 

 

 

 向陣列新增特徵 

 建構一個圓心處於原始父系孔上的 12mm 直徑圓，並建構一個處於內側邊頂部的 8 mm圓。

將這些圓拉伸至 10mm 間距以形成凸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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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選取陣列特徵，然後選取其編輯文字以存取陣列快捷列。選取新增特徵選項。 

 選取剛建立的新凸塊，並接受它。 

 點擊顯示實例記號然後點擊接受。 

 

 儲存並關閉檔案。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學習到如何建立並且編輯矩形模型的特徵。 

 

 4.7.3  圓形陣列(3D 特徵) 

「圓形陣列」指令將建構選定元素的圓形陣列。可選取零件特徵、面、面集和設計體作為要陣列

的父元素。例如，可以建構一個孔特徵，然後使用該孔特徵作為陣列的父元素來建構圓形的孔陣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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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陣列特徵與父元素相關聯。如果修改了父元素，則陣列的元素將更新。 

 

可以抑制某些陣列成員以在陣列中定義間距，從而避開其他特徵。 

 

在建構使用自由形式的曲面模型時，設定元素陣列（而不是設定特徵陣列）非常有用。例如，可

以建構一個舉昇曲面，然後建構該舉昇曲面的圓形陣列。 

 

 

 

陣列特徵的準則 

 可以在一個作業中對多個元素做陣列。 

 可以抑制陣列中的個別特徵事件。 

 可以刪除陣列中的個別特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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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特徵新增到現有陣列。 

 

工作流程概述 

使用下列工作流程建構圓形陣列： 

1. 選擇想要陣列的元素。 

2. 開始圓形陣列指令。 

3. 選擇想放置陣列的平面。 

4. 在圖形視窗裡使用快捷列和動態輸入數值框定義陣列參數。 

選擇元素陣列 

請選擇特徵、面和面集為父元素陣列。能在圖形視窗或特徵導航者選擇元素。 

開始圓形陣列指令 

當已經預先選擇有效的元素時，只有圓形陣列指令可用。 

為預覽陣列選擇平面 

請選擇任何平面、參考平面或基礎座標系統平面作為預覽陣列的平面，當選擇平面時，預設預覽

陣列被顯示。例如，放置如圖顯示的孔圓形陣列，穿透孔適合於預覽陣列的平面。 

當選擇陣列平面時，也為圓陣列的陣列確認旋轉軸。例如，為了放置顯示的孔，適合的圓平面中

心的穿透洞圓陣列。在這個例子裡，在快捷列上使用關鍵點選擇，確定旋轉軸在圓模型面的中心

點的位置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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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陣列參數 

使用快捷列和動態編輯框編輯在圖形視窗裡定義想要的陣列參數。例如，可改變事件的數量，以

及是部分圓還是完整圓陣列被建立。你在快捷列上使用圓形∕圓弧陣列選項，指定部分圓還是完

整圓的陣列。 

 

在快捷列上的兩種選項適用於定義事件計數和陣列事件的間距： 

 適合 

 固定 

 

 適合範例 

對於「適合」選項，需要指定事件的數量和圓形陣列的半徑。如果指定部分的圓形陣列時，

還可以指定該弧的掃掠夾角。自動計算夾角間距值。 

 

如果選擇部分圓的陣列，可指定圓弧的掃掠夾角和陣列方向。陣列方向控制陣列事件是否被

複製在順時針或者逆時針方向。可透過點擊指示箭頭指定陣列，如下圖所示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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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範例 

對於「固定」選項，需要指定事件的總數、夾角間距和圓陣列的半徑。自動計算掃掠值。 

 

 

抑制陣列事件 

可使用快捷列上的「抑制事件」按鈕來抑制圓形陣列中的事件。可在建構陣列的同時抑制事件，

或者可稍後編輯陣列以抑制事件。符號能變更大小和色彩以指示對應的事件已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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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使用固定選項建立一種完全圓的陣列，在父特徵和最後事件之間的夾角間距少於定義夾角的

間距。例如，由於 8 的陣列計數，以及定義夾角 47°的間距，在父特徵和最後事件之間的夾角間

距將是 31°。 

抑制個別事件 

在快捷列上用抑制事件按鈕在陣列過程中抑制個別事件。隨著陣列特徵的選擇，在快捷列上能點

擊抑制事件按鈕，然後點擊事件符號指示要抑制哪個事件。符號改變大小和顏色指示對應事件被

抑制。 

 

可以個別地選取要抑制的事件，也可以拖曳游標圍住任意數量的事件。 

還可以使用「抑制事件」按鈕來重新顯示被抑制的陣列事件。點擊該按鈕然後選取要重新顯示的

被抑制事件。 

 

 使用草圖區域或平面抑制事件 

也能使用一個草圖區域或平面抑制陣列事件。隨著陣列選擇，點擊抑制區域按鈕，然後選擇

想要抑制框選事件的草圖區域。在區域裡面的事件然後被抑制，並且抑制方向箭頭被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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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方向箭頭指示在草圖區域外邊的事件被改為壓抑。 

 

編輯陣列參數 

透過使用導航者或快速選取選擇第一個陣列，為現有的陣列編輯參數。選擇陣列顯示動作編輯文

字。 

 

當點擊動作編輯文字，陣列快捷列和陣列動態編輯框在圖形視窗裡顯示。然後能編輯陣列參

數，改變陣列放置選項(適合或固定)、抑制事件，等等 

 

刪除陣列事件 

可以刪除陣列事件。將游標定位在要刪除的陣列事件上。當顯示特徵符號時，點擊滑鼠右鍵顯

示「快速選取」工具。然後，可以使用「快速選取」來選取陣列事件，再按 <DELETE> 鍵刪

除它。 

當刪除陣列事件時，實際上陣列草圖抑制對應符號是刪除，而不是抑制，當在處理大型或複雜

的模型時，刪除（而不是抑制）事件非常有用，這是因為不必編輯特徵來抑制事件。需要還原

被刪除的事件，可以使用被抑制事件重新顯示的工作流程。 



 

 

293 

293 Chapter4 建構處理特徵和程序特徵 

將新元素新增到現有陣列 

在編輯現有陣列時，可使用快捷列上的「新增到陣列」按鈕將新元素新增到現有陣列。例如，

如果將倒斜角特徵新增到已陣列的原始特徵，則可以編輯該陣列特徵，然後使用快捷列上的「新

增到陣列」按鈕來選取倒斜角並將其新增到陣列。 

 

陣列特徵的同步編輯 

陣列特徵像一組特徵，例如，當執行同步修改就像使用幾何方向盤移動面一樣。例如，如果在陣

列事件之一移動面，在其它所有陣列事件也移動所有相同面。 

建立陣列特徵的指南 

 請在一次操作中，陣列多個元素。 

 請在陣列中，抑制個別事件。 

 請在陣列中，刪除個別特徵事件。 

 請增加特徵到已存在的陣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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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練習-圓形陣列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圓形陣列特徵操作。 

目標 

將建立並修改孔的圓形陣列。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圓形陣列 

開啟 圓形陣列.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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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孔的圓形陣列 

 在支臂的下端放大，然後選取孔： 

 

 

 透過「首頁」標籤→「陣列」群組選取「圓形陣列」指令。 

 

 在顯示的圓平面的中心上方移動游標(旋轉軸)。當中心符號顯示要定義的轉動中心時點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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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覽與顯示預設計數設定為 4。 

 

 改變計數為 6 和按下 <Enter> 鍵。 

 

 

 點擊零件視窗結束陣列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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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陣列 

 選取陣列「編輯定義」編輯文字以存取陣列快捷列，然後選取圓弧夾角圖示。 

 

 將總夾角改為 270 度。在順時針點擊方向箭頭到定義圓弧夾角。 

 

 在快捷列，點擊接受，點擊在零件視窗結束指令。 

 

註解: 

按 <Tab> 可將焦點從一個對話框改到另一個對話框，例如從「數量」變更到「圓弧夾角」對話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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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導航者中選取陣列面集，然後再次選取陣列編輯文字以存取快捷列；將填滿樣式改為「固

定」。 

 

 並將遞增夾角改為 30 度。 

 

註解: 

計數和夾角控制，在固定的填滿模式裡陣列。 

 將遞增夾角修改為 45 度，保留同樣數量的 6 個孔。 

 

 將填滿樣式改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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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捷列，選取圓形/圓弧 陣列選項，將樣式改回完整圓。接受陣列並點擊滑鼠左鍵完成。 

 

 這些孔已具有關聯的螺紋；要檢視螺紋，則透過「檢視」標籤→「樣式」群組選取「視圖

覆寫」 

 

 在「渲染」標籤上，選取紋理核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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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陣列上的孔螺紋： 

 

 儲存並關閉此檔案。 

註解: 

對於矩形陣列，可以抑制事件、新增特徵，以及修改父系特徵。隨意體驗快捷列上的那些功能。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將學習到如何建立和編輯模型的陣列特徵。 

 

 4.7.5.  沿曲線陣列指令 

沿指定的曲線建構選定元素的陣列。可選取特徵、面、面集、曲面或設計體來作為要陣列的父元

素。可以透過自訂參數（如起始點和轉換類型，以及事件數量、間距和方位），控制陣列隨曲線

變化的方式。 

可以沿任意的 2D 或 3D 曲線或模型邊來陣列元素。例如，可以沿一組草圖元素 (B) 對特徵 (A) 

進行陣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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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陣列特徵與父元素相關聯。如果修改了父元素，則陣列將更新。如果刪除了父元素，則陣列將被

刪除。 

選取要陣列的元素和陣列曲線 

 選取要陣列的元素 

沿曲線建構陣列的第一步是選取要陣列的元素。可在導航者或圖形視窗中選取要陣列的元素。 

 選取曲線 

在選取了要陣列的元素之後，可選取陣列的元素所沿的任意 2D 或 3D 草圖、曲線或模型邊。 

配置陣列 

在選取了陣列曲線之後，可配置陣列。首先選取陣列錨點。錨點是陣列的起始點。錨點必須是陣

列曲線上的關鍵點。使用錨點上的動態箭頭可選取陣列前進的方向。 

在定義了錨點和方向之後，可使用快捷列上的選項（即「陣列類型」、「數量」和「間距」選項）

來定義事件的數量和間距。將「陣列類型」設定為「適合」後，陣列作業則使用「數量」選項指

定事件的數量來平均排列事件。將「陣列類型」設定為「填滿」後，陣列作業則使用「間距」選

項所指定的間距，沿曲線來陣列每個事件。設定為「固定」時，陣列作業會使用「數量」與「間

距」選項指定的值來排列事件。 

設定轉換類型 

可以自訂轉換和旋轉陣列以更準確擷取設計意圖。可以指定以線性方式在陣列中放置事件，以便

在整個陣列中保持相同的方向。或者可以根據輸入曲線或指定的平面指定一個變更事件方向的轉

換。 

參考點是陣列中轉換開始時的那個點。預設情況下，參考點是錨點 (A)。要選取不同的參考點，

請點擊指令列上的「參考點」按鈕並點擊陣列上的新點 (B)。陣列轉換為新位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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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轉換可根據正在設定陣列的元素決定事件的方向。 

 

完整轉換方向可根據輸入曲線決定事件的方向。 

 

從平面進行轉換可將初始事件和目標事件投射到一個平面上，其中，測量的夾角定義了事件的方

向 

 

也可以使用「旋轉類型」控制來指定是輸入特徵位置還是輸入曲線位置決定事件的放置位置 

控制陣列事件 

可以用快捷列上的「抑制事件」按鈕抑制沿曲線陣列中的事件。點擊「抑制事件」按鈕之後，請

點擊要抑制事件的事件符號。可以抑制單個事件，或使用框選來抑制相鄰的多個事件。 

可以用「插入事件」按鈕在沿曲線陣列中插入事件。點擊「插入事件」按鈕之後，可點擊關鍵點

來插入事件。使用「偏移」選項可控制其偏移。 

將新元素新增到現有陣列 

在編輯現有陣列時，可使用快捷列上的「新增到陣列」按鈕將新元素新增到現有陣列。例如，如

果將倒斜角特徵新增到已陣列的原始特徵，則可以編輯該陣列特徵，然後使用快捷列上的「新增

到陣列」按鈕來選取倒斜角並將其新增到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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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陣列特徵的準則 

 可以在一個作業中對多個元素做陣列。 

 可以沿曲線抑制陣列中的個別陣列事件。 

 可以沿曲線將個別特徵事件插入到陣列中。 

 

 4.7.6.練習-沿曲線陣列操作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沿曲線陣列」指令操作。 

目標 

將處理沿某一曲線排列的孔陣列。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下列的項目： 

 建立陣列。 

 變更陣列的參數。 

 新增孔的事件。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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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沿曲線進行陣列操作 

 開啟 沿曲線陣列.par。 

 

 沿曲線建立孔的陣列。 

 在有夾角的支臂頂部選取孔。 

 

 透過「首頁」標籤→「陣列」群組選取「沿曲線」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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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令列中，從「選取」清單中選取鏈。 

 

沿有夾角的支臂選取曲線，並在指令列上接受它。 

 

 

選取曲線的左端點以定義錨點。 

 

選取方向，方法是移動游標直到看到箭頭指向右側，然後左鍵點擊以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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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可進行預覽： 

 

 

將個數改為 8。 

透過選取綠色勾來接受此陣列，然後點擊滑鼠左鍵。 

 

 向陣列插入事件 

透過「沿曲線」指令，可以透過選取曲線的關鍵點來新增和偏移新事件。 

 選取陣列「編輯文字」以存取快捷列，然後選取插入事件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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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第一條鏈結曲線段的端點。 

 

在偏移欄位中輸入 5.00 mm。 

 

 沿曲線間距 5.00 mm 處建立新事件。點擊接受偏移，然後接受變更並離開指令： 

 

 

 儲存並關閉此檔案。 

註解: 

對於矩形和圓形陣列，可以抑制事件、新增特徵，以及修改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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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可學習到如何沿著一條曲線建立、編輯一個陣列特徵。陣列特徵原點在陣列建

立期間使用。 

 

 4.8.鏡射  

建構選定元素對於所定義平面的鏡射複製。 

可對以下的任一項進行鏡射： 

  模型體的面 

  曲面 

  面集 

  程序性特徵，例如孔事件和陣列 

  整個模型體 

 

鏡射平面可以是參考平面或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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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練習-鏡射面和特徵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鏡射面和特徵的方法。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到下列項目： 

鏡射孔特徵。 

 鏡射其他元素，例如面和體特徵。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鏡射面 

在本練習中，將對孔和面鏡射。 

開啟 鏡射.par。 

 

 鏡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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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右視圖」(yz) 參考平面。 

 

選取 Hole 102 群組。 

 

 透過「首頁」標籤→「陣列」群組選取「鏡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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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右視圖」基本參考平面作為鏡射平面。 

    

 

註解: 

注意，從導航者起，新的孔事件與原始孔事件放在同一個孔群組： 

 

按 <Esc>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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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射多個元素 

  開啟「前視圖」(xz) 參考平面，並關閉所有其他平面。 

 

 

 使用導航者選取以下元素。 

 

選取「鏡射」指令，使用「前視圖」參考平面作為鏡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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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sc> 完成。 

 

註解: 

注意，在導航者中，鏡射的元素組織為一個新的使用者定義集： 

 

 儲存並關閉檔案。 

 總結 

在這個練習過程中學習如何鏡射特徵。選擇特徵鏡射，然後選擇一個鏡射平面。 如果多個特徵

被選擇做鏡射，這些鏡射特徵將被收集到使用者定義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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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5 繪製工程圖   

 練習檔案  
   本書中所有練習所需的檔案由此下載 

   或是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https://goo.gl/JqgSHo 
 

 5.1.製圖  

 

概述 

製圖著重於建立和編輯 3D 模型的工程圖。一旦完成本課程，就可以： 

 建立工程圖 

 在工程圖新增視圖 

 建立尺寸 

 建立標註 

 5.2.工程圖製作概述  

概述 

工程圖製作是正式將零件或組立件的設計歸檔的過程。Solid Edge 提供了許多工具，能夠很輕

鬆地在工程圖製作的任何階段將設計歸檔。可使用 3D 零件和組立件建立關聯工程圖視圖，這樣

https://goo.gl/JqgSHo
https://goo.gl/Jqg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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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件或組立件變更時，就可以自動更新。還可以建立草圖繪製的 2D 元素組成的工程圖視圖，

這些工程圖視圖可以快速變更，而不需要變更零件或組立件檔案。 

 

透過以上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就能滿足不斷變化的工作流程需求。可以放置一個關聯的工程圖視

圖，在模型變更時可以更新此視圖。而當對工程圖檔案進行變更而不變更模型時，便可將關聯的

工程圖視圖轉換為 2D 元素工程圖視圖。 

在 Solid Edge 中可以使用兩種類型的工程圖視圖製作 2D 工程圖：零件視圖和 2D 視圖。2D 工

程圖可以包含尺寸和其他敘述零件或組立件大小、製作零件或組立件的材質以及其他資訊的註

解。 

工程圖視圖類型 

在使用 3D 模型工作時，可以建立以下類型的工程圖視圖： 

 主視圖 

 向視圖 

 局部詳圖 

 剖視圖 

 局部剖 

 斷開視圖 

 爆炸的組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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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範本是一個檔案，提供用於生成新工程圖的文字、格式、幾何圖形、尺寸、測量單位和樣式的預

設設定。 

例如：從 Templates 資料夾中選取 Iso Draft.dft。 

 

性質文字 

性質文字是無需手動編輯便可參考並維護的變數文字。性質文字字串調入檔案或專案相關資料，

並將其顯示在註解、零件號球、特徵或基準控制框以及類似註解中。例如，可以使用性質文字來

提取和顯示檔名與最後修改日期，且性質文字將保持更新而不需手動編輯。所有標準的 Solid 

Edge 檔案性質，例如標題與檔名，均可用作性質文字。能從檔案中的資料計算的性質（例如使

用中的工程圖和工作圖紙數）也可用作性質文字。 

性質文字在檔案轉換期間（例如當開啟或儲存檔案時）是自動更新的。也可以隨時使用 PMI 標

籤→「性質文字」群組上的「更新性質文字」指令，在目前檔案中更新所有性質文字欄位。 

 

樣式 

如同在 AutoCAD 中一樣，物件性質根據或源自於所謂的樣式。有針對尺寸/註解、線條、填滿、

剖面線和文字的樣式。樣式透過範本進行全域套用，並且在放置物件時可在本地對其進行修改。 

要定義或修改全域樣式，請選取樣式指令，然後從「樣式」對話框中選取想要建立或修改的「樣

式類型」。 

要在放置過程中修改物件的基本性質，請使用自動顯示的關聯指令列和性質對話框的組合。 

放置之後，從右鍵點擊物件，然後選取「性質」指令來覆寫線條色彩、寬度、樣式、字型、文字

等等。 

 

字型 

Solid Edge 使用 TrueType 字型。這些字型包括度數符號、直徑符號和其它特殊字元與符號，

它們通常沒有包括在典型字處理軟體包中。 

借助 TrueType 字型，在螢幕上所看到的就是在列印頁面上所出現的。檔案的螢幕顯示與列印

檔案相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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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圖工具 

尺寸、註解和表格 

使用想要放置的尺寸類型、註解和表格專用的指令按鈕將 Solid Edge 尺寸、註解和表格新增到

工程圖。在放置期間，使用特定關聯的指令列或對話框提供所需的所有輸入，以建立單元並指定

希望對元素進行編排的格式。狀態列提供建立和放置每個圖元的提示。 

 

尺寸 

利用這些尺寸，可以透過測量各種特徵來對設計幾何體新增值標籤，這些特徵包括元素的大小、

位置和方位，如線長、點距或直線與橫向或縱向之間的夾角。尺寸與它們所涉及的元素相關聯，

因此可以很方便地進行設計變更。Solid Edge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尺寸標註工具，這使能夠將工

程圖歸檔。 

  「智慧尺寸」指令根據選定的元素放置適當的尺寸類型。它可以用於任何單個的

圖元或兩個圖元之間。 

 線性尺寸 — 測量直線長度或兩個點或圖元之間的間距，可以使用「座標」、「間距」、「智

慧尺寸」和「對稱直徑」指令來放置線性尺寸。 

 夾角尺寸 — 測量直線的夾角、圓弧的掃掠夾角，或者兩條或更多條直線或兩個或更多個點

之間的夾角，可以使用「夾角」和「智慧尺寸」指令來放置夾角大小。 

 半徑尺寸 — 測量諸如圓弧、圓、橢圓或曲線之類圖元的半徑，可以使用「智慧尺寸」指令

來放置半徑尺寸。 

 直徑尺寸 — 測量圓的直徑。可以使用「智慧尺寸」指令來放置直徑尺寸。 

 座標尺寸 — 測量從公共原點到一個或多個關鍵點或圖元的間距。 

尺寸前置字元 

「尺寸前置字元」對話框提供了一種向任意尺寸值新增前置字元、後置字元和上標文字的方法。

此工具還提供了向諸如夾角、直徑、深度或沉頭孔新增特殊字元符號的方法。 

 自動標註尺寸指令  

自動標註尺寸指令可與聰繪一起使用，以繪製時自動新增驅動尺寸。「自動標註尺寸」切換指令

指定如何新增尺寸以及何時新增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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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開啟「工具」→「助手」→「保持關係」。設定「保持關係」時，當使用「聰繪」繪製新

元素時，以及使用關係指令時，將放置關係符號。 

 

註解 

在 Solid Edge 中，所有註解類型均在系統中定義，且不需要自訂圖塊放置。只需選取一個註解

指令，鍵入註解文字並選取格式選項，然後點擊，將註解放置在工程圖上。 

以下是幾個註解指令： 

 零件號球指令  

產生一個與所點擊的圖元相關的零件號球。例如： 

 

 標註指令  

產生一個與所點擊的圖元相關的標註。例如： 

 

 幾何公差指令  

產生一個與所點擊的圖元相關的幾何公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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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建立工程圖視圖  

在 Solid Edge 中可以使用幾種類型的工程圖視圖製作工程圖： 2D 零件視圖、 2D 視圖以及

預定義的 3D 模型視圖。2D 工程圖可以包含尺寸和其它敘述零件或組立件大小、製作零件或

組立件的材質以及其它資訊的註解。 

可以在工程圖上放置任意數目的工程圖視圖。還可以使用「編輯」功能表或快選單中的「性質」

指令來修改所選取的工程圖視圖的特性。 

零件視圖 

可以建立任何 Solid Edge 零件、鈑金或組立件檔案（.par、.psm 和 .asm 檔案類型）的零件

視圖。可以將多個零件、鈑金和組立件檔案用作工程圖檔案中的零件視圖的基礎。要歸檔外部資

料，首先應將該資料轉換到 Solid Edge 檔案中。 

 

建立初始零件視圖 

要當開始建立零件視圖，首先請使用「視圖精靈」來建立 3D 零件或組立件的初始視圖。初始

視圖只是工程圖中放置的第一個視圖。 

「視圖精靈」會顯示一系列對話框。看到的特定選項取決於從工程圖還是從 3D 模型檔案啟動

該指令： 

 要從工程圖檔案啟動「視圖精靈」，請點擊「視圖精靈」指令。 將提示選取一個 3D 

零件檔案、鈑金檔案或組立件檔案作為工程圖視圖的原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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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從零件檔案、鈑金檔案或組立件模型檔案啟動「視圖精靈」指令，在「應用程式」功能表

上選取「新建」→「建立工程圖」。 

 「工程圖視圖選項」對話框允許為模型設定工程圖視圖選項。 

 「工程圖視圖方位」對話框允許選取一個命名視圖，或者為視圖建立自訂方向。 

 「自訂方位」對話框中包含一些視圖操作指令，這些指令允許建立自訂視圖來作為主視圖。 

 「工程圖視圖佈置圖」對話框允許選取要與主視圖一起放置伴隨的正投影視圖。 

放置初始零件視圖 

當點擊「視圖精靈」上的「完成」時，游標將顯示為一個矩形，其大小為新零件視圖的大小。可

以將視圖定位在工程圖上的任何位置，然後點擊一下以放置該視圖。如果從精靈的「工程圖視圖

佈置圖」對話框中選取了伴隨的視圖，則當點擊工程圖時，將同時放置已選取的所有視圖。 

 

建立附加零件視圖 

在建立一個或多個初始零件視圖之後，可以使用這些視圖來建立主視圖、向視圖、局部詳圖、剖

視圖以及局部剖。還可以使用那些零件視圖來建立其他視圖。例如，如果可以根據主視圖 (A) 建

立了主視圖 (B)則可以根據該主視圖建立剖視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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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投影夾角 

投影夾角用來定義從現有零件視圖，折疊而來的新零件視圖的外觀。投影夾角取決於使用的機械

製圖標準，通常一旦設定了投影夾角，就將很少需要重新設定它。 

 

機械製圖標準使用第一角法或第三角法在工程圖上建立視圖投影。第一角法主要由遵循 ISO 和 

DIN 標準的工程師和設計師使用。第三角法主要由遵循 ANSI 標準的工程師和設計師使用。可

以使用任一種方法建立零件視圖。 

可以在「Solid Edge 選項」對話框的「工程圖標準」標籤上設定投影夾角。也可以在範本中設

定想要使用的方法，使所有使用該範本建立的檔案都符合用戶所需的標準。 

建立組立件的工程圖 

建立組立件的零件視圖時，可以控制組立件中各個零件和次組立件的顯示。例如，可能要隱藏特

定零件或者指定零件顯示為參考零件。也可以在銲接組立件的零件視圖中控制焊縫和新增材質特

徵的顯示。 

在工程圖上放置零件之前，可以使用「視圖精靈」指令列上的「模型顯示設定」按鈕指定要在零

件視圖中顯示的零件類型。 

可以選取零件視圖並在以後使用快選單上的「性質」指令編輯其性質。 

也可以使用「組立件」環境中儲存的顯示組態來控制零件視圖中的零件顯示。當在「視圖精靈」

指令的「選取模型」對話框中選取組立件檔案時，可以從「組立件視圖選項」對話框中的「組態」

清單中指定想使用的組態名。例如，可以使用爆炸顯示組態名來放置爆炸組立件的零件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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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強組立件工程圖視圖的效能，請清除「組立件視圖選項」對話框上的「顯示隱藏邊線」和

「顯示隱藏零件的邊線」選項。要對所有組立件工程圖視圖進行這些變更，請至「應用程式」按

鈕→「Solid Edge 選項」對話框的「邊顯示」標籤上清除這些選項。可以建立一個清除了這些

選項的工程圖範本檔，並用它來建立所有沒有隱藏線的組立件工程圖視圖。 

註解: 

在「組立件」環境中，可以定義兩種顯示組態：組立件組態和爆炸組態。 

 

 5.3.1.主視圖 

使用「視圖精靈」將初始工程圖視圖放置在工作圖紙上之後，可以使用「主視圖」指令，利用現

有的工程圖視圖建立其他工程圖視圖正視圖或等角視圖。 

用游標指定新工程圖視圖的方向。例如，要使用現有的正視圖放置一個新的主視圖，首先選取來

源視圖 (A)，然後將游標定位於右、左、頂部或底部以放置新的正視圖 (B)，或以對角方式定位

游標以放置一個新的等角視圖 (C)。 

 

當使用「主視圖」指令放置新的工程圖視圖時，這些視圖將與來源視圖對齊，並與來源視圖相同

的比例放置視圖。 

註解: 

不能使用「主視圖」指令放置使用「剖視圖」、「向視圖」或「局部詳圖」作為來源視圖的新工

程圖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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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向視圖 

「向視圖」指令將建立一個新的零件視圖，它顯示圍繞折疊線旋轉 90 度之後所得到的零件視

圖。工程圖視圖是根據此折疊線的軸來建立的。可以從主視圖和現有的向視圖來建立向視圖。 

定義摺疊線 

點擊「向視圖」按鈕時，游標顯示為用於定義摺疊線的一條線。所建立的向視圖垂直於此摺疊線。

要定義摺疊線，將游標在工程圖視圖上移動，以高亮度顯示垂直於所需向視圖的邊緣。 

 

也可以使用現有的工程圖視圖邊緣選取兩個關鍵點，為新的向視圖定義摺疊線。如果沿所需的向

視圖的夾角不存在線性元素時，則必須要有兩個點。 

 

放置向視圖 

定義折疊線之後，游標將顯示為矩形，其大小與向視圖的大小差不多。要放置視圖，需要將矩形

移到工程圖上以定位視圖，然後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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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向視圖 

再放置向視圖後，能夠： 

 在任何方向使用<Shift>+拖曳移動視圖平面。 

 在視圖平面對話框內，改變視圖的平面線類型、標題和樣式。 

 

 5.3.3.局部詳圖 

可以使用「局部詳圖」指令建立現有工程圖視圖上特定區域的放大視圖。可以將局部詳圖想像成

聚焦於工程圖視圖內的特定區域的一面放大鏡。 

 

可以建立圓形局部詳圖或自訂（使用者定義）局部詳圖。可以建立隨來源視圖的變更而變更的關

聯局部詳圖，也可以建立不隨來源視圖的變更而變更的獨立局部詳圖。同樣地獨立視圖允許利用

「在視圖中繪製」指令新增幾何體，利用「邊線畫家」顯示或隱藏邊，而不會影響來源視圖。 

建立圓形局部詳圖 

可以點擊「圓形局部詳圖」按鈕定義圓形局部詳圖，然後透過點擊三次滑鼠按鍵指定局部詳圖標

記。第一次點擊 (1) 可定義要放大的圓形區域的中心，第二次點擊 (2) 可定義此圓形區域的直

徑，第三次點擊 (3) 可放置局部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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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使用者定義的局部詳圖 

可以透過點擊「定義輪廓」按鈕並以所需尺寸和形狀繪製輪廓來定義使用者定義局部詳圖。任何

封閉的輪廓都可作為有效的局部放大區域。 

 

 

局部詳圖標題 

可以使用「局部詳圖」指令列上的「標題」文字框和「顯示標題」按鈕新增和編輯標題。可以使

用「選取」工具透過點擊視圖，然後將標籤拖曳到新位置重新定位局部詳圖標題。 

局部放大區域 

來源視圖中繪製的圓形或使用者定義的輪廓狀，局部放大區域定義局部詳圖的裁剪邊界。在 Solid 

Edge 選項對話框上使用製圖標準頁，定義詳圖邊界的顯示標準。例如,你能指定詳圖邊界顯示符

合(A) ANSI, (B) ISO/DIN/JIS, or (C) ESKD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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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或拖曳局部放大區域變更其位置。但是，如果局部放大區域被部分或完全約束，則局部放大

區域將遵守其約束規則的要求。當修改局部放大區域時請謹記這一點，以避免潛在的意外發生。 

可以透過在原始視圖中點擊局部放大區域並點擊指令列上的「定義輪廓」對局部放大區域進行修

改。選取並拖曳局部放大區域輪廓控制點以變更局部放大區域的大小。工程圖上的關聯局部詳圖

將隨局部放大區域的更新而改變。 

如果刪除局部放大區域，局部詳圖也會隨之刪除。 

當對存在的視圖改變選項時，視圖變為過時。可使用視圖更新指令更新視圖。 

 

 5.3.4.剖視圖 

在建立零件視圖之後，可以使用它來建立剖視圖。剖視圖顯示 3D 零件或組立件模型的剖斷面。

剖面區自動填滿。 

可以用「剖視圖」指令和「局部剖」指令建立剖視圖。 

在可以使用「剖視圖」指令建立剖視圖之前，必須使用「割面線」指令，在要用於剖視圖基礎的

零件視圖上建立一個割面線。 

 

使用「局部剖」指令，可以定義要刪除的區域到指定的深度。此功能允許展示零件的內部特徵以

便存檔。使用「局部剖」指令，可以在此指令中繪製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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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零件視圖。 

在點擊「割面線」按鈕時，會提示選取零件視圖。這可能是工程圖的任意正視圖、向視圖或局部

詳圖。點擊選取視圖幾何結構。 

向視圖經常顯示零件進行截面剪下的最佳方位。局部詳圖由於具備一定比例而在建立截面時非常

有用。 

從局部詳圖建立的截面會繼承局部詳圖的同一比例。 

繪製割面線 

在 Solid Edge 中可以找到許多的繪圖工具使用來繪製割面線。點擊「割面線」按鈕然後選取零

件視圖後，指令列將更新並顯示用於繪製割面線的指令。 

割面線既可以只包含單一直線，也可以包含多個元素，如直線和圓弧。如果繪製包含多個元素的

割面線，則該割面線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各元素必須在它們的端點接觸。 

 元素不能形成一個封閉區域或者具有迴路。 

 元素不能相互交叉。 

 割面線中的任何圓弧都不能是第一個或最後一個元素。 

 所有圓弧的兩個端點處都必須連接成一條線。 

如果繪製的割面線超出局部詳圖的裁剪邊界，則將從局部詳圖以外延伸到割面線的幾何結構包括

在剖視圖中。如果繪製的割面線全部位於局部詳圖中，則將只有延伸到割面線的幾何結構包括在

剖視圖中。 

可以新增尺寸以及在割面線與零件視圖之間新增關係，以控制割面線的位置、大小和方向。 

完成繪製割面線後，請點擊「首頁」標籤上的「關閉」按鈕。然後，可以透過在要分割視圖的一

側點擊，定義割面線視圖方向。如果需要變更視圖方向，可以使用游標將割面線視圖方向線拖曳

到割面線的相對面。 

可以雙擊割面線進行編輯，或者右鍵點擊割面線，然後從快選單中選取「性質」。 

放置剖視圖 

當選取「剖視圖」指令時，會提示選取割面線。在選取割面線之後，游標上會顯示一個矩形，該

矩形與將要放置的剖視圖大小相同。此外，指令列上的選項被啟動，以允許指定要建立的剖視圖

的類型。定位視圖並點擊後，便建立了剖視圖，且它與割面線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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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剖視圖的視圖方向由割面線定義。相對於割面線而言，在哪一側放置視圖對視圖方向並沒有影

響。 

組立件圖中的剖視圖 

對於組立件，透過使用「剖視圖」指令列上的「模型顯示設定」按鈕，可以指定要剖視哪些零件。

在建立剖視圖之後，可以透過編輯剖視圖的性質變更這些設定。 

對於剖視圖的每個零件對剖視圖指定的填滿夾角都旋轉 90 度。在建立剖視圖之後，可以編輯

填滿並套用不同的樣式和覆寫。 

 

 5.3.5.局部剖視圖 

在「工程圖」環境中使用「新增斷裂線」指令和「局部剖」指令，可以建立局部剖。工程圖視圖

快選單中使用新增斷裂線指令，可以定義要在零件視圖中完全刪除的區域。這允許為細長零件建

立一個局部剖，以便可以更大的比例來顯示它。 

 

使用「局部剖」指令，可以定義要刪除的區域到定義的深度。 此功能允許展示零件的內部特徵

以便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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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工程圖視圖對齊  

工程圖視圖對齊功能可確保當來源工程圖視圖或者從它建立的任何視圖移動或縮放時，所有相關

視圖的位置都將進行調整，以保持與操作視圖的水平/垂直或平行/垂直的關係。視圖對齊關係由

一條虛線指示。 

新的主、輔和剖面視圖會自動與用來建立它們的來源零件視圖對齊。但如果視圖是從 2D 模型空

間建立的，那麼需要建立並定義它們的對齊位置。 

建立和刪除視圖對齊 

可使用快選單上的建立對齊指令，根據視圖中心或在其中選定的關鍵點在工程圖視圖之間建立對

齊。當然也可以使用刪除對齊指令刪除不再需要的已建立的對齊。 

 

非對齊視圖 

有時可能要暫時使視圖不對齊，例如： 

 使某個視圖獨立於其他視圖而進行縮放 

 將視圖移動到另一個工程圖。 

非對齊視圖由一個二次折彎指示符號表示。 

如果要將工程圖視圖移動到其他工程圖或者縮放該視圖，可以使用快選單上的保持對齊指令關閉

對齊關係。在移動或縮放零件視圖後，再次點擊快選單上的「保持對齊」重新建立對齊。 

 

 5.5.工程圖視圖更新  

當零件視圖中描繪的零件和組立件變更時，可以很容易地更新視圖，以使它們與新模型的幾何結

構相符合。這是因為零件視圖與建立它們的 3D 零件或組立件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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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在「零件」環境中對 3D 零件新增一個孔，然後在「工程圖」環境中更新零件視圖，

則孔的幾何圖形會被新增到 2D 工程圖中。 

 

如果工程圖視圖相對於 3D 模型而言已過時，則在工程圖上，軟體會在該工程圖視圖四周顯示一

個實心邊框或框。要更新線架構邊顯示以及檢索到的尺寸，請使用「更新視圖」指令。 

 工程圖視圖追蹤器 

工程圖視圖追蹤器檢查零件視圖中的過期幾何圖形和檔案中的過期模型狀態，並提供如何更新它

們的具體說明。開啟具有過時零件視圖的檔案時，「工程圖視圖追蹤器」顯示一條警告，提示必

須在定型之前更新視圖。 

 組立件組態變更使視圖在此工程圖檔案中過期選項 

對於啟用了「組態符合」選項的工程圖檔案中的所有組立件視圖，此選項（在 Solid Edge 選項

對話框的「一般」頁面上）是針對顯示組態變更進行的自動檢查。顯示組態會儲存組立件中零件

的顯示/隱藏和簡化/設計狀態。設定此選項後，對與工程圖視圖有關的組立件組態所做的變更將

使視圖過時。系統會自動檢查檔案中的所有工程圖視圖。 

 組態檢查 

對於目前選定工程圖視圖中顯示的組立件，此選項（對於選定工程圖視圖，在「性質」對話框的

「顯示」頁面）是針對顯示組態變更進行的手動檢查。 

 組態符合 

此選項（對於選定工程圖視圖，在「性質」對話框的「顯示」頁面）控制工程圖視圖中的顯示/

隱藏零件設定與組立件組態中的顯示/隱藏設定是否符合。未設定此選項的視圖在對組立件顯示

組態進行變更後不會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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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程圖視圖追蹤器 

「工程圖視圖追蹤器」提供關於更新過時零件視圖和過時模型的特定資訊。當與視圖相關聯的

3D 模型發生變更時，視圖就會變得過時，而當「工程圖」環境外部的連結變更時，模型就會變

得過時。模型過時的原因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在父組立件檔案關聯的外部修改了零件檔 

 零件檔中的內部連結斷開 

模型過時狀態在「工程圖」環境中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有許多種不同的環境會導致模型過時狀態，

所以，「工程圖視圖追蹤器」提供了用於更新目前檔案中的過時模型的逐步指導。Solid Edge 在

過時視圖四周顯示一個實心邊框 (A)，在過時模型四周顯示一個角邊界 (B)，如果同時存在視圖

過時和模型過時兩種狀態，則同時顯示實心邊框和角邊框 (C)。 

 

校正模型過時狀態通常會導致視圖過時狀態。 

 

在更新零件視圖之後產生的失敗尺寸 

當更新零件視圖時，尺寸可能會因為它所涉及的邊不再顯示在零件視圖中而未能更新。例如，如

果在零件模型中刪除了一個孔特徵，則更新零件視圖時，就會從零件視圖中刪除表示那個孔的

邊。 

如果尺寸未能更新，它就會變為「失敗」或「已分離」色。色彩變化可以協助容易地偵測到失敗

尺寸，以便對工程圖進行編輯。零件視圖的所有失敗尺寸構成單一選取集，便於一次性將它們全

部刪除。 

重新附加尺寸 

有時，可能想重新連接工程圖中的失敗尺寸。例如，如果刪除了構成零件上單個孔特徵的數個孔

之一，而代表那個孔的邊在工程圖中已標註尺寸，則該尺寸將失敗。除了刪除該尺寸然後再放置

新尺寸之外，還可以將尺寸線控制點拖放到零件視圖中其餘孔邊之一中。由於失敗尺寸上的所有

前置字元、公差和其他格式都會套用到新尺寸，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即使它們沒有失敗，也可將

尺寸線控制點拖放到其他父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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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已變更的尺寸與註解 

只要可能，Solid Edge 將嘗試把在工程圖視圖更新後分離的尺寸與註解重新連接起來。 

所有已變更的尺寸和註解，不管已修復或未修復，都將在「尺寸跟蹤」對話框中進行報告。要啟

動該對話框，請選取「工具」→「助手」→「跟蹤尺寸變化」指令。 

 

 5.6.工程圖性質  

工程圖性質文字 

工程圖性質文字是與目前工程圖、零件或組立件檔的性質相關聯的文字，也是與附加到目前文字

模型中的性質相關聯的文字。性質文字是無需手動編輯便可參考並維護的變數文字。例如，可以

使用性質文字顯示檔名以及最後修改日期，儲存此檔案或選取「更新性質文字」指令時，上述資

訊將會變更。 

可以在建立或編輯標註、零件號球和零件表的同時建立或編輯性質文字。要新增性質文字，使用

相關對話框或指令列上的「性質文字」按鈕：  

在某些情況下，要將性質文字變更成與工程圖不相關聯的純文字。要轉換特定的工程圖性質文字，

先在工程圖中選取該文字，然後使用快選單上的「轉換性質文字」指令。 

要立即將所有工程圖性質文字轉換成純文字，使用「首頁→性質文字→全部轉換」指令。 

高品質視圖性質 

高品質視圖性質定義工程圖視圖或 2D 模型視圖的每個顯示寬高。它們是在「高品質視圖性質」

對話框中設置並修改的。對話框包含多個標籤，它顯示那些隨著所建立或修改的視圖類型而變化

的選項，並且顯示那些隨著該視圖是高品質視圖、還是輕量化視圖而變化的選項。 

 「一般」標籤 - 定義工程圖視圖名稱、比例以及顯示特徵。並不是每個選項都適用於任何類

型的視圖。 

 「顯示」標籤 - 定義零件的顯示、邊顯示以及零件視圖選取 2D 視圖時，此標籤不可用。 

 「零件顯示預設」 - 定義零件視圖的邊顯示預設值。這些預設值最初取自「Solid Edge 選項」

對話框的「邊顯示」標籤以及「視圖精靈」的工程圖視圖選項（「視圖精靈」中的設定可以

覆寫「顯示」標籤中的設定）。當儲存檔案時，這些預設值將隨視圖一同儲存，並將在下次

開啟檔案時覆寫所有其他設定。 

 「文字和色彩」標籤 - 定義工程圖視圖或局部放大區域的標題文字選項和尺寸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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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面」標籤 - 顯示工程圖視圖可用的 3D 立體剖視圖。 

 「註解」標籤 - 定義中心線、局部放大邊框以及工程圖視圖標題的註解顯示預設設定。 

 「模型選項」標籤 - 為簡化的零件和組立件特徵定義工程圖視圖選項。 

 「簡化」標籤 - 顯示工程圖視圖可用的簡化零件選項。 

 「視圖著色」標籤 - 定義工程圖視圖的著色選項。 

 「進階」標籤 - 定義工程圖視圖的進階顯示以及處理選項。「高品質視圖性質」對話框的「進

階」標籤上的設定的優先順序高於「進階邊顯示選項」對話框上的同類設定（「應用程式」

→「Solid Edge 選項」→「邊顯示」標籤→「進階」按鈕）。 

參考零件 

在工作流程中，有時候需要在工程圖中包含僅用於參考的零件或次組立件。參考零件通常會在工

程圖視圖中為頂層組立件或成品提供元件的參考框。 

在放置組立件的零件視圖時，可以指定某零件或次組立件為參考零件，或者也可以在隨後編輯零

件的高品質視圖性質。「高品質視圖性質」對話框的「顯示」標籤上的「顯示為參考」選項允許

將某零件或次組立件指定為參考零件。 

 

 5.6.1.使用性質文字 

性質文字是與目前檔案的性質相關聯的文字，也是與模型（被附加到目前檔案）中的性質相關聯

的文字。性質文字字串將檢索檔案或模型相關資料。「選取性質文字」對話框指定要調入的資訊

類型以及要參考的原始檔案。解析性質文字字串時，會顯示其目前性質值。例如，可以使用性質

文字來提取和顯示檔名和最後修改日期，且性質文字將保持更新而不用手動編輯。 

所有標準的 Solid Edge 檔案性質，例如標題與檔名，均可用作性質文字。能從檔案中資料計算

的性質（例如啟動的工程圖和工作圖紙數）也可用作性質文字。 

如何使用性質文字？ 

 建立或編輯標註、零件號球、有標籤的圖塊（例如組成工程圖邊界的圖塊或文字區）、基準

框和幾何公差等其他註解時，可以指定要擷取的性質文字。 

 可以使用性質文字以將值提取到產品製造資訊 (PMI)檔案，如尺寸、標準和零件號球註解。 

 在一系列零件的工程圖上，可以使用性質文字將圖形模型資訊提取到使用者定義的表欄中以

補充從零件族衍生出的尺寸值和位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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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性質文字從「變數表」中提取變數和值。 

性質文字來源檔案 

對於標註、零件號球以及其他註解，可以從多個來源檔案或參考檔案中選取性質。該來源檔案在

「選取性質文字」對話框上設定，並在選取「性質文字」按鈕時顯示 。例如，將看到該按鈕

位於「標註性質」對話框、「零件號球」指令列以及「清單性質」對話框的「零件號球」頁面上。 

對於零件明細表，零件或工程圖模型幾何圖形檔案就是性質文字的來源檔案。 

在零件族工程圖表，處於定義「變數表」處的主零件檔為性質文字的來源檔案。 

性質清單 

標註、零件號球和圖塊，能從「性質」清單中選取的性質因性質文字來源檔案而異，而性質文字

來源檔案是在「選取性質文字」對話框中設定的。例如，在將參考檔案設定為「源自使用中檔案」

時，要檢視性質清單，請點擊此處即可。可以將公司、專案、版本號、檔案狀態和最近一次列印

日期等性質直接擷取到工程圖圖框範本的文字區中。 

對於零件明細表，能在「清單性質」對話框的「欄」標籤上選取的性質是在那些來源檔案中被定

義的，而定義過程是透過使用「檔案性質」指令和「材質表」指令完成的。 

更新性質文字 

性質文字在檔案轉換期間（例如當開啟或儲存檔案時）是自動更新的。也可以在任何時候使用 

PMI 標籤上的「更新所有性質文字」指令在目前檔案中更新所有性質文字欄位。 

如果開啟缺少關聯模型的檔案，則所顯示的性質文字將是上一次所知的完好資訊。例如，假設在

另一系統上檢視工程圖而不用匯出工程圖的模型，則性質文字將為上一次有模型時獲得的資訊。 

 

 5.7.參考零件  

有時，可能希望在工程圖中包含僅用於參考的零件或次組立件。參考零件通常會在工程圖視圖中

提供頂層組立件或完整產品的參考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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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為打磨機建立一個打磨頭次組立件 (A) 時，可能要將外框和開關 (B) 顯示為參考零件，

以顯示打磨頭次組立件和成品之間的關係。 

 

在放置組立件的零件視圖時，可以指定某零件或次組立件為參考零件，或者也可以在隨後編輯零

件的高品質視圖性質。「高品質視圖性質」對話框的「顯示」標籤上的「顯示為參考」選項允許

將某零件或次組立件指定為參考零件。 

在組立件中，還可以使用「事件性質」指令將某組立件事件指定為參考零件。可以在「高品質視

圖性質」對話框上的「依據組立件設定顯示為參考」對話框中對零件進行設定，好在工程圖中將

該元件顯示為參考零件。 

參考零件明細表 

建立組立件的零件明細表時，可以使用「清單性質」對話框的「清單控制」標籤上的「參考零件

除外」選項將參考零件包含在零件明細表中進行控制。 

 

 5.8.練習：工程圖視圖的放置  

概述 

本練習涵蓋了為 Solid Edge 零件放置工程圖視圖的典型工作流程。工程圖的種類有很多，但是

在所有 Solid Edge 環境中，視圖建立、佈局、操控和編輯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事實上，放置

組立件視圖的步驟與在工作圖紙上建立零件視圖的步驟是相同的。本練習可以初步瞭解用於快速、

有效建立工作圖紙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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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完成本練習後，將可以達到下列目標： 

 在一張工作圖紙上放置零件的多個視圖。 

 操作視圖。 

 對工程圖視圖著色。 

 修改高品質視圖性質。 

 建立主視圖。 

 建立向視圖。 

 建立剖視圖。 

 建立局部詳圖。 

 

 

 建立工程圖檔案 

新建 ISO 工程圖檔案。 

 選取「應用程式」功能表→新建→ISO 公制工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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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圖紙的背景和紙張大小 

 將游標定位到「Sheet 1」標籤上方（左下角）並右鍵點擊。在快選單上點擊「圖紙設定」。 

 

 在「圖紙設定」對話框上點擊「背景」頁。將背景圖紙設定為 A1 工程圖。這樣就可以為

製圖圖紙設定背景和紙張大小。點擊「顯示背景」按鈕。 

 

 點擊「儲存為預設」將 A1 工程圖儲存為該檔案的預設圖框/背景。儲存為預設後，該檔

案中的任何新建工程圖將自動預設指向 A1 工程圖。 

 點擊「確定」。 

 點擊「適當大小」指令在使用視窗中顯示整個圖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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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圖紙選取工程圖標準 

 點擊「應用程式」按鈕。 

 點擊「設定」按鈕。 

 點擊「選項」按鈕。 

 點擊「製圖標準」。在「製圖標準」頁上設定「投影角法」為「第三角法」並將「螺紋顯

示模式」設定為 ISO/BSI，然後點擊「確定」。 

 

 

 在「視圖精靈」中選取視圖 

 在「首頁」標籤的「工程圖視圖」群組中選取視圖精靈指令 。 

 在「選取模型」對話框中選取 視圖放置.par 並點擊「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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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視圖精靈」中設定選項，如下圖所示，然後點擊「下一步」。 

 

 選取「front」命名的視圖作為工程圖視圖方位。點擊「下一步」。 

 在「工程圖視圖佈置圖」對話框中點擊「右視圖」和「上視圖」按鈕，如下圖所示，然後

點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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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選定的視圖放置到圖紙。 

 工程圖比例將在指令列中顯示。確認比例設定為 1:1。Solid Edge 可自動指派比例，使

視圖在適合圖紙的情況下設定盡可能的大。 

 

 一個矩形將附加到游標上。移動矩形到該工程圖的近似中心並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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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另一個零件視圖放置到該圖紙。 

 選取「視圖精靈」指令 。 

 在「選取附件」對話框中選取視圖放置.par 並點擊「確定」。這樣就可以放置另一個零件

視圖。 

 

 依前面的步驟透過「視圖精靈」繼續。當提示「命名視圖」時，點擊 ISO，然後點擊「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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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令列中將視圖比例設定為 1:1。移動游標，點擊以將視圖放置到工程圖的右上角，如

下圖所示。 

 

 

 

 儲存工程圖檔案 

 在「快速進入」工具列上點擊「儲存」，然後在「另存新檔」對話框中將檔案儲存為 

anchor.dft。 

 

 將向視圖放置到該圖紙 

 在「首頁」標籤的「工程圖視圖」群組中選取「向視圖」指令 。請注意，游

標上現已附加了一條折疊線。如果聰繪為某一點定位，則折疊線將消失。移動游標直至聰

繪停止為點定位，並且顯示折疊線。 

 移動游標穿過前視圖，直至折疊線附加到模型的邊，如下圖所示。點擊以選取該邊為折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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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視圖，如下圖所示，並點擊。該視圖可能與其他視圖重疊，因為圖紙的空間有限。這

將會在下一步中校正。 

 

 

 新建一個圖紙，移動向視圖到該頁 

 將游標定位到螢幕左下角的「Sheet 1」標籤處，然後右鍵點擊以顯示快選單。 

 

 在快選單上選取「插入」以新建一個工作圖紙。這樣就可以為工程圖檔案新增一張新工程

圖（圖紙 1），並且將顯示圖紙 1。要在工程圖之間切換，點擊工程圖上要切換到的標籤。

工程圖標籤位於視窗的左下角。 

 點擊「Sheet 1」標籤。這樣就可以將視圖還原到工程圖檔案中的第一個工作圖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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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選取工具」指令，將游標定位到向視圖上方，從而視圖將高亮度顯示，然後右鍵點

擊。在快選單上點擊「性質」，如下圖所示。 

 

 在「高品質視圖性質」對話框的「常規」頁中，將「工程圖」從「Sheet 1」變更為「圖

紙 1」，並點擊「確定」。這樣就可以將向視圖移動到「圖紙 1」。 

 

 點擊「圖紙 1」標籤，將「圖紙 1」設定為使用中工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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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向視圖拖曳到左上角，如下圖所示。 

 

 為剖視圖建立一個割面線 

將割面線放置到上視圖。該割面線將用於建立剖視圖。 

 點擊「Sheet 1」標籤以將其設定為使用中工程圖。 

 點擊「切割面」指令 。 

 選取上視圖作為繪製割面線的工程圖視圖。視窗變更為「切割面」模式。 

 點擊「縮放區域」按鈕並定義上視圖周圍的縮放區域。 

 點擊「線」指令，為割面線  繪製輪廓線。 

 繪製下圖中顯示的連續線。鎖定左側垂直邊的中點和右上孔的中心點。使用聰繪關係以定位

關鍵點。如果關鍵點未高亮度顯示，請確認「聰繪」群組中的中點和中心核取框已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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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游標移動到元素上方（而非選取）以啟動，從而為關鍵點定位。與圓的中點或中心平行或

垂直共線時，會顯示一條虛線。 

 

 在「關閉」群組中選取「關閉切割面」指令。 

 

 要完成方向步驟，請將游標移動到工程圖視圖下方，然後點擊以定位割面線的箭頭，如下

圖所示。 

 

 建立剖視圖 

使用上一步驟中定義的割面線來建立剖視圖。 

 適當大小視窗顯示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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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剖視圖」指令 。 

 選定在上視圖上建立的割面線作為用於建立剖視圖的切割面。 

 在指令列上點擊「模型顯示設定」選項。 

 

 在對話框中清除「隱藏邊樣式」選項。點擊訊息框中的「確定」，然後點擊「工程圖性質」

對話框中的「確定」。這樣就可以關閉剖視圖中的隱藏邊。 

 

 

 將剖視圖放置到上視圖右方，如下圖所示。 

 

 使用「性質」對話框，將剖視圖移動到「圖紙 1」。 

 點擊「圖紙 1」標籤以檢視第二張工程圖。 

 變更剖視圖的交叉剖線性質。 

 要變更交叉剖線性質，選取視圖，然後右鍵點擊以顯示快選單。在快選單中點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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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品質視圖性質」對話框中點擊「顯示」頁。 

 在「顯示填滿樣式」核取框中，取消選取的「從零件框中衍生」。在「顯示填滿樣式」清

單中選取「ANSI32（Steel）」，點擊訊息框中的「確定」，然後點擊對話框中的「確定」。 

 

 

 

 儲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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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前視圖的局部詳圖 

 返回「Sheet 1」。 

 點擊「局部詳圖」指令 。 

 點擊以將局部詳圖的圓形區域放置到前視圖，然後再次點擊以定義局部詳圖的圓形區域半

徑。視圖的圓形區域應與下圖顯示的類似。 

 

 

 移動附加到游標上的大圓，使其遠離前視圖。點擊以放置局部詳圖，如下圖所示。 

 

 變更視圖性質以將局部詳圖移動到「圖紙 1」。 

 切換到「圖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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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紙 1」上，將局部詳圖定位到向視圖和剖視圖的右側，如下圖所示。 

 

 將工程圖視圖的顯示變更為著色 

 返回「Sheet 1」。 

 在等角視圖上點擊。 

 

 在指令列上注意用於選定工程圖視圖顯示的指令。點擊「帶邊的灰階著色」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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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紙的某一開放區域中點擊以取消選取等角視圖。注意等角視圖周圍過時的邊界。 

 

 點擊「更新視圖」指令 。 

 等角視圖現在顯示為著色。 

 

 這樣就完成了操作。儲存並關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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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放置工程圖視圖、向視圖、剖視圖和局部詳圖。也學會了如何使用圖紙

來組織工程圖視圖。 

 5.9.練習：建立組立件工程圖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為爆炸組立件視圖建立工程圖的方法。 

目標 

完成本練習後，將可以達到下列目標： 

 放置組立件的工程圖視圖。 

 建立使用爆炸圖組立件顯示組態的工程圖視圖。 

 

 新建工程圖檔案 

新建 ISO 工程圖檔案。 

 選取「應用程式」功能表→新建→ISO 公制工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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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視圖以放置到工作圖紙 

使用視圖精靈以定義放置到工作圖紙上的視圖類型。 

 選取「視圖精靈」指令。 

 設定檔案類型：欄位為組立件檔案 (*.asm)。 

 在「選取模型」對話框中選取位於練習檔資料夾中的 SEDABVA.asm 並點擊「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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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視圖精靈」中選取「組態」清單中的爆炸圖或 PMI 模型視圖，然後點擊「完成」。 

 

 

 放置爆炸的組立件視圖 

 將工程圖視圖放置到工作圖紙的中心。 

 

 點擊「儲存」並在練習檔資料夾中將檔案儲存為 mycarrier.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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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為爆炸的組立件視圖建立工程圖。 

 

 5.10.練習：建立斷開視圖  

本練習將講述「斷開視圖」指令的使用。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建立斷開視圖 

概述 

本練習將講述「斷開視圖」指令的使用。 

目標 

完成本練習後，將可以達到下列目標：在 Solid Edge 的工作圖紙上建立某一零件的斷裂工程圖

視圖。 

 

 新建工程圖檔案 

新建 ISO 工程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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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應用程式」功能表→新建→ISO 公制工程圖。 

 定義工程圖視圖 

 點擊「視圖精靈」指令。 

 在「選取模型」對話框上，確認尋找範圍：欄位已設定為訓練資料夾，然後設定檔類型：

欄位為零件檔案 (*.par)。 

 選取 斷開視圖.par，點擊「確定」。 

 在「視圖精靈」中確認「零件和鈑金工程圖視圖」的預設選項已如圖設定，然後點擊「下

一步」。 

 

 在「命名視圖：」欄位，點擊上視圖。點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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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比例變更為 2:1，然後放置工程圖視圖到工作圖紙，如下圖所示。 

 

 

 

 新增垂直斷裂區域到工程圖視圖 

 點擊「選取工具」，然後在工程圖視圖上右鍵點擊。點擊快選單上的「斷開視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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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令列上設定選項，如下圖所示。 

 

 放置表示待斷裂區域的兩條垂直線，如下圖所示。 

 

 在指令列上點擊「完成」以建立斷開視圖。 

 結果得以顯示。 

 

  



 

 

359 

359 Chapter5 繪製工程圖 

 在指令列上點擊「顯示斷開視圖」按鈕  以將視圖顯示切換回未斷開狀態。 

 

 在工程圖視圖中放置水平斷裂線 

 使用「水平斷裂」選項以向視圖新增另一組折線。 

 

 

 關閉檔案並儲存為 斷開視圖.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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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帶不同斷裂線類型的斷開視圖 

 使用「視圖精靈」指令新建 ISO 公制工程圖檔案，開啟該檔案，然後放置 斷開視圖 2.par 

的前視圖。 

 在工具列上放置四組斷裂線。各組斷裂線的類型不同。 

 

 

 這樣就完成了操作。儲存並關閉檔案。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使用水平和垂直斷裂線來建立斷開視圖。也學會了如何使用不同類型的

斷裂線。 

 

 5.11.練習：建立局部剖視圖  

本練習將展示「局部剖」指令的使用。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建立局部剖 

概述 

本練習涵蓋了「局部剖」指令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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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練習後，將能夠在 Solid Edge 的工作圖紙上建立零件的局部剖。 

 新建工程圖檔案 

新建 ISO 工程圖檔案。 

 選取「應用程式」功能表→新建→ISO 公制工程圖。 

 設定圖紙標準 

 點擊「應用程式」按鈕。 

 點擊「Solid Edge 選項」按鈕。 

 點擊「製圖標準」。在「製圖標準」頁上設定「投影夾角」為「第三角」並將「螺紋顯示

模式」設定為 ISO/BSI，然後點擊「確定」。 

 

 定義工程圖視圖 

使用「視圖精靈」指令，在新圖紙上放置工程圖視圖。 

 選取「視圖精靈」指令。 

 在「選取模型」對話框上，確認尋找範圍：欄位設定為訓練資料夾，然後設定「檔案類型」

選項為零件檔案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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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 局部剖視圖.par，點擊「開啟」。 

 依 2:1 的比例放置上視圖、前視圖、右視圖和等角視圖到工作圖紙，然後移動這些視圖，

從而使其適合工作圖紙。 

 

 定義局部剖 

剖視圖將在等角視圖中顯示。繪製在前視圖中為局部剖定義的輪廓。 

 點擊「局部剖」指令          。 

 選取前視圖。從圓心開始繪製下圖所示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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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關閉局部剖」指令。 

 

 在上視圖中定義剖面的範圍，如下圖所示。 

 

 選取等角視圖以套用局部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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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局部剖 

 右鍵點擊等角視圖，然後點擊「性質」。 

 

 在「高品質視圖性質」對話框中點擊「常規」頁，接受「顯示局部剖輪廓」，然後點擊「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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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角視圖中局部剖的輪廓在前視圖中得以顯示。 

 

 要編輯該輪廓，點擊前視圖的矩形輪廓。 

 在指令列中點擊「修改深度」。 

 

 輸入 80 mm 作為深度，然後按下 <Enter> 鍵。點擊「接受」。 

 

 

 等角視圖現已過時，由視圖周圍的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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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更新視圖」指令  以更新等角視圖。 

 將顯示局部剖，如下圖所示。 

 

 

註解: 

要移除局部剖，請刪除用於定義局部區域的輪廓。 

 這樣就完成了操作。將檔案儲存為 broken section.dft。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建立局部剖。也學會了如何修改局部剖輪廓以建立不同的局部剖圖形。 

 

 5.12.尺寸、註解  

設計過程的一個基本部分是將尺寸、註解新增到的工程圖和模型檔案中。 

 可以在工程圖環境將尺寸和註解新增到工程圖中，並在模型環境將尺寸和註解新增到草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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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標註元素尺寸概述 

透過測量如元素的大小、位置和方向等特徵，將尺寸新增到 3D PMI 模型視圖或 2D 設計幾何

結構。可以測量直線的長度、點之間的間距或直線相對於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的夾角。尺寸與它

們所參考的 3D 模型或 2D 元素相關聯，因此可以方便地進行設計變更。Solid Edge 提供了一

套完整的尺寸標註工具，這使用戶能夠將零件、組立件和工程圖歸檔。 

在同步模型中，使用「首頁」標籤和「繪製草圖」標籤上的任何尺寸標註指令，可將尺寸直接新

增到模型的 2D 或 3D 幾何圖形中。還可使用帶狀指令列上 PMI 標籤中的指令，將尺寸和註

解新增到模型。要瞭解有關將產品加工資訊新增到模型的更多資訊。 

在傳統模型中，可使用帶狀指令列 PMI 標籤上的指令將尺寸新增到 3D 模型。可以使用「複

製到 PMI」指令從 2D 草圖或根據輪廓的特徵將尺寸複製到 3D 模型中，以此建立針對 PMI 

目的來標註尺寸的模型視圖。 

在「工程圖」環境中，也可以透過使用「取回尺寸」指令從零件模型取回尺寸來建立尺寸。 

可以使用各指令來放置以下類型的尺寸： 

 

(A) 線性尺寸 

(B) 夾角尺寸 

(C) 直徑尺寸 

(D) 半徑尺寸 

(E) 尺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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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尺寸指令都有一個指令列，用來設定關於放置尺寸的選項。選取現有尺寸時，將顯示相同的

指令列，可以編輯尺寸特徵。 

尺寸色彩 

透過色彩可以區分驅動尺寸和被驅動尺寸。 

在「零件」、「鈑金」和「組立件」中設定尺寸色彩時： 

 驅動尺寸的預設色彩與控制點色彩（在「應用程式」→「Solid Edge 選項」對話框的「色彩」

頁上設定）相同。 

 被驅動尺寸的預設色彩與輪廓色彩相同（在「應用程式」→「Solid Edge 選項」對話框的「色

彩」標籤上設定）。 

在工程圖中設定尺寸色彩： 

為每種尺寸類型定義的色彩均為尺寸樣式的一部分，可使用「檢視」標籤中的「樣式」指令編輯。

在「修改尺寸樣式」對話框的「一般」頁面上，可以變更以下選項： 

 驅動尺寸的預設色彩由「驅動尺寸」選項設定。 

 被驅動尺寸的預設色彩由「被驅動尺寸」選項設定。 

變更工程圖中的尺寸色彩 

在「工程圖」環境中，為每種尺寸類型定義的色彩均為尺寸樣式的一部分，可使用「檢視」標籤

的「樣式」群組中「樣式」指令編輯。可在「修改尺寸樣式」對話框的「一般」頁面變更鎖定和

解鎖尺寸的預設色彩。 

 鎖定尺寸的預設色彩—由「驅動尺寸」選項設定黑/白。 

 解鎖尺寸的預設色彩—由「從動尺寸」選項設定深青色。 

放置尺寸 

要新增元素的尺寸，可以使用一個尺寸指令，例如「智慧尺寸」，然後選取要標註尺寸的元素。 

當放置尺寸時，軟體會顯示正在放置尺寸的臨時、動態顯示。這個臨時的顯示指明了在目前滑鼠

游標位置處點擊後新尺寸將具有的外觀。尺寸方向隨著滑鼠游標的移動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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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點擊「間距」指令並選取原點元素 (A) 以及測量終止元素 (B) 後，尺寸將根據放置滑

鼠游標的位置 (C) 和 (D) 的不同以動態方式調整其方向。 

 

由於可以在放置期間以動態方式控制尺寸的方向，所以，能夠快速並且高效地放置尺寸，而不需

要使用多個指令。每個尺寸指令都具有動態放置功能，允許在放置尺寸之前控制其外觀。 

 

註解: 

如果設定了「智慧草圖」交點選項，並且選取了「間距」，則可以放置測量離兩個元素的交點間

距的被驅動尺寸。 

 

設定尺寸格式 

如果想讓兩個或更多個尺寸具有相同的外觀，可以選取尺寸，然後透過指令列套用樣式。如果想

對尺寸進行格式化以使它們具有獨特的外觀，可以選取尺寸，並透過指令列或快選單中的「性質」

指令編輯格式。 

要瞭解如何指定尺寸端點符號的格式，請參閱設定端點符號大小和形狀。 

使用「尺寸前置字元」對話框中的選項可以向尺寸值新增前置字元、後置字元、上標、下標文字

和補充資訊。放置或修改尺寸時可以使用此對話框。 

 

尺寸投影線新增斷開 

當尺寸互相交叉時，標註尺寸的工程圖可能變得雜亂無章而難以閱讀。使用新增投影線斷開指令，

可以在選定尺寸 (A) 上向投影線新增斷開。結果是在投影線 (B) 與另一個尺寸 (C) 交叉之處

向前者插入斷開餘隙 (D)在視覺上，斷開表現為在交點處不繪製投影線。 

 (A) = 選定尺寸 

 (B) = 投影線（斷開） 

 (C) = 交叉尺寸（未斷開） 

 (D) = 斷開餘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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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線餘隙的用途是加入明顯的空白並提高可讀性。餘隙大小是由「線條和座標」標籤（「尺寸

性質」對話框）上的「斷開點」選項設定的。 

要在與其他尺寸交叉的尺寸文字周圍新增一個斷開，請在「文字」頁面（「尺寸性質」對話框）

上設定「用背景色彩填滿文字」選項。 

只要連同幾何結構一起選取斷開和被斷開尺寸，就可以剪下、複製和貼上帶有投影線斷開餘隙的

尺寸。 

斷開的尺寸投影線在視圖更新過程中保留其設定，在因美觀原因重新定位尺寸文字或直線時也是

如此。使用「移除投影線斷開點」指令可以移除投影線斷開點。 

複製尺寸資料 

在 Solid Edge「工程圖」環境中，可以將諸如前置字元字串、尺寸顯示類型和公差字串之類的

資料從一個尺寸複製到另一個尺寸。要複製尺寸資料，可使用「複製前置字元」。 

 

設定或修改測量單位 

要設定尺寸的計量單位，請選取該尺寸，然後使用快選單中的「性質」指令。要設定檔案的計量

單位，使用「應用程式」功能表中的「性質」→「檔案性質」指令。 

  



 

 

371 

371 Chapter5 繪製工程圖 

追蹤已變更的尺寸與註解 

在 Solid Edge「工程圖」環境中更新工程圖視圖時，可以追蹤已變更或從模型刪除的尺寸和註

解。要開啟「尺寸跟蹤」對話框以便能識別這些變更，請使用「工具」標籤→「助手」群組→「跟

蹤尺寸變化」指令。 

 在工程圖上，對每個已變更的尺寸和註解都用一個號球作記號。 

 在「尺寸跟蹤器」對話框中，已變更的項目以欄格式顯示。透過點擊欄標題可以對排序變更。 

 可選取清單中的一個或多個項目並可在工程圖上為零件號球標籤指定版本名稱。 

 

 5.12.2.尺寸類型 

線性尺寸測量直線的長度或兩個點或元素之間的間距。可以使用「座標」、「間距」、「智慧尺

寸」和「對稱直徑」指令來放置線性尺寸。 

夾角尺寸測量直線的夾角、圓弧的掃掠夾角，或者兩條或更多條直線或兩個或更多個點之間的夾

角用「夾角」和「智慧尺寸」指令來放置夾角大小。 

半徑尺寸測量諸如圓弧、圓、橢圓或曲線之類的元素的半徑可以用「智慧尺寸」指令來放置半徑

尺寸。 

直徑尺寸測量圓的直徑。可以用「智慧尺寸」指令放置直徑尺寸。 

座標尺寸測量從公共原點到一個或多個關鍵點或元素的間距。可以使用 Solid Edge 中的以下指

令來放置尺寸： 

 智慧尺寸指令 

 「間距」指令 

 「夾角」指令 

 「座標尺寸」指令 

 「角度座標尺寸」指令 

 「對稱直徑」指令 

 「倒斜角尺寸」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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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的組成如下： 

 

 

 

(A) 投影線 (E) 折線 

(B) 尺寸線 (F) 符號 

(C) 尺寸值 (G) 連接線 

(D) 端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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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1.座標尺寸 

使用「座標尺寸」指令和「角度座標尺寸」指令來放置尺寸，這些尺寸是從公共原點到一個或多

個關鍵點或元素的間距測量值。 

 

可以任意的順序和在原點的任意一側放置座標尺寸。也可以新增、移除和修改尺寸線上的折線，

以便於定位所有尺寸。 

 

參考公共原點的座標尺寸是座標尺寸組的成員。 

放置座標尺寸 

要放置座標尺寸，首先選取一個原點元素以建立測量起始點 (A)，然後放置原點符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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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選取一個遠離原點的元素作為測量終止點 (C)，然後定位尺寸 (D)。該尺寸測量從原點元素

到測量終止元素的間距。 

 

為了能更輕鬆準確地對齊一組座標尺寸的尺寸文字，若干內置的抓取對齊位置允許在放置或修改

座標尺寸時對齊文字。 

 

透過將座標尺寸組中的任意尺寸選取為原點，然後選取要標註尺寸的附加元素，可以將附加的座

標尺寸新增到現有的座標尺寸組中。 

移動座標尺寸組 

在「工程圖」環境中，可以透過在原點符號上拖曳追蹤點來移動一組座標尺寸。選取原點，將游

標定位在追蹤點上，然後將該組尺寸拖曳到新位置。 

 



 

 

375 

375 Chapter5 繪製工程圖 

放置帶有二次折彎的座標尺寸 

要在放置座標尺寸時新增一個或多個二次折彎，請首先選取要標註尺寸的元素，按住 <Alt> 鍵，

然後點擊以新增二次折彎。例如，要依如下圖所示放置 12 公釐的尺寸標註，應當首先將圓選

為要標註尺寸的元素 (A)，然後按住 <Alt> 鍵並點擊點 (B)、(C) 和 (D) 以新增二次折彎。然

後鬆開 <Alt> 鍵，點擊點 (E) 和 (F) 完成尺寸的放置。 

 

將二次折彎新增到座標尺寸 

要將二次折彎新增到現有的座標尺寸中，請使用「選取工具」選取一個座標尺寸 (A)將游標定位

在要插入二次折彎的尺寸線上 (B)按住 <Alt> 鍵並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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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兩個頂點和一個二次折彎段 (C)可以透過拖曳頂點控制點修改二次折彎 (D)也可以透過拖

曳二次折彎段修改二次折彎。 

 

 

為更易於放置有多個二次折彎的座標尺寸，當最後的尺寸線段 (A) 與第一個尺寸線段 (B) 對齊

時，游標將抓取對齊。 

 

修改二次折彎的座標尺寸 

可以透過拖曳二次折彎頂點 (A) 和 (B) 或拖曳二次折彎段 (C) 來修改座標尺寸上的二次折

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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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時，每個二次折彎頂點的修改行為是不同的。例如，當拖曳離尺寸文字最遠的頂點時(A)變

更二次折彎段的位置。當拖曳離尺寸文字最近的二次折彎頂點時 (B)變更二次折彎段的夾角。 

 

當拖曳二次折彎段時 (C)，也變更二次折彎段的位置。 

 

從座標尺寸中移除二次折彎 

在「工程圖」環境中，可以使用「尺寸」指令列上的「折彎」按鈕刪除座標尺寸上的所有折彎。

使用「選取工具」選取座標尺寸，然後點擊此指令列上的「折彎」按鈕。也可以使用「選取工具」

和 <Alt> 鍵從座標尺寸中移除單個二次折彎。選取座標尺寸，將游標定位在要移除的二次折彎

的頂點上。按住 <Alt> 鍵並點擊。 

 

 5.12.2.2.尺寸組 

可以使用以下指令來放置尺寸組中的尺寸： 

 間距 

 夾角 

 對稱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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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標尺寸 

這可以簡化在工作圖紙上對尺寸的操作。基線式尺寸組或連續式尺寸組的所有成員共用同一個尺

寸軸。 

 

(A) 基線式尺寸組 

(B) 連續式尺寸組 

 

座標尺寸組是另一種類型的尺寸組。座標尺寸測量在公共原點下關鍵點或元素的位置。尺寸組中

的所有尺寸都是從一個公共原點開始測量的。相對於公共原點或零點標註元素的尺寸時，應該使

用座標尺寸。 

 

當使用「間距」或「夾角」指令放置尺寸組時，游標位置確定了將要放置的尺寸組的類型。在將

第一個尺寸放入尺寸組中並點擊想測量的第二個元素之後，如果游標位於第一個尺寸下方，則尺

寸組將是連續式尺寸組(A)。如果游標位於第一個尺寸上方，則尺寸組將是基線式尺寸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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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取回尺寸  

Solid Edge 能從一個零件或鈑金件模型，複製尺寸和註解到使用下列任何一個方法的工程視圖： 

 使用取回尺寸指令複製尺寸和註解到存在的正交或剖面視圖。可見的尺寸和註解只在被選

擇的視圖裡取回。 

 來自同步的模型，取回尺寸指令複製 PMI 尺寸和註解以及草圖尺寸和註解。 

 來自傳統的模型，取回尺寸指令只複製基於草圖的尺寸和註解。 

 使用視圖精靈建立視圖，從任何以前定義 PMI 模式視圖建立，PMI 標籤 → 模型視圖 → 視

圖 指令。對視圖這種方法只複製 PMI 元素。 

用兩種方法中的任一種，當改變設計後，使用在快選單上的更新視圖指令，即時更新零件視圖，

被取回的尺寸也即時更新。如果在零件內改變孔的大小，取回的尺寸對孔在零件視圖內將即時更

新到新參數值。 

還可以使用此指令來取回 2D 視圖中的尺寸，並將它們複製到工作圖紙上。 

 

設定取回選項 

透過設定或清除「取回尺寸」指令列上的選項控制取回的尺寸類型。可以設定指令列上的某個選

項，以便取回並在工程圖視圖中顯示與隱藏線關聯的尺寸。 

取回尺寸 

從同步模型，「取回尺寸」指令將取回所有尺寸。這包括草圖元素上放置的尺寸（如果尚未透過

模型上放置的尺寸、草圖遷移消耗它們）。通常，不取回重複的草圖尺寸，而取回重複的 PMI 尺

寸。 

當以後變更設計時，可以使用快選單上的「更新視圖」指令更新零件視圖，取回的尺寸也會更新。

如果變更零件中一個孔的大小，零件視圖中取回的孔尺寸也會更新為新值。 

取回尺寸 

在傳統模型中，「取回尺寸」指令從輪廓或草圖取回草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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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令只取回有效尺寸。例如，輪廓 (A) 的尺寸定義根據輪廓的特徵 (B) 中的元素的大小。 

 

但當對零件新增附加特徵時，早先在建模過程中建構的特徵中的一些尺寸就不再能夠準確地敘述

已完成的零件 (C)「取回尺寸」指令只取回用來敘述已完成的零件 (D) 的那些尺寸。 

 

所有尺寸都與零件視圖中的線架構元素相關聯，而零件視圖又與它所根據的零件相關聯。當以後

變更設計時，可以使用快選單上的「更新視圖」指令更新零件視圖，取回的尺寸也會更新。例如，

如果變更零件中一個孔的大小，零件視圖中取回的孔尺寸也會更新為新值。 

 

 5.14.孔參數表  

對於定義孔的大小和位置而言，孔參數表非常有用。孔參數表的工作方式與軟體試算表非常相似。

孔參數表示成表中的列，孔的尺寸表示為欄。圓和圓弧在孔參數表中都受支援。可以根據以下孔

尺寸建立孔參數表。 

 僅孔大小 

 僅孔位置 

 孔大小和位置 



 

 

381 

381 Chapter5 繪製工程圖 

 

 

建立孔參數表 

要建立孔參數表，可選取「首頁」標籤→「表格」→「孔參數表」。在「孔參數表」指令列上，

點擊「孔參數表性質」按鈕。可以使用「孔參數表性質」對話框來定義要出現在表中的資訊。 

格式化孔參數表 

在將孔參數表放到工作圖紙上之前，可以使用「孔參數表性質」對話框來以想要的方式對其進行

格式化。例如可以在「欄」標籤上設定性質以控制孔參數表中的欄寬、欄標題和欄對齊安排。還

可以針對孔參數表的大小和位置、要使用的字型、是按原點還是按大小列示孔等等設定選項。另

外，可以對孔參數表新增標註欄。以後，可以變更孔參數表的格式。 

對孔參數表項目使用聰慧深度 

可以使用「聰繪深度」控制項來聰慧化地敘述孔參數表中的孔。當對孔參數表項目使用「聰慧孔

深度」或「聰慧螺紋深度」時，會根據資料變數、範本文字或在「孔參數表性質」對話框的「聰

慧深度」標籤上指定的其他資訊填寫該項目。這對於輕而易舉地確定孔的深度或螺紋是否有限而

言非常有用。 

對孔參數表項目重新編號 

借助「孔參數表性質」對話框的「清單」標籤上的重新編號選項，可以決定在更新孔參數表時 Solid 

Edge 如何對表中各列進行重新編號，及選取對孔進行重新編號、為已刪除的孔保留先前編號或

為已刪除的孔留下空白列。 

儲存孔參數表格式 

可以使用定義的名稱儲存孔參數表格式，這樣以後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次使用此格式。要在另一工

程圖中套用已儲存的格式，只需從指令列上的「孔參數表性質」清單中選取它的名稱。 

設定孔參數表的孔參數表性質 

可以將諸如「半徑位置」和「夾角位置」之類的孔性質包括在孔參數表中。請使用「孔參數表性

質」對話框的「欄」標籤來為要在孔參數表中出現的每個性質設定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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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追蹤尺寸和註解變更  

啟動尺寸跟蹤器 

在 Solid Edge「工程圖」環境中，可以在工程圖視圖更新時追蹤已變更的尺寸和註解。「尺寸

跟蹤器」對話框會報告變更，能夠審核這些變更以及為其作標籤。 

 透過從帶狀指令列中選取「工具」→「助手」→「跟蹤尺寸變化」，可以在任何時間開啟「尺

寸跟蹤器」對話框。然而，僅當尺寸、註解或孔參數表項目確實發生變更時，該對話框的內

容才會更新。 

 如果工程圖視圖中的尺寸、註解或模型衍生的表項目已經變更，當更新此工程圖視圖時，「尺

寸跟蹤器」對話框將自動開啟。 

使用尺寸跟蹤器 

在工程圖上，每個已變更的尺寸、註解和模型衍生的表都用一個零件號球標記。在「尺寸跟蹤器」

對話框中，已變更的項目將以欄格式列示。使用者可以： 

 透過點擊以下標題列對變更進行排序：ID、單元、原因、先前（值）、當前（值）和圖紙。

「ID」欄中的每個編號都與工程圖上的一個變更零件號球的編號對應。「單元」欄識別項目

是尺寸還是註解，以及項目類型，例如，線性、座標、圓直徑或零件號球/標註。 

 選取一個或多個項目，然後使用對話框上的「新建版本」按鈕將標籤指定給工程圖上對應的

零件號球。 

 透過點擊「尺寸跟蹤器」上欄表示的項目來尋找工程圖上已變更的項目。這會在工程圖視圖

上高亮度顯示尺寸或註解。對於複雜工程圖，使用「尋找」按鈕可以定位到已變更的項目並

且放大。 

 使用「清除選定項」或「全部清除」按鈕可以從變更清單中移除已確認的項目並從工程圖中

移除對應的零件號球。 

變更原因 

「尺寸跟蹤」對話框中的「原因」欄敘述當更新工程圖視圖時尺寸或註解是如何變更的。 

 已分離 — 重新連結失敗。 

Solid Edge 找不到要重新連結項目的適用幾何元素。該項目可能已經刪除。 

 已分離 — 沒有邊資訊。 

幾何體的邊沒有塗彩，找不到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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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已變更。 

模型特徵已變更了大小。 

 端符已移動。 

端點符號連接點已經移動。「尺寸跟蹤器」對話框「選項」標籤上的「註釋移動公差」選項指定

了間距公差，超過該公差將報告此變更。 

 幾何體重新連結 — 重新連接到可用幾何體上。 

項目重新連結到在預設間距公差內最近的適用幾何元素。 

 內容已變更。 

對尺寸文字或其他與值不相關的內容的變更將變更到 PMI 尺寸。引起「內容已變更」原因顯示

的變更範例包括編輯尺寸前置字元文字、已變更的尺寸類型和公差以及檢視要求的附加資訊。 

版本零件號球 

要在將版本零件號球新增到工程圖前修改版本零件號球的外觀，可以在「尺寸跟蹤器」對話框「選

項」標籤上變更以下設定：零件號球形狀、零件號球色彩、邊的數量（對於 n 邊的零件號球）。

然後，更新工程圖視圖。 

要變更已經在工程圖上的版本零件號球的外觀，請選取該零件號球然後從其快選單中選取「性質」

指令。然後可以編輯該零件號球的註解性質。 

使用複製/貼上/撤銷 

可以使用「尺寸跟蹤器」對話框中的「複製」按鈕從「尺寸跟蹤器」清單中複製所有資訊，然後

使用快選單中的「貼上」指令將這些資訊貼到另一個檔案中。 

如果將標籤指定到一個已變更的項目，然後想修正此操作，可以立即選取「快速進入工具列」→

「撤銷」指令將該項目還原到「尺寸跟蹤器」清單中並將對應的零件號球還原到工程圖中。 

 

 5.15.1.註解概述 

設計過程中一個必需的部分就是新增文字、註記和註解。註解是提供關於設計方面的資訊的文字

和圖形。可以使用軟體中的文字和註解指令來新增對圖形、零件或組立件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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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類型 

要進行註解，可以使用以下指令： 

 文字框 

 

 零件號球 

 

 標註 

 

 幾何公差 

 

 

 基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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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紋理符號 

 

 中心標記 

 

 中心線 

 

帶指引線的註解 

當建立零件號球、幾何公差、基準框、基準目標或者表面紋理符號時，可以透過在指令列上設定

選項來為它們設定指引線。熔接符號通常都有一條指引線。 

註解指引線可以指向另一個元素，或者放置在自由空間中。帶有指引線的註解具有以下組成部

分： 

 

(A) 引導線 

(B) 折線 

(C) 端點符號 

(D)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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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選取指引線並移動它的一些部分來操作註解。可以控制顯示指引線的折線和端點符號，

以及插入或刪除指引線上的頂點。 

格式化註解 

可以依幾種方式來格式化註解。如果想要幾個註解看起來都相同，可以套用同一種樣式，即從指

令列上選取一種樣式。可以將文字樣式套用到文字框。可以對以下註解套用尺寸樣式： 

 零件號球 

 標註 

 幾何公差 

 基準框 

 熔接符號 

 表面紋理符號 

 中心標記、中心線和螺釘圓孔 

 連接線 

如果想要自訂註解的外觀，可以選取一種註解，並用指令列或者「編輯」或快選單上的「性質」

指令來編輯該註解的性質。 

儲存註解 

當註解（例如，幾何公差）多次出現時，可以儲存設定，以便可以再次使用它們。可以將範本中

的幾何公差、熔接符號或者表面紋理符號的任何設定儲存為指定的名稱。 

追蹤已變更的尺寸與註解 

在 Solid Edge「工程圖」環境中，可以追蹤工程圖視圖更新時被變更或刪除的尺寸和註解。要

開啟「尺寸跟蹤」對話框以便能識別這些變更，請使用「工具」→「助手」→「跟蹤尺寸變化」

指令。 

 在工程圖上，每個變更過的尺寸和註解都用一個版本零件號球標出。 

 在「尺寸跟蹤」對話框上，變更過的項目以欄格式顯示。透過點擊欄標題可以對變更排序。 

 可選取清單中的一個或多個項目並可在工程圖上為零件號球標籤指定版本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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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關聯零件明細表  

許多公司在他們的組立件圖中包括零件明細表，以提供關於個別組立零件的附加資訊。例如，通

常將零件號、材料以及所需的零件數量記載在零件明細表中。 

Solid Edge 零件明細表被關聯到所選取用來建立它的零件視圖。還可自動向工程圖新增零件號

球，並可對零件號球進行編號以與零件明細表中的零件項目相對應。 

 

建立零件明細表 

要建立零件明細表，請選取「首頁」標籤上的「零件明細表」指令，然後選取一個零件視圖。要

自動地在零件視圖上放置號球形註解，請點擊指令列上的「自動標號」按鈕。 

格式化零件明細表 

在將零件明細表放到工作圖紙上之前，可使用「零件明細表」性質對話框來根據用戶需求對其進

行格式化。例如： 

 可在「清單性質」對話框中的「欄」頁上設定性質，以控制零件明細表中的欄寬、欄標題和

欄對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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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大小/位置」頁上為零件明細表的大小和位置設定選項。 

 可在「一般」頁上指定想要使用的字型。 

 零件明細表中項目號的格式是在「清單性質」對話框中的「排序」頁中設定的選項基礎上指

定的。 

 在「排序」頁上，可指定零件明細表根據組立件中的零件的檔案編號、元件類型、材料、數

量和標題進行排序。 

也可在放置零件明細表後，可變更零件明細表的格式。 

儲存零件明細表格式 

可以採用定義的名稱來儲存零件明細表格式，這樣，以後可以很方便地再次使用它。要在另一工

程圖中套用儲存的格式，只需從指令列上的「性質」清單中選取它的名稱。 

為零件明細表設定零件性質 

可以在零件明細表中包括諸如「標題」、「文件號」和「材質」之類的零件性質。請使用「清單

性質」對話框的「欄」標籤為要包括在零件明細表中的每個性質設定一欄。性質本身是使用「應

用程式」功能表中的「性質」→「檔案性質」指令和「應用程式」功能表中的「性質」→「材質

表」指令在「零件」和「鈑金」檔案中定義的。 

還可使用「性質管理者」指令檢視和編輯零件明細表的檔案性質。在組立工程圖中工作時，「性

質管理者」指令將顯示組立件中所有零件的檔案性質。這利於確保零件明細表顯示有關組立件的

正確和完整的資訊。 

註解: 

即使不在 Solid Edge 中開啟零件或鈑金檔案，也可以定義零件性質。請在 Windows「檔案總

管」中選取檔案，然後點擊快選單中的「內容」→「自訂」指令。 

更新零件明細表 

零件明細表與零件視圖類似；如果零件明細表已過時，零件明細表四周便顯示一個框，指示它需

要更新。如果編輯了零件性質，則必須更新零件明細表才能顯示變更。快選單中的「更新零件明

細表」指令允許更新零件明細表。 

在新版本中，Solid Edge 將不透過檢查檔案時間標記來確定零件明細表是否已過時。而是軟體

根據快取的性質計算記憶體中的零件明細表，並將其與現有的零件明細表資料作比較。如果存在

差異，則表示零件明細表已過時。並且，如果零件明細表中有大量質量，則軟體使用模型引用的

幾何時間標記來確定零件明細表是否已過期。這種過期檢查發生在檔案過渡（例如，當開啟或儲

存檔案時）期間、零件明細表更新期間以及建立、更新或刪除使用零件明細表所引用的組立件的

工程圖視圖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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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明細表中的非圖形零件 

組立件通常包含不需要模型的元件，如油漆、潤滑油、機油、標籤等。這些非圖形零件仍需要歸

檔在為組立件建立的零件表和材質清單中。在 Solid Edge 中，可以在「零件」和「鈑金」環境

中使用「應用程式」功能表中的「性質」→「檔案性質」指令為空白零件檔案新增自訂性質。這

些自訂性質允許為這些類型的零件定義必需的資訊。可以建立兩種類型的非圖形零件：要求單位

類型和數量的零件以及沒有單位類型和數量的零件。 

對零件明細表重新編號 

如果刪除了組立件中的零件，然後更新零件明細表，零件明細表不會自動重新編號。例如，如果

刪除了編號為 10 的零件，則零件明細表將略過該編號。 

 

可以使用「清單性質」對話框上的「排序」標籤來對零件明細表重新編號。當建立零件明細表時，

如果使用自動零件號球，重編號清單也會重編號零件號球。 

註解: 

已刪除零件的零件號球將不會自動刪除，但可透過手動方式將它們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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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1.零件號球 

許多公司在他們的組立件圖中包括零件明細表，以提供關於個別組立件零件的附加資訊。例如，

通常將零件號、材質以及所需的零件數量記載在零件明細表中。 

可以將零件號球新增到工程圖中，並且零件號球的編號可以與零件明細表中的零件項目相對應。 

零件號球也可顯示從來源檔案中提取的性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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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視圖中的自動零件號球 

如果選取「零件明細表」指令並設定「零件明細表」指令列上的「自動標號」選項，則可以根據

零件明細表自動對組立件的零件視圖進行零件號球標註。 

選取要進行零件號球標註的零件視圖時，系統將自動建立零件明細表以及引用該清單的零件號

球。 

此外，也可以在不放置零件明細表的情況下自動建立零件號球。 

調整自動零件號球的文字大小 

自動生成的零件號球的外觀是由「清單性質」對話框上「零件號球」頁中的選項指定的。例如，

可以透過在「文字大小」框中鍵入一個新值，在將零件號球新增到工程圖中之前 調整其文字大

小。 

零件號球的項目號 

用戶可以指定組立件的零件視圖中的零件號球顯示項目號，這些項目號引用零件明細表中的項目

號。 

 如果在建立零件明細表之前放置零件號球，則依照選取零件的順序依順序指定項目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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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建立零件明細表之後放置零件號球，則零件號球中的項目號將與使用中的零件明細表

相符合。 

註解: 

一張工程圖中可以有多個零件明細表。最近建立的零件明細表為活動中的零件明細表。 

可以將其他零件明細表指定為活動中零件明細表，方法是選取某個零件明細表後，在快選單中點

擊「設為活動的」。 

要指定項目號，請使用「零件號球」指令，並在「零件號球」指令列上設定以下選項： 

 「建立零件明細表連結」，它將根據活動中的零件明細表自動生成零件號球。 

 「顯示零件明細表中的項目號」，它將自動生成零件號球的項目號。如果清除「顯示零件明

細表中的項目號」選項，則可以分別將項目號新增到每個零件號球。 

 

 5.16.2.中心線、中心標記和螺釘圓孔 

中心線、中心標記和螺釘圓孔用於「工程圖」環境中，便於進行尺寸標註和註解過程。在「2D

模型」圖紙、工作圖紙或工程圖視圖中，它們與所新增的元素相關聯。如果修改工程圖視圖，將

對應地更新其位置和大小。引用這些註解的尺寸也是關聯的。 

新增中心線、中心標記和螺釘圓孔 

可以一次新增一個中心線、中心標記或螺釘圓孔註解，也可以自動將它們新增到工作圖紙上的所

有零件視圖。對於中心線和中心標記，可以用框選一組元素，以將它們新增到這些元素。 

新增這些註解的指令位於「首頁」標籤→「註解」群組上。 

「自動建立中心線」指令僅適用於零件視圖，它提供一些指令列功能，可自動新增和移除

中心線和中心標記 

「中心線」指令可新增個別中心線 

「中心標記」指令可將中心標記新增到一個或多個曲線元素，如圓、弧、橢圓或部分橢圓 

「螺釘圓孔」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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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中心線、中心標記和螺釘圓孔 

變更現有中心標記、中心線或螺釘圓孔的性質，從而修改其外觀。選取註解，然後點擊快選單中

的「性質」。 

可使用註解的快選單中的「刪除」指令來分別移除任何這些註解。 

設定「自動中心線」指令列上的「移除中心線和中心標記」按鈕，可將透過「自動建立中心線」

指令自動新增的中心線和中心標記作為群組移除。 

 

 

 5.16.3.幾何公差 

幾何公差是一種註解形式，採用這種形式，可以提供關於零件特徵的附加資訊。尺寸及其關聯公

差提供關於零件特徵的尺寸或位置的可接受變化量的資訊，而幾何公差在零件特徵之間建立關係。

例如，可以定義零件中孔的位置相對於零件上的其他特徵（即基準）的公差。 

Solid Edge 支援有關幾何尺寸標註與公差標註的 ASME Y14.5-1994 製圖標準。"之間" 和 "統

計公差" 符號在 TrueType 符號字型中受支援。 

在「工程圖」環境中，可以定義「幾何公差」指令所需的幾何公差。此指令允許在一個特徵上定

義相對於零件其他特徵的參考字母的必需公差（稱作基準）。可以使用「基準框」指令在零件上

標註基準。 

幾何公差 

幾何公差由兩個或更多個矩形方格組成，它們包含關於公差的資訊。第一個方格始終包含幾何特

性符號。後面的方格包含公差值和代表零件變化量的符號，如最大材質狀態。透過在對話框中輸

入文字並選取符號來建立幾何公差。 

在一個幾何公差中，最多可以引用三個基準。它們分別代表主基準、次基準和第三基準。 

幾何公差由以下幾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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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幾何特性符號 

(B) 公差 

(C) 基準引用 

(D) 公差區間符號 

(E) 公差值 

(F) 材質狀態符號 

有效的幾何公差必須包含這兩部分： 

 幾何特性符號 

 公差 

一些幾何特性還要求在幾何公差中引用基準。可以對公差和基準引用套用材質狀態。也可以對公

差套用直徑公差帶。 

 

 5.17.練習：取回和放置尺寸  

概述 

本練習將講述在工程圖上放置尺寸和註解的工作流程。現有的工程圖檔案用來標註尺寸和進行註

解。 

 

目標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到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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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模型中取回尺寸。 

 更新過時的工程圖視圖。 

 使用工程圖視圖追蹤器。 

 在工程圖上放置尺寸。 

 在工程圖上修改尺寸。 

 在工程圖上放置註解。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開啟工程圖檔案 

 開啟 取回和放置尺寸.dft。 

 

 取回尺寸 

使用前視圖以開始練習。從零件模型中取回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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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縮放區域」指令，然後在工程圖視圖上放大，如下圖所示。 

 

 在「尺寸」群組中選取「取回尺寸」指令 。 

 建立模型時，點擊顯示的工程圖視圖以取回放置的尺寸。 

 

 修改找到的尺寸 

刪除並取代尺寸。重新定位尺寸。 

 刪除 100 mm 直徑尺寸。稍後請在本練習中取代剖視圖上的該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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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定位 75 mm 尺寸。點擊尺寸值並將其拖曳到尺寸投影線內。拖曳尺寸線到所示位

置。 

 

 

 放置中心標記 

放置中心標記到零件中心以及各沉頭孔。 

 在「註解」群組中選取「中心標記」指令 。 

 在指令列上確認已選定「投影線」按鈕。 

 

 選取「用 2 點」選項。 

 

 

 對於第一個點，點擊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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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第二個點，點擊右上角沉頭孔的中心以放置中心標記。 

 對於其他三個沉頭孔，分別重複上面的兩個步驟。 

 要將第一個中心標記放置到內圓，請將尺寸類型變更為水平/垂直，並選取圓 (A)。 

 

 要在對角肋板間放置中心標記，請將方位變更為「用尺寸軸」。 

 

 點擊「尺寸軸」選項。 

 

 點擊 45°線。這樣就可以將中心標記平行或垂直放置到這條線上。 

 

 選取 圓 (A) 以放置 45°中心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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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夾角尺寸 

放置夾角尺寸到從右側水平中心線處測量的孔上。 

 在「尺寸」群組中選取「夾角」指令 。 

 將右側水平中心線和 45°中心標記線的夾角放置到右上角的沉頭孔上。 

 

 不要結束該指令。繼續使用同一原點。選取左上側沉頭孔的夾角中心標記線，然後放置字

串 90°尺寸。 

 

 放置線性尺寸並新增前置字元 

在翼板的餘隙之間放置尺寸。新增前置字元到尺寸。 

 選取「間距」指令 。 

 在指令列上點擊「前置字元」選項。在前置字元欄位輸入 8 X，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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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尺寸方位設定為水平/垂直，然後選取下圖所示的兩條垂直線以放置新尺寸。點擊以定

位尺寸。這就得到了八個肋板各自的厚度尺寸。 

 

 

 放置智慧尺寸並新增前置字元、後置字元和特殊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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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智慧尺寸到右下孔。設定尺寸的前置字元和後置字元，並新增特殊字元以包括在尺寸顯

示中。 

 選取「智慧尺寸」指令 。 

 點擊「尺寸前置字元」選項。 

 

 將前置字元設定為 4 X。 

 點擊「後置字元」欄位，並執行下列操作： 

 點擊特殊字元中的「沉頭孔」符號 ，然後按下鍵盤上的空白鍵。 

 點擊「直徑」符號 ，按下鍵盤上的空白鍵，然後輸入 14。 

 按下空白鍵。 

 點擊「深度」符號 ，按下空白鍵，然後輸入 5。這樣就可以為沉頭孔的直徑和深度設定後

置字元。 

 點擊「確定」以接受輸入。特殊字元的顯示帶有 % 符號，以作為後置字元欄位中字元的一部

分。但是該符號實際位於工程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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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右下方沉頭孔的通孔。在該孔之後放置的任何尺寸都將顯示同樣的前置字元和後置字

元，直至清除「尺寸前置字元」對話框中的前置字元欄位。 

 

 為剖視圖標註尺寸 

將另一個帶前置字元選項的間距尺寸放置到剖視圖上。 

 選取「間距」指令並點擊「尺寸前置字元」選項。點擊「清除」按鈕，然後將「前置字元」

設定為直徑符號。點擊「確定」。 

 

 適當大小視角，然後在剖視圖上放大。右鍵點擊以離開縮放區域指令。 

 選取兩條水平線（帶有白色區域和剖面線），然後將尺寸放置到視圖右側，如下圖所示。

儘管該尺寸為線性尺寸，直徑符號仍可用作前置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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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檔案。 

 編輯尺寸並新增公差 

編輯前一步驟中放置的尺寸並放置公差到尺寸上。 

 使用「選取」工具點擊剖視圖上的 90 mm 直徑尺寸。指令列變更為編輯定義模式以變更

選定的尺寸。 

 點擊「尺寸類型」，然後點擊「公差」選項以編輯上限和下限公差。 

 

 

 在「上限和下限公差」框內輸入 0.03。尺寸變更後會在公差上顯示正/負，因為上限和下限

公差值相同。如果上限和下限公差值不同，兩公差將依不同的項目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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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雙重單位尺寸顯示 

編輯尺寸並套用雙重單位尺寸樣式。 

 使用「選取」工具，然後右鍵點擊剖視圖上的 90 mm 直徑尺寸。點擊快選單上的「性質」

以顯示「尺寸性質」對話框。此處所作變更僅會變更選定尺寸的性質。要修改全部尺寸，

點擊「樣式」群組的「樣式」指令，然後進行變更。 

 點擊「輔助單位」標籤，然後設定顯示雙重單位並新增圓括號 ( ) 。點擊「確定」。90 mm 

尺寸會更新以顯示雙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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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大小工作圖紙 

 選取「適當大小」工作圖紙以符合視窗。 

 

 變更紙張大小 

請注意，現在工程圖的內容比較擁擠。變更工程圖邊界以增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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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鍵點擊「Sheet 1」標籤，然後在快選單中點擊「圖紙設定」。 

 

 點擊「背景」標籤並將背景圖紙變更為 A2-Sheet。點擊「確定」。 

 

 該視窗再次適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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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排列工作圖紙上的視圖。 

 

 關閉工程圖檔案 

 儲存並關閉檔案。 

 開啟用於建立工程圖視圖的零件檔 

開啟曾用於生成工程圖視圖的 取回和放置尺寸.par。變更 取回和放置尺寸.par。工程圖檔案

重新開啟後，對過時的工程圖視圖所作的變更即可看出。 

 開啟 取回和放置尺寸.par。 

 編輯圓形陣列特徵 

 注意扇形的 8 個翼板。選取翼板的圓形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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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規則排列 8X1 文字上點擊。 

 

 在規則排列計數編輯控制上輸入 6 然後按下 <Enter> 鍵。 

 

 儲存並關閉檔案。 

 開啟工程圖檔案 

開啟在本練習中先前建立的 取回和放置尺寸.dft 以觀察 取回和放置尺寸.par 編輯後該檔案

的行為如何。 

 開啟 取回和放置尺寸.dft。請注意，下列「工程圖視圖」對話框已出現。該對話框可提醒一

個或多個目前工程圖視圖已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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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提醒應使用「工程圖視圖追蹤器」指令以獲得有關工程圖視圖狀態的更多資訊。 

 

 點擊「確定」。請注意在工程圖視圖周圍的對話框。該對話框說明視圖已過時。 

 

 使用「工程圖視圖追蹤器」 

 在「工具」標籤上選取「工程圖視圖追蹤器」。「工程圖視圖追蹤器」可顯示已過時的工

程圖。點擊某一項目後，「更新說明」框會顯示有關該視圖的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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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圖視圖追蹤器」對話框中點擊「更新視圖」按鈕。也可以從「工程圖視圖追蹤器」

對話框中選取單個工程圖視圖，並選取快選單中的「更新視圖」以更新該視圖。 

 

 點擊「關閉」。請注意，「尺寸跟蹤器」可顯示並提醒由於對零件作出變更而分離的尺寸。

可以在「尺寸跟蹤器」上點擊單個尺寸以檢視。點擊「全部清除」，然後點擊「關閉」以

消除「尺寸跟蹤器」對話框。 

 

 現在請注意，工程圖視圖已更新，可反映扇形上翼板的數量的變更。此外請注意，表示過

時工程圖視圖的框將不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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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大小工作圖紙。 

 儲存檔案。這樣就完成了操作。然而，可以繼續放置其他視圖或尺寸來加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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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在工程圖上放置尺寸和註解。也學會了如何編輯零件，然後更新工程圖

視圖以反映變更。 

 

 5.18.練習：放置註解  

概述 

本練習將講述在工程圖上放置註解的工作流程。現有的工程圖檔案用來進行註解。 

目標 

在本練習中，將放置幾何公差和粗糙度符號。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開啟工程圖檔案 

 開啟 放置註解.dft。 

 放置基準框 

放置基準框到右側工程圖視圖。 

 在「註解」群組中選取「基準框」指令   。 

 在指令列上取消對「折線」和「指引線」選項的選取。在文字框中輸入 A，將「尺寸格式」

框設定為 ISO。 

 

 在剖視圖上選取右側的垂直邊，然後放置基準框，如下圖所示。如果要在基準框的字母 A 前

後顯示減號 (-A-)，則在「檢視」標籤上選取「樣式→樣式→修改」來調用「修改尺寸樣式」

對話框。然後點擊「註解」標籤並設定「基準文字上顯示虛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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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字框的指令列上將 A 變更為 B，然後點擊剖斷面視圖上的直徑尺寸並放置基準框，如

下圖所示。 

 

 重新定位尺寸 

 點擊「選取」工具，重新定位沉頭孔上的尺寸，如下所示。將尺寸重新定位為近似水平。 

 

 

 放置幾何公差 

 選取「幾何公差」指令 。 

 在指令列上清除對「折線」和「指引線」選項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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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令列上點擊「性質」按鈕以顯示「幾何公差性質」對話框。 

 

 點擊「位置」符號，然後點擊「分隔符號」符號。 

 

 點擊「直徑」符號，按下空白鍵，輸入 0.05，然後再次按下空白鍵。 

 

 點擊「材質條件：S」，然後點擊「分隔符號」符號。按下空白鍵，然後在內容欄位中輸

入 B。對話框應與下圖所示一致。 

 

 

 在「已儲存的設定：」欄位，輸入「Position B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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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儲存」以將設定儲存為 Position B 0.05。如果系統提示，請點擊「是」來覆蓋已存

在的檔案。 

 點擊「確定」。 

 在右下沉頭孔處選取直徑尺寸，然後放置幾何誤差，如下圖所示。 

 

 放置另一個幾何公差 

 點擊「幾何公差性質」 。 

 點擊「平行度」符號，為基準 A 建立一個 0.10 mm 的標註。確認如下圖所示新增分隔

符號。 

 

 

 點擊「確定」，設定「指引線」和「折線」選項。在剖視圖左側放置幾何公差，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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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檔案。 

 放置表面紋理符號 

 在「註解」群組中點擊「表面紋理符號」指令 。 

 在指令列上清除對「指引線」的選取。 

 點擊「性質」按鈕以顯示「表面紋理符號性質」對話框。 

 

 選取「符號類型：」用於表示加工粗糙度。 

 

 在顯示的值欄位中輸入 1.6，點擊「確定」。 

 

 放置表面粗糙度符號到剖斷面零件左側垂直外形線處。點擊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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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圖視圖中隱藏邊緣 

該切割剖面在剖視圖中生成了其他邊。隱藏這些邊。 

 

 在「檢視」標籤的「顯示」群組中選取「隱藏邊」指令 。 

 點擊顯示的兩條邊。 

 

 放置中心線到剖視圖 

 在「首頁」標籤的「註解」群組中選取「中心線」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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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令列上確認「尺寸格式」已設定為「ISO」，並且「位置」選項已設定為「用 2 點」。 

 

 

 在指令列上點擊「中心線性質」按鈕。 

 

 

 在「中心線和標記性質」對話框上點擊顯示的「線型」，然後點擊「確定」。 

 

 在孔的各端選取一個關鍵點，從而透過沉頭孔的中心放置中心線。使用聰繪以定位垂直線

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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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大小工作圖紙。 

 儲存檔案。 

 

 新增註解到工作圖紙 

可使用文字框新增註解到工作圖紙。然而，還可以使用字處理器來建立註解，然後直接將註

解複製貼到 Solid Edge。 

 選取「文字」指令 。 

 

 點擊以將文字框放置到文字區上方，如下圖所示。可能會使用「縮放區域」指令來檢視文

字。 

 

 現在文字框位於工作圖紙上，可以輸入文字。如下圖所示向文字框中輸入文字。輸入「註

解：」後，按下 <Enter> 鍵為第一條註解新開一列。此外請注意，結尾字元將換列。這

是因為，文字框的寬度不足以容納下該描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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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修改文字框寬度，請點擊「選取工具」指令，然後確認該文字框的文字框邊界。選取並

按住一個圖形控制點，然後向外拖曳以增加文字框寬度。還可以使用「選取工具」來確認

文字框，然後在指令列上變更其寬度。 

 

 要新增另一條註解，請使用「選取工具」來確認第一條註解的結尾，按下<Enter>鍵，然

後輸入下一條註解。 

 

 儲存並關閉檔案。這樣就完成了操作。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向工程圖放置幾何誤差並標註表面紋理符號。 

 

 

 5.18.1 練習：自動建立中心線、螺釘圓孔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在工作圖紙上自動建立中心線、螺釘圓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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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練習檔 尺寸標註.dft。 

 在「首頁」標籤的「註解」群組中選取「自動建立中心線」指令 。 

指令列確認要標註的中心線類型。 

 

點選視圖即可完成中心線建立。 

 在「首頁」標籤的「註解」群組中選取「螺釘圓孔」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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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列選擇「用中心點和半徑」。 

 

 點擊視圖圓心。 

 

繪製半徑選擇目標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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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完成「螺釘圓孔」。 

 

 

 5.19.練習：放置零件明細表  

概述 

本練習將展示在工作圖紙上放置組立件零件明細表的過程。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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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工程圖檔案 

 開啟練習檔 carrier.dft。 

 如果「工程圖視圖」對話框提示某一工程圖視圖已過時，請點擊「確定」。 

 點擊「更新視圖」指令，位於「工程圖視圖」群組。 

 

 

 設定自動標號的零件明細表選項 

開啟自動標號選項。 

 在「表格」群組中選取「零件明細表」指令 。 

 在「零件明細表」指令列上點擊「自動標號」按鈕以開啟「自動標號」特徵。 

 

 設定零件明細表的文字大小和字型性質 

 點擊工程圖視圖。 

 在「零件明細表」指令列上點擊「性質」按鈕。  

 點擊「一般」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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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位置」欄位的「X 原點：」以及「Y 原點：」欄位，輸入 10。這樣可以修正工作圖

紙左下角處零件明細表的偏移間距。 

 

 點擊「欄」標籤，在「性質」清單中選取「作者」，然後點擊「新增欄」按鈕以將該欄新增

到零件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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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欄：」清單的「數量」處點擊。 

 

 在「欄格式」下的「標題文字：」欄位中鍵入「Q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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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套用」。 

 

 繼續定義零件明細表的欄。使用「刪除欄」按鈕移除欄。使用「上移」和「下移」按鈕對

欄進行排列。如圖所示設定欄。。 

 

 

 放置零件明細表到工程圖 

現在該選項已設定，請將零件明細表放置到工作圖紙。 

 在指令列上點擊「完成」以放置零件明細表。 

 在工程圖的左下角處放大零件明細表。 

 

 請注意，「作者」欄位已新增到零件明細表的右端，並且「數量」的欄標題已標記為「Q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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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適當大小」。然後放大工程圖視圖。請注意，符號標註已經放置在零件上，符號標

註的編號與零件明細表中的編號對應。要重新定位符號標註，請點擊「選取工具」指令，

然後拖曳符號標註到新位置。 

 

 儲存並關閉檔案。這樣就完成了操作。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已學會如何使用符號標註來建立零件明細表。還學會了如何格式化零件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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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6 組立件建模  

 本書中所有練習所需的檔案由此下載 

   或是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https://goo.gl/JqgSHo 

 

 6.1.SOLID EDGE 組立件  

組立件是零件和次組立件在一個有意義的方向定位集合。零件可以處於其最終方位，或者可以自

由平移和旋轉。Solid Edge 組立件提供對零件進行相互佈置和定位所需的工具。本文中將描述

這些建構組立件的方法。 

目標 

本課程將簡介 Solid Edge 組立件介面，並說明透過最常用的零件關係來建立組立件的各種工作

流程。 

 

 6.2.將零件放入組立件中  

零件庫 

 

可以使用「零件庫」標籤將以下任一類型的實體放入 Solid Edge 組立件中。要放置由其他 CAD 

格式建構的零件，首先必須將它們轉換為 Solid Edge 零件檔。 

 在 Solid Edge「零件」環境中建構的零件 

 在 Solid Edge「鈑金」環境中建構的零件 

https://goo.gl/JqgSHo
https://goo.gl/Jqg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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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olid Edge「組立件」環境中建構的其他組立件 

放置第一個零件 

啟動零件放置過程，在「零件庫」標籤中選取所需要的零件，將它拖入組立件視窗。可透過雙擊

「零件庫」標籤中的零件開始零件的放置過程。 

放入組立件中的第一個零件代表組立件的基本元件，它用作建構組立件其餘零件的基礎。因為要

固定放置第一個零件，應選取具有已知位置的零件，如框架或基體。 

雖然 Solid Edge 使得在設計週期中容易編輯零件，但放置在組立件中的第一個零件應盡可能完

全建模。同樣的可以輕易地從組立件中刪除零件和變更組立關係，但放置的第一個零件應保持固

定關係且不應被刪除。 

要重新定位第一個零件，必須先刪除固定關係。然後可以在第一個零件和在組立件中放置的組立

件參考平面或後續零件間套用組立關係。 

 固定 

拖入空組立件中的第一個零件是自動固定的。如果固定關係被刪除，或者需要在以後套用於其他

零件，則可使用固定關係，固定關係會對組立件中的零件套用固定關係。 

固定一個零件將確保它在指定的位置和方向上保持固定（相對於組立件）。固定的零件可以作為

一個基準，其他零件可以根據它來進行定位。Solid Edge 會對放置到組立件中的第一個零件自

動套用「固定」關係。 

已使用相對於固定零件的組立關係定位的零件在與該固定零件配對時，將相對於該固定零件移

動。 

儘管組立件可以包含許多固定的零件，但是一組相關零件僅可與一個固定零件配對。根據幾何體

將一組相關零件定位到多個固定零件是可能的，但隨後的設計變更可能導致一個或更多關係失

效。 

如果放置零件時沒有設定「保持關係」選項，則可使用組立關係來確定零件的位置和方向，但由

於軟體不保持這些關係，將會套用「固定」關係。 

 

 6.2.1.組立關係：配對、平面對齊、軸對齊、插入 

將所選零件或次組立件定位至使用中組立件。使用組立關係的組合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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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清單 

表列對零件所套用的關係。透過從清單中選取一個關係，然後從「關係類型」清單中選取一個新

的關係，可以取代先前套用的關係。 

關係類型 

表列可以套用的組立關係類型。可以使用以下關係選項來定位零件： 

 

 

 

 

 

 

 

註解: 

「快速組立」選項根據選取的元素類型放置配對、面對齊、軸對齊和連接關係。有關使用快速組

立的更多資訊，請學完基礎組立件教學指導。 

選項 

顯示「選項」對話框，以便可以指定要使用的零件放置選項。 

事件性質 

存取零件的「事件性質」對話框。 

步驟 

指令列上提供的步驟取決於從「關係類型」清單中選取的關係： 

 配對步驟 

 平面對齊步驟 

 軸對齊步驟 

 

 6.2.1.1.配對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再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

時，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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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哪個元素。 

 

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放置零件元素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元素一起定位。 

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決定零件的方位。 

浮動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浮動。借助浮動偏移，可使用另一組立關係來定義偏移值。 

固定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固定。借助固定偏移，可在「偏移值」框中輸入數值。稍後，可以對此值

進行編輯。 

偏移值 

設定零件離組立件中的相鄰零件的偏移間距。在使用固定偏移時，此選項是可用的。可以輸

入正數或負數。 

翻轉 

透過將配對關係變更為平面對齊關係，從而將零件重新定位至某一面的反面。僅當編輯零件

的位置時，此選項才可用。 

 

 6.2.1.2.平面對齊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再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

時，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哪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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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放置零件元素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元素一起定位。 

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決定零件的方位。 

浮動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浮動。借助浮動偏移，可使用另一組立關係來定義偏移值。 

固定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固定。借助固定偏移，可在「偏移值」框中輸入數值。稍後，可以對此值

進行編輯。 

偏移值 

設定零件離組立件中的相鄰零件的偏移間距。在使用固定偏移時，此選項是可用的。可以輸

入正數或負數。對於軸對齊關係，此選項不可用。 

翻轉 

透過將平面對齊關係變更為配對關係，將零件重新定位至面的反面。僅當編輯零件的位置時，

此選項才可使用。 

 

 6.2.1.3.軸對齊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再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

時，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哪個元素。 

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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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放置零件元素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元素一起定位。 

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決定零件的方位。 

解除對旋轉的鎖定 

解除對零件旋轉方向的鎖定。當設定了此選項時，可使用另一個組立關係來定義零件的旋轉

方向。例如，可以套用夾角關係。 

鎖定旋轉 

在任意位置固定零件的旋轉方向。當零件的旋轉方向不太重要時（如，對於正被安裝在孔中

的螺栓），此選項是很有用的。 

 

 6.2.1.4.插入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在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時，

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哪個元素。 

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放置零件元素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元素一起定位。 

安置零件-第二個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的第二個安置零件元素。當使用「插入」選項時，此按鈕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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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零件-第二個元素 

指定要對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的第二個目標元素。當使用「插入」選項時，此按鈕顯示。 

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確定零件的方位。 

浮動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浮動。借助浮動偏移，可使用另一組立關係來定義偏移值。 

固定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固定。借助固定偏移，可在「偏移值」框中輸入值。稍後，可以對此值進行編

輯。 

偏移值 

設定零件離組立件中的相鄰零件的偏移間距。在使用固定偏移時，此選項是可用的。可以輸入正

數或負數。 

註解: 

「插入」選項套用具有固定偏移值的配對關係以及具有固定旋轉值的軸對齊關係。 

 

 6.2.2.組立件導航者 

「導航者」標籤可幫助處理構成組立件的零件。一般組立件視窗中檢視圖形不同，它提供了另外

一種方法來檢視組立件的構成及組裝安排。還可使用導航者來原位啟動某個零件或次組立件，以

便在檢視整個組立過程中對單個組立件進行編輯。在「組立件」環境中，還可使用導航者來檢視、

修改和刪除用來定位零件和次組立件的組立關係、對組立件中的零件進行重新排序，以及幫助診

斷組立件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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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立件」環境中，導航者分為兩個視窗。上視窗以資料夾樹狀結構表列使用中組立件的零件。

表列的零件可以包含：零件、次組立件、組立件參考面和組立件草圖。下視窗顯示對在上視窗中

選取的零件或次組立件套用的組立關係。 

 

 6.2.2.1.使用上視窗 

導航者的上視窗允許： 

 以收合或展開形式檢視元件。例如，展開次組立件後，可以檢視它的所有零件。 

 為後續任務高亮度顯示、選取和清除元件。 

 確定組立件中零件的目前狀態。 

 確定組立件是如何建構的。 

 重新排序組立件中的零件。 

 重新命名參考平面、草圖及座標系。 

將游標移到導航者上視窗中的一個零件上時，程式將使用「高亮度顯示」色彩在圖形視窗中顯示

該零件。當點擊一個零件時，程式將使用「選取」色彩顯示該元件。這允許將導航者中的零件項

目與圖形視窗中對應的零件關聯。 

由於在大型組立件中高亮度顯示和選取元件可能會影響效能，可使用「Solid Edge 選項」對話

框中「組立件」標籤上的選項提高處理大型組立件的效能。這些選項允許簡化高亮度顯示和選定

的零件在圖形視窗中的顯示，以及游標在導航者中的零件項目上劃過時，不在圖形視窗中高亮度

顯示零件。 

註解: 

將游標移過或點擊導航者中的頂層組立件時，它既不高亮度顯示也不顯示選取的色彩。在處理大

型組立件時，可提高其效能。 

 

 6.2.2.1.1.確定元件的狀態  

導航者中的符號反映了組立件中零件目前的狀態。下表說明導航者的上視窗中所使用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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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啟動的零件 

 停用的零件 

 隱藏的零件 

 未載入的零件 

 未被完全定位的零件 

 具有相衝突關係的零件 

 連結的零件 

 簡化的零件 

 遺失連結的零件 

 交替元件的零件 

 零件位置由組立件草圖中的 2D 關係驅動 

 顯示的組立件 

 可調的零件 

 可調的組立件 

 緊固件系統 

 陣列群組 

 陣列項目 

 參考平面 

 參考平面 

 草圖 

 零件和次組立件群組 



 

 

438 Chapter6 組立件建模 

438 

 馬達 

註解: 

導航者中的符號還可以代表組合的狀態。例如，符號可以顯示某個零件被隱藏且沒有完全

定位。 

 

 6.2.2.2.進行變更 

確定組立件是如何建構的 

導航者上視窗中的零件以它們在組立件中的放置順序列出。例如，從零件中刪除單個組立關係，

則其他零件的符號也可能變更為指示那些零件不再處於完全定位狀態。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其

他零件的定位依賴於從中移除關係的那個零件。在本範例中，重新套用那個關係會導致其他零件

也再次回到完全定位狀態。 

變更組立零件 

可使用導航者開啟或原位啟動零件或次組立件，從而可進行設計修改。例如，可在導航者中選取

一個零件，然後使用快選單上的「編輯」指令原位啟動此零件。於是可以在檢視其他組立零件時

新增、移除或修改零件上的特徵。還可以使用其他組立零件上的幾何體協助建構或修改零件上的

特徵。當使用「開啟」指令開啟組立零件時，無法檢視其他組立零件。 

原位啟動次組立件時，變更導航者的顯示可使其在組立件結構中更容易確定目前的位置。例如，

在頂層組立件 A1.asm 中，如果原位啟動到次組立件 S1.asm:1，次組立件 S1.asm:1 是使用

粗體對比背景色彩的顯示，用於次組立件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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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原位啟動零件進行編輯時，不需要先返回到組立件就可以原位啟動組立件中的零件或次組立

件。 

可選取導航者中的另一零件或次組立件並使用快選單上的「編輯」原位啟動要編輯的元件。完成

設計變更時，可使用「首頁」標籤上的「關閉並返回」指令返回到原始組立件。 

原位啟動零件或次組立件以進行編輯時，不可將組立件結構與導航者中所屬的零件或次組立件收

合。例如，在下圖中，零件 P2.par:1 已原位啟動，它在次組立件 S1.asm 中。如果點擊 S1.asm 

旁邊的減號 (-) 號來收合其結構，它將仍保持展開狀態。 

 

 

變更組立零件的顯示狀態 

可使用導航者的上視窗來控制組立零件的顯示狀態。例如，可以隱藏零件和次組立件以便更容易

在組立件中定位正在放置的新零件。選取了一個或多個零件時，可在導航者中使用組立零件鄰近

的核取框或快選單指令控制元件顯示。 

導航者中文字的色彩也指示是隱藏還是顯示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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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3.導航者中的組立關係  

使用下視窗 

在導航者的上視窗中選取了一個零件或次組立件時，可使用下視窗來檢視和修改所選取零件與組

立件中其他零件之間的組立關係。還會顯示零件名以及代表關係類型的符號。下表說明導航者的

下視窗中所使用的符號： 

 

 

圖例 

 固定關係 

 配對關係 

 平面對齊關係 

 軸對齊關係 

 連接關係 

 夾角關係 

 相切關係 

 齒輪關係 

 抑制關係 

 失敗關係 

  

當在下視窗中選取了關係時，可以： 

 檢視使用了哪些元素來套用關係。 

 編輯關係的固定偏移值。 

 變更關係的偏移類型。 

 刪除關係。 

 抑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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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組立關係 

當在下視窗中選取了關係時，用來套用該關係的元素便高亮度顯示在一般組立件視窗中。例如，

如果選取平面對齊關係，則用於套用該關係的平面或參考平面會在組立件視窗中高亮度顯示。這

能協助確定如何套用設計變更。 

修改組立關係 

在下視窗中選取關係時，可使用關係指令列來編輯固定偏移值或變更偏移類型。例如，可能想將

配對關係由固定偏移變更為浮動偏移。 

註解: 

如果將偏移類型由「固定」變更為「浮動」，則可能必須要進行其他關係編輯才能確保零件保持

完全定位狀態。 

刪除組立關係 

如果刪除組立關係，則上視窗中零件旁邊的符號變更指示該零件不再處於完全定位狀態。該零件

還放在「錯誤資訊助手」對話框清單中。請儘快對受影響的零件套用新的關係。如果刪除的關係

過多，而沒有套用新的關係，則對受影響的零件進行完全定位就會變得十分困難。如果發生這種

情況，可能必須要從組立件中刪除受影響的零件並再次放置它們。 

取代關係 

在組立件中放置零件之後，以取代它的任何關係。請在導航者或圖形視窗中選取零件，然後點擊

指令列上的「編輯定義」按鈕。然後，可從指令上的「關係列表」框中選取想要取代的關係。請

使用「關係類型」按鈕來指定想要套用的新關係。 

註解: 

也可在導航者的下視窗中刪除目前關係並使用「組立」指令列套用新關係。 

相衝突的關係 

如果變更了組立件中零件的設計，則一些組立關係可能不再適用。如果是這樣，導航者的上視窗

中的零件或次組立件旁邊的符號將變更為指示存在相衝突的關係，該零件將被放置到「錯誤資訊

助手」對話框清單中。 

選取衝突的零件或次組立件時，導航者的底部視窗中受影響關係的符號以紅色顯示。於是，可以

對關係方案進行評估以確定如何修復組立件。例如，可以刪除受影響的關係並套用新關係以將該

零件完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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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組立關係 

可以使用快選單中的「抑制」指令來對一個零件臨時抑制組立關係。透過抑制組立關係，可以使

用「移動零件」指令來對該零件與組立件中其他零件之間的互動作用進行評估。抑制組立關係時，

在導航者的上視窗中，零件的符號變更為指示該零件不再處於完全定位狀態。並且，下視窗中被

抑制的關係旁邊會增加一個符號，指示該關係被抑制。 

註解: 

可以使用快選單中的「取消抑止」指令來取消對關係的抑止。 

下視窗中的虛線 

在導航者的下視窗中，各組關係之間有時會顯示虛線。虛線上方的關係套用於位於導航者上視窗

中所選零件上方的零件。虛線下方的關係套用於位於導航者上視窗中所選零件下方的零件。可以

編輯虛線上方和虛線下方的關係。例如，選取 B.PAR 時，虛線上方的關係套用於 A.PAR，A.PAR 

位於導航者上視窗中 B.PAR 的上方。虛線下方的關係套用於 D.PAR，D.PAR 位於導航者頂部

視窗中 B.PAR 的下方。 

 

例如，透過以部分定位方式放置三根桿，可以降低這個四桿聯動裝置的建構難度。第一個零件，

A.PAR 是完全固定的。接下來的兩個零件 B.PAR 和 C.PAR 相對於 A.PAR 是部分固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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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零件 D.PAR 相對於零件 B.PAR 和 C.PAR 也是部分固定的。 

 

最後一個關係，即套用於 A.PAR 和 B.PAR 之間的夾角關係完全定位 B.PAR、C.PAR 和 

D.PAR。也請注意，在導航者的上視窗中選取 B.PAR 時，下視窗中將顯示五個關係。套用於 

B.PAR 和 D.PAR 之間的兩個關係顯示在該線的下方，因為 D.PAR 放置在組立件中 B.PAR 

的後面。 

 

 

 6.2.3.擷取組立關係 

擷取組立關係 

工具列上的「擷取組立關係」指令允許擷取用來定位使用中組立件的零件或次組立件的組立關係

和面。如果要再次放置零件或次組立件，只需要選取組立件中已有的新目標零件的面，即可定位

新零件或次組立件。減少了放置零件所需的步驟數。 

如果使用「插入」選項來定位零件，「擷取組立關係」指令會擷取配對和軸對齊關係，原因是「插

入」選項實際上放置了這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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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透過在「組立」指令列的「選項」對話框中設定「放置零件時自動擷取組立關係」選項來

擷取關係。 

註解: 

「擷取組立關係」指令不能擷取「夾角」關係。 

定義偏移值 

某些關係（例如配對和對齊關係）允許使用者定義零件之間的固定偏移或浮動偏移。要指定偏移

類型，請點擊指令列上的兩個偏移按鈕中的一個。指定固定偏移時，可為偏移間距輸入一個尺寸

值。例如，在為平面對齊關係定義固定偏移時，可編輯該值以使這些零件不再共平面。 

 

需要控制零件相對另一個零件的方位時，浮動偏移很有用，但使用浮動偏移時不能定義固定尺寸

值。例如，可以使用浮動偏移控制零件的旋轉方位。使用「解除旋轉鎖定」選項在圓柱軸和另一

個零件 (A) 上的圓柱面之間套用軸對齊關係時，可以結合使用面對齊關係和浮動偏移 (B) 來控

制軸的旋轉方位。 

 

如果嘗試為面對齊關係套用固定偏移，將會顯示一條訊息，說明固定選項與其他關係衝突。 

鎖定和解鎖軸對齊關係中的旋轉 

在套用軸對齊關係時，可使用指令列上的「鎖定旋轉」和「解除旋轉鎖定」按鈕來指定零件能否

繞旋轉軸自由旋轉。當零件的旋轉方向不太重要時（如在孔中放置螺栓），「鎖定旋轉」選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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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用的。在設定「鎖定旋轉」選項時，零件的旋轉方向鎖定在任意位置，但需要一個關係來完

全定位此零件。 

在設定「解除旋轉鎖定」選項時，可套用另一個關係來定義想要的旋轉方向。例如，可以套用夾

角關係。 

 

組立關係尺寸 

在用組立關係定位零件時，會在適當的時候建立和顯示驅動和被驅動尺寸。例如，在使用具有固

定偏移的配對關係定位零件時，就建立驅動尺寸。 

 

在使用具有浮動偏移（此偏移值由另一個關係控制）的配對關係定位零件時，就建立被驅動尺寸，

不能編輯該尺寸以重定位零件。支援零尺寸和負值尺寸。 

可以使用指令列上「選項」對話框中的「顯示所有尺寸」選項來控制是顯示還是隱藏尺寸。如果

設定此選項，當先選取零件，然後點擊指令列上的「編輯定義」按鈕時，將會顯示尺寸。然後，

可使用指令列選取一個尺寸並編輯它的值。清除此選項時，除了在導航者的底視窗中選取關係的

情況外，不顯示尺寸。在導航者的底部視窗中選取關係時，會顯示並選中該尺寸，因此，可以使

用指令列來編輯該尺寸的值。 

只在適合正使用的關係選項時建立尺寸。在使用配對、面對齊、連接、夾角、相切和平行關係時

建立尺寸。在使用軸對齊、固定或凸輪關係時，不建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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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練習：透過配對、平面對齊、軸對齊和插入來定位零件 

概述 

本練習將顯示使用配對、軸對齊、平面對齊和插入來定位零件的過程。零件將在減少步驟選項關

閉的情況下定位，以更好理解指令列中的工作流程選項。然後，相同零件將在減少步驟選項開啟

的情況下定位，以顯示該過程如何流暢化。 

註解: 

快速組立是在組立件中快速定位零件的首選方法，將在另一個練習中討論。本練習將強制手動定

位零件，，並瞭解如何變更一個關係以在以後需要編輯時重新定位零件。 

目標 

零件將使用配對、軸對齊、平面對齊和插入指令新增到組立件中。 

在本練習中，將： 

 

 學習如何使用配對、軸對齊、平面對齊和插入指令來定位零件，而不使用減少步驟。 

 學習指令例如何反映定位零件過程中的工作流程。 

 使用減少步驟，透過配對、軸對齊、平面對齊和插入來定位零件。 

練習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使用配對、平面對齊和軸對齊關係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的程序。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一：使用配對、平面對齊來放置零件 

本練習中，將在減少步驟功能關閉的情況下定位零件，以顯示零件定位過程中的完整步驟和

順序。第二個零件放置時，減少步驟的功能將開啟，以顯示更為高效率的零件定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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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新建一個組立件並定位第一個零件 

在本步驟中，將使用「ISO 公制組立件」範本來新建一個組立件。將在導航者上點擊零件庫

標籤，然後瀏覽含有組立件檔案的資料夾。 

 建立新組立件。組立件開啟後，點擊組立件標籤。 

點選 Solid Edge 應用按鈕 。 

選取「設定」→「選項」，點選 ，然後點擊「組立件標籤」。 

選取核取框，如右圖所示。  

 在導航者的「零件庫」中，將零件 01-base.par 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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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放置到組立件中的第一個零件會作為固定零件來放置。 

 

選取目標零件 01-base.par，如下圖所示。 

使用滑鼠左鍵將零件 01-base.par，拖曳 至工作區。 

 

 進行下一步。 

 套用配對關係 

在接下來的練習中，將會漸漸加入零件到此組立件中。 

 點擊指令列上的「選項」按鈕。 

 

 設定所示的選項，然後點擊「確定」。確認減少步驟選項設為關閉，並且「將快速組立用

作預設組立方法」設為關閉。 

 

 選取「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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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注意，該步驟目前為「放

置零件 - 元素」步驟，系統會提示在放置零件中選取一個元素。在本關係中選取一個面。 

 

 選取目標零件 01-p.par，如下圖所示。拖曳 至工作區。 

 

註解: 

注意，「目標零件 - 元素」步驟已處於使用中狀態，系統提示選取目標零件元素。該元素為

配對關係待套用的面。 

 

 

 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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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指令列顯示「目標零件」步驟處於使用中狀態，系統會提示選取該目標零件。該零件帶有套

用配對關係的面。如果在上一步驟中選取了錯誤的面，可點擊與上一步驟對應的按鈕來返回，

然後選取適宜的幾何體。 

 

 

 在 01-p.par r 上選取所示的面。 

 

 點擊「確定」按鈕或右鍵點擊。配對關係被套用。 

 進行下一步。 

 套用平面對齊關係 

該關係建立後，關係列表會遞增到下一關係。關係 2 將為平面對齊。 

 

 

 設定關係類型為「平面對齊」。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在本關係中將選取一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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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該零件帶有套用平面對齊

關係的面。 

 

 選取目標零件，如下圖所示。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選取作為套用平面對齊關

係的面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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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點擊「確定」按鈕或右鍵點擊。平面對齊關係被套用。 

 進行下一步。 

 

 套用平面對齊關係 

該關係建立後，關係列表會遞增到下一關係。關係 2 將為平面對齊。 

 

 設定關係類型為「平面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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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在本關係中將選取一個面。 

 

 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該零件帶有套用平面對齊

關係的面。 

 

 選取目標零件，如下圖所示。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選取作為套用平面對齊關

係的面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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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點擊「確定」按鈕或右鍵點擊。平面對齊關係被套用。 

 

繪製完成，關閉組立件檔案而不儲存。 

 

 練習二：使用軸對齊、配對來放置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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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目標零件 02-base.par，如下圖所示。 

 

使用滑鼠左鍵將零件 02-base.par，拖曳 至工作區。 

使用滑鼠左鍵將零件 02-pin.par，拖曳 至工作區。 

 進行下一步。 

 套用軸對齊關係 

 設定關係類型為「軸對齊」。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在本關係中將選取一個圓

柱面。 

 

 選取下圖顯示的圓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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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該零件帶有套用軸對齊關

係的柱形面。 

 

 

 選取目標零件，如下圖所示。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該元素為套用軸對齊關係

的圓柱面。 

 

 選取顯示的圓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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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確定」按鈕或右鍵點擊。軸對齊關係被套用，該零件已完全固定。 

 

 進行下一步。 

 套用配對關係 

該關係建立後，關係列表會遞增到下一關係。關係 2 將為配對 

 

 設定關係類型為「配對」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在本關係中將選取一個面。 

 

 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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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該零件帶有套用平面對齊

關係的面。 

 

 

 選取目標零件，如下圖所示。 

 

註解: 

指令列上的「尋找步驟」群組反映了工作流程中目前的放置步驟。選取作為套用平面對齊關

係的面的元素。 

 

 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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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確定」按鈕或右鍵點擊。 

 

 

關閉組立件檔案而不儲存。 

 透過減少步驟套用配對關係 

零件 02-base.par 的另一事件將被放置。操作步驟相同，除非要使用減少步驟。 

註解: 

在使用減少步驟選項的情況下，省略了選取目標零件的步驟。直接選取各零件的特徵來完成

組立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效率更高。但是，對於一個充滿大量零件的組立件來說，建議如

前面步驟所示，手動選取目標零件來提供更多控制。 

 

 練習三：使用插入指令放置零件 

插入將用於在孔中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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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插入要求配對和軸對齊。一旦建立了這些關係，軸對齊的旋轉就會被鎖定，零件完全固定。 

選取目標零件 02-base.par，如下圖所示。 

 

使用滑鼠左鍵將零件 02-base.par，拖曳 至工作區。 

 進行下一步。 

使用滑鼠左鍵將零件 02-pin.par，拖曳 至工作區。 

 選取「插入」指令。 

 

註解: 

首先將建立配對關係，然後是軸對齊。根據要選取面的數量，「快速拾取」將用於協助選取

過程。(可換順序) 

 在配對關係中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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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對關係選取目標，如下圖所示。 

 

 

 

 為配對關係選取目標面，如下圖所示。 

 

 

 在軸對齊關係中選取下圖所示的圓柱面。 

 



 

 

462 Chapter6 組立件建模 

462 

 

 在軸對齊的目標面上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放置點擊「確定」即可固定。點擊「選取」工具以離開。 

 

關閉組立件檔案而不儲存。 

 練習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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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練習中，已掌握了在組立件中用於定位零件而建立關係的工作流程。也懂得了透過使用

減少步驟選項可簡化零件定位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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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快速組立   

在將零件或次組立件置於組立件中時，必須透過套用組立關係，確定如何根據組立件中的其他零

件來定位該零件。可用關係包含固定、配對、面對齊、軸對齊、平行、連接、夾角、凸輪、齒輪

和相切。 

除了上面列出的傳統組立關係外，還可以使用「快速組立」，在使用配對、面對齊或軸對齊關係

定位零件時，「快速組立」所需的步驟更少。 

關係選項和「快速組立」位於「組立」指令列上的「關係類型」清單中。 

 

 6.3.1.快速組立概述 

快速組立 

如前所述，在使用配對、面對齊和軸對齊關係定位零件時，與傳統工作流程相比，使用「快速組

立」選項所需步驟較少。由於許多零件是透過這些關係定位的，因此，「快速組立」適用於大多

數情況。 

使用「快速組立」定位零件時，首先在放置零件上選取一個面或邊。然後根據需要在目標零件上

選取一個面或邊，Solid Edge 中內置的推理邏輯將根據目標零件元素來確定最可能的關係。 

例如，如果在放置零件和目標零件上選取了平面，該軟體就假定要建立配對或面對齊關係。選取

目標零件元素後，程式將使用最貼近的解決辦法在組立件中定位放置零件。 

 如果選取的兩個面更適合配對解決辦法，則套用配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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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選取的兩個面更適合面對齊解決辦法，則套用面對齊關係。 

 

使用指令列上的「翻轉」按鈕可以選取備選解決辦法。也可以使用 <TAB> 鍵選取替代解決辦

法。 

使用「快速組立」定位零件時，該零件會半透明顯示，以便與同組立件中的其他零件區分開來。 

 

如果可能，套用關係時「快速組立」移動第一個所選零件，而第二個零件保持固定。如果所選的

第一個零件完全受約束，則第二個零件將移動。 

還可以使用「快速組立」來定義在組立件中完全定位零件所需的其他關係，或選取另一種關係類

型。 

註解: 

使用「快速組立」或「減少步驟」模式放置次組立件時，次組立件中的零件必須先處於使用中狀

態。如果次組立件尚未處於使用中狀態，可以使用「組立」指令列上的「啟動零件」按鈕來啟動

次組立件中的放置零件（包含要選取的面）。 

在使用配對、軸對齊和面對齊關係定位零件時，除了有關面的作業之外，「快速組立」還對邊的

處理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在放置緊固件（如將螺絲放入到孔中）時，此選項尤其有用。例如，使用軸對齊關係定位零件時，

存在不能使用圓邊定位零件的情況。透過「快速組立」，可使用放置零件和目標零件上的圓邊，

透過兩個步驟來完全定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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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快速組立選項 

快速組立選項 

透過指令列上的「選項」對話框，可以設定要使用的「快速組立」選項。例如，可以指定在放置

零件時「快速組立」能夠辨識的元素類型。這樣，就可以針對目前要放置的零件自訂「快速組立」

的操作行為。 

透過「快速組立」來移動和旋轉零件 

使用「快速組立」時，還可以根據需要移動或旋轉放置零件，以便於操作。要移動零件，請將游

標定位在零件上，然後拖曳游標。 

要旋轉零件，請在拖曳游標時按住 <CTRL> 鍵。如果已經將所有關係套用到放置零件上，則移

動或旋轉僅限於可用的自由度。 

傳統零件定位工作流程 

傳統工作流程引導完成使用組立關係定位零件所需的每一步驟。新使用者可以透過該流程全面瞭

解零件定位過程。指令列（每種關係都對應唯一的指令列）會引導完成整個定位過程。 

另外，如果使用「快速組立」無法辨識的關係（例如夾角、凸輪、平行和相切關係）來定位零件，

則應使用傳統工作流程。 

 

減少步驟 

「減少步驟」選項消除了傳統工作流程中選取和接受零件的步驟。可使用「組立」指令列上的「選

項」對話框來設定此選項。設定此「減少步驟」選項後，透過選取零件的某個面即可指定放置零

件和目標零件。對於典型的配對關係，這可將步驟從 5 步減少到 3 步。使用此選項會有一些

折衷。由於組立件中的零件選取不再作為單獨的步驟來進行，因此每個使用中零件上的面或柱面

都可選取。 

在大型組立件或帶有無數重疊零件的組立件中，相對一個零件精確定位另一個零件是非常耗費時

間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使用「快速選取」來篩檢選取過程。 

 

註解: 

如果設定了此選項，必須先指定偏移類型和偏移值才能選取目標面。如果要使用目標零件上的參

考平面來定位放置零件，首先必須顯示參考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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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練習：使用快速組立在組立件中放置零件 

概述 

在本練習中，快速組立將用於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目標 

本練習中的目標是能夠使用適當的關係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練習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使用快速組立來建立「配對」、「平面對齊」和「軸對齊」關係，從而在

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請參考下段開始練習。 

 練習：使用「快速組立」在組立件中放置零件 

將使用「快速組立」來定位零件和次組立件，從而完成閥門組立件。 

 

 練習開始。 

 在組立件中放置第一個零件。  

新建組立件並放置第一個零件。 

 新建一個組立件檔。 

 在組立件的導航者上點擊「零件庫」標籤，將 A.par 拖曳到組立件視窗。在新建組立件

檔中放置的第一個零件為固定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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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使用「快速組立」以定位閥門零件和次組立件 

使用「快速組立」以定位閥門零件。放置附加零件前，設定「快速組立」參數。參數設定完

畢後，零件將被定位。 

 在「零件庫」中拖曳零件 B.par 到組立件視窗。 

 點擊指令列上的「選項」按鈕。 

 

 設定所示的選項，然後點擊「確定」。 

 

 設定關係類型為「快速組立」。 

 

 在指令列上點擊「啟動零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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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使用減少步驟定位次組立件時，組成次組立件的零件會進入非使用中狀態。包含用於定位次

組立件的集合體的零件需要啟動。 

 

 選取 B.par 以啟動。右鍵點擊以離開「啟動」指令並繼續。 

 選取零件的底面。使用「快速選取」來精確選取。 

 

 

 選取 A.par 零件上的頂面。 

 

 

 

 選取零件的目標面，如下圖所示。配對關係被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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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選取 B.par 零件上第一個孔特徵。 

 

 進行下一步。 

 

 選取 A.par 零件上第一個孔特徵。 

 

 選取 A.par 零件上第一個孔特徵後，B.par 零件自動定位於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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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選取 B.par 零件上對角最後一個孔特徵。及選取 A.par 零件上對角最後一個孔特徵，採相

同的動作。 

 

註解:  

使用「快速組立」來符合圓邊的效果與使用「插入」指令相同。「配對」關係和旋轉被鎖定

的「軸對齊」關係已經建立。 

 進行下一步。 

 

 放置剩餘零件 

 選取 C.par 零件使用滑鼠左鍵將零件，拖曳 至工作區。 

 

 



 

 

472 Chapter6 組立件建模 

472 

 使用「快速選取」來選取下圖所示 C.par 零件的軸面。 

 

 選取 B.par 零件的目標軸。 

 

 如下圖所示軸對齊關係被套用。 

 

 進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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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 C.par 零件的目標面及 B.par 零件的目標面。進行面配對指令。 

 

 

 如下圖所示面配對關係被套用。 

 

 最後將透過 C.par 零件選取目標面及 B.par 零件的目標面建立配對。 

 

 如下圖所示面配對關係被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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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於固定零件的最後一個關係後，該零件已被完全定位。  

註解: 

「快速組立」將根據被放置的兩個面最近的方位，向平面指派一個配對或平面對齊。這樣，

如果指派了配對，而非平面對齊，請使用翻轉按鈕將關係類型變更為平面對齊。  

 

練習總結 

在本練習中，學會如何透過零件庫來放置零件和次組立件，並將其在組立件中定位。「快速組立」

包含配對、平面對齊和軸對齊關係。使用「快速組立」並選取圓邊時，緊固件可快速定位，因為

緊固件的旋轉被鎖定，零件被完全約束。 

 

 6.4.連線關係  

套用連線關係 

如果無法根據配對和對齊關係來正確定位組立件中的兩個零件，可使用連線關係來定位它們。連

線關係使用一個零件的關鍵點、線條或面定位另一個零件的關鍵點。例如，可根據一個零件的球

面套用連線關係來定位另一個零件的球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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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旋鈕上的球中心現已被連接到面上球形凹坑的中心。旋鈕具有繞該點旋轉的自由度。可採

用「使用浮動偏移配對」等其他關係來精確定位旋鈕。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來套用連線關係： 

 點到點：在下圖中，在零件的斜接角之間套用了配對關係。連線關係，它將一個零件上的點

連接至另一個零件上的相應點，從而正確地連接兩個角。背面之間的浮動對齊關係可完全定

位零件。 

 

 點到直線：在以下範例中，兩個零件之間的面套用了配對關係。因為每個零件的邊都是斜面

型的，所以沒有任何零件面能用來套用平面對齊關係。可以在頂部零件的關鍵點和底部零件

的線性邊之間套用三個連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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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到平面：在以下範例中，右下方的針定位至剛好碰到參照面表面的深度。 

 

 錐到錐：在以下範例中，緊固件的錐面與底板沉頭孔的錐面相連。當在兩個錐面之間新增連

線關係時，關鍵點表示單個錐面連接處的交點。還可以對兩個錐面之間的連線關係套用偏移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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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連線關係選項 

連線關係的可辨識元素 

關鍵點 

 直線、圓弧和橢圓環的端點 

 直線中點（邊中心線） 

 弧中心點 

 圓心點 

 橢圓環元素中心點 

 球面中心點 

 錐面中心點 

直線 

 直線邊（包括切線邊） 

 參考軸 

曲面 

 平面零件曲面 

 參考平面 

連線關係組合 

 將第一個零件上的點與第二個零件上的點相連 

註解: 

還可以使用軸對齊或連線關係，根據組立件草圖上的關鍵點或直線來定位零件。 

 

 6.4.2 更多組立關係 

將所選零件或次組立件定位至使用中組立件中。使用組立關係的組合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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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清單 

表列對零件所套用的關係。透過從清單中選取一個關係，然後從「關係類型」清單中選取一個新

的關係，可以取代先前套用的關係。 

關係類型 

表列可以套用的組立關係類型。可以使用以下關係選項來定位零件： 

 

 

 「連線」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在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時，

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哪個元素。 

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放置零件元素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元素一起定位。 

「指令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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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確定零件的方位。 

浮動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浮動。借助浮動偏移，可使用另一組立關係來定義偏移值。 

固定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固定。借助固定偏移，可在「偏移值」框中輸入值。稍後，可以對此值進行編

輯。 

偏移值 

設定零件離組立件中的相鄰零件的偏移間距。在使用固定偏移時，此選項是可用的。可使用連線

關係來指定正偏移值或負偏移值。 

 

 「角度」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在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時，

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測量終止元素 

指定對其進行測量的元素。可以選取被定位或編輯的零件上的線狀或平面元素。 

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測量起始元素 

指定自其進行測量的元素。可以選取在「第二個零件」步驟中所選取的零件上的線狀或平面元素。 

測量平面 

指定將從其測量夾角關係的平面。 

如果先前已經定義了軸對齊關係，則將略過此步驟，原因是已經給出了足夠的資訊來定義測量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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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測量起始元素」和「測量終止元素」步驟中選取了平面，則將略過此步驟，原因是已經

給出了足夠的資訊來定義測量軸。 

在所有其他實例中，必須透過選取平面來定義測量平面。 

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確定零件的方位。 

夾角格式 

指定「夾角值」的備用顯示。例如，如果「夾角值」是 270 度，則可以選取備用的「夾角格式」

（如 90 度），而無須旋轉零件。「組立件」視窗中的夾角圖形也將進行更新。 

夾角值 

根據組立件中的相鄰零件來設定零件的旋轉夾角。可以輸入一個值，也可以從清單中選取一個

值。  

 

 「相切」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在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時，

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哪個元素。 

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放置零件元素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元素一起定位。 

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確定零件的方位。 

浮動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浮動。借助浮動偏移，可使用另一組立關係來定義偏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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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偏移 

將偏移類型設定為固定。借助固定偏移，可在「偏移值」框中輸入值。稍後，可以對此值進行編

輯。 

偏移值 

設定零件離組立件中的相鄰零件的偏移間距。在使用固定偏移時，此選項是可用的。可以輸入正

數或負數。 

翻轉 

將零件重新定位至某一面的反面。僅當編輯零件的位置時，此選項才可用。 

 

 「凸輪」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在組立件中放置哪個零件。在為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新增關係，或放置次組立件時，

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對正放置到組立件中的零件使用哪個元素。 

 

目標零件 

指定放置零件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一起定位。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放置零件元素要與組立件中的哪個零件元素一起定位。 

接受定位 

在組立件中使用定義的位置確定零件的方位。 

選取選項 

指定要單獨選取面的相切集還是面的鏈。 

鏈 - 此選項自動連結面的相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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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此選項允許單獨選取面的相切集。 

取消選取 (x) 

取消選取。此選項在「安置零件元素」和「目標零件元素」步驟時是啟動的。 

接受（選取標記） 

接受選取。此選項在「安置零件元素」和「目標零件元素」步驟時是啟動的。 

翻轉 

將零件重新定位至某一面的反面。此選項在編輯凸輪關係時可用。 

 

 「中心平面」指令列  

放置零件 

將已存在的組立件開啟，指定一個要置中的零件或次組立件拖曳至工作區中時，此按鈕是使用中

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的。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使用放置零件中的哪一元素來定義關係。 

目標零件 

指定定義關係所要使用的第二個零件。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要使用目標零件中的哪一元素來定義關係。 

接受定位 

使用定義的輸入來套用組立關係。 

 

註解: 

關係會將所選關鍵點、平的面、平面、邊、圓柱軸、邊或平面/面對作為在兩個平的面、參

照平面或兩個關鍵點之間定義的對稱平面的中心。 

指令還可將不平行的面和平面之間的物件作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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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徑」指令列  

放置零件 

指定要對其套用關係的第一個零件。將關係新增到組立件中已經存在的零件時，或將次組立件放

置到此組立件時，此按鈕是使用中的。在將新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時，此按鈕是非使用中的。 

 

放置零件元素 

指定要使用放置零件中的哪一元素來定義關係。 

目標零件 

指定定義關係所要使用的第二個零件。可以選取組立件中的任意零件。 

目標零件元素 

指定要使用目標零件中的哪一元素來定義關係。 

接受定位 

使用定義的輸入來套用組立關係。 

放置零件選項 

指定從動輪的放置零件類型：邊 、邊鏈、從動。 

目標零件選項 

指定從動輪的目標零件類型：邊 、邊鏈。 

 

註解: 

1. 路徑關係可用於定義元件的運動範圍，並且可用作建立其他關係時，所使用的範圍偏

置取代。與使用範圍偏置相比，使用路徑關係可提供更有效的處理方法。 

2. 邊鏈可以從零件幾何體或組立件草圖中包括的草圖元素定義。  

3. 如果輸入鏈不是切線連續，則為處理定義路徑時小圓角將被新增到非相切拐角。  

4. 鏈可以不是 2D 平面的。可以是 3D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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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練習：透過連線、夾角、相切、凸輪、置中、路徑定位組立件關係 

概述 

本練習將透過連線、夾角、相切、凸輪、置中、路徑建立鍵立組立關係的過程。零件放置時將在

不建立新視窗中的情況下定位，以更好理解指令列中的工作流程選項。然後，相同零件將在減少

步驟選項開啟的情況下定位，以顯示該過程如何流暢化。 

 

目標 

零件將使用連線、夾角、相切、凸輪、置中和路徑指令新增到組立件中。 

在本練習中，將學習到下列項目： 

 學習如何使用連線、夾角、相切、凸輪、置中和路徑指令來定位零件。 

 學習指令例如何反應定位零件過程中的工作流程。 

 使用減少步驟，透過配對、軸對齊、平面對齊和插入來定位零件。 

環境設定 

1. 點選 Solid Edge 應用按鈕 。 

2. 選取「設定」→「選項」，點選 ，然後點擊「組立件標籤」。 

3. 選取核取框，如右圖所示。  

4. 使用組立關係時 ，點擊組立選項  選取核取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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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一：使用「連線」關係定位組立件零件 

 

概述 

本練習將介紹，如何透過連線關係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目標 

練習使用「連線」關係定位零件。 

 

 新建一個組立件並定位第一個零件 

在本步驟中，將使用「ISO 公制組立件」範本來新建一個組立件。將在導航者上點擊零件庫標

籤，然後瀏覽含有組立件檔案的資料夾。 

 在導航者的「零件庫」中，將零件 03-base-2.par 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定位該零件時，用組立關係式中軸對齊、配對、連線定義零件定位的關係。 

 

 以軸對齊定位 

請參考軸對齊方式，將零件 03-base-2.par 及 03-pin-2.par 套用軸對齊組立關係。以定位錐型零

件，至方形固定件同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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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面配對建立關係 

請參考 6.2.4 練習題軸對齊方式，將零件 03-base-2.par 及 03-pin-2.par 套用配對組立關係。在

偏置類型中選擇「浮動」 選項。使用配對關係以定位錐體頂面，至方形固定件建頂面之位置。 

 

 使用連線關係定位零件 

使用「連線」關係以固定錐體連接錐面到方型固定鍵。可計算出零件之間可固定的位置及可插入

的深度。 

註解: 

連線關係可識別關鍵的關聯特徵以定位零件。與軸對齊選項一樣，線性邊也可連接。線性元

素的各端點和中點，以及圓弧和圓心，都可進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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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關係類型為「連線」。 

 

 如下圖所示，選取錐體的錐面。 

 

 

 

 選取下圖所示的方形固定件上的錐孔底點作為第一種關係的目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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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即可將錐體完全固定於方形固定件錐孔之中。 

 

 點擊組立件視窗中顯示的零件名。在組立關係式中點選配對關係可顯示零件定位的關係尺

寸。如下圖，本練習題求得尺寸為 37.34mm。 

 

 

 練習二：使用「角度」關係定位組立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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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這項練習的目標是使用角度關係定位零件。本練習介紹了幾種有效的選項，透過夾角關係在組

立件中定位零件。 

練習 

在這項練習中，將使用角度關係定位零件，然後修改夾角值並觀察位置的變化。 

 

目標 

帶有未約束零件的組立件將被開啟。「角度」關係將用於定位零件。 

 開啟組立件 

開啟含有待定位零件的組立件，然後設定所需參數。 

 開啟 Hinge.asm，啟動全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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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選取導航者中 H_P1.par 零件 

 

 使用夾角關係以固定轉軸夾角。 

使用「角度」關係定位後，可以修改夾角值以重新定位零件夾角。 

 選取「角度」關係。 

 

 選取下圖所示的 H_P1.par 零件正面，作為要測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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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下圖所示的對應 H_P2.par 零件背面，作為測量起始面。 

 

 

 最後選擇量測平面。 

 點擊「選取」工具以退出「編輯定義」。夾角測量已建立完成。 

 編輯角度 

透過角度編輯，將可改變零件角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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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導航者中選取 H_P2.par 零件，然後在下視窗中選取「夾角」關係。 

 

註解: 

變數名和夾角值可能與圖示不同。 

 

 點擊下方夾角參數，移動游標至前方選項，可「固定」為基本平面或給定「範圍」質。 

 

註解: 

透過角度參數，可控制零件角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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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角度格式」指令，然後移動游標到八個選項的上方。注意在各個選項中夾角測量方

法之間的區別。 

 

 

 拖動零件 

透過夾角編輯夾角範圍後，使用拖動零件指令，將可托動零件角度位置。 

 選取帶狀工具列指令列→修改→【拖動零件】 

 

 點擊【拖動零件】，隨即出現指令對話框，在此例題中只單純託動零件，使用內建選項即

可確定，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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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拖動零件的帶狀工具列中，選擇【不分析】即【自由移動】 角度在參數限制範圍內

移動零件。 

 

 選取導航者中 H_P2.par 零件，壓著滑鼠左鍵不放，會產生一個手掌 ，手掌接觸零件

即可拖曳所選擇的零件 H_P2.par 可在限制的參數範圍內移動零件夾角。 

  

  

 即可轉動零件完成例題。關閉組立件檔案而不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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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三：使用「相切」關係組立件零件 

 

概述 

本練習的目標是使用相切關係定位零件。 

練習 

在這項練習中，將使用相切、平面對其關係定位零件。 

目標 

本練習目標使能夠在適當的環境中使用相切關係定位零件。 

 

 新建一個組立件並定位第一個零件 

在本步驟中，將使用「ISO 組立件」範本來新建一個組立件。將在導航者上點擊零件庫標籤，

然後瀏覽含有組立件檔案的資料夾。 

 在導航者的「零件庫」中，將零件 04-base.par 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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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在導航者的「零件庫」中，將零件 04-pin.par 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進行下一步。 

 建立相切關係 

 

 選取「相切」關係。 

 

 選取下圖所示的 04-pin.par r 零件弧面，作為要相切的基準面。 

 

 進行下一步。 

選取下圖所示的 04-base.par 零件左切面，作為要相切第一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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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在選取一次下圖所示的 04-pin.par r 零件弧面，作為要相切的基準面。 

 

 進行下一步。 

選取下圖所示的 04-base.par 零件右切面，作為要相切第二的面。 

 

 這樣即可將圓柱體完全相切於兩斜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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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平面對齊定位 

請參考 6.2.4練習題平面對齊方式，將零件 04-base.par 及 04-base.par 套用平面對齊組立關係。

以定零件，使兩零件固定於同平面位置。 

 

 

 即可轉動零件完成例題。關閉組立件檔案而不儲存。 

 練習四：使用「凸輪」關係定位組立零件 

 

 

概述 

透過凸輪關係在組立件中配合其他零件定位，透過使用凸輪關係定位零件與零件之間的相互關係

了解此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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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在這項練習中，將使用軸對齊、配對、凸輪關係定位零件，使用拖動元件觀察零件之間的位置變

化。 

目標 

在組立件中放入凸輪，複習軸對齊、配對關係指令，運用凸輪關係使零件可做物理運動。 

 開啟組立件 

 開啟 凸輪組裝.asm，啟動全部組立件。 

 

 進行下一步。 

 在導航者的「零件庫」中，將零件 05-base.par 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進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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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軸對齊定位軸心 

請參考 6.2.4 練習題軸對齊方式，將零件 05-base.par 及 Frame.par 套用軸對齊組立關係，使兩

零件固定於同軸心。 

 

 在以面配對定位 

請參考 2.4 練習題面配對方式，將零件 05-base.par 及 Frame.par 套用面配對組立關係，使兩

零件兩面相互配對 。 

 

 建立凸輪關係 

 



 

 

501 

501 Chapter6 組立件建模 

 選取「凸輪」關係。選擇【面鏈】 

 

 選取下圖所示零件 05-base.par 零件面鏈，以定義凸輪路徑 → 確定 。 

 

 進行下一步。 

選取下圖所示的 05-pin-2.par 零件下方圓弧面，作為要凸輪的相切面。 

 

 即可轉動零件完成組立。 

 拖動零件 

透過凸輪編輯夾角範圍後，使用拖動零件指令，將可托動凸輪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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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帶狀工具列指令列→修改→【拖動零件】 

 

 即可轉動零件完成例題。關閉組立件檔案而不儲存。 

 

 練習五：使用「置中」關係定位組立件零件  

 

概述 

以置中關係在組立件中配合其他零件定位，透過使用置中關係定位零件與零件之間的間距。 

練習 

在這項練習中，將使用軸對齊、置中關係定位零件，使用拖動元件觀察零件之間的位置變化。 

目標 

在組立件中放入新零件，運用置中關係使零件可做物理運動。 

 開啟組立件 

開啟含有待定位零件的組立件，然後設定所需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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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 3-Center-example.asm，啟動全部零件。 

 

 進行下一步。 

選取在導航者的「零件庫」，將 Lock.par 零件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建立中心平面關係 

 

 選取「中心平面」關係。選擇【雙面】 

 

 選取下圖所示零件 Lock.par 零件的兩側面。 

 

 進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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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下圖所示左側零件，的右側面。 

 

 進行下一步。 

 選取下圖所示右側零件，的左側面。 

 

 即可建立中心平面關係，透過視角轉換，可以從正視圖中清楚的看見，零件 Lock.par 在

組立件中兩個 Lock 中間位置。 

 

 在以軸對齊定位軸心 

請參考 2.4 練習題軸對齊方式，將零件 Lock.par 套用於 3-Center-example.asm 軸心，建立軸對

齊關係，使兩零件固定於同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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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動零件 

透過置中限制間距範圍後，使用拖動零件指令，將可托動零件時可使設定置中的零件永遠保

持置中狀態關係。 

 選取帶狀工具列指令列→修改→【拖動零件】 

 

 

 練習六：使用「路徑」關係定位組立件零件  

 

概述 

這項練習的目標是使用路徑關係定位零件。本練習透過路徑關係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練習 

在這項練習中，將使用路徑定位零件。 

目標 

本練習目標使能夠在適當的環境中使用路徑關係定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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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一個組立件並定位第一個零件 

在本步驟中，將使用「ISO 組立件」範本來新建一個組立件。將在導航者上點擊零件庫標籤，

然後瀏覽含有組立件檔案的資料夾。 

 在導航者的「零件庫」中，將零件 Slot in plate.par 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進行下一步。 

 

選取在導航者的「零件庫」，將 s_pin.par 零件拖曳到組立件視窗。 

 

 建立路徑關係 

 

 選取「路徑」關係。選擇 s_pin.par 零件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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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下一步。 

 選取下圖所示零件的凹槽路徑。 

 

 進行下一步。 

 卻認選擇選擇後即可點選【確定】完成，路徑指令，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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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面配對定位 

請參考練習題面配對方式，將零件 05-base.par 及 Frame.par 套用面配對組立關係，使兩零件

兩面相互配對 。 

 

 拖動零件 

透過置中限制間距範圍後，使用拖動零件指令，將可托動零件觀察零件的運動範圍。 

 選取帶狀工具列指令列→修改→【拖動零件】 

 

 練習總結   

 

透過本書的練習過程，已經學會如何建立件關係，需加以練習熟悉指令用法及可在最適當的

時機靈活運用指令，恭喜完成本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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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組立件」指令  

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可使用此指令在組立件中定位單個零件，或者使用此指令彼此相對定位幾

個零件，而不完全依排好的順序約束每個零件。 

這種類型的工作流程可使一組互相關聯的零件的定位任務（如建構機構）更加簡單。 

將一組零件拖放到組立件中後，可使用「組立件」指令來套用其中一個零件與一個或多個目標零

件間的關係。要定位其他零件，請點擊滑鼠右鍵。 

 

要使用「組立件」指令定位一系列零件，首先使用「零件庫」標籤將這群零組件拖放到組立件中。 

如果是新組立件，則軟體自動將第一個零件固定。將第二個零件拖放到組立件中時，會顯示「組

立件」指令，但是可以繼續將零件拖放到組立件中，而不對其執行定位。 

將這組零件放置到組立件中後，可以使用「組立件」指令定位這些零件。 

點擊「組立件」指令時，系統顯示「組立件」指令列。可以使用「快速組立」選項套用配對、面

對齊或軸對齊關係，也可從完整傳統關係集合中進行選取。 

在兩個零件間套用關係後，所選的第一個零件 (A) 仍保持選取狀態，以便可以對其套用其他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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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位其他零件，請點擊滑鼠右鍵。然後，可以選取其他零件 (A)，套用所需的各種關係。 

 

「組立件」指令與「快速組立」定位選項緊密集成。點擊「組立」指令後，「快速組立」是預設

選項。 

 

 6.5.1.範例：組立件指令 

概述 

本範例的目標在於瞭解如何使用「組立件」指令來定位零件。 

 

練習 

在本範例中，將學會如何使用「組立件」指令。 

 

  



 

 

511 

511 Chapter6 組立件建模 

概述 

本範例將教授如何使用「組立件」指令來操作並完全固定組立件中的零件。讓用戶能夠了解如何

靈活運用關係指令，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註解: 

使用「組立件」指令定位零件： 

本練習學習的重點是組立零件的順序。使用「組立件」指令後，零件的定位可能不正確或者過約

束。在本練習中，將刻意錯誤定位一個零件，以練習更正定位的步驟。 

 

目標 

本範例的組成部分如下： 

1. 影響組立件指令的設定 

2. 使用組立件指令來操作和定位零件 

3. 編輯和錯誤還原 

 

註解: 

 組立指令指南 

 如下指南適用於透過「組立」指令在組立件中定位零件。 

 在組立件中將使用 valve_housing.par。該零件將在放置後被固定。其他零件將相對於這

一定位後的零件來定位。 

 「快速組立」為預設組立關係建立模式，此處應使用。 

 選定要定位的零件後，該零件將變得透明。該零件完全固定或其他零件被選定後，零件將

不再透明。 

 如果在定位零件時，決定要定位另一個零件，則右鍵點擊以釋放目前零件。該零件將不再

透明。選取的下一零件將變為透明。 

 如果在線框而不是著色中工作，那麼將無法獲得選定零件的透明視覺效果。因此，建議在

使用「組立件」指令時，同時採用「帶可見邊的著色」顯示模式。 

 某一零件被選定後，可用滑鼠左鍵將其拖曳到一個新位置。選定的零件即為要套用關係的

零件。右鍵點擊以釋放該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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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旋轉一個無約束的選定零件，請使用 <Ctrl> + 滑鼠左鍵。 

 「快速組立」將根據要配合的兩個面最近的方位，確定採用配對還是平面對齊關係。最好

在面被選定前，將選定零件旋轉到大致位置。「快速組立」操作完成後，如果面的位置超

出 180°，請點擊指令列上的「翻轉」按鈕。 

 與圓邊的配合可在一次作業中迅速定位零件，如緊固件。中心線被疊加，旋轉被鎖定。可

在「組立件導航者」中編輯關係從而鎖定旋轉。請參考本練習中有關編輯和錯誤還原的章

節。 

 

 組立指令設定 

開啟 組立件指令.asm 後，透啟動指令 使全部零件處於啟動狀態。 

   選取「首頁」標籤 →「組立」群組 →「組立」指令。 

 

 點擊指令列上的「選項」按鈕。  

 設定如下所示的選項，然後點擊「確定」。 

註解: 

使用「快速組立」定位面的行為將首先被顯示。其他零件中將使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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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帶可見邊的著色」。 

 

 進行下一步。 

 從頂封蓋開始組立零件 

移動零件到近似的最終位置。選取要移動的零件。該零件將變為透明。用滑鼠左鍵拖曳零件

到所示位置。右鍵點擊以釋放零件，然後左鍵點擊以選取另一個要拖曳的零件。 

 將全部零件定位到近似位置，如下圖所示。 

 

 右鍵點擊以釋放最後一個選定的零件。選取頂封蓋。放大閥門外殼的頂面。使用「快速組

立」將頂封蓋的底面配對到下圖所示閥門外殼的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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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頂封蓋上選取一個孔的圓柱面，然後在閥門外殼上選取一個孔的圓柱面，如下圖所示。 

 

 要完全固定零件，請從頂封蓋上的其他圓柱面以及閥門外殼上的相應圓柱面開始重複上一

步驟。零件完全固定後將被著色，並且不再透明。 

 

 進行下一步。 

 

 在頂封蓋上定位第一批緊固件 

在頂封蓋上定位第一個緊固件。 

 要定位下一個零件，請在一個緊固件上選取下圖所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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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頂封蓋的面，如下圖所示。 

 

 「快速組立」基於各個面的方位，決定套用「配對」或「平面對齊」關係。如下圖所示，

如果緊固件被逆向定位，請點擊組立關係示指令列上的平面對齊關係「翻轉」以更正。 

 

 

 

 如下圖所示，選取緊固件頭部的平面，然後選取頂封蓋上的面。當螺栓旋轉時，平面平行，

浮動偏移被套用，從而鎖定螺栓的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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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緊固件使用「平面對齊」，將篇置類型改為「浮動」 。 

 

 

 依序完成四顆緊固件後可，進行下一步。 

 

   進行下一步。 

 定位手把次組立件 

現在將透過「快速組立」和選取圓邊來定位手把次組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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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軸心，組立件 top.par 和 handleball.asm 次組件軸心，如下圖所示。 

 

 先隱藏 top.par 選取圓面，定位組立件 housing.par 和 handleball.asm 次組立件手把做面

配對，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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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組立件」關係指令「面配對」、「軸孔對齊」方式來將兩端蓋定位到閥門外殼上的

正確位置。這將完成此練習。關閉組立件檔案。 

 

 

 範例結語 

在本範例中，學會如何使用「組立關係」來快速組立一組零件到一個組立件。如果組成一個組立

件的全部零件都被放置到一個組立件視窗中，「組立件」指令可用於完成這些零件到最終組立件

的定位。 

這樣就完成了操作。 

 

 6.6.組立件總結  

 一個組立件是指已使用組立件環境中提供的工具實現互相幾何定位的零件或其它組立件的集

合。 

 零件儲存在零件庫中，後者是位於使用者磁碟上或網路範圍內的資料夾。透過將零件拖入檔

案中，可將零件放入組立件中。 

 快速組立是預設的放置方法。它根據所選面或邊的方位以及所選面或邊的類型使用配對、平

面對齊或軸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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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立件」指令用於定位沒有定位在組立件中的多個零件。「組立件」指令的作用類似於快

速組立。 

 指令列上的關係類型用於定位和定向與組立件中現有零件有關的新零件。這些關係在整個設

計開發過程中均自動儲存下來，以保留設計意圖。 

 

 6.7.組立件爆炸  

繪製完成組立件後，可透過『ERA』選項進入，爆炸、圖彩、動畫的環境中進行爆炸圖製做。 

 

指令位置：組立環境 → 工具頁籤 → 環境 → ERA 

 

 

爆炸功能環境 → 首頁頁籤 → 爆炸、修改、組裝線 

 

 

 「自動爆炸」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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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在零件之間套用散開間距來爆炸使用中組立件。 

 

「自動爆炸」指令根據零件之間套用的關係爆炸組立件。在元件使用配對或軸向對齊關係定位的

組立件中，「自動爆炸」指令可以快速出色地完成任務。  

分組所有次組立件 

指定第一圖層次組立件組合在一起並作為單個單元爆炸。如果第一圖層次組立件包含附加次組立

件，那麼它們將保持與第一級次組立件組合在一起。 

爆炸方式 

指定如何爆炸次組立件中的零件。  

按次組立件層 

指定每個次組立件視為唯一爆炸。此選項使零件在爆炸時處於相鄰次組立件中。  

根據單個零件 

指定爆炸組立件時忽略次組立件的結構。將根據零件彼此之間的靠近程度來爆炸它們。這會導致

單獨次組立件中的零件相互混合。此選項複製 Solid Edge 版本 19 之前所使用的行為。 

 

注釋: 

無法使用此指令來爆炸固定零件或管線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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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自動爆炸組立件的基本步驟如下： 

 

1. 指定要爆炸的元件。 

2. 定義爆炸設定。  

 

指定元件   

可使用指令列上的「選取」選項指定爆炸組立件中的所有零件和次組立件，還是僅爆炸選取

的次組立件。在爆炸選定的次組立件時，可在圖形視窗或在「組立件導航者」中選取次組立

件。  

定義爆炸設定 

 

 可使用指令列和「自動爆炸選項」對話框中的選項指定如何爆炸元件。例如，可指定自

動計算零件間的散開間距，也可以自己指定散開間距。  

 在爆炸包含次組立件的組立件時，可使用「自動爆炸選項」對話框指定如何爆炸次組立

件中的零件。 

 

計算散開間距 

使用指令列上的「自動散開間距」按鈕可指定是透過「自動爆炸」指令自動計算零件之間的

散開間距，還是要自己指定散開間距。 

 要自動計算展開間距，可設定「自動展開間距」選項。  

 要自己指定展開間距，可清除「自動展開間距」選項，然後在「間距」框中輸入所需的

值。  

在定義散開間距時，可輸入所需的值，然後點擊「爆炸」按鈕檢視結果。要嘗試另一個散開

間距，可輸入新值，然後再次點擊「爆炸」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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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結次組立件 

在包含次組立件的組立件上使用「自動爆炸」指令時，可指定爆炸次組立件中的零件 (A)，還

是將次組立件中的零件組合成單一元素 (B)。要使次組立件中的零件組合在一起，可設定「自

動爆炸選項」對話框中的「分組所有次組立件」選項。  

 

如果要爆炸某些次組立件 (A) 而不是其他次組立件 (B) 中的零件，可使用「分組次組立件」

指令來選取在爆炸時要保持為單一單元的次組立件。 

 

 

首先，在「組立件導航者」中選取次組立件，然後點擊「分組次組立件」指令。一個符號將

新增到「組立件導航者」中次組立件條目的旁邊，表示該次組立件已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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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可以清除「自動爆炸選項」對話框中的「分組所有次組立件」選項，在完成該指令時，

只有選定的繫結次組立件保持為單一元素。 

如果要在以後爆炸次組立件，可使用「次組立件不繫結」指令取消分組次組立件。 

爆炸方式 

「自動爆炸選項」對話框中的「爆炸方式」選項允許指定在建立爆炸忽略次組立件。  

 

「按次組立件層」選項指定每個次組立件被視為唯一爆炸。這使次組立件中的零件在爆炸時

彼此靠近 (A)。 「按單個零件」選項指定在爆炸零件時忽略次組立件結構。將根據零件彼此

之間的靠近程度來爆炸它們。這會導致單獨次組立件中的零件相互混合。(B) 該選項重複在 

Solid Edge v19 之前的使用行為。  

  

「爆炸導航者」標籤 

「導航者」工具的「爆炸導航者」標籤按照執行爆炸作業的順序將它們列出來。可使用「爆

炸導航者」標籤復查和修改爆炸作業。儲存爆炸組態時，每個爆炸組態都捕捉一組單獨的爆

炸作業。 

固定零件 

「自動爆炸」指令不能爆炸固定零件。例如，當使用「原位建立」選項在組立件的關聯中建

立新零件時，該零件就是使用「固定」關係定位的。可以使用「爆炸」指令以手動方式爆炸

固定的零件，也可以刪除「固定」關係，然後使用組立關係（如配對與對齊）定位該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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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 建立組立件的爆炸圖 

使用 Solid Edge 可輕鬆建立組立件的爆炸圖。可以使用在「組立件」環境中定義的爆炸圖來

在「工程圖」環境中建立爆炸群組立圖紙。還可以建立爆炸的組立件的高質量塗彩影像。 

 
要存取用於建立組立件爆炸的指令，請在「組立件」環境的「工具」標籤中點擊 爆炸-渲染-

動畫。顯示一組為處理爆炸、渲染和動畫而特別設計的指令。使用功能表指令和爆炸導航者

標籤快捷功能表，可建立、檢視和編輯組立件的爆炸圖。  

在建立爆炸圖時所執行的作業將被捕捉為事件，並在「導航者」的「爆炸導航者」中顯示。

可以稍後再編輯事件。 

完成定義爆炸圖後，可以將爆炸圖顯示組態以指定的名稱儲存。 

 

 6.7.2 組立件 自動爆炸 

自動爆炸組立件  

透過使用「自動爆炸」指令，可以快速爆炸許多組立件。可以使用此指令來爆炸組立件中的

所有零件，也可以只爆炸選取的次組立件中的零件。 

在爆炸選定的次組立件時，可在圖形視窗或在「導航者」中選取次組立件。 

mk:@MSITStore:C:/Program%20Files/Solid%20Edge%20ST5/Program/ResDLLs/0009/SESync.chm::/pthfnd5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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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爆炸」指令根據零件之間套用的關係爆炸組立件。在零件使用配對或軸向對齊關係定

位的組立件中，「自動爆炸」指令可以快速出色地完成任務。 

「自動爆炸」指令不能爆炸固定零件。例如，當使用「原位建立」選項在組立件的關聯中建

立新零件時，該零件就是使用「固定」關係定位的。可以使用「爆炸」指令以手動方式爆炸

固定的零件，也可以刪除「固定」關係，然後使用組立關係（如配對與對齊）定位該零件。 

 

 爆炸指令列 

步驟 

選取零件步驟 

指定爆炸哪些零件。 

基本步驟 

指定要從其爆炸的基體零件。選定要爆炸的零件將相對基體零件上的面或參照平面進行爆

炸。 

面步驟 

指定要用來定義爆炸向量的面或參照平面。 

方向步驟 

定義爆炸方向向量。可使用游標在所需的方向定位向量箭頭。 

設定步驟  

1. 指定爆炸的設定。  

2. 爆炸/完成/取消  

此按鈕的功能會隨著特徵建構的過程而發生變化。「爆炸」按鈕會根據在前面步驟中指定的

條件爆炸零件。「完成」按鈕透過使用其他步驟中提供的輸入來建構特徵。一旦建構了特徵，

就可以透過重新選取指令列上的適當步驟來編輯它。「取消」按鈕將放棄任何輸入並離開指

令。 

選取零件步驟選項 

取消選取 (x) → 清除選取。 

接受（勾選記號）→  接受選取。  

面步驟選項 

 顯示零件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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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所選零件的參照平面。可使用參照平面定義爆炸方向。對於沒有面的零件來說，此選項

很有用，它允許定義所需的爆炸方向。 

 隱藏零件平面 

隱藏所選零件的參照平面。  

 

設定步驟選項 

 

 手動爆炸選項 

顯示「手動爆炸選項」對話框，以便設定所需的爆炸選項。  

 間距 

指定零件相對於其父零件偏置的間距。還可以在完成指令前變更偏置間距。輸入新值，然後

再次點擊「爆炸」以變更偏置間距。這允許在完成該指令之前對偏置間距進行調整。 

還可以使用「移動爆炸的零件」指令來調整偏置間距。 

 

 6.7.3 組立件 手動爆炸 

手動爆炸組立件  

與「自動爆炸」指令相比，「爆炸」指令允許進一步控制組立件爆炸。如果組立件的許多零

件不是使用配對或軸向對齊關係定位的，或者，當想按不同於「自動爆炸」指令的方向爆炸

零件時，應該使用「爆炸」指令。 

「爆炸」指令允許為一個或多個所選零件定義爆炸方向。既可以在圖形視窗中選取零件，也

可以在「導航者」中選取零件。 

手動爆炸零件時，可先定義要爆炸的零件，然後選取基本零件和該零件上的面，以定義爆炸

方向。 

還可以使用「爆炸」指令來編輯「自動爆炸」指令建立的爆炸。 

  

mk:@MSITStore:C:/Program%20Files/Solid%20Edge%20ST5/Program/ResDLLs/0009/SESync.chm::/xplde2d.htm


 

 

527 

527 Chapter6 組立件建模 

步驟 

 手動爆炸零件的基本步驟如下： 

1. 選取要爆炸的零件。 

2. 選取基體零件。  

3. 選取基體零件上的面或參照平面。 

4. 指定爆炸方向。  

爆炸多個零件 

選取多個零件一次性地進行爆炸時，可使用「手動爆炸選項」對話框來指定零件是均勻地散

開還是作為單個元素移動。 

 

 均勻散開元件 

如果設定「均勻散開元件」選項，則可使用「手動爆炸選項」對話框來定義所需的爆炸順序。

可以在「爆炸順序」清單中選取一個或多個零件，然後使用對話框中的「上移」和「下移」

按鈕來定義所需的爆炸順序。選取清單中的零件時，該零件在圖形視窗中高亮度顯示。這允

許在爆炸零件時重新對其進行排序。 

 作為單個元素移動 

如果設定「將元件作為單個元素移動」選項，則會保持零件組目前的相對位置，然後沿著定

義的爆炸向量重新定位它們。 

爆炸繫結次組立件 

如果選取爆炸繫結次組立件，則它作為單個元素進行爆炸。換句話說，該次組立件中的元件

不會散開。  

 

爆炸次組立件 

如果要使次組立件中的所有零件保留為單個元素（在零件中不套用偏置間距），則可使用兩

種方法。如果要使組立件中的所有次組立件保留為單個元素，可使用「自動爆炸」指令中的

「分組所有次組立件」選項。 

如果要使組立件中的一些次組立件保留為單個單元，可使用「首頁」標籤上的「分組次組立

件」指令指定將選定的次組立件保留為單個單元。在「導航者」中將新增一個符號，指示次

組立件已繫結。 

如果要在以後爆炸次組立件，可使用「次組立件不繫結」指令取消分組次組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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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 修改爆炸組立件 

可以使用其他指令來修改分解組立件中零件的位置和顯示。 

 移動和偏置零件 

使用「移動爆炸的零件」指令可沿著原始爆炸向量或定義的其他向量移動或旋轉一個或多個

零件。可以使用指令列上的按鈕來移動選定的零件 (A)，或選定的零件及其相關零件 (B)。 

 

註解: 

「移動爆炸的零件」指令不能透過沿所有相鄰零件移動零件來調整爆炸圖中的零件次序。 

選取要移動的零件後，將高亮度顯示原始爆炸向量軸，同時顯示方位三重軸。要使零件在一

個新方向上偏置，可選取其中一個軸，或使用指令列上的選項來重定向三重軸，以定義所需

的向量。 

 

重新定位零件  

「重定位」指令允許變更爆炸圖中零件的次序。要重定位零件，可選取要重定位的零件 (A)，

然後高亮度顯示爆炸中的參考零件 (B)。將顯示一個箭頭，指示零件重定位的位置。如果該位

置不正確，可高亮度顯示其他參考零件。重定位零件時，可以將其放到它的原始爆炸向量中

的新位置，也可以放到另一組零件的爆炸向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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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零件  

使用「收合」指令可以快速將零件返回到它相對於父零件的原始組立件位置，但仍顯示在爆

炸圖中。 

 

 

移除零件  

「移除」指令允許隱藏爆炸圖中的零件。移除零件後，零件回到其原始未爆炸組立件位置。

可以使用「導航者」重新顯示零件。 

 

組裝線 

組裝線用於在爆炸圖的零件間代表零件如何相互關聯。可使用「首頁」標籤上的「組裝線」

和「組裝線端符」指令控制爆炸圖中組裝線和組裝線端符的顯示。 

組裝線有兩種：事件組裝線和註釋組裝線。事件組裝線和註釋組裝線。事件組裝線使用爆炸

指令建立，用於顯示在爆炸事件中組立元件在動畫中所遵循的路徑。 

註釋組裝線用於為工程圖文件建立爆炸圖。可以取消顯示事件組裝線，將其轉換成註釋組裝

線，並在爆炸導航者中為每條組裝線建立一個條目。可以新增或修改註釋組裝線以建立所需

的爆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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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炸圖上放置好註釋組裝線之後，必須儲存顯示組態，才能在圖紙頁上放置爆炸圖。 

 

編輯事件組裝線 

可使用「修改」指令或拖曳元件指令來編輯組裝線結束段的長度 (A)，或二次折彎段的位置 

(B)。  

 

編輯註釋組裝線 

「修改」指令同樣可用於編輯註釋組裝線。透過拖曳控制點並使用目標幾何體上的關鍵點來

確定組裝線的長度，可對註釋組裝線進行修改。 

 

顯示和隱藏單個組裝線 

可以使用爆炸導航者顯示或隱藏組裝線，從而顯示或隱藏兩個零件之間的組裝線。使用組裝

線指令可開啟或關閉組裝線的顯示，而組裝線端符指令可開啟或關閉每條組裝線末端箭頭的

顯示。 

刪除組裝線段 

對於事件組裝線，不能刪除組裝線的第一段或最後一段，但可以使用「爆炸導航者」標籤刪

除組裝線的二次折彎段。對於註釋組裝線，可使用修改指令刪除各段或整個組裝線。 

註解:  

只能使用「編輯組裝線」指令在圖形視窗中或使用「選取」工具在「爆炸導航者」標籤中選取單

條組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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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 取消爆炸指令 

「取消爆炸」指令  

將爆炸圖的顯示還原為組立件狀態。 

 

取消爆炸組立件 

步驟 1.  在「編輯」功能表中，點擊「取消爆炸」。 

步驟 2.  在「組合」對話框中，點擊「確定」。 

 

 6.8.組態建立  

處理複雜或不熟悉的組立件時，變更零件和次組立件的顯示通常很有作用。Solid Edge 使隱藏

和顯示組立件中的元件變得較為容易，從而讓能更有效地工作。 

 

 

顯示和隱藏組立元件 

在處理大型組立件時，「組立件」環境中的顯示指令特別有用。例如，可能想要隱藏組立件中的

大部分零件，以使新零件的放置更易於進行。可以使用「導航者」標籤來選取要顯示的零件，然

後使用「僅顯示」指令來隱藏所有其他零件。 

註解:  

在隱藏使用中組立件中的零件或次組立件時，「導航者」中的符號會變更為指示隱藏了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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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並套用顯示組態 

隱藏了零件或次組立件後，就可以使用「顯示組態」指令來儲存顯示組態。使用「組態」群組中

「首頁」標籤上的「組態」清單，可以將已儲存的組態快速套用到某個視圖。請避免在組態名稱

中使用特定字元。例如不能使用特殊字元 \ / : ! 。 

零件顯示和系統效能 

在處理大型組立件時，可透過隱藏未使用的零件或次組立件來改進系統效能。例如，如果隱藏零

件，則顯示指令（如「縮放」、「縮放區域」和「平移」）的執行速度會更快。如果隱藏了零件，

開啟組立件文件的速度也會更快。 

套用已儲存的顯示組態 

1. 選取「首頁」標籤→「組態」群組→「顯示組態」。 

2. 在「顯示組態」對話框中，選取想要對組立件套用的組態的名稱。 

3. 點擊「套用」來套用顯示組態。 

註解:  

還可以使用「組態」群組中「首頁」標籤上的「組態」下拉清單套用顯示組態。  

要套用在目前組立件的次組立件中定義的顯示組態，請首先在導航者中選取次組立件。然後可以

使用「首頁」標籤上的「組態」下拉清單或「顯示組態」對話框選取所需的次組立件顯示組態。 

不能在常規組立件視圖中使用爆炸組立件的儲存的顯示組態名稱。要顯示爆炸組態，必須在「爆

炸塗彩動畫」環境中工作。 

  

mk:@MSITStore:C:/Program%20Files/Solid%20Edge%20ST5/Program/ResDLLs/0009/SESync.chm::/config1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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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7 圖檔管理工具  

 7.1.設計管理器   

文件關係管理是商業和工業面臨的一個複雜的資訊管理問題。由於更多資訊在文件間共用和重複

使用，追蹤文件的版本和它們包含的連結變得日益困難。 

Solid Edge 所繪製的檔案彼此之間是有關聯性的，下列都是檔案之間可能的關係 

 3D 模型(*.par、*.psm、*.asm)與其工程圖(*.dft) 

 組立件與其中的零件、次組立件的連結關係 

 零件族控製檔及其移值後的成員檔 

 其他設計關聯技術所建立的連結檔案之間 

舉例來說，當我們用 Solid Edge 建立了零件檔 A-1.par，並產生工程圖 A-1.dft 後，正常的情況

下，再次修改 A-1.par 並存檔後，我們的修改會同時變更到 A-1.dft 上。 

 

但是如果我們在 Windows 檔案總管中，將檔名為 A-1 的零件改為 A-2，會導致其與原本的工程

圖 A-1.dft 失去關聯，這麼一來下次開啟 A-2.par(原本的 A-1)來修改並存檔時，A-1.dft 也不會跟

著變更，這樣就會導致資料傳遞的不一致。而且如果原本有用到 A-1.par 的組立件，在擅自更名

後也會顯示找不到零件，而無法正常開啟及編輯。因此就需要用到設計管理器了。 

 

 7.1.1.使用設計管理器 

 

在介紹設計管理器之前，先介紹『設計管理器』的指令位置，Solid Edge 有提供下列 2 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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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始→程式集→Solid Edge→設計管理器 

 

2.在『檔案總管』中挑選要操作的 Solid Edge 的檔案，並點擊滑鼠右鍵的快速選單中選取『用

設計管理器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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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檔案更名 

本練習將指導如何用設計管理器，將 Solid Edge 檔案更名，並保持檔案關連性 

在 A_0.asm 上 

點選欲修改的檔案，點擊滑鼠右鍵開啟選單後，選『重新命名』 

 

 

 

 

 

 

 

 

 

 

在右方新檔名欄輸入新的檔名 

 

 

按『執行動作 』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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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檔案移動位置 

本練習將指導如何用設計管理器，移動 Solid Edge 檔案位置，並保持檔案關連性 

挑選欲變更位置的檔案，點擊滑鼠右鍵開啟選單後，選『編輯路徑』 

 

選擇欲移動至的目標目錄 

 

按『執行動作 』存檔，就會將檔案移動至剛才所選的位置了 

 

 7.1.4.複製整個組立件至同一位置 

本練習將指導您如何用設計管理器，將一次將整個組立件，複製到同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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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檔案總管下，於 seaacfa.asm 上點擊右鍵，選擇『用設計管理器開啟』 

 

在選擇指令『全選』，此時所有組立件中的檔案都會變為黑底 

 

再選擇指令『另存新檔』並設定路徑後點選確定 

 

再點『執行動作 』，完成檔案複製及位置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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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取代檔案  

當開啟組立件或工程圖時，若發現其連結的檔案遺失，則可利用設計管理器中的取代檔案將其重

新建立正確的連結 

 

利用『設計管理器』開啟有破損連結的組立件或工程圖，將「找不到檔案」的連結利用『取代』

功能取回正確的連結，恢復檔案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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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版本升級流程  

當設計變更時，會需要變更圖檔的版本，為了維持檔案之間的關聯性(零件、工程圖、組立件)，

可以應用設計管理器來達到此目的。 

本練習將指導您如何用設計管理器，來同時完成零件檔和工程圖的版本升級 

在檔案總管下，於【Draft B_0.dft】上點擊右鍵，選擇『用設計管理器開啟』 

 

選擇『全選』後選擇『另存新檔』，避免改到舊版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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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同之前所提到的，點擊滑鼠右鍵『重新命名』，將檔案更名。切記零件與工程圖都需更

改。 

 

按『執行動作 』存檔更新 

註解: 先以設計管理器工具完成檔案的結構更新之後，再做模型的修改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