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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CCAD 入门基础

1.1 简介
尧创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开目公司的子公司，简称尧创公司。尧创 CAD 是尧创公司
的核心产品，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广泛用于机械、电子、建筑等行业的工程图纸
绘制。
尧创 CAD 是一个和 AutoCAD 兼容性非常好的工程图绘制软件，其工作文件直接使用工业
标准图形文件（AutoCAD DWG 文件格式），支持直接打开、编辑、修改、保存 AutoCAD2.5～
2011 版本的 DWG 与 DXF 格式，可以和 AutoCADR2.5～2011 版本交叉使用。
尧创 CAD 的软件界面及操作习惯和 AutoCAD 一致，
命令名称和 AutoCAD 也保持高度一致，
熟练使用 AutoCAD 的用户，不需要任何培训，可以直接过渡到使用尧创 CAD。

1.2 YaoCCAD 的启动与退出
1.2.1 启动
启动 YaoCCAD，有以下几种方法：
1.双击桌面上的“YaoCCAD”图标；
2.从“开始→程序→尧创 CAD 机械版或标准版”菜单中点击“YaoCCAD”；
3.在资源管理器中双击“YaoCCAD.exe”文件。

1.2.2 退出
退出 YaoCCAD，有以下几种方法：
1.点击“文件”菜单中的“退出”项；
2.单击 YaoCCAD 应用程序右上角的 按钮；
3.在命令行输入 Quit（或别名 Exit）命令；
4.快捷键【Alt】+【F4】
。
在以上几种方法退出 YaoCCAD 时，若当前文件没有保存，则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提示
用户在退出 YaoCCAD 前保存或放弃对图形所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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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界面介绍

启动YaoCCAD系统后，其主要界面如图1.3-1所示。

图1.3-1

YaoCCAD 的界面

YaoCCAD的界面主要由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状态栏、绘图窗口以及文本窗口等几
部分组成：
1.标题栏
同其他标准的Windows应用程序界面一样，标题栏包括程序图标以及窗口的最大化、最
小化和关闭按钮，并显示应用程序名和当前图形的名称。
2.菜单栏
菜单是调用命令的一种方式，以下拉的形式显示。菜单命令一般通过鼠标单击来打开和
执行，也可以通过【Alt】键和菜单中带下划线的字母(快捷键)打开和执行。还可以通过光
标移动键在菜单项中进行选择，再按【Enter】键。
YaoCCAD支持自定义菜单。操作方法：点击“工具”→“自定义”，在“自定义”对话框
中可以插入、删除、重命名菜单，也可以“导入”或“导出”菜单文件(*.icm和*.mnu)。
3.工具栏
工具栏（也叫工具条）是调用命令的另一种方式，通过工具栏上直观的代表符号，可快
捷的执行命令。系统提供了如下工具栏：标准、样式、图层、对象特性、绘图、修改、绘图
次序、标注、文字、布局、查询、三维实体、缩放、对象捕捉、渲染。
工具栏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是否显示。移动鼠标在任意一个工具栏上右击，在弹出的右键
菜单中，选择“工具栏”后弹出图1.3-2所示对话框，或单击“视图”→“工具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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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具栏”对话框

“工具栏”对话框中显示的是所有工具条列表，有“√”标记的设置为显示工具栏，反
之为不显示。选择一工具栏后，“工具栏名”框中显示该工具栏名称，可以修改该工具栏名
称；“显示工具提示”当鼠标移到工具栏上的按钮时会出现有关该按钮的提示。
4.绘图区
绘图区是用户绘图的工作区域。可以根据需要关闭其周围和里面的各个工具栏，以增大
绘图空间。如果图纸比较大，需要查看未显示部分时，可以单击窗口右边与下边滚动条上的
箭头，或拖动滚动条来移动图纸。
绘图区的下方有“模型”和“布局”选项卡，单击其标签可以在模型空间或图纸空间之
间来回切换。
5.状态栏
状态栏是显示当前十字光标的坐标和启用并设置各种辅助绘图功能的按钮。
6.命令行文本窗口
命令行文本窗口是由命令行和命令历史窗口组成。命令行文本窗口显示的是用户输入的
命令和提示信息，命令历史窗口显示所有已执行的命令和提示信息。按【F2】键可以将命令
历史窗口显示成文本框，便于浏览历史命令信息。
命令行文本窗口的大小可由用户自己确定。将鼠标移到命令窗口边框线上，按住左键上
下移动鼠标即可。在绘图时，用户要注意命令行的各种提示，以便准确快捷的绘图。

1.4

基本操作

1.4.1

透明命令

在其他的命令执行过程中运行的命令称为透明命令。一般用于环境设置或辅助绘图。
不是所有的命令都可以透明执行，只有那些不选择对象、不创建对象、不导致重生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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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结束绘图任务的命令才可以透明执行，例如，“ZOOM”命令，就是一个透明命令。命令
使用请参见“附录A”。

命令的重复、撤销、重做

1.4.2

在绘图过程中经常要重复、撤销或重做一条命令。在YaoCCAD中完成这些操作的方法如
下：
1.命令的重复
¾

按【Enter】键或按【Space】键可以快速重复执行上一条命令；

¾

命令输入状态单击鼠标右键中的“重复”项执行上一条命令；

¾

在命令提示区或文本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最近的命
令”下拉列表中的某一个最近命令重复执行；

2.命令的撤销
¾

按【ESC】键可中断正在执行的命令。如取消对话框、取消正在执行的命令；

¾

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放弃”项，可以撤销上一步执行的命令；

¾

点击“标准”工具条中的“放弃”按钮，可以撤销上一步执行的命令；

¾

快捷键【Ctrl】+【Z】；

¾

在命令行输入“U”或“Undo”命令。

3.命令的重做
已撤销的命令还可以恢复。调用命令方式：
¾

点击“编辑”菜单中的“重做”；

¾

点击“标准”工具条中的“

¾

在命令行输入“redo”命令；

¾

快捷键【Ctrl】+【Y】。

1.5

”按钮；

文件操作

文件操作包括新建图形文件、打开已有的图形文件、关闭图形文件以及保存图形文件等
操作。

1.5.1 新建文件
对YaoCCAD的界面有了基本了解后，用户便可以绘图了。在绘制一幅新图形之前，用户
先要创建一个新的图形文件。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新建文件：
1.单击“文件”菜单中的“新建”项或点击“标准”工具条中的“新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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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命令行输入“New”命令或按快捷键【Ctrl】+【N】
执行以上操作后，弹出“新建图形”对话框，有三种创建方式：从草图开始、使用样板、
使用向导。

1.5.1.1

从草图开始

新建的图形中，只有一些基本内容设置。如图层，有一个 0 层，文字和标注样式等也都
只有一个 Standard 样式。如果需要多个图层或样式，用户需要自已去设置，每个用户设置
可能会不一样，另外，每个文件都需要重复这些操作，所以这种操作方式，不利于统一标准，
且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1.5.1.2

使用样板

用指定的模板新建图形。用户可根据自己要求定制样板文件。如图层，创建多个图层，
粗线层、细线层、标注层等。这样，用户只要使用该样式新建图形，都有这些图层，不需要
再创建。此种操作方式，有利于统一标准，提高工作效率。
默认模板文件“YaoCCAD.dwt”，用户可选择该模板文件创建图形，也可以修改该模板
文件作为用户模板。

1.5.1.3

使用向导

在新建图形的过程中,定义图形的线性单位类型、图形单位类型、打印样式类型和新建
对象的基础属性的默认值，并使用默认样板文件新建图形。
实际上在样板文件中，将线性单位类型、图形单位类型、打印样式类型等设置好，保存
到样板中，效果是一样，即省时又省力。

1.5.2 打开文件
打开已有的图形文件，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¾

菜单：文件→打开

¾

工具条：“标准”→

¾

命令：open

¾

快捷键：【Ctrl】+【O】

执行以上任一操作后，弹出“选择文件”对话框，选择需要打开的图形文件。如果勾选
对话框中的“用户预览”项，在右侧的“预览”框中将显示该文件中的图形对象。默认情况
下，打开的图形文件的格式为.dwg，还可打开DXF、DWF、DWT的格式文件。YaoCCAD特别版还
可以打开KMG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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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只读打开”方式打开的图形文件的修改不能保存到当前图形文件中，修改后的内
容必须保存到重命名的文件中。

1.5.3 保存文件
保存绘制的图形，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¾

菜单：文件→保存

¾

工具条：“标准”→

¾

命令：save

¾

快捷键：【Ctrl】+【S】

在第一次保存创建的图形时，系统将打开“图形另存为”对话框，输入文件名，默认情
况下，文件以 *.dwg格式保存，也可以选择其他格式，如*.dxf、*.dwt等。
还可以选择不同版本，如AutoCAD2004、AutoCAD2000、AutoCAD R14等多个版本。

1.5.4 关闭文件
关闭当前图形，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¾

菜单：文件→关闭

¾

命令：close

¾

双击要关闭的文件标签

¾

点击绘图区右上角的 按钮

如果当前图形没有存盘，系统弹出YaoCCAD提示框，询问是否保存文件。如果当前图
形已存盘，系统无任何提示。

1.6

帮助

YaoCCAD 提供了在线帮助功能，用户可随时调用帮助文件来查询相关信息。调用方式为：
¾

菜单：帮助→帮助

¾

工具条：“标准”→

¾

命令：help

¾

快捷键：【F1】

执行以上命令后，YaoCCAD 将显示“尧创 CAD 帮助”窗口，如图 1.6-1 所示。用户可在
该窗口中查询相关的信息。
注意：“Help”为透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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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尧创 CAD 帮助”窗口

1.7

约定

介绍YaoCCAD命令提示中各种符号的约定：
“/”：分割符号，将命令中的不同选项分隔开，每一选项的大写字母表示缩写方式，
可直接键入此字母执行该选项。
“<>”：小括号，此括号内为缺省的输入值或当前要执行的选项，如不符合用户的绘图
要求，可输入新值。
执行完某个命令后，使用【Enter】键、【Space】键或鼠标右键，可重复执行该命令。
如果使用命令栏输入操作命令，可在输入命令前先输入“Multiple”命令，从而多次执行该
命令，按【Esc】键结束该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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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置绘图环境
在正确安装尧创 CAD（YaoCCAD）之后，就可以运行并进行图形绘制了。但用户往往会发
现，很多的设置并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例如，希望绘图时的精度是 3 位小数，显示出来的却
是 4 位；绘制倒角时的半径是 0，希望默认是 2；希望能够自动捕捉到端点、中点、垂足等
等。这些都和图形绘制的环境有关。
设置合适的绘图环境，不仅可以简化大量的调整、修改工作，而且有利于统一标准，便
于图形的管理和交流。下面介绍绘图环境设置方面的知识，包括图形界限、单位、图层、颜
色、线型、线宽、选项和草图设置等。

2.1 设置当前图层
图层如同徒手绘图时使用的透明纸，运用图层来分类管理不同属性的图形实体对象。每
个图形都至少有一个图层，即预设图层，名称为“0”，可以创建无限量的图层。创建对象
后，对象建立在当前的图层上。
设置当前图层请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z

在“图层”工具条的“图层控件”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当前图层；

z

在“图层属性管理器”中设置当前图层。选中要设置为当前图层的图层，单击“置
为当前”按钮；

z

将对象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在绘图区域中选择一图形对象，点“图层”工具条中
的“将对象的图层置为当前”按钮（

）。

2.2 设置当前对象的颜色
颜色可以直观地标识对象，颜色也可用在与颜色相关的打印样式中指示对象的线宽。可
以通过图层指定对象的颜色，也可以不依赖图层直接指定当前对象的颜色。
所有对象都使用当前颜色创建，该颜色显示在“对象特性”工具条中的“颜色控件”框
中。颜色下拉菜单有7种标准颜色、两个额外的颜色特性和“选用颜色”选项。
7 种标准颜色：1 红色、2 黄色、3 绿色、4 青色、5 蓝色、6 品红色、7 白色/黑色；
两个额外的颜色特性为：
BYLAYER：对象颜色为该对象所在图层的颜色。如，对象所在图层的颜色为红色，那
么该对象为红色。
BYBLOCK：对象颜色为默认颜色（白色或黑色，取决于背景颜色），直到将对象编组到
块并插入块。当把块插入到图形时，块中的对象继承当前颜色设置，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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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或黑色。
选择颜色：使用调色板设置对象颜色。单击“选择颜色”选项，弹出选择颜色框。有“颜
色索引”、“真彩色”、“配色系统”三个标签页：
颜色索引：每一种颜色用一个 ACI 编号（1 到 255 之间的整数）标识。标准颜色名称仅
适用于 1 到 7 号颜色。颜色指定如下：1 红、2 黄、3 绿、4 青、5 蓝、6 洋
红、7 白/黑。
真彩色：真彩色使用 24 位颜色定义来显示 1600 万种颜色。指定真彩色时，可以使用
HSL 颜色模式，则可以指定颜色的色调、饱和度和亮度要素。
配色系统：该配色系统暂不支持。
设置当前对象的颜色请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z 点击“对象特性”工具条的“颜色控件”的下拉列表中的颜色，
z 点击“格式”菜单中的“颜色”项，选择“选择颜色”框的颜色。

2.3 设置当前的线型
工程绘图中，用线型来表达不同的绘图含义。
设置当前线型请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z 点击“对象特性”工具条的“线型控件”下拉列表中的线型，
z 点击“格式”菜单中的“线型”，在“线型管理器”中选择线型，再点击“当前”
按钮。如果“线型管理器”中没有显示所需线型，点击“加载”，通过线型文件，
将所需线型加载到线型管理器中。

2.4 设置线型比例
由于线型定义通常是在1:1的情况下定义的，在1:1的比例下绘图的时候，不同线型(例
如，虚线)的直线显示正常，但当绘制1:10或更大比例的图形时，虚线线型的直线的小短画
线过于密集，图纸打印后，虚线变成了连续线，尧创CAD通过线型比例来解决该问题，线型
比例的设置分为：设置图形中所有对象的线型比例，和设置单个对象的线型比例两种，前者
称为“全局线型比例”，后者称为“当前线型比例”。
设置线型比例请采用以下方式：
点击“格式”菜单中的“线型”，在“线型管理器”中点击“显示细节”展开对话框，
在“当前对象缩放比例”框中设置当前线型比例，或在“全局比例因子”框中设置全局线型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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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置当前线宽
线宽的标准设置包括 BYLAYER、BYBLOCK 和0.05、0.20、0.35等系列默认值。它们的单
位可以是英寸或毫米，默认单位是毫米。
设置当前线宽请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z 点击“对象特性”工具条的“线宽控件”下拉列表中的线宽；
z 点击“格式”菜单中的“线宽”，在“线宽设置”框的“线宽”列表框中选择线
宽，或在状态栏的“线宽”按钮上，单击鼠标右键菜单中的“设置”项。
注：在“线宽设置”框中，还可以设置系统的默认线宽值、绘图区是否显示线宽、调整线宽
的显示比例。

2.6 图形界限
图形界限用来标明用户的工作区域和图纸的边界。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格式→图形界限

¾

命令：Limits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用户可在提示下用鼠标在绘图屏幕上单击，用来指定图形界限的左下角、右上角的位置，
也可直接输入左下角点和右上角点的坐标值。
“界限”打开状态，且“工具”菜单“选项”的“用户系统配置”页中“不接受超过界
限的输入”项为勾选，用户只能在界限内绘制图形，不接受界限外绘制。
“界限”关闭状态：绘制图形时不受设置的界限控制。

2.7 图形单位
在YaoCCAD中，通常是以全尺寸(比例1:1) 绘图，而当要打印或出图时才设置一个比例
系数。开始绘图前，需要建立图形单位与实际单位的关系。
例如，可以设置一个线性图形单位为一英寸，也可以设置一个线性图形单位为一毫米等，
此外，还可指定程序测量角度的方式。长度单位与角度单位都可设置精度，即小数位数与分
数大小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格式→单位

¾

命令：units

执行命令后，弹出“图形单位”框，在“长度”框中设置当前长度类型及精度，在“角
度”框中设置角度类型和精度，在“插入比例”框中选择插入到当前图形中的块和图形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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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单位。如果块或图形创建时使用的单位与该选项指定的单位不同，则在插入这些块或图形
时，将对其按比例缩放。插入比例是源块或图形使用的单位与目标图形使用的单位之比。如
果插入块时不按指定单位缩放，请选择“无单位”。

2.8 选项设置
可以修改绘图区域中的元素外观并指定工作环境方面的设置。该对话框包含有：“文
件”、“显示”、“打开和保存”、“选择”、“用户系统配置”、“草图”、“打印”、
“配置”8个选项卡，如图2.8-1所示。

图2.8-1

“选项”对话框

2.8.1 “文件”选项卡
列出程序在其中搜索支持文件、菜单文件和其他文件的文件夹及系统文件名，默认为
YaoCCAD所使用的文件夹和文件路径，如图2.8-1所示。
如需修改某一文件路径，先点击要改变路径的文件对应栏，再点击“浏览”按钮，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指定路径。
“系统文件”的指定，同样先选择要重新指定的文件对应项，再点击“浏览”按钮，在
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指定的文件，或直接输入文件名。

2.8.2 “显示”选项卡
“显示”选项卡用于自定义显示，如图2.8-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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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选项卡

“窗口元素”控制绘图环境特有的显示设置。
“窗口元素”框中的“颜色”按钮，是指定主应用程序绘图窗口颜色。
“坐标轴颜色”框是指定十字光标颜色。
“布局元素”框控制绘图窗口下方“布局”和“模型”控制条的显示。
“显示精度”框控制对象的显示质量。设置的值越高，图形显示越细腻，但显示的速度
也会越慢。
“显示性能”框控制影响性能的显示设置。
其中“应用实体填充”项用来控制应用实体填充对象的显示。要想使此设置生效，必须
重新生成图形。该设置保存在图形中。清除此选项可优化性能。
“以线框形式显示轮廓”控制是否将三维实体对象的轮廓曲线显示为线框。这个选项还
控制当三维实体对象被隐藏时是否绘制网格。该设置保存在图形中。清除此选项可优化性能。
“十字光标大小”控制十字光标的尺寸。

2.8.3 “打开和保存”选项卡
该选项卡主要用来设置打开和保存文件时的相关选项。如图2.8-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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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保存”选项卡

“文件保存”用来设置默认保存文件格式，例如，设置默认保存格式为 AutoCAD2004，
以后，用户可以直接用 AutoCAD2004 或高版本打开。
“打开文件”设置最近使用过的文件数。
“在标题栏中显示完整路径” 最大化图形后，在图形的标题栏或应用程序窗口的标题
栏中显示活动图形的完整路径。
“文件安全措施”：帮助避免数据丢失。
“打开”控制与编辑和加载外部参照有关的设置。
其中“按需加载外部参照”控制外部参照的按需加载。按需加载只加载重生成当前图形
所需的部分参照图形，因此提高了性能。
“禁用”：关闭按需加载；
“启用”：打开按需加载来提高性能。处理包含空间索引或图层索引的剪裁外部参照时，
选择“启用”设置可加速加载过程。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当文件被参照时，其他用户不能编辑
该文件。
“使用副本”：打开按需加载，但仅使用参照图形的副本。其他用户可以编辑原始图形。
“保留外部参照的修改”：保存对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的图层特性和状态的修改。重载
此图形时，当前被指定给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的特性将被保留。该设置保存在图形中。
“其他用户参照编辑当前图形”：如果当前图形被另一个或多个图形参照，确定是否可
以在位编辑当前图形文件。该设置保存在图形中。
“打开KMG3.X格式文件时符号标注转化为块”：打开KMG3.x格式文件后，图形中的符号
标注转换设置。如粗糙度，是否为块，若不为块，双击粗糙度即可进入粗糙度标注框进行
修改；为块则不能修改。

2.8.4 “选择”选项卡
该选项卡主要用来设置选择对象时的选择模式及选择对象后夹点的显示，如图2.8-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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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2.8-4

“选择”选项卡

“拾取框大小”控制拾取框的显示尺寸。
“选择模式”框控制对象选择方法相关的设置。其中“先选择后执行”允许在启动命令
之前选择对象。
“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按【shift】键并选择对象时，可以向选择集中添加对象或
从选择集中删除对象。要快速清除选择集，请在图形的空白区域绘制一个选择
窗口。
“按住并拖动”通过选择一点然后将定点设备拖动至第二点来绘制选择窗口。如果未选
择此选项，则可以用定点设备选择两个单独的点来绘制选择窗口。
“隐藏窗口”在对象外选择一点时，初始化选择窗口中的图形。从左向右绘制选择窗口
将选择完全处于窗口边界内的对象。从右向左绘制选择窗口将选择处于窗口边
界内和与边界相交的对象。
“对象编组”选择编组中的一个对象就选择了编组中的所有对象。使用GROUP命令，可
以创建和命名一组选择对象。
“关联填充”确定选择关联填充时将选定哪些对象。如果选择该选项，那么选择关联填
充时也选定边界对象。
“命令行”设置文本窗口最多显示的命令行数。
“夹点大小”框控制夹点的显示尺寸。
“夹点”框控制夹点相关的设置。在对象被选中后，其上将显示夹点，即一些小方块。
“夹点的颜色”设置夹点颜色。单击“颜色”按钮。
“启用夹点”选择对象时在对象上显示夹点。通过选择夹点和使用快捷菜单，可以用夹
点来编辑对象。在图形中显示夹点会明显降低性能。清除此选项可优化性能。
“启用夹点提示”当光标悬停在支持夹点提示的自定义对象的夹点上时，显示夹点的特
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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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夹点吸附范围”光标停在对象设置点附近时，光标自动吸附到夹点处。
“显示夹点时限制对象选择”，当初始选择集包括多于指定数目的对象时，将不显示夹
点。

2.8.5 “用户系统配置”选项卡
该选项卡设置系统配置。如图 2.8-5 所示。

图 2.8-5

“用户系统配置”选项卡

“Windows 标准”框用来设置鼠标右键操作功能。
“绘图区域中使用快捷菜单”单击鼠标右键时，在绘图区域显示快捷菜单。
“自定义右键单击”对话框是控制在绘图区域中单击鼠标右键是显示快捷菜单还是与按
【Enter】键效果相同。
“坐标数据输入的优先级”框控制程序响应坐标数据输入的方式。
“执行对象捕捉”指定执行对象捕捉总是替代坐标输入。
“键盘输入”指定坐标输入总是替代执行对象捕捉。
“键盘输入，脚本例外”指定坐标输入替代执行对象捕捉，脚本例外。
“插入比例”框控制在图形中插入块和图形时使用的默认比例。
“源单位内容”如果未使用INSUNITS系统变量指定插入单位，则设置用于插入当前图形
的对象的单位。如果选择了“不指定（无单位）”，则在插入对象时不进行缩放。
“目标单位内容”如果未使用INSUNITS 系统变量指定插入单位，则设置当前图形中使
用的单位。
“自动设置标注对象生成的图层”尺寸标注或书写文字时，系统自动将标注对象放置在
预设的图层，而不是将标注对象放置到当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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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盖线”：标注盖线后，文字区域只显示文字，后面的背景图形全部不显示，以便
更清晰地显示文字。
“图形界限”框指定或选择图形界限的坐标。可以直接输入X、Y的坐标值，也可以单击
“选择”按钮，在屏幕上指定。
“编辑比例缩放列表”对话框用来管理与布局视口和打印相关联的几个对话框中所显示
的比例缩放列表。
“线宽设置”对话框用来设置线宽选项（例如显示特性和默认选项），还可以设置当前
线宽。

2.8.6 “草图”选项卡
该选项卡用来设置基本编辑选项（包括自动捕捉和自动追踪）。如图 2.8-6 所示。

图 2.8-6

“草图”选项卡

“自动捕捉设置”控制使用对象捕捉时显示的形象化辅助工具（称作自动捕捉）的相关
设置。
“标记”控制自动捕捉标记的显示。该标记是当十字光标移到捕捉点上时显示的几何符
号。
“磁吸”打开或关闭自动捕捉磁吸。磁吸是指十字光标自动移动并锁定到最近的捕捉点
上。
“显示自动捕捉工具栏提示”控制自动捕捉工具栏提示的显示。工具栏提示是一个标签，
用来描述捕捉到的对象部分。
“显示自动捕捉靶框”控制自动捕捉靶框的显示。靶框是捕捉对象时出现在十字光标内
部的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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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捕捉光标颜色”控制自动捕捉靶框的显示。靶框是捕捉对象时出现在十字光标内
部的方框
“自动追踪设置”框控制与自动追踪方式相关的设置。此设置在极轴追踪或对象捕捉追
踪打开时可用。
“显示极轴追踪矢量” 当极轴追踪打开时，将沿指定角度显示一个矢量。使用极轴追
踪，可以沿角度绘制直线。
“显示全屏追踪矢量”控制追踪矢量的显示。追踪矢量是辅助用户按特定角度或与其他
对象特定关系绘制对象的构造线。如果选择此选项，对齐矢量将显示为无限长
的线。
“显示自动追踪工具栏提示”控制自动追踪工具栏提示和正交工具栏提示的显示。工具
栏提示是显示追踪坐标的标签。
“对齐点获取”控制在图形中显示对齐矢量的方法。
“自动”当靶框移到对象捕捉上时，自动显示追踪矢量。
“用Shift键获取” 当按SHIFT键并将靶框移到对象捕捉上时，将显示追踪矢量。
“对象捕捉选项”框指定对象捕捉的选项。
“忽略图案填充对象”指定在打开对象捕捉时，对象捕捉忽略填充图案。
“自动捕捉标记大小”设置自动捕捉标记的显示尺寸。
“靶框大小”设置自动捕捉靶框的显示尺寸。

2.8.7 “打印”选项卡
该选项卡用来设置打印相关的设置。如图 2.8-7 所示。

图 2.8-7

“打印”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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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到文件”框为打印到文件操作指定默认位置。可以输入位置或单击“…”按钮以
指定新的位置。
“基本打印选项”用来设置打印颜色及视口边框的打印。
“黑白打印”用来设置打印的颜色。勾选该项，以黑白方式打印。否则，以对象颜色（对
象颜色为彩色）打印。
“打印视口边框”用来设置视口边框的打印。勾选该项，打印视口边框。否则，不打印。
“自动打印设置功能选项”可自动设置打印机、打印纸张、绘图比例及打印区域等。
“智能设置”如果还没有设定打印机，系统自动设置默认打印机为当前打印机、按绘图
比例自动设置打印比例、打印区域及根据打印比例自动设置纸张和图形方向。
“按给定比例打印”按设置比例打印图形。
“使用默认纸张充满打印”按设置纸张大小，自动缩放图形大小打印。
“无”系统自动设置相关选项内容。
“默认打印样式(仅新图形有效)”框指定打印样式表的设置。关于打印样式及设置请参
见本书的第11章。

2.8.8 “配置”选项卡
该选项卡用于控制配置的使用。配置是由用户定义的。如图2.8-8所示。

图2.8-8

“配置”选项卡

“当前配置”：显示当前使用的配置名
“创建”：新建配置。
“置为当前”：将选定的配置设置为当前配置。
“复制”：用其他名称新建配置。
“重命名”：修改选定配置的名称和说明。要重命名一个配置但又希望保留其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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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请使用“重命名”。
“删除”：删除选定的配置（不能删除当前配置）。
“输出”：将配置输出为扩展名为“.arg”的文件。
“输入”：输入用“输出”选项创建的配置。
“重置”：将选定配置中的值重置为系统默认设置。

2.8.9 “图库”选项卡
该选项卡用于图库中的图形出库时的比例及是否生成块的设置。

图2.8-9

“图库”选项卡

2.9 草图设置
YaoCCAD为用户提供了多种绘图的辅助工具，如栅格、捕捉、正交、追踪和对象捕捉等，
这些辅助工具类似于手工绘图时使用的方格纸、三角板，能更容易、准确地创建和修改图形
对象。通过“草图设置”对话框，可对这些辅助工具进行设置。
调用命令方式为：
菜单：工具→草图设置
命令：settings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2.9-1所示对话框。包含“捕捉和栅格”、“对象捕捉”、“极
轴追踪”、“三维设置”4个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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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设置”对话框

2.9.1 “捕捉和栅格”选项卡
用来指定捕捉和栅格设置。捕捉和栅格是一种精确绘图工具。通过捕捉可以将屏幕上的
拾取点锁定在特定的位置上。栅格是在屏幕上可以显示出来的具有指定间距的点，这些点只
是绘图时提供一种参考作用，其本身不是图形的组成部分，也不会被输出。
该选项卡包含 5 个区：捕捉、栅格、捕捉类型和样式、等轴测十字光标、极轴间距。如
图 2.9-1 所示。
（1） 启用捕捉：打开或关闭捕捉功能。
（2） “捕捉”框用来控制不可见的栅格使光标按指定的间距移动。
（3） 启用栅格：打开或关闭栅格功能。
（4） “栅格”框控制栅格点的显示。
（5） “捕捉类型和样式”控制捕捉模式设置。
（6） “等轴测十字光标”框控制等轴测捕捉时的光标显示。
（7） “极轴间距”框控制极轴捕捉增量距离。
打开或关闭捕捉、栅格的方式：
（1） 单点状态栏上的“捕捉”、“栅格”按钮可设置开、关。
（2） 使用功能键【F9】(【F7】)进行切换。
（3） 在命令行中输入“snap”、“grid”命令。

2.9.2 “对象捕捉”选项卡
该选项卡用来控制对象捕捉设置。如图 2.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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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捕捉”选项卡

使用对象捕捉可以捕捉到对象特征点的精确位置。可以同时指定一个或多种类型的特征
点。
使用对象捕捉追踪可以捕捉到追踪点在水平、垂直、延伸三个方向的导航线。追踪导航
的方法是：先设置启用追踪导航，再到绘图区内将光标置于导航到的特征点处，待特征点上
出现小“十”字形的标记即特征点成为可追踪点后，移开鼠标，此时移动鼠标，当光标在追
踪点的水平、垂直或延伸方向附近时，系统自动显示该追踪点的水平导航虚线、垂直导航虚
线、或延伸方向的导航虚线。
“启用对象捕捉”打开或关闭对象捕捉。
“启用对象捕捉追踪”打开或关闭对象追踪。
单击状态栏上的“对象捕捉”按钮或按【F3】键，可以打开和关闭“对象捕捉”功能。

2.9.3 “极轴追踪”选项卡
用来控制自动追踪设置。利用极轴追踪可以在设定的极轴角度上根据提示精度移动光
标。极轴追踪提供了一种拾取特殊角度上的点的方法。
该选项卡包含“极轴角设置”、“对象捕捉追踪设置”、“极轴角测量”3 个区。如图
2.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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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轴追踪”选项卡

“启用极轴追踪”打开或关闭极轴追踪功能。
“极轴角设置”框设置极轴追踪的对齐角度。
其中“增量角”设置用来显示极轴追踪对齐路径的极轴角增量。可以输入任何角度，也
可以从列表中选择 90、45、30、22.5、18、15、10 或 5 这些常用角度。
“附加角”该复选框设定是否启用附加角。附加角和增量角不同，在极轴追踪中会捕捉
增量角及其整数倍角度，并且捕捉附加角设定的角度，但不一定捕捉附加角的整数倍角度。
如设定了增量角为 45º，附加角为 30º，则自动捕捉的角度为 0º、45º、90º、135º、180º、
225º、270º、315º以及 30º，不会捕捉 60º、120º、240º、300º。
“对象捕捉追踪设置”框设置对象捕捉追踪选项。
“极轴角测量”设置测量极轴追踪对齐角度的基准。

2.9.4 “三维设置”选项卡
用于设置三维对象默认的厚度和深度；设置三维对象的着色效果、三维曲面的类型、M/N
方向的网格密度和曲面密度。如图 2.9-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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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设置”选项卡

2.9.5 “动态输入”选项卡
在光标附近提供了一个命令界面，以帮助用户专注于绘图区域。
打开动态输入时，工具提示将在光标旁边显示信息，该信息会随光标移动动态更新。当
某命令处于活动状态时，工具提示将为用户提供输入的位置。
在输入字段中输入值并按【TAB】键后，该字段将显示一个锁定图标，并且光标会受用
户输入的值约束。随后可以在第二个输入字段中输入值。另外，如果用户输入值然后按
【ENTER】键，则第二个输入字段将被忽略，且该值将被视为直接距离输入。
完成命令或使用夹点所需的动作与命令提示中的动作类似。区别是用户的注意力可以保
持在光标附近。
动态输入不能取代命令窗口。用户可以隐藏命令窗口以增加绘图屏幕区域，但是在有些
操作中还是需要显示命令窗口。按【F2】键可根据需要隐藏和显示命令提示和错误消息。另
外，也可以浮动命令窗口，并使用“自动隐藏”功能来展开或卷起该窗口
单击状态栏上的动态输入按钮

来打开和关闭动态输入或按【F12】键。动态输

入有三个选项：启用指针输入、可能时启用标注输入和动态提示。在
标右键，然后单击“设置”弹出如图 2.9-5 所示。

按钮上单击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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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输入”选项卡

2.9.5.1 指针输入

启用“启用指针输入”且有命令在执行时，十字光标的位置将在光标附近的工具提示中
显示为坐标。可以在工具提示中输入坐标值，而不用在命令行中输入。
第二个点和后续点的默认设置为相对极坐标，不需要输入@ 符号。如果需要使用绝对坐
标，请使用井号 (#) 前缀。例如，要将对象移到原点，请在提示输入第二个点时，输入 #0,0。

2.9.5.2 标注输入

启用标注输入时，当命令提示输入第二点时，工具提示将显示距离和角度值。在工具提
示中的值将随着光标移动而改变。按【TAB】键可以移动到要更改的值。

2.9.5.3 动态提示

启用动态提示时，提示会显示在光标附近的工具提示中。用户可以在工具提示（而不是
在命令行）中输入响应。按下箭头键可以查看和选择选项。按上箭头键可以显示最近的输入。

2.9.6 “特性”选项卡
“特性”是开关按钮，按下去表示打开，反之表示关闭。“特性”打开状态，光标在预
选图素上停留 0.5 秒左右，光标附近自动显示其重要的属性信息，如图 2.9-6 所示。反之，
则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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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图形对象

在了解了YaoCCAD的基本界面和基本设置后，本章将介绍绘图命令。如：点、直线、射
线和构造线，矩形和正多边形，以及圆、圆弧、椭圆和椭圆弧等。使用这些命令是绘制和编
辑图形的基础。

3.1 坐标系
在绘图过程中要精确定位某个对象时，必须确定某个坐标系作为参照，以便精确拾取点
的位置，从而准确的设计与绘制图形。
坐标是表示点的最基本方法。在YaoCCAD中，坐标系分为世界坐标系(WCS)和用户坐标系
(UCS)。两种坐标系下都可以通过坐标(x,y)来精确定位点。
默认情况下，在开始绘制图形时，当前坐标系为世界坐标系即WCS，它包括X轴和Y轴(如
果在三维空间，还有一个Z轴)。WCS 坐标轴的交汇处显示“口”形标记，但坐标原点并不一
定显示在坐标系的交汇点，而位于图形窗口的左下角，所有的位移都是相对于原点计算的，
并且沿X轴正向及Y轴正向的位移规定为正方向。
在YaoCCAD中，为了能够更好地辅助绘图，经常需要修改坐标系的原点和方向，这时世
界坐标系将变为用户坐标系，即UCS。用户可以依据需要设定UCS坐标系的原点和X、Y、Z轴
的方向，甚至可以依赖于图形中某个特定的对象。尽管用户坐标系中3 个轴之间仍然互相垂
直，但是在方向及位置上却都更灵活。另外，UCS 没有“口”形标记。
在YaoCCAD中，点的坐标可以使用以下四种方法表示：
1.绝对直角坐标：是从点(0,0)或(0,0,0)出发的位移，可以使用分数、小数或科学记数
等形式表示点的X 轴、Y 轴、Z轴坐标值，坐标间用逗号隔开，例如点(10,20)和(3.0,5.0,10.5)
等。在二维图形中，Z坐标不用输入。
2.绝对极坐标：是从点(0,0)或(0,0,0)出发的位移，但给定的是距离和角度，其中距离
和角度用“<”分开，且规定X轴正向为0°，Y 轴正向为90°，例如点(34<30)等。
3.相对直角坐标和相对极坐标：相对坐标是指相对于某一点的X 轴和Y 轴位移，或距离
和角度。它的表示方法是在绝对坐标表达方式前加上“@”号，如(@–10,20)和(@10<30)。
其中，相对极坐标中的角度是新点和上一点连线与X 轴的夹角。
相对于世界坐标系 WCS，用户可根据需要创建多个坐标系，这些坐标系称为用户坐标系
（UCS）。用户使用“ucs”命令来对 UCS 进行定义、保存、恢复和移动等一系列操作。默认
情况下，用户输入的坐标都是相对于当前 UCS 的，通常 UCS 和 WCS 重合。如果在用户坐标系
UCS 下想要参照世界坐标系 WCS 指定点，在坐标值前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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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绘制点
在YaoCCAD中，点对象有单点、多点、定数等分和定距等分4种。
有些时候用户要求对某个对象进行等距的划分，并需要在等分点上进行标记。比如道路
上的路灯、边界上的界限符号等。YaoCCAD 提供了两种方式来划分对象，定数等分和定距等
分。
点可以用不同的样式在图纸上绘制出来。

3.1.1 点样式
YaoCCAD 提供了多种不同样式的点选择。可以通过“点样式”对话框设置。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格式→点样式

¾

命令：Ddptype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3.1-1 所示对话框。

图 3.1-1

“点样式”对话框

在点样式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点的形式，输入点大小百分比，该百分比可以是相对于屏
幕的大小，也可以设置成绝对单位大小。
(1) 相对于屏幕设置大小：即按屏幕尺寸的百分比设置点的显示大小。当执行显示缩放
时，显示出的点的大小不改变。
(2) 用绝对单位设置大小：即按实际单位设置点的显示大小。当执行显示缩放时，显示
出的点的大小随之改变。

3.1.2 绘制点
在 YaoCCAD 中点是最简单的图形对象，只需指定其坐标即可。虽然绘制简单，但不同场
合应用,绘制方式也有所不同：
(1) 单点：调用一次命令只绘制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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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点：调用一次命令可绘制多个点
(3) 定数等分法：将指定的对象等分为指定的段数，用点或块对象进行标记。
(4) 定距等分法：将指定的对象按指定的距离等分，用点或块对象并进行标记。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点

¾

工具条：“绘图”→

¾

命令： point（或别名 po）

3.3 绘制直线
“直线”是绘图中最常用、最简单的一类图形对象，只要指定了起点和终点即可绘制一
条直线。在YaoCCAD中，可以用二维坐标(x,y)或三维坐标(x,y,z)来指定端点，也可以混合
使用二维坐标和三维坐标。如果输入二维坐标，YaoCCAD 将会用当前的高度作为Z 轴坐标值，
默认值为0。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直线

¾

工具条：“绘图”→

¾

命令：line（或别名 L）

3.4 绘制射线
射线为一端固定，另一端无限延伸的直线。指定射线的起点和通过点即可绘制一条射线。
在YaoCCAD中，射线主要用于绘制辅助线。
指定射线的起点后，可在“指定通过点：”提示下指定多个通过点，绘制以起点为端点
的多条射线，直到按【Esc】键或【Enter】键。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射线

¾

命令：ray

3.5 绘制构造线
构造线为两端可以无限延伸的直线，没有起点和终点。主要用于绘制辅助线。指定两点
即可绘制一条构造线。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构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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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绘制等宽直线
与绘制直线方法一样，只是可以任意设置线宽，并按实际线宽显示。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命令：trace

3.7 绘制多线
创建多条平行线。
绘制多线时，需要设置多线样式（命令：MLSTYLE），也可以指定一个以前创建的样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多线

¾

命令：mline

3.8 绘制圆
YaoCCAD给出了多种方式来绘制圆。默认方法是指定圆心和半径。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圆

¾

工具：“绘图”→

¾

命令：circle

3.9

绘制圆弧
弧是圆的一部分。可通过圆弧命令直接绘制，也可以通过打断圆成圆弧或倒圆角等方

法产生圆弧。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圆弧

¾

工具：“绘图”→

¾

命令：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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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绘制椭圆和椭圆弧
绘制椭圆和椭圆弧采用同一个命令。但菜单及工具按钮各有不同。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椭圆（椭圆弧）

¾

工具：“绘图”→

¾

命令：ellipse

（

）

3.11 绘制矩形
通过定义矩形的两个对角点来绘制矩形。在YaoCCAD 中可绘制出倒角矩形、圆角矩形。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矩形

¾

工具：“绘图”→

¾

命令：rectangle

3.12 绘制正多边形
由三条或三条以上的线段组成的封闭图形。YaoCCAD可以精确绘制边数多达3～1024的正
多边形。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正多边形

¾

工具条：“绘图”→

¾

命令：polygon

3.13 绘制多段线
多段线由彼此首尾相连的、不同宽度的直线段、弧线段或两者的组合线段，并作为单一
对象使用。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多段线

¾

工具栏：“绘图”→

¾

命令：pline（或别名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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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该命令后，系统首先提示指定多段线的起点；在指定多段线的第二点之后，还将增
加一个“闭合”选项，选择该项程序自动在当前位置与多段线起点之间绘制一条直线段以闭
合多段线，并结束多段线命令。

3.14 绘制样条曲线
样条曲线是经过或接近一系列给定点的光滑曲线。可以通过拟合公差等参数控制曲线与
点的拟合程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样条曲线

¾

工具条：“绘图”→

¾

命令：Spline(或别名 SPL)

3.15 徒手画
在绘图过程中，有时需要绘制一些不规则的边界。用户可以通过该命令，移动光标在屏
幕上绘制出任意线条。绘制徒手画之前必须首先定义直线段的长度或增量，线段长度越小，
徒手画线越精细。但线段不能太小，否则文件会很大。
记录增量是徒手画线段中最小线段的长度，每当光标移动的距离达到该长度，系统将临
时记录这一段线段。
徒手绘图时，光标就像画笔一样。单击鼠标左键将“画笔”放到屏幕上移动光标，光标
移动的轨迹被记录下来，再次单击将提起画笔并停止徒手画图，点击鼠标右键(或空格键)
确定所画轨迹。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绘图→徒手画

¾

命令：sketch

3.16 图案填充
定义图案填充对象的边界、图案类型、图案特性和其他特性。
可以使用预定义填充图案填充区域、使用当前线型定义简单的线图案，也可以创建更复
杂的填充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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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1 边界
使用由对象封闭的区域内指定点，定义用于创建面域或多段线的对象类型、边界集和孤
岛检测方法。如图3.16-1所示。

图3.16-1

“边界创建”对话框

其主要选项有：
“选择边界集”按钮：选择构成边界的所有对象，对象类型有两种：所有可见对象、当
前选择集。
“选择区域”按钮：根据围绕指定点构成封闭区域的现有对象来确定边界。
“选择对象”按钮：选择组成区域的所有对象。当区域中的文本、标注等需要盖住剖面
线时，需要与填充边界一起加入被选对象集中。
“岛检测选项”框：是否检测内部闭合边界，该边界称为孤岛。
“普通”项：从外部边界向内填充。如果填充过程中遇到内部边界，填充将关闭，直到
遇到另一个边界再打开。
“外部”项：从外部边界向内填充并在下一个边界处停止。
“忽略”项：忽略内部边界，只以外部对象为填充边界建立填充。
“边界选项”框：设置边界是否保留及边界类型。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绘图→边界

¾

命令：boundary

3.16.2 图案填充
定义要应用的填充图案的外观。如图3.1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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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填充”对话框

“类型和图案”框：设置图案填充的类型和图案。
“类型”设置图案类型。用户定义的图案基于图形中的当前线型。自定义图案是在任何
自定义PAT 文件中定义的图案，这些文件已添加到搜索路径中。可以控制任
何图案的角度和比例。
预定义图案存储在随产品提供的yaoccad.pat文件中。
“图案”列出可用的预定义图案。最近使用的六个用户预定义图案出现在列表顶部。只
有将“类型”设置为“预定义”，该“图案”选项才可用。
“…”按钮进入“填充图案选项板”框，从中可以同时查看所有预定义图案的预览图像，
这将有助于用户做出选择。
“样例”显示选定图案的预览图像。
“常用图案”显示通过“设定为常用图案”按钮设置的图案预览图像。用户点击任一图
案，该图案被选择为当前填充图案。
“角度和比例”指定填充图案的角度和比例。
“角度”指定填充图案的角度。
“比例”放大或缩小预定义或自定义图案。
“双向”对于用户定义的图案，将绘制第二组直线，这些直线与原来的直线成 90 度角，
从而构成交叉线。只有在“图案填充”选项卡上将“类型”设置为“用户定义”时，此选项
才可用。
“间隔”指定用户定义图案中的直线间距。
“ISO笔尖”基于选定笔宽缩放 ISO 预定义图案。只有将“类型”设置为“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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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图案”设置为可用的 ISO 图案的一种，此选项才可用。
“图案填充原点”控制填充图案生成的起始位置。某些图案填充（如，砖块图案）需要
与图案填充边界上的一点对齐。默认情况下，所有图案填充原点都对应于当
前的 UCS 原点。
“使用当前原点”默认情况下，原点设置为 0,0。
“指定的原点”指定新的图案填充原点。单击此选项可使以下选项可用。
“单击以设置新原点” 直接指定新的图案填充原点。
“存储为默认原点” 将新图案填充原点的值保存在HPORIGIN系统变量中。
“选择区域”根据围绕指定点构成封闭区域的现有对象确定边界。对话框将暂时关闭，
系统将会提示拾取一个点。
“选择对象”根据构成封闭区域的选定对象确定边界。对话框将暂时关闭，系统将会提
示选择对象。
“保留边界”根据临时图案填充边界创建边界对象，并将它们添加到图形中。
“公差”设置将对象用作图案填充时可以忽略的最大间隙。默认值为0，此值指定对象
必须是封闭区域而没有间隙。
“关联”控制图案填充或填充的关联。关联的图案填充或填充在用户修改其边界时将会
更新
“继承特性”使用选定图案填充对象的图案填充或填充特性对指定的边界进行图案填充
或填充。

3.16.3 编辑图案填充
填充图案可以进行编辑，如重新定义边界、修改图案的类型等。可通过编辑命令修改填
充图案的所有特性。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对象→图案填充

¾

命令：hatchedit

执行命令后，选择要编辑的图案填充对象，弹出如图3.16-2所示对话框，即可修改各项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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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对象的修改

本章主要介绍一些基本的修改命令。对于大部分命令，用户通常可使用两种编辑方法：
一种是先启动命令，然后选择要编辑的对象；另一种则是先选择对象，再调用命令进行编辑。
为了叙述的统一，本章中均使用第一种方法。对于只能使用一种编辑方法的命令，将予以说
明。
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必须选择对象，所以本章首先介绍对象的选择方式。

4.1 选择对象
在对图形进行编辑操作之前，首先需要选择要编辑的对象。在 YaoCCAD 中，选择对象的
方式很多。例如，可以通过单击对象逐个选择，也可利用矩形窗口或交叉窗口选择；可以选
择最近创建的对象、前面的选择集或图形中的所有对象，也可以向选择集中添加对象或从中
删除对象。选中的对象用虚线加亮。

4.1.1 过滤选择
可以在整个图形或现有选择集的范围内来创建选择集，以对象的类型(如直线、圆及圆
弧等)、特性（图层、颜色、线型或线宽等）作为条件，过滤选择符合设定条件的对象。同
时，用户还可以指定该选择集用于替换当前选择集还是将其附加到当前选择集之中。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过滤选择

¾

命令：qselect

如果绘图区没有对象，则会弹出提示对话框“此图形中无图元可供选择”
。如果有可以
选择的对象，弹出“快速选择”对话框，如图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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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选择”对话框

对话框中各项设置：
“应用到”将过滤条件应用到整个图形或当前选择集（如果存在）。要选择将在其中应
用该过滤条件的一组对象，请使用“选择对象”按钮。完成对象选择后，按
ENTER 键重新显示该对话框。“应用到”将设置为“当前选择”。
“对象类型”指定要包含在过滤条件中的对象类型。如果过滤条件正应用于整个图形，
则“对象类型”列表包含全部的对象类型，包括自定义。否则，该列表只包
含选定对象的对象类型。
“特性”指定过滤器的对象特性。此列表包括选定对象类型的所有可搜索特性。选定的
特性决定“运算符”和“值”中的可用选项。
“运算符”控制过滤的范围。根据选定的特性，选项可包括“等于”、“不等于”、“大
于”、“小于”和“* 通配符匹配”。对于某些特性，“大于”和“小于”
选项不可用。“* 通配符匹配”只能用于可编辑的文字字段。使用“全部选
择”选项将忽略所有特性过滤器。
“值”指定过滤器的特性值。如果选定对象的已知值可用，则“值”成为一个列表，可
以从中选择一个值。否则，请输入一个值。
“如何运用”指定是将符合给定过滤条件的对象包括在新选择集内或是排除在新选择
集之外。
选择“包括在新选择集中”将创建其中只包含符合过滤条件的对象的新选择集。
选择“排除在新选择集之外”将创建其中只包含不符合过滤条件的对象的新选择集。
“附加到当前选择集”指定是由 QSELECT 命令创建的选择集替换还是附加到当前选择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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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对象编组
创建和管理已保存的对象集（称为编组）。
编组是保存的对象集，可以根据需要同时选择和编辑这些对象，也可以分别进行。编组
提供了以组为单位操作图形元素的简单方法。
编组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块，它是另一种将对象编组成命名集的方法。与块不同的是，编
组不能与其他图形共享。
在命令行输入“group”命令，弹出如图4.1-2所示对话框。

图4.1-2

“对象编组”对话框

“编组名”显示现有编组的名称。
“可选择的”指定编组是否可选择。如果某个编组为可选择编组，则选择该编组中的一
个对象将会选择整个编组。不能选择锁定或冻结图层上的对象。
“查找名称”列出对象所属的编组。
“亮显”显示绘图区域中选定编组的成员。

“创建编组”创建新编组。
“编组名”指定编组名。编组名最多可以包含 31 个字符，可用字符包括字母、数字和
特殊符号（美元符号[$]、连字号[-] 和下划线[_]），但不包括空格。名称
将转换为大写字符。
“说明”显示选定编组的说明（如果有）。
“可选择的”指出新编组是否可选择。
“未命名的”指定是否列出未命名编组。当不选择此选项时，只显示已命名的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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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编组”修改现有编组。
“重命名”将选定编组重命名为在“编组标识”下的“编组名”框中输入的名称。
“说明”将选定编组的说明更新为“说明”中输入的名称。说明名称最多可以使用 64
个字符。
“重排”在“编组排序”对话框中，修改选定编组中对象的编号次序。将按编组时选择
对象的顺序排序对象。当创建工具路径时重排是很有用的。例如，可以改变
工具路径图案的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剪切次序。
可以修改单独编组成员或范围编组成员的编号位置，也可以逆序重排编组中
的所有成员。编组中的第一个对象编号为 0 而不是 1。
“添加”将对象添加至选定编组中。
“删除”从选定编组中删除对象。要使用此选项，请不要选择“可选”选项。
“可选择的”指定编组是否可选择。

4.2 使用夹点编辑
夹点即图形对象上可以控制对象位置、大小的特征点。在等待绘图命令的状态选择绘图
对象后在图形对象上显示出小方框。夹点的颜色、大小设置，请参照本书的第2章中的“绘
图设置”内容。
在YaoCCAD中，可以使用夹点对图形进行简单编辑。如移动、拉伸、旋转、缩放、镜像
等操作。如做较为复杂的编辑，请使用“4.3 基本修改命令”中的编辑命令。

4.2.1 利用夹点移动对象
利用夹点移动对象，只需选中夹点，如直线的中点、圆(弧)的圆心等，按下鼠标左键，
移动鼠标，所选对象和光标一起移动。

4.2.2 利用夹点拉伸对象
利用夹点拉伸对象，选中对象的夹点，如直线的两端、圆的象限点等，移动鼠标，该夹
点和光标一起移动。

4.2.3 利用夹点旋转对象
利用夹点可以将选定的对象进行旋转。
选择对象后，单击右键菜单中的“旋转”项，选择基点，再指定旋转角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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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利用夹点缩放对象
利用夹点比例缩放对象。
选择对象后，单击右键菜单中的“比例”项，选择基点，再指定比例因子。当比例因子
大于1 时放大对象；当比例因子大于0 而小于1 时缩小对象。

4.2.5 利用夹点镜像对象
利用夹点镜像对象。
选择对象后，单击右键菜单中的“镜像”项，指定镜像线的起点、终点，确定镜像轴。
镜像后，是否保留原图形，用户根据需要选择。

4.3 基本修改命令
4.3.1 删除
在图形中删除用户所选择的一个或多个对象。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删除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删除”项

¾

命令：erase（或别名 e）

4.3.2 复制
创建与所选对象相同的图形，并放置到其他位置。
调用命令方式为：
菜单：修改→复制
工具条：“修改”→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复制”项
命令：copy（或别名 co、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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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镜像
将所选对象以镜像线对称复制。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镜像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镜像”项

¾

命令：mirror(或别名mi)

如果在进行镜像操作的选择集中包括文字对象，则文字对象的镜像效果取决于系统变量
MIRRTEXT，如果该变量取值为1（缺省值），则文字镜像显示；如果取值为0，则镜像后的文
字仍保持原方向。

4.3.4 偏移
将直线、圆、多线段等作同向复制。在YaoCCAD中，可作偏移的对象有：直线、圆、圆
弧、多线段、椭圆、射线和构造线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偏移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偏移”项

¾

命令：parallel

4.3.5 阵列
将指定的对象按矩形（R）或环形(P)两种方式多重复制。
矩形阵列的方向由输入行、列间隔的正负确定。正值是向X,Y轴正方向复制，负值则相
反。环形阵列的旋转角度，正值为逆时针，负值为顺时针。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阵列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阵列”项

¾

命令：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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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移动
将所选的对象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但不改变对象的方向和大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移动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移动”项

¾

命令：move（或别名m）

4.3.7 旋转
将某一对象旋转指定角度或参照一对象进行旋转。用户可通过指定一个基点和一个相对
或绝对的旋转角来对选择对象进行旋转。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旋转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旋转”项

¾

命令：rotate（或别名ro）

4.3.8 对齐
改变所选对象的方向和位置。但不改变对象的大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对齐”项

¾

命令：align

4.3.9 修剪
绘图过程中，需要将超出的部分线段去掉，使它们精确地相交于由其他对象定义的边界。
修剪命令可以剪切尺寸标注线。圆、圆弧、多段线既可以作为修剪边界，也可以作为被修剪
对象。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修剪

¾

工具条：“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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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修剪”项

¾

命令：trim

注意：1.修剪 图形时最后的一段或单独的一段是无法修剪的，可以采用删除命令删除；
2.修剪边界对象和被修剪对象可以是同一个对象；
3.对块中包含的图元或多线等进行修剪操作前，必须将它们炸开，使之失去块、多线
的性质才能进行修剪编辑，对多线最好使用多线编辑命令。

4.3.10 延伸
与修剪命令相反。可以延长指定的对象与另一对象相交。线、圆弧、圆、椭圆、椭圆弧、
多段线、射线、构造线、样条曲线和文本等可作为边界线。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延伸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延伸”项

¾

命令：extend

注意：1.选择要延伸的对象时的拾取点决定了延伸的方向，延伸发生在拾取点的一侧；
2.和修剪命令一样，延伸边界对象和被延伸对象可以是同一个对象。

4.3.11 比例
将对象按指定的比例因子放大或缩小。
在绘图过程中经常发现绘制的图形过大或过小，通过比例缩放可以快速完成图形的大小
转换。缩放时可以指定比例，也可以参照其他对象进行缩放。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比例

¾

工具条：“修改”→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比例”项

¾

命令：scale

4.3.12 拉伸
调整图形的大小、位置的工具。
使用拉伸命令时，必须用交叉多边形或交叉窗口的方式来选择对象的某一部分。如果将
对象全部选中，则该命令相当于“move”命令。如果选择了部分对象，则“stretch”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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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移动选择范围内的对象的端点，而其他端点保持不变。可用于“stretch”命令的对象包
括圆弧、椭圆弧、直线、多段线线段、射线和样条曲线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拉伸

¾

工具条：”修改”→

¾

命令：stretch（或别名 s）

4.4.13 拉长
用于改变非闭合对象的长度，包括直线、圆弧、非闭合多段线、椭圆弧和非闭合样条曲
线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拉长

¾

命令：lengthen（或别名 len）

4.3.14 倒角
用一条斜线连接两条非平行的线。可用于倒角的线有：直线、多段线、构造线和射线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倒角

¾

工具条：“修改”→

¾

命令：chamfer（或别名cha）

4.3.15 圆角
可以通过一个指定半径的圆弧光滑地连接两条线。
可进行圆角处理的对象有：直线、多段线的直线段、样条曲线、构造线、射线、圆、圆
弧和椭圆等。其中，直线、构造线和射线在相互平行时也可进行圆角。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圆角

¾

工具条：“修改”→

¾

命令：chamfer（或别名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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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打断
将对象一分为二或去掉其中一段减少其长度。可打断的对象有：直线、圆弧、圆、多段
线、椭圆、样条曲线和圆环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打断

¾

工具条：“修改”→

¾

命令：break（或别名 br）

如果希望第二断点和第一断点重合，在指定第二断点坐标时输入“@”即可。

4.3.17 合并
可以将某一连续图形上的两个部分合并成一个。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合并

¾

工具条：“修改”→

¾

命令：join

4.3.18 分解
由多个对象组合成的对象，如果需要对单个对象进行编辑，就需要先将它分解成单独的
对象。如，多段线、尺寸、块、填充图案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分解

¾

工具条：“修改”→

¾

命令：explode（或别名 x）

4.3.19 多段线编辑
多段线是一个对象，可以采用多段线专用编辑命令来编辑。可以修改其宽度、开口或封
闭、顶点数、样条化、直线化或拉直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对象→多段线

¾

快捷菜单：选定对象后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编辑多段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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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pedit

4.4 特性编辑
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特性，如颜色、图层、线型、线宽、样式、大小、位置、视图、打
印样式等等。这些特性有些是共有的，有些是某类对象特有的，都可以直接在“特性”选项
板中设置和修改。
对于图层、线型、颜色、线宽等特性，可先选择对象，再通过“对象特性”工具条直接
修改。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特性；修改→特性

¾

工具条：“标准”→

¾

命令：properties（或别名ddmodify、ddchprop）

¾

快捷键： 【Ctrl】+【1】

4.4.1 特性
“特性”选项板如图4.4-1所示。

图4.4-1

“特性”选项板

如果未选择任何对象，特性选项板显示如图4.4-1所示窗口，若选择了对象，“特性”
选项板中显示当前选择集中对象的所有特性和特性值，当选中多个对象时，将显示它们的共
有特性，同时在上方的列表框中显示“全部”。如果单击列表框向下小箭头，将弹出所选实
体的类型，此时可以单击欲编辑或查看的实体，对应的下方数据变成该实体的特性数据。
单击右上角的

按钮，将弹出“快速选择”对话框，用来快速选择欲编辑特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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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进入选择对象状态，此时可在绘图窗口选择特定对象。

按钮具有切换PICKADD系统变量的功能。控制后续选定对象是替换还是添加到

当前选择集。
当图标显示为

时其值为1，打开PICKADD。每个选定的对象都将添加到当前选择集。

要从选择集中删除对象，请在选择对象时按住【shift】键。当图标显示为

时其值为0，

关闭PICKADD，最新选定的对象将成为选择集，替换原来的选择集。
在“特性”选项板中，分类显示了所选对象的所有特性数据。其操作方式同Windows的
标准操作基本相同。灰色栏为不可编辑数据。选中欲编辑的单元，可以在对话框中直接输入
新的数据或通过下拉列表重新选择，选中的对象将会随着修改发生相应的变化。

4.4.2 特性匹配
如果要将某对象的特性修改成另一个对象的特性，通过特性匹配命令可以快速完成。无
须逐个修改对象的特性。基本特性有：颜色、图层、线型、线型比例、线宽、厚度、打印样
式；特殊特性有：文字、标注、图案填充。
特性匹配主要在同类对象间进行。当不同类型的对象间进行特性匹配时，根据源对象特
性的不同，目标对象改动的特性也就有所不同。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特性匹配

¾

工具条：“标准”→

¾

命令：match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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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标注

5.1 尺寸标注
一个完整的尺寸由尺寸界线、尺寸线、箭头和标注文字四个部分组成。
标注文字：是用于指示测量值的字符串。文字还可以包含前缀、后缀和公差。
尺寸线：用于指示标注的方向和范围。对于角度标注，尺寸线是一段圆弧。
箭头：也称为终止符号，显示在尺寸线的两端。可以为箭头或标记指定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尺寸界线：也称为投影线或指示线，从标注对象的特征点延伸到尺寸线。
用户可以为各种对象沿各个方向创建标注。基本的标注类型包括：
1. 线性，线性标注可以是水平、垂直、对齐、旋转、基线或连续（链式）。
2. 径向（半径和直径）
3. 角度
4. 坐标
标注类型示例如下：

图 5.1-1

标注类型示例

5.2 标注样式
标注样式是所有标注设置的集合，可用来设置标注的外观，如箭头样式、文字位置和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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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公差等。用户可以创建标注样式，以快速指定标注的格式，并确保标注符合行业或国家标
准。
标注尺寸时，标注将使用当前标注样式中的设置。如果在建立标注前未定义标注样式，
程序会采用系统默认的“standard”标注样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格式→标注样式
¾ 工具栏：“样式”→
¾ 命令：setdim（或 Dimstyle）

5.2.1 标注样式管理器
标注样式在标注样式管理器中设置。如图 5.2-1 所示：

图 5.2-1

“标注样式管理器”对话框

“样式”框中显示当前图形中的标注样式。在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可显示快捷菜单及选
项，可用于设置当前标注样式、重命名样式和删除样式。
注意：当前样式或当前图形使用的样式不能删除。
“列出”框控制样式显示。如果要查看图形中所有的标注样式，请选择“所有样式”。 如
果只希望查看图形中使用的标注样式，请选择“正在使用的样式”。
“预览”框显示选中的标注样式应用于尺寸标注后的效果。
“说明”框是对选中样式的说明。
置为当前：将所选标注样式置为当前标注样式。
修改：修改选定的标注样式的设置。
替代：为当前标注样式设置替代标注样式，在不改变标注样式的前提下，修改当前标注
样式中部分设置。对话框选项与“新建标注样式”对话框中的选项相同。替代样式显示在“样
式”列表框中的当前标注样式下方。
比较：比较两个标注样式设置的差异或列出一个标注样式的所有特性。
新建：定义新的标注样式。点击后进入创建标注样式界面，如图 5.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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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标注样式”对话框

“新样式名”框输入新标注样式的名称。
“基础样式”框选择新样式的基础样式，通过修改基础样式的设置来得到新的标注样式。
“用于”框设置新样式在标注中的运用范围。例如，可以创建一个 Standard 标注样式
的版本，该样式仅用于半径标注。
“继续”按钮进入“新建标注样式”对话框，并对标注样式进行设置。

5.2.2 “直线”选项卡
设置尺寸线、尺寸界线、箭头和圆心标记的格式和特性。该选项卡各项含义如下。
⑴ 尺寸线区：
尺寸线的颜色和线宽：可以设置尺寸线的颜色和线宽，用于视觉效果和打印。
隐藏：隐藏尺寸线，或者在文字打断尺寸线时，隐藏尺寸线的一半或全部。

基线间距：控制基线标注中连续尺寸线之间的间距。

超出标记：对于建筑标记（小斜线）箭头，控制尺寸线超出尺寸界线的距离。

⑵ 尺寸界线区：
尺寸线的颜色和线宽：指定颜色和线宽，用于视觉效果和打印。
隐藏：隐藏尺寸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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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尺寸线：指定尺寸界线超出尺寸线的长度（超出长度）。

起点偏移量：控制尺寸界线原点偏移长度，即尺寸界线原点和尺寸界线起点之间的距离。

5.2.3 “符号和箭头”选项卡
设置箭头的类型、大小，设置中心标记的外观。该选项卡各项含义如下。
⑴

箭头：

在“第一项”和“第二项”中设置箭头的类型，在“引线”中设置快速引线标注的箭头
类型，“箭头大小”中显示和设置箭头的大小。
⑵ 圆心标记：
有三种标记形式供选择：无、标记和直线。
无：不创建圆心标记或中心线。
标记：创建圆心标记。
直线：创建中心线。
大小：显示和设置圆心标记或中心线的大小。

5.2.4 “文字”选项卡
设置标注文字的格式、放置和对齐。该选项卡各项含义如下：
⑴

文字外观区：

文字样式：设定标注尺寸时使用的文字样式。下拉列表框中显示的是当前已经存在的文
字样式。一般情况下，由于尺寸标注的特殊性，往往需要专门为尺寸标注设置专用的文字样
式。如果未预先定义好文字样式，可以单击该项后的按钮

，弹出“文字样式”设置对话

框进行设定。详细的文字样式设定方法将在本书的第 6 章介绍。
文字颜色：设定标注文字的颜色。
文字高度：设定标注文字的高度。该高度值仅在选择的文字样式中的文字高度为 0 时才
起作用，如果所选文字样式的高度不为 0，则尺寸标注中的文字高度即是文字样式中设定的
固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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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高度比例：设置相对于标注文字的分数比例。仅当在样式管理器的“主单位”选项
卡中选择“分数”作为“单位格式”时，此选项才可用。
绘制文字边框：控制标注文字周围是否绘制边框。
⑵ 文字位置区：
垂直和水平是相对于尺寸线来说的。
垂直：设置文字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可以选择置中、上方、外部或 JIS 位置。
水平：设置文字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置。可以选择中、第一条尺寸界线、第二条尺寸界线、
第一条尺寸线上方、第二条尺寸线上方等位置。
从尺寸线偏移：设置文字和尺寸线之间的间隔。
⑶ 文字对齐区：
水平：文字一律水平放置。
与尺寸线对齐：文字方向与尺寸线平行。
ISO 标准：当文字在尺寸界线内时，文字与尺寸线对齐；当文字在尺寸线外时，文字成
水平放置。
文字对齐效果如图所示。

图 5.2-3

“文字对齐”效果示例

5.2.5 “调整”选项卡
控制标注文字、箭头、引线和尺寸线的放置。
该选项卡包含了 4 个区，分别是调整选项、文字位置、标注特征比例和优化。各项含义
如下。
⑴ 调整选项区：
文字和箭头，取最佳效果：当尺寸界线之间距离不够放置文字和箭头时，按照最佳效果
移动文字或箭头。
箭头：当尺寸界线之间距离不够放置文字和箭头时，首先将箭头从尺寸线间移出去。
文字：当尺寸界线之间距离不够放置文字和箭头时，首先将文字从尺寸线间移出去。
文字和箭头：当尺寸界线之间距离不够放置文字和箭头时，首先将文字和箭头从尺寸线
间移出去。
文字始终保持在尺寸线之间：不论尺寸界线之间距离是否足够放置文字和箭头，文字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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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在尺寸线之间。
若不能放置在尺寸界线内，则消除箭头：当尺寸界线之间距离不够放置文字和箭头时，
则隐藏箭头。
⑵ 文字位置区：
尺寸线旁：移动标注文字时，尺寸线就会随之移动。
尺寸线上方，加引线：移动文字时尺寸线将不会移动。如果将文字从尺寸线上移开，将
创建一条连接文字和尺寸线的引线。当文字靠近尺寸线时，将省略引线。
尺寸线上方，不加引线：移动文字时尺寸线不会移动。将文字从尺寸线上移开，没有连
接文字和尺寸线的引线。
⑶ 标注特征比例：
使用全局比例：设置尺寸元素的比例因子，使之与当前图形的比例因子相符。例如：绘
图时设定了文字、箭头的高度为 5，而要求输出时也严格等于 5，而输出的比例为 1:2，则
全局比例因子应设置成 2。
按布局（图纸空间）缩放标注：根据当前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的比例确定比例因子。
⑷ 优化区
标注时手动放置文字：根据需要，手动放置文字。
始终在尺寸界线之间绘制尺寸线：不论尺寸界线之间距离如何，强制在尺寸界线之间绘
制尺寸线。

5.2.6 “主单位”选项卡
设置主标注单位的格式和精度，并设置标注文字的前缀和后缀。
该选项卡包括两种标注的设置：线性标注和角度标注。各项含义如下。
⑴ 线性标注区：
单位格式：设置除角度以外的标注类型的单位格式。
精度：显示和设置标注文字中的小数位数。
分数格式：在单位格式为分数时有效，设置分数的堆叠格式。
小数分隔符：设置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的分隔符，有句点（.）、逗点（,）、空格三个选
项。不同设置下的结果分别如：18.88，18,88，18 88。
舍入：设定小数精确位数，将超出长度的小数舍去。如 2.3333，当设定舍入为 0.01 时，
标注结果为 2.33。
前缀：用于设置增加在数字前的字符。
后缀：用于设置增加在数字后的字符。如设定后缀为“m”
，则在标注的单位为“米”而
非“毫米”时，直接增加单位符号。不必手工键入。建议仅当所有的尺寸都有共同的前缀和
后缀时，才设置前缀和后缀，否则，可以在标注时手工输入。
测量单位比例：设置单位比例并可以控制该比例是否仅应用到布局标注中。
“比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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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了除角度外的所有标注测量值的比例因子。如设定比例因子为 0.5，则程序在标注尺寸
时，自动将测量的值乘上 0.5 标注。
“仅应用到布局标注”设定该比例因子仅对布局中创建的标注有效。
消零：控制前导和后续零以及英尺和英寸中的零是否显示。设定了“前导”
，则使得输
出数值没有前导零。如 0.25，显示为.25。设定了“后续”，则使得输出数值中没有后续零。
如 2.500，结果为 2.5。
⑵ 角度标注区：
单位格式：设置角度的单位格式。
精度：设置角度标注的小数位数。
消零：设置角度标注是否显示前导零和后续零。

5.2.7 “换算单位”选项卡
指定标注测量值中换算单位的显示并设置其格式和精度。
该选项卡包含了显示换算单位复选框、换算单位区、消零区、位置区。各项含义如下。
⑴ 显示换算单位：向标注文字添加换算测量单位。选中了该项，以下各项才可设置。
⑵ 换算单位区：显示和设置除角度之外的所有标注类型的当前换算单位格式。和“主
单位”选项卡设置基本相同。
其中“换算单位乘数”是指定一个乘数，作为主单位和换算单位之间的换算因子使用。
如主单位为公制的毫米，换算单位为英制，则其间的换算乘法器应该是（1/25.4），即
0.03937007874016。标注尺寸为 100，精度为 0.1 时，结果为 100[3.9]。
⑶ 消零区：控制前导零和后续零以及英尺和英寸零的显示。
⑷ 位置区：控制标注文字中换算单位的位置。

5.2.8 “公差”选项卡
控制标注文字中公差的格式及显示。
该选项卡中包含了公差格式和换算单位公差两个区。各项含义如下。
⑴ 公差格式区：
方式：设定公差标注方式。
精度：设置小数位数。
上偏差：设置公差的上偏差。
下偏差：设置公差的下偏差。对于对称公差，不需设置下偏差。
高度比例：设置公差文字的高度相对于尺寸主单位文字高度的高度比例。
垂直位置：控制公差在垂直位置上和尺寸的对齐方式。
消零：设置是否显示前导和后续零以及英尺和英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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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差”选项卡的部分设定效果如图所示。

图 5.2-4

“公差”选项卡的设定效果示例

⑵ 换算单位公差区：
精度：显示和设置换算单位的小数位数。
消零：设置是否显示换算单位公差的前导和后续零。

5.3 创建尺寸标注
5.3.1 线性标注
线性标注用来标注距离和长度的尺寸，可以水平、垂直或对齐放置。使用对齐标注时，
尺寸线将平行于两尺寸界线原点之间的连线。选取需要标注的对象或指定第一、第二条标注
目标点，以创建线性标注。创建线性标注时，可以修改文字内容、文字角度或尺寸线的角度。
提示：为了选定准确的坐标点，请使用对象捕捉工具。

5.3.1.1 建立水平或垂直标注
使用指定的位置或对象的水平或垂直部分来创建标注。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线性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linear
2. 按【Enter】键或点击鼠标右键，再选择要标注的对象；或指定第一或第二尺寸界线
原点。
3. 在指定尺寸线位置之前，可以替代标注方向并编辑文字、文字角度或尺寸线角度：
z 要旋转尺寸界线，请输入 r（旋转）
。然后输入尺寸线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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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要编辑文字，请输入 m（多行文字）
。在“在位文字编辑器”中修改文字。单
击“确定”。
z 在尖括号内编辑或覆盖尖括号 (< >) 将修改或删除程序计算的标注值。通过
在括号前后添加文字可以在标注值前后附加文字。
z 要旋转文字，请输入 a（角度），然后输入文字角度。
注：所有标注在尚未确定位置之前的临时显示状态，均可以通过第 3 步操作编辑尺寸文
字、文字角度或尺寸线的角度。
4.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5.3.1.2 对齐标注
可以创建与指定位置或对象平行的标注。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对齐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aligned
2. 按【Enter】 键或点右键，再选择要标注的对象，或指定第一或第二尺寸界线原点。
3.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5.3.2 直径和半径标注
直径与半径标注标注弧和圆的半径与直径。

5.3.2.1 建立直径标注
用于测量圆弧或圆的直径，并在标注文字前显示直径符号“ø”。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直径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diameter
2. 选取弧或圆；
3.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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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建立半径标注
用于测量圆弧或圆的半径，并在标注文字前显示字母 R。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半径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radius
2. 选取弧或圆；
3.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5.3.3 角度标注
角度标注测量两条直线或三个点之间的角度。可以直接选择两线，标注两线间夹角；还
可以通过指定角度顶点和端点标注角度；对于其他对象，如圆弧，选择对象后可直接标注出
圆弧的圆心角度。创建标注时，可以在指定尺寸线位置之前修改文字内容和对齐方式。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角度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angular
2. 选取标注对象：
z 选取一条线，再选取另一条线；
z 选取一段弧；
z 选取顶点，然后依次选取两个端点；
3. 指定尺寸线的位置。
注：当用选取顶点和两个端点的方式标注角度时，根据选取端点的不同顺序，得到不同
的标注值，这种标注方法可以标注大于 180°的角。

5.3.4 坐标标注
坐标标注测量原点或基准点（当前用户坐标系[UCS]的原点）到标注位置的垂直距离，
坐标标注由 X 或 Y 值和引线组成，X 基准坐标标注沿 X 轴测量特征点与基准点的距离。
Y 基准坐标标注沿 Y 轴的测量距离。
由于程序使用标注位置在当前 UCS 的坐标值确定标注值，因此在创建坐标标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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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需要重设 UCS 原点与基准相符。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坐标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ordinate
2. 选择要坐标标注的点；
3. 指定坐标的终点引线。

5.3.5 基线标注
基线标注是自同一基线处测量的多个标注。由于基线标注需要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标注的
基础上进行，所以在创建基线标注之前，往往需要创建线性、对齐或角度标注，作为基础标
注，然后再以已经存在的标注为基础创建基线标注。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基线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baseline
2. 选择基准标注；
3. 指定第二条尺寸界线原点；
4. 当光标置为基准标注上方时，新的基线标注置于基准标注下方，反之，置于下方；
5. 依此类推可连续标注多个基线标注。单击鼠标右键结束操作。
两标注间的距离由“标注样式管理器”的“直线”选项卡的“基线间距”值决定。

5.3.6 连续标注
连续标注是首尾相连的多个标注。和基线标注一样，也需要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标注的基
础上进行，方法同基线标注。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连续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continue
2．选择基准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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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定第二条尺寸界线原点；
4．依此类推可连续标注多个标注。单击鼠标右键结束操作。

5.3.7 引线标注
引线标注由一条线或样条曲线引出，一端带有箭头，另一端带有多行文字或其他对象。
在某些情况下，有一条短水平线（又称为钩线、折线或着陆线）将文字和特征控制框连接到
引线上。引线与多行文字对象相关联。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引线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leader
2. 指定引线的起点；
3. 指定引线线段的终点；
4. 指定附加引线线段的终点；
5. 按【A】，选择加入注释；
6. 键入第一行注释；
7. 键入多行注释，或按鼠标右键结束标注。
注：在第 5 步“加入注释”状态，可以直接进入第 6 步输入注释；或按【Enter】，进入
选项，按【T】，标注含有引线的形位公差。

5.3.8 形位公差
形位公差即形状和位置公差，表示特征的形状、轮廓、方向、位置和跳动的允许偏差。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公差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tolerance
2. 在“形位公差”对话框中，单击“符号”下的第一个矩形，然后选择一个公差符号；
3. 在“公差 1”下，单击第一个黑框，插入直径符号；
4. 在文字框中，输入第一个公差值；
5. 要添加包容条件（可选），单击第二个黑框，然后单击“包容条件”对话框中的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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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形位公差”对话框中，加入第二个公差（可选并且与加入第一个公差方式相同）；
7. 在“基准 1”、“基准 2”和“基准 3”下输入基准参考字母；
8. 单击黑框，为每个基准参考插入包容条件符号；
9. 在“高度”框中输入高度；
10. 单击“投影公差带”方框，插入符号；
11. 在“基准标识符”框中，添加一个基准值；
12. 单击“确定”；
13. 在图形中，指定公差的位置。

图 5.3-1 形位公差标注示例
当有两公差应用于同一几何要素上时，可以建立由主公差值与次公差值组成的复合公
差。为使公差更为明确，公差也可包含由高度值与投影公差符号组成的投影公差。如可以用
投影公差来表示插入部分的垂直度。

5.3.9 圆心标记
在圆或圆弧的圆心绘制中心标记或者是圆的中心线。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圆心标记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c
2. 选择圆弧、圆。

5.3.10 对称半线性标注
对称半线性标注与线性标注相似，区别是对称半线性标注是以中心线为对称，标注整条
直线的长度。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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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菜单：标注→对称半线性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symdimlinear
2. 在命令行的提示下，在中心线上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对称线；
3. 指定对称线后，在标注对象端点处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尺寸界线原点。
4. 指定尺寸线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完成标注。

5.3.11 对称半角度标注
对称半角度标注与角度标注相似，区别是对称半角度标注是以中心线为对称，标注整个
角度。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对称半角度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symdimangular
2. 在命令行的提示下，在中心线上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对称线；
3. 指定对称线后，在标注角边上单击鼠标左键指定角度边，或单击鼠标右键指定角的顶
点后，指定角的端点。
4. 指定标注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完成标注。

5.3.12 投影长度标注
用来标注对象任意角度方向的投影长度。
投影方向是通过指定点或输入角度方式来确定。
操作步骤：
1. 请采用下列方式启动命令：
¾ 菜单：标注→对称半角度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proj
2. 选择投影面或指定投影面倾斜角度的提示下，在投影面上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投影
面；若想指定倾斜角度，单击鼠标右键，在提示下输入角度值后，分别指定两尺寸
界线的原点；
3.指定尺寸线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完成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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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尺寸标注编辑
尺寸标注的编辑方式有多种，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选用不同的编辑方式。
1. 通过“对象特性”面板可以单独地修改图形中已有尺寸标注的所有部分，如标注文
字的内容、文字的位置、角度、尺寸界线的方向等。方法请参见本书的第 4 章内容。
2. 通过修改标注样式，从而修改使用该标注样式并与之关联的所有标注特征。标注样
式修改方法与设置相同，请参见本章的“5.2 标注样式”。
3. 针对需要编辑的特征选用专用的编辑工具，如旋转尺寸文字、移动标注、倾斜标注
等。

5.4.1 标注尺寸倾斜
尺寸线一般与尺寸界线垂直，“倾斜”功能可以改变尺寸界线相对于尺寸线的角度。
操作步骤：
1.选择“标注”→“倾斜”；
2.输入【O】
，即选择“倾斜线”；
3.输入倾斜角度，按【Enter】；
4.选择线性标注，再按【Enter】。
提示 如果不知道尺寸的倾斜角度，请使用捕捉对象上两点的方式确定倾斜角度。

5.4.2 编辑尺寸文本
编辑尺寸文本可以旋转现有标注中的文字、移动标注文字的位置，或以新文字替换所选
标注文字。也可以让标注文字返回到当前标注样式定义的原始位置。

5.4.2.1 编辑文字
以新文字替换现有标注中的文字。
1. 请采用下列方式之一：
¾ 菜单：标注→倾斜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edit
2. 输入【E】，进入“编辑文字”状态；
3. 输入预替代的标注文本，按【Enter】；
4. 选取要替换为新文字的标注，可选取一个或多个，按【Enter】 键或点击鼠标右
键完成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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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旋转尺寸文字
旋转标注文字的角度。
1. 请采用下列方式之一：
¾ 菜单：标注→对齐文字→角度
¾ 工具栏：“标注”→
2. 输入旋转角度，按【Enter】；
3. 选取需要改变文字的标注，可选取一个或多个，按【Enter】 键或点击鼠标右键结
束。

5.4.2.3 移动标注
移动标注文字的位置。可以选择“标注”工具条上上的“旋转尺寸文字”工具

，也

可以双击选中标注，再拖动标注中的文字夹点到指定位置，按【Enter】 键或点击鼠标右键
确定。

5.4.2.4 标注更新
用当前标注样式更新所选标注，从而将当前标注样式的特征应用到所选的标注中。
1.

请采用下列方式之一：
¾ 菜单：标注→标注更新
¾ 工具栏：“标注”→

2.

选取要替换标注样式的标注，可选取一个或多个，按【Enter】或点击鼠标右键结
束。

5.4.2.5 恢复默认位置
让标注文字返回到当前标注样式定义的原始位置。
1. 请采用下列方式之一：
¾ 菜单：标注→对齐文字→默认
¾ 工具栏：“标注”→
2．选取要恢复文字的标注，可选取一个或多个，按【Enter】 键或点击鼠标右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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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编辑标注
修改或新建标注对象。
请采用下列方式之一进入“尺寸编辑”：
¾ 工具栏：“标注”→
¾ 命令：dimedit
然后根据命令行的提示选择 E（编辑文字）、或者是 O（倾斜线）、R（旋转文字）、RE（恢
复文字），进行相应的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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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文字
文字常用于表达一些与图形相关的信息，如技术要求、标题栏等。文字的创建可以使用
多种方法，如对简短的输入项使用单行文字，对带有内部格式的较长的输入项使用多行文字，
也可创建带有引线的多行文字。

6.1 文字样式
文字样式是一组可随图形保存的文字风格设置，这些设置包括字体、文字高度以及特殊
效果等。在 YaoCCAD 中新建一个图形文件后，系统将自动建立一个缺省的文字样 式
“Standard”，并且该样式被文字命令、标注命令等缺省引用。用户可以修改缺省文字样式
的特性或创建新的文字样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工具栏：“样式”→

¾

菜单：格式→文字样式

¾

命令：style（或别名 st）

调用命令后，弹出如图 6.1-1 所示对话框。

图 6.1-1

“文字样式”对话框

其主要选项有：
“样式名”栏：该项默认显示当前文字样式的名称。在该栏的下拉列表中还包括了所
有已建立的文字样式，单击“新建”按钮新建一个文字样式；单击“重
命名”或“删除”按钮对当前的文字样式进行重命名或删除。
“字体”栏：在“字体名”列表中显示所有 YaoCCAD 可支持的字体，这些字体有两
种类型：一种是扩展名为“.shx”的字体，该字体是利用形技术创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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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扩展名为“.ttf”的字体，该字体为 TrueType 字体，是 Windows
系统所提供的字体。
选用 SHX 字体时，如果勾选“使用大字体”项，“字体样式”列表
将变为“大字体”列表，可设置大字体。大字体和小字体的区别是：在
一个字体文件中可以定义数千个文字，通常用于亚洲国家的文字字体定
义。
“高度”栏：编辑框用于指定文字高度。如果设置为 0，则引用该文字样式创建字体
时需要指定文字高度。否则将直接使用框中设置的值来创建文本。
“效果”栏：
颠倒：用于设置是否倒置显示字符。
反向：用于设置是否反向显示字符。
垂直：用于设置是否垂直对齐显示字符。只有在选定字体支持双向对齐时该项
才被激活。
宽度比例：用于设置字符宽度比例。输入值如果小于 1.0 将压缩文字宽度，输
入值如果大于 1.0 则将使文字宽度扩大。
倾斜角度：用于设置文字的倾斜角度，取值范围在-85 到 85 之间。
“预览”栏：用于预览字体和效果设置，设置的改变（文字高度的改变除外）将会引
起预览图像的更新。
注意：1.“Standard”文字样式不能被重命名或删除；
2.当前文字样式和已经被当前图形引用的样式不能删除和重命名。

6.2 单行文字
对于不需要多种字体或多行的简短文字，用单行文字创建。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文字→单行文字

¾

工具栏：“绘图”→

¾

命令：dtext

执行命令后，在命令行显示相关设置项，根据需要选择设置后，输入文本内容，按【Enter】
或鼠标右键结束操作，如有多行，可重复操作。按两次【Enter】键退出单行文字输入。
单行文字与图形对象相同，可作删除、移动、旋转、比例、编辑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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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多行文字
多行文字由一行或一行以上的文字或段落组成，并布满指定的边界宽。
建立多行文字时，先指定文本块的第一角点和对角点，以决定多行文字边界的起点和终
点。段落文字可以在边界自动换行。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文字→多行文字

¾

工具栏：“绘图”→

¾

命令：mtext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6.3-1 所示编辑框。

图 6.3-1

“多行文字”编辑框

多行文字编辑框上方是设置项和辅助编辑框，设置项依次用于设置当前或所选多行文字
的文字样式、字体、高度、在编辑框中的显示比例、颜色。对于 TrueType 字体，可以设置
文字效果，如粗体、斜体、下划线等。在文本编辑过程中可以点“

”或“

”按钮执

行放弃、重做操作，还可以设置上下公差、分式等堆叠格式。
堆叠/非堆叠(

)：当选中的文字中包含有“^”、“/”或“#”三种符号时，该项将
被激活，用于设置文字的堆叠形式或取消堆叠。如果设置为堆叠，则这些
字符左边的文字将被堆叠到右边文字的上面，具体格式如表 6.3-1 所示。
表 6.3-1 堆叠的类型

符

号
^

/

#

说

明

表示左对齐的公差值，形式为： 左侧文字

右侧文字
表示中央对齐的分数值，形式为： 左侧文字

右侧文字
表示被斜线分开的分数，形式为： 左侧文字

右侧文字

编辑框的下方是多行文本编辑区，编辑区上有制表符，用于调整多行文本的格式，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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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意义与 Word 中的制表符相同。在编辑区输入文字，文字超过边界可以自动换行，也可
以按【Enter】键换行。在编辑区单击鼠标右键，可作如下操作：
缩进和制表位：设置段落和段落的首行缩进并设置制表位。
对正：用于选择不同的对正方式，对正方式基于指定的文字对象的边界。具体请参
见本章中的“对齐”内容。
查找和替换：搜索指定的文字串并用新文字进行替换。
改变大小写：英文字母大小写切换。
删除格式：删除所选文字的格式设置。
合并段落：将多段文字合并为一段。
导入文本：将选择的文本文件内容复制到编辑框中。
符号：插入特殊文字字符。

6.4 文字修改
文字与图形对象相同，可以作删除、移动、旋转、缩放、镜像等编辑。
文本的内容和属性可以通过对象特性对话框进行修改，方法参见本书的第 4 章内容。

6.4.1 编辑
用于修改已标注的文本内容，该命令对多行文字、单行文字均可适用。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对象→文字→编辑

¾

命令：ddedit（或别名 ed）

调用该命令后，如果选择多行文字对象，则出现“多行文字编辑器”对话框，除了可以
修改多行文本的内容以外，还可以重新定义文字的高度、字体、颜色和位置等。如果选择的
对象是单行文字，则弹出单行文本“编辑文字”对话框修改文字内容。
用户直接双击单行文字或多行文字，同样可以编辑文字的内容。

6.4.2 缩放
用于改变多行文字、单行文字以及属性对象的比例。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对象→文字→缩放

¾

命令：scaletext

6.4.3 对齐
可以在不改变文字位置的前提下来修改文字对象的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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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对象→文字→缩放

¾

命令：justifytext

文字的对齐选项如下图所示：

A.

左上

H.

第三线

B.

左中

I.

右

C.

左

J.

右中

D.

左下

K.

右上

E.

中心

L.

中间

F.

中心下

M.

中间中心

G.

右下

N.

中心上

6.5 特殊字符输入
用户在输入单行文字、多行文字、属性及标注中的文字时，有时会用到特殊文字字符，
如直径符号“ø”、角度符号“°”和加/减符号“±”等。这些特殊文字字符可用控制码来
表示。所有的控制码用双百分号（%%）起头，随后跟着的是要转换的特殊字符，这些特殊字
符代表相应的符号。这些特殊文字字符如下：
(1) 下划线（%%U）：用双百分号跟随字母“U”来给文字加下划线。
(2) 直径符号（%%C）：双百分号后跟字母 C 表示直径符号。
(3) 加/减符号（%%P）：双百分号后跟字母 P 表示±符号。
(4) 角度符号（%%D）：双百分号后跟字母 D 表示角度符号。
(5) 上划线（%%O）：双百分号后跟字母“O”表示在文字对象上加上划线。
当使用控制码来改变后面文字的书写风格时，通常需要用两个控制码配对使用，第一个
表示风格应用的开始，第二个表示风格应用结束。如，第一个“%%U”表示为下划线方式，
第二个“%%U”则关闭下划线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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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和外部参照

块是一个或多个对象的集合。象对待单个图形对象一样对块进行编辑操作。如果需要的
话，还可以把块分解成单独对象。
创建一个块后，该块存储在图形文件中，此后用户可根据需要多次引用同一个块定义，
而不必重复绘制，因此节省了大量的绘图时间。此外，插入块并不需要对块中所有对象的数
据进行复制，而只是在指定的位置、用给定的比例和旋转角度来引用块，因此数据量要比绘
图小得多，从而节省了计算机的存储空间。
我们也可以在新定义的图块中引用已有的图块，这样形成的图块叫嵌套块。
块可以附加属性，这种块叫属性块。

7.1 创建块
7.1.1 内部块
内部块指在当前图形中创建的块。首先绘制好构成块的图形对象，再通过创建块命令创
建块。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块→创建

¾

工具栏：“绘图”→

¾

命令：block

根据命令行的提示输入块的名称、设置插入点(即块编辑或定位时的定位基准点)、选取
构成块的所有对象，按【Enter】或点右键完成创建。
除上述方法创建块外，还可以在“设计中心”中创建块对象。方法：在“设计中心”对
话框中，选中“块”元素后，选择“编辑”下拉菜单中的“新建”的“块”项。
如果在定义块时定义错了，想重新定义，执行“块在位编辑”命令。请参照本章的“7.5
块在位编辑”内容。
内部块只能在定义图块的图形中调用。

7.1.2 外部块
外部块也就是向文件写块。用原图形文件中的整体或部分(如整个图形、内部块或某些
对象)创建一个新的图形文件，这个图形文件可以被其它图形文件作为外部块插入、调用。
调用命令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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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菜单：绘图→块→向文件写块

¾

命令：w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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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BLOCK 命令定义的外部块其实就是一个 DWG 图形文件。当 WBLOCK 命令将图形文件中
的整个图形定义成外部块写入一个新文件时，它自动删除文件中未用的层定义、块定义、线
型定义等，相当于用 PURGE 命令清理文件后，再将其复制为一个新生文件，与原文件相比，
大大减少了文件的字节数。
所有的 DWG 图形文件均可视为外部块插入到其它的图形文件中，不同的是，用 WBLOCK
命令定义的外部块文件其插入基点是由用户在定义外部块时指定的，而一般图形文件，在作
为外部块引时，默认以坐标原点（0,0,0）作为其插入基点，当然，图形文件的插入基点也
可以重新指定，方法：单击“绘图”菜单中的“块”中的“基点”或输入 Base 命令指定基
点，即块调用时的插入点。

7.1.3 属性块
属性块就是附加在块上的文字信息，与图形对象一起定义为块。属性从属于块，当删除
块时，属性也被删除。

7.1.3.1 定义属性
创建属性块，首先要创建描述特征的属性。属性包括标记（标识属性的名称）、插入块
时显示的提示、值的信息、文字格式、位置和模式（不可见、固定、验证和预置）。
属性定义完后，定义块时可以将属性定义当作一个对象来选择。插入属性块时，可以为
属性指定不同的值。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绘图→块→定义属性

¾

命令：ddattdef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7.1-1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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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属性”对话框

其主要内容如下：
名称：标识图形中每次出现的属性。使用任何字符组合（空格除外）输入属性标记。
小写字母会自动转换为大写字母。。
提示：指定在插入包含该属性定义的块时显示的提示。如果不输入提示，属性标记将
用作提示。如果在“模式”区域选择“常数”模式，“属性提示”选项将不
可用。
默认文字：指定默认属性值。
插入坐标：指定属性位置。输入坐标值或者单击“选择”按钮在屏幕上指定属性的位
置。
隐藏：指定插入块时不显示或打印属性值。
固定：在插入块时，赋于属性固定值。
验证：插入块提示验证属性值是否正确。
预置：插入包含预设属性的块时，将属性值设置为默认。
文字：设置属性文字的文字样式、对齐方式、文字高度和旋转角度。
限定宽度：超出限定宽度的两夹点（勾选“限定宽度”项后，属性文字的左、右边各
多一个夹点，拖动该夹点，可以设置文字的很大宽度）时，文字自动压缩。
定义： 执行定义属性命令。
定义并退出：执行定义属性命令并退出对话框。

7.1.3.2 创建属性块
创建属性块与创建图块一样，就是将定义好的属件连同相关图形一起，用 BLOCK
（BMAKE）命令定义成块（生成带属性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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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插入图块
定义块是为了在图形文件中引用。引用图块的方法有多种，可以直接插入块，也可以阵
列插入块(MINSERT)、等分插入图块(DIVIDE)和等距插入图块(MEASURE)。
当图形文件作为外部图块插入到当前图形中时，外部图形文件被作为块定义引入到当
前图形中，若改变外部图形文件的内容，对当前图形没有影响。
插入图块的时候，必须定义插入点、比例、旋转角度。如果插入的是带属性的块，还
要输入属性值。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插入→块

¾

工具栏：“绘图”→

¾

命令：ddinsert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7.2-1 所示对话框。

图 7.2-1

“插入块”对话框

其主要内容如下：
块名：指定要插入块的名称，或指定要作为块插入的文件的名称。
浏览：在选择图形文件框中选择要插入的图形文件。
路径：显示插入的图形文件块的路径。
插入点：指定块的插入点。
在屏幕上指定：插入块时指定块的插入点。若不勾选此项，须设置 X、Y、Z
坐标值。
缩放比例：指定插入块的缩放比例。如果指定负的 X、Y 和 Z 缩放比例因子，则插入
块的镜像图像
在屏幕上指定：插入块时指定块的比例。
统一比例：为 X、Y 和 Z 坐标指定单一的比例值。为 X 指定的值也反映在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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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Z 的值中
旋转：在当前 UCS 中指定插入块的旋转角度
在屏幕上指定：插入块时指定块的旋转角度。或在“角度”框中输入角度值。
分解：分解块并插入该块的各个部分。选定“分解”时，只可以指定统一比例因子。
在图层 0 上绘制的块的部件对象仍保留在图层 0 上。颜色为“BYLAYER”(随层)
的对象为白色。线型为“BYBLOCK”(随块）的对象具有 CONTINUOUS (直线)线
型。

7.3 外部参照
外部参照是另一种块引用的方式，它和块最大的区别在于插入后，其数据并不增加到当
前图形中，而是存储在原始文件中，当前文件只包含对外部文件的一个引用。因此，不能在
当前图形中编辑外部参照图形，同样也不能分解外部参照。要编辑外部参照，只能对原始文
件进行编辑后再在外部参照管理器中重载。

7.3.1 插入外部参照
插入 DWG 文件作为外部参照插到当前图形中。
将图形文件附着为外部参照时，可将该参照图形链接到当前图形。打开或重新加载参照
图形时，当前图形中将显示对该文件所做的所有更改。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插入→DWG 参照

¾

命令：xattach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7.3-1 所示对话框。

7.3-1

“插入外部参照”对话框

其主要内容如下：
名称：标识已选定要进行附着的 D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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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按钮：在“选择参照文件”对话框中为当前图形选择新的外部参照。
保存路径：选择完整（绝对）路径、外部参照文件的相对路径或“无路径”、外部参照
的名称（外部参照文件必须与当前图形文件位于同一个文件夹中）。
参照类型：指定外部参照为附着型还是覆盖型。与附着型的外部参照不同，当附着覆盖
型外部参照的图形作为外部参照附着到另一图形时，将忽略该覆盖型外部参
照。
插入点：指定外部参照的插入点。默认设置是“在屏幕上指定”。默认插入点是
(0,0,0)。
比例：指定外部参照的插入比例。
旋转：指定外部参照的旋转角度。

7.3.2 外部参照管理器
对于图形中所引用的外部参照，YaoCCAD 主要是通过外部参照管理器来进行管理的。

图 7.3-1

“外部参照管理器”对话框

其主要内容如下：
附加：在图形中插入选择的外部参照文件。
拆离：从图形中拆离指定的外部参照文件。
重载：对指定的外部参照进行更新。
卸载：将指定的外部参照在当前图形中卸载。
绑定：将指定的外部参照断开与原图形文件的链接，并转换为块对象，成为当前图形的
永久组成部分。
打开：将指定的外部参照文件在新的窗口打开。
外部参照路径：显示当前选定外部参照的完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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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外部参照搜索路径：显示附加外部参照时默认搜索路径。
“

”按钮：当前图形中的所有外部参照以列表形式显示在列表框中，每一个外部参

照的名称、加载状态、大小、参照类型、参照日期和保存路径列在同一行状态条上。
“

”按钮：当前图形中的外部参照将以树状结构列表显示，从而可以看到外部参照

之间的嵌套层次。

7.4 块编辑
7.4.1 分解块
可以用 EXPLODE 命令把块分解成组成它们的原来对象。在分解具有嵌套块的块时，仅分
解顶层的块，分解下一层的块，需再次使用 EXPLODE 命令。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分解

¾

工具栏：“修改”→

¾

命令：explode

属性块分解后，其属性值将丢失而恢复成属性标志。因此属性块分解时要特别谨慎。

7.4.2 编辑属性块
当用户将属性定义好后，有时可能需要更改属性名、提示内容或缺省文本，这时可用右
键菜单中的“属性”项完成。修改属性定义操作只对未定义成块的或已分解的属性块的属性
才可用。
用于修改图形中已插入的属性块的属性值。可以通过“DDATTE”命令完成。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对象→属性→块属性

¾

快捷方式：在属性块上，双击鼠标左键

¾

命令：DDATTE

执行命令后，系统提示：
“选择含有属性的块”，选取属性块后，弹出如图 7.4-1 所示对
话框。在“名称”下选取图块属性的名称，在“值”框中显示相应的属性值，修改“值”框
中的内容即可更改相应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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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块属性”对话框

7.4.3 块剪裁
对于已附着到图形中的外部参照或插入的块，用户可定义其剪裁边界。外部参照或块在
剪裁边界内的部分可见，而边界之外的部分则不可见。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修改→裁剪→外部参照

¾

快捷方式：选定外部参照后单击右键菜单中的“外部剪裁”项

¾

命令：xclip

7.5 块在位编辑
直接在当前图形中编辑块。或者重定义当前图形中的块定义。
如果对块进行较大修改，请先分解块，修改完后再重新定义为块。如果使用块在位编辑
进行较大修改，会使块在位编辑任务期间当前图形文件的大小明显增加。

7.5.1 在位编辑块
指定要编辑的块。要选择被编辑的块，请在块中选择对象。如果选择的对象是一个或多
个嵌套块的一部分，则此嵌套块将显示在对话框中。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块在位编辑→在位编辑块

¾

工具栏：“参照编辑”→

¾

命令：refedit

执行命令，并选择参照对象后，弹出如图 7.5-1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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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编辑”对话框

“标识参照”页：为标识要编辑的块参照提供视觉帮助并控制选择块参照的方式。
参照名：显示选定要进行在位编辑的参照以及选定参照中嵌套的所有参照。
只有选定对象是嵌套参照的一部分时，才会显示嵌套参照。如果显示了多个参照，
可从中选择要修改的特定外部参照或块。一次只能在位编辑一个参照。
预览：显示当前选定参照的预览图像。
自动选择所有嵌套的对象：控制嵌套对象是否自动包含在参照编辑任务中。
如果选中此选项，选定参照中的所有对象将自动包括在参照编辑任务中。
提示选择嵌套的对象：控制是否在参照编辑任务中逐个选择嵌套对象。

如果选中此选项，关闭“参照编辑”对话框并进入参照编辑状态后，系统将提示用
户在要编辑的参照中选择特定的对象。
“设置”页：为编辑参照提供选项
创建唯一图层、样式和块名：控制从参照中提取的图层和其他命名对象是否是唯一可修改的。

如果选择此选项，外部参照中的命名对象将改变（名称加前缀 $#$），与绑定外
部参照时的方式类似。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图层和其他命名对象的名称与参照图
形中的一致。未改变的命名对象将唯一继承当前宿主图形中有相同名称的对象的
属性。
显示编辑的属性定义：控制编辑参照期间是否提取和显示块参照中所有可变的属性定义。

如果选择了“显示编辑的属性定义”，则属性（固定属性除外）变得不可见，同时
属性定义可与选定的参照几何图形一起被编辑。将修改保存回块参照时，原参照
的属性保持不变。新的或改动过的属性定义只对后来插入的块有效，而现有块引
用中的属性不受影响。此选项对外部参照和没有定义的块参照不起作用。
锁定不在工作集中的对象：锁定所有不在工作集中的对象。从而避免用户在参照编辑状态时

意外地选择和编辑宿主图形中的对象。
锁定对象的行为与锁定图层上的对象类似。如果试图编辑锁定的对象，它们将从
选择集中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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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添加或删除工作集对象
在位编辑参照（外部参照或块）时将对象添加到工作集中，或从工作集中删除对象。
作为工作集组成部分的对象与当前图形中的其他对象明显不同。在当前图形中，工作集
以外的所有对象都将呈淡入显示。

7.5.2.1 添加到工作集
将对象添加到工作集内。
保存所做修改时，作为工作集一部分的对象将被添加到参照中，同时从当前图形中删除
此对象。“参照编辑”工具栏中的“向工作集添加对象”按钮提示用户向工作集添加对象，而不
使用 REFCLOSE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块在位编辑→添加到工作集

¾

工具栏：“参数编辑”→

¾

命令：refset

7.5.2.2 从工作集删除
从工作集内删除对象。
保存所做修改时，从工作集内删除的对象将从参照中删除，同时对象也从当前图形中删
除。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块在位编辑→添加到工作集

¾

工具栏：“参照编辑”→

¾

命令：refset

7.5.3 关闭和保存参照编辑
保存或放弃在位编辑参照时所做的更改。

7.5.3.1 关闭参照编辑
放弃参照修改。块定义将恢复至原来的状态。如果删除不在工作集中的对象，则即使选
择放弃修改也不能恢复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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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块在位编辑→关闭参照编辑

¾

工具栏：“参照编辑”→

¾

命令：refclose

7.5.3.2 保存参照编辑
对工作集内的对象所做的全部修改保存到块定义中。如果从工作集内删除对象并保存修
改，该对象将从参照中删除并添加到当前图形。“参照编辑”工具栏中的“修改参照编辑”
按钮将自动保存编辑参照修改。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块在位编辑→关闭参照编辑

¾

工具栏：“参照编辑”→

¾

命令：refclose

如果使用REFCLOSE 保存或放弃修改，可以使用UNDO命令返回参照编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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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程序交换数据

在 YaoCCAD 中不仅可以利用剪贴板、OLE 等方式与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如电子表格、
文字处理文档和图像等程序进行交互。此外，YaoCCAD 还可以通过图形转换来使用或创建其
他格式的图形。

8.1 OLE 对象
OLE（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对象链接与嵌入）是一个 Microsoft Windows
的特性，它可以在多种 Windows 应用程序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或组合成一个复合文档。
YaoCCAD 系统同样支持该功能，可以将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对象链接或嵌入到图形中，
或在其他程序中链接或嵌入 YaoCCAD 图形。
链接和嵌入都是把信息从一个文档插入另一个文档中，都可在合成文档中编辑源信息。
它们的区别在于：如果将一个对象作为链接对象插入到 YaoCCAD 中，则该对象仍保留与源对
象的关联。当对源对象或链接对象进行编辑时，两者将都发生改变。而如果将对象“嵌入”
到 YaoCCAD 中，则它不再保留与源对象的关联。当对源对象或链接对象进行编辑时，将彼此
互不影响。

8.1.1 在 YaoCCAD 中插入 OLE 对象
将整个文件作为 OLE 对象插入到 YaoCCAD 图形中。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插入→OLE 对象

¾

命令：insertobj（或别名 io）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8.1-1 所示。

图 8.1-1

“插入对象”对话框

如果在对话框中选择“新建”选项，将创建一个指定类型的 OLE 对象并将它嵌入到当前
图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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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型”列表中列出了系统所支持的链接和嵌入的应用程序。
如果在对话框中选项“由文件创建”选项，则提示用户指定一个已有的 OLE 文件，如图
8.1-2 所示。

图 8.1-2
用户可单击

“由文件创建”选项

按钮来指定需要作为 OLE 插入到当前图形中的文件。如果用户选

择“链接”选项，则该文件以链接的形式插入，否则将以嵌入的形式插入到图形中。

8.1.2 OLE 链接
对于以链接形式插入的 OLE 对象，YaoCCAD 可对其链接设置进行修改。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编辑→OLE 链接

¾

命令：olelinks

调用该命令后，弹出如图 8.1-3 所示。

图 8.1-3

“链接”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显示了当前图形文件中所有链接对象的类型、源对象和更新方式，并可对
指定的链接对象进行如下设置：
“更新方式”：选择“自动”，则源文件发生改变时，OLE 对象也自动更新。选择“手
工”，则需要用户强制 OLE 对象进行更新以反映源文件的变化。
“立即更新”按钮：强制对指定的 OLE 对象进行更新。
“打开源”按钮：打开与指定的 OLE 对象相链接的源对象。
“更改源”按钮：更改与指定的 OLE 对象相链接的源对象。
“断开链接”按钮：断开指定的 OLE 对象与其源对象之间的链接。该对象将以嵌入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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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保留在图形中。

8.1.3 在 YaoCCAD 中编辑 OLE 对象
通过双击对象打开源应用程序，可以在图形中编辑链接或嵌入的 OLE 对象。
选定 OLE 对象后，其边界显示有 8 个小方块的矩形框。将鼠标移到任一方块上并拖动，
可相应改变 OLE 对象的尺寸。如果将鼠标移到 OLE 对象上的其他任意位置并拖动，可将 OLE
对象拖到指定的位置。此时单击鼠标右键，可对对象进行 “剪切”、“复制”、“删除对
象”、“编辑”或“打开”操作。

8.1.4 YaoCCAD 图形作为 OLE 对象输出
可以在 Microsofe OfficeWord、开目 CAPP 等其他支持 OLE 对象插入的应用程序中链接
或嵌入 YaoCCAD 图形，其操作方式与在 YaoCCAD 中插入 OLE 对象的方法类似。

8.2 图形格式转换
根据应用的需要，YaoCCAD 可以输出不同格式的文件，如，dxf 格式、pdf 格式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文件→输出

¾

命令：export（或别名 exp）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8.2-1 所示对话框。

图 8.2-1

“图形输出为”对话框

设置了文件的输出路径、名称及文件类型后，单击对话框中的“保存”按钮，将切换到
绘图窗口中，这时可以选择需要以指定格式保存的对象。
用户可指定如下几种格式类型来保存对象：
(1) bmp：独立于设备的位图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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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mf：Windows 图元文件格式。
(3) emf：windows 增强图元文件，类似 wmf 格式。
(4) svg：矢量图像格式
(5) dwf：设计 Web 文件格式
(6) pdf：电子文件格式

8.3 加载应用程序
加载二次开发程序文件。目前支持“.LSP”和“.SDS”格式文件。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加载应用程序

¾

命令：appload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8.3-1 所示对话框。

图 8.3-1

“加载应用程序文件”对话框

其主要选项有：
添加文件：添加文件至列表中。
移除文件：删除清单中的文件。
加载：加载程序到 YaoCCAD 中。加载或重载当前选定的应用程序到列表框中。如果选择的
文件已加载，“加载”选项将在适当的时候重载应用程序。 用户不能重载 ObjectARX
应用程序。这种情况下，必须先卸载 ObjectARX 应用程序，然后再加载。
卸载：从 YaoCCAD 中卸载程序。
保存更新：保存“应用程序”列表框中的修改。

8.4 超级链接
使用超级链接，可以将图形对象和对图形对象的相关说明关联起来。
超级链接可以看作是一种文件的指针，它提供了相关联文件的路径，以指向在本地、网
络驱动器或 Internet 上存储的文件，点击超级链接可打开相应的文件；也可以在超级链接
中指定跳转到文件中的一个命名位置，即书签。
在 YaoCCAD 中可以将超级链接附着到任意图形对象上，从而简单、有效地将多种文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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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CCAD 图形相关联。它是将 YaoCCAD 图形对象与其他信息（如文字、数据表格等）连接起
来的有效工具。
可以在图形中创建绝对超级链接和相对超级链接。绝对超级链接存储文件位置的完整路
径。相对超级链接则是建立在“超级链接基路径”基础之上的相对路径。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插入→超级链接

¾

命令：hyperlink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8.4-1 所示对话框。

图 8.4-1

“编辑超链接”对话框

其主要选项有：
链接到文件或 URL：输入或显示链接的文件名及文件路径
浏览：用来选择超链接文件
除去链接：删除指定对象的超链接文件
超链接使用相对路径：链接到文件时绝对与相对路径的选择
用户在图形中插入的超级链接也可以在 YaoCCAD 外部使用，即将该图形文件以 DWF
格式输出，然后在网络浏览器中打开 DWF 文件，并可使用文件中的超级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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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设计中心、查询及其他辅助功能
设计中心是YaoCCAD中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它有着类似于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

界面，可统一管理已打开文件中的图层、线型、文字样式、尺寸样式、坐标系统、视图、块
等，提高了图形管理和图形设计的效率。
查询功能包括对象的大小、位置、特性的查询，时间、状态查询、等分线段或定距分线
段等，通过适当的查询命令，可以了解两点之间的距离，某直线的长度，某区域的面积，识
别点的坐标，图编辑的时间等等。
系统变量用来设置整个系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很多的命令执行后会修改系统变
量，同时，使用参数设置(setvar)命令可以直接查询或修改指定的系统变量，或直接输入系统
变量名，来显示该变量值及修改当前值。
同时，YaoCCAD还提供了多种辅助功能，如计算器、修复图形数据、核查等。
本章介绍设计中心、查询、辅助功能的作用及调用方式。

9.1 设计中心
设计中心是用来浏览、建立、复制或编辑图层、线型、文字样式、坐标系统、图块、标
注样式或图形视口的工具。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设计中心

¾

命令：explorer(或别名 la)

¾

快捷键：【Ctrl】+【2】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9.1-1 所示窗口。

图 9.1-1

“设计中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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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心对话框左边的树形结构以所有打开的图形的文件名为节点，分别有图层、线型、
文字样式、坐标系统、视图、块、标注样式等子节点，子节点的内容在对话框的右边显示。
节点与子节点只可浏览不可编辑，子节点中的内容可以新建、编辑、修改，可以浏览特性，
也可以在文件间复制、粘贴。
设计中心窗口工具按钮介绍：
新建(

)。创建一个新的图层、线型、文字样式、坐标系统、视图、图块或标注样式。

当前(

)：将所选项设为当前。

剪切(

)：将所选项剪切到剪贴板中。

复制(

)：将所选项复制到剪贴板中。

粘贴(

)：将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另一个图形的相同位置。

删除(

)：删除所选项。

特性(

)：显示所选项目特性。

世界(

)：设置 UCS 到世界坐标系统 (WCS)。

清理(

)：从图形文件中清理未被使用的元件，如没有运用的样式、块、图层等。

重生成(

)：为当前图形重新计算显示。

重生成(开/关)(
层(开/关)(

)：打开或关闭重新计算显示。

)：打开或关闭所选图层。

层(冻结/解冻)(

)：冻结或解冻所选图层。

层(锁定/解锁)(

)：锁定或解锁所选图层。

图像(

)：显示每个块的小图像。

细节(

) ：显示每个块的信息。

插入(

)：插入块。

插入外部引用块(
保存(

)：将其它图形文件插入为块。

)：保存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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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部引用附着到图纸。

9.2 查询
查询命令可以帮助用户计算两点间的距离、图形的面积、点的坐标及图形对象的其他属
性等。

9.2.1 距离
用于计算任意两点间的距离、直线在 XY 平面内与 X 轴的夹角。线与 XY 平面的夹角
在 X、Y、X 轴上的增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查询→距离

¾

工具栏：“查询”→

¾

命令：dist（或别名 di）

9.2.2 面积
计算一系列指定点之间的面积和周长，或计算多种对象如圆、椭圆、多段线、多边形等
的面积和周长。此外，还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减少区域来计算组合面积。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查询→面积

¾

工具栏：“查询”→

¾

命令：area（或别名 aa）

9.2.3 列表显示
将所选图形对象的类型、所属图层、空间、颜色、线型、线宽等特性以文本形式显示出
来。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查询→列表显示

¾

工具栏：“查询”→

¾

命令：list（或别名 li）

尧创 CAD 软件

·88·

V7.0

9.2.4 点坐标
用于查询指定点在当前 UCS 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查询→点坐标

¾

工具栏：“查询”→

¾

命令：id

9.2.5 时间
在文本窗口显示关于图形的日期和时间的统计信息，如当前时间、图形的创建时间等。
该命令使用系统时钟来完成时间功能，用 24 小时时间格式，可精确显示到毫秒。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查询→时间

¾

工具栏：“查询”→

¾

命令：time

9.2.6 状态
显示当前图形的基本信息，如当前图形的显示范围、参数设置及各种图形模式等。
调用命令方法为：
¾

菜单：工具→查询→状态

¾

命令：status

9.2.7 设置变量
程序提供了各种系统变量（System Variables），用于存储操作环境设置、图形信息和一
些命令的设置（或值）等。利用系统变量可以显示当前状态，也可控制 YaoCCAD 的某些功
能和设计环境、命令的工作方式。
显示和修改系统变量可以通过 setvar 命令进行，也可以直接在命令行输入变量名称。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工具→查询→设置变量

¾

命令：setvar（或别名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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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辅助功能
为了方便设计和绘图，YaoCCAD 还提供了其他一些辅助功能，如计算器、修复、核查等
工具。

9.3.1 计算器
用于计算表达式的值。在命令行输入“cal”命令后，弹出 windows 的桌面“计算器”
工具。操作方法请参照 windows 的相关说明。使用 Windows 剪贴板（CTRL+C、CTRL+V）将
计算结果输入到本程序的其他部分或输出到外部程序中。

9.3.2 核查
因停电或程序发生故障，而对正在绘制的图形文件造成的损坏，在打开文件时，如果发
现有错误，轻微的则只需打开图形便可修复，否则，需使用“核查”命令来完成。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文件→核查

¾

命令：audit

执行命令后，系统将自动修复所有检查到的错误，并显示一个检测报告，给出检查到的
错误和采取修复措施的详细信息。
注意：如果系统变量 AUDITCTL 设置为 1，YaoCCAD 将在当前图形所在的目录中创建一个与当
前图形同名、扩展名为“.adt”的文本文件，该文件保存了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

9.3.3 修复
如果图形含有核查命令不能修复的错误，可以使用修复命令检索图形并修正错误。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文件→修复

¾

命令：recover

修复命令只对 DWG 文件执行修复或核查操作，对 DXF 文件执行修复将仅打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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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控制

使用 YaoCCAD 绘图时，显示控制命令使用十分频繁。通过显示控制命令，可以任意地放
大、缩小或移动屏幕上的图形，或者保存和恢复命名视图，设置多个视口等，本章介绍显示
控制命令的使用方法。
重画和重生成命令，用于刷新屏幕、重新生成图形的显示。

10.1 缩放
通常，在绘制图形的局部细节时，需要使用缩放工具放大该绘图区域，当绘制完成后，
再使用缩放工具缩小图形来观察图形的整体效果。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缩放

¾

命令：zoom

常用的缩放命令或工具有：“实时缩放”、“窗口缩放”、“范围缩放”和“中心点”。

10.1.1 实时缩放
通过按下鼠标左键向上或向下移动，进行动态缩放。
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

按钮。如果用户按住鼠标左键向上移动，则随着鼠标移动

距离的增加，图形不断地自动放大；反之，如果用户按住鼠标左键向下移动，则随着鼠标移
动距离的增加，图形不断地自动缩小。

10.1.2 窗口缩放
将两点定义的窗口范围内的图形放大到整个视口范围。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缩放→范围

¾

工具栏：“缩放”→

10.1.3 范围缩放
将图形在当前视口中最大限度地显示。除选择对应菜单外，可以双击鼠标中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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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缩放→范围

¾

工具栏：“缩放”→

10.1.4 中心缩放
在图形中指定一点，然后指定一个缩放比例因子或者指定高度值来显示一个新视图，而
选择的点将作为该新视图的中心点。如果输入的数值比默认值小，则会增大图像。如果输入
的数值比默认值大，则会缩小图像。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缩放→中心点

¾

工具栏：“缩放”→

10.2 实时平移
使用平移命令或窗口滚动条可以移动视图的位置，但图形中对象的位置或比例不会改
变。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平移

¾

工具栏：“标准”→

¾

命令：pan(或别名 p)

执行命令后，光标变为

形状，然后按住鼠标左键在屏幕上向任意方向拖动，屏幕上

的图形也随之移动，从而可以使用户查看任意部分的图形。按【Esc】 键或【Enter】 键退
出实时平移模式。

10.3 保存和恢复视图
视图是按一定比例、观察位置和角度来显示图形。在 YaoCCAD 中可以把一个视图保存
在图形数据库中，并可以恢复显示一个已有的视图。在保存视图时，YaoCCAD 保存了该视
图的中心、位置、缩放比例和透视设置等。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保存/恢复视图

¾

命令：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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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视口
视口是显示用户模型的不同视图的区域。在“模型”空间，将绘图区域拆分成一个或多
个相邻的矩形区域，其中每一个区域都可用来查看图形的不同部位。视口可以单独缩放、平
移。

10.4.1 模型空间视口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视口

¾

命令：viewports(或别名 vports)

执行命令后，可以创建、保存、删除、合并等视口。
活动视口的数目和布局及其相关设置称为“视口配置”。
1.创建视口
在“模型”空间创建的视口充满整个绘图区域并且相互之间不重叠，也可以将当前视口
分割为 2 个、3 个或 4 个视口。在一个视口中做出修改后，其他视口也会立即更新。
2.保存视口
使用指定的名称保存当前视口配置。
3.还原视口
恢复以前保存的视口配置。
4.删除视口
删除已命名的视口配置。
5.合并视口
将两个邻接的视口合并为一个较大的视口。得到的视口将继承主视口的视图。

10.4.2 布局空间视口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命令：mview(或别名 mv)

可以创建布满整个布局空间的单一视口，也可以创建多个视口。布局空间的视口可以根
据需要更改其大小、特性、比例以及对其进行移动。
新生成的布局视口中显示的是默认视图，要调整视图可以双击布局视口以访问模型空
间，进行平移、缩放等视图操作以达到目的。如果要精确地缩放每个视图，需要在视口特性
对话框的比例栏设置比例。
如果要改变布局视口的大小，可以使用夹点编辑顶点。缩放和拉伸布局视口的边界不会
改变视口中视图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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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动态视图控制
YaoCCAD 提供了许多方式来显示图形。也提供了观测三维图形功能，通过设置视点来建
立观测方向。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动态视图控制

¾

命令：viewctl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10.5-1 所示对话框。

图 10.5-1 “视图控制”对话框
其主要选项有：
“旋转”框：各按钮用来设置视图在 XY 平面上的旋转角度
“更新图形显示”：勾选该项时，放大、缩小、范围缩放及左侧的四个方向键，才可用，
否则，不可用。用来设置当前图形的的显示大小及位置
“预设”：进入“预设视点”对话框，如图 10.5-2 所示。

图 10.5-2 “预设视图”对话框
“轴测图”和“轴视图”中的各按钮，都是用来设置视图的观察位置。
“前一视图”
：从“预设视图”切换到“视图控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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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重画和重生成
在绘图和编辑图形过程中，屏幕上常常留下一些点标记，影响图形的显示，删除这些标
记需要重画或重生成图形。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视图→重画或重生成

¾

命令：redraw或regen

“重画”命令，系统在显示内存中更新屏幕，清除标记，只更新用户使用的当前视区。
“重生成”与“重画”命令在本质上不同，利用“重生成”命令重生成图形时，由于要把
原有的数据全部重新计算一遍形成显示数据后，再在屏幕上显示，所以比“重画”命令执行速
度慢，更新屏幕花费时间较长。

尧创 CAD 软件 V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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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绘制图形后，可以使用多种方法输出。可以将图形打印在图纸上，也可以创建成文件以
供其他应用程序使用。以上两种情况都需要进行打印设置。
所有的对象和图层都具有打印样式。使用打印样式能够改变图形中对象的打印效果。打
印样式是一系列颜色、抖动、灰度、笔指定、淡显、线型、线宽、线端样式、线连接样式和
填充样式的替代设置。

11.1 页面设置
为当前布局或图纸指定页面设置。也可以新建命名页面设置、修改已有页面设置，或从
其他图纸中输入页面设置。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文件→页面设置

¾

命令：psetup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11.1-1 所示对话框, 显示所选图形中可供输入的页面设置。

图 11.1-1 “页面设置管理器”对话框
“页面设置列表”列出可应用于当前布局的页面设置，或列出发布图纸集时可用的页面
设置。
“置为当前”将所选页面设置设置为当前布局的当前页面设置。
“新建”显示“新页面设置”对话框，如图 11.1-2，从中可以为新建页面设置输入名
称，并指定要使用的基础页面设置。
“修改”显示“页面设置”对话框，如图 11.1-3，从中可以编辑所选页面设置的设置。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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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显示“从文件中选择模板”对话框（标准文件选择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图
形格式(DWG)、DWT 或图形交换格式(DXF)文件，从这些文件中输入一个或多个页面设置。
“选定页面设置的详细信息”显示所选页面设置的信息。

图 11.1-2 “新页面设置”对话框

11.1-3

“页面设置”对话框

“页面设置”显示当前页面设置的名称。
“打印机/绘图仪”指定打印或发布布局或图纸时使用的已配置的打印设备。
“特性”显示打印机或绘图仪，从中可以查看或修改当前打印机或绘图仪的配
置、端口、设备和介质设置。
“纸张”显示所选打印设备可用的标准图纸尺寸。
“纸张大小”显示用户所选的纸张大小。
“绘图仪”显示当前所选页面设置中指定的打印设备。
“位置”显示当前所选页面设置中指定的输出设备的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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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预览”精确显示相对于图纸尺寸和可打印区域的有效打印区域。

“打印区域”指定要打印的图形区域。
“当前视图”打印图纸当前视图中显示的所有对象。
“已保存视图”打印以前命令保存的视图。可以从列表中选择命名视图。 如果
图形中没有已保存的视图，此选项不可用。
“图形范围”打印可见对象。
“图形界限”打印“布局”时，将打印指定图纸尺寸的可打印区域内的所有内容，
其原点从布局中的 0,0 点计算得出。
打印“模型”时，将打印栅格界限定义的整个图形区域。 如果当
前视口不显示平面视图，该选项与“范围”选项效果相同。
“窗口”拉框指定打印图形部分。通过“选择打印区域”按钮完成拉框操作。

“打印比例”控制图形单位与打印单位之间的相对尺寸。
“布满图纸”缩放打印图形以布满所选图纸尺寸，并在“比例”、“英寸＝”和
“单位”框中显示自定义的缩放比例因子。
“比例”定义打印的精确比例。“自定义”可定义用户定义的比例。可以通过输
入与图形单位数等价的毫米（或英寸）数来创建自定义比例。
“缩放线宽”与打印比例成正比缩放线宽。线宽通常指定打印对象的线的宽度并
按线宽尺寸打印，而不考虑打印比例。

“打印样式表”设置、编辑打印样式表，或者创建新的打印样式表。
“新建”显示“添加打印样式表”向导，可用来创建新的打印样式表。 显示的
向导取决于当前图形是处于颜色相关模式还是处于命名模式。
“修改”显示“打印样式表编辑器”，从中可以查看或修改当前指定的打印样式
表中的打印样式设置。

“打印选项”指定线宽、打印样式、着色打印和对象的打印次序等选项。
“打印对象线宽”指定是否打印为对象或图层指定的线宽。
“按样式打印”指定是否打印应用于对象和图层的打印样式。 如果选择该选项，
也将自动选择“打印对象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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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偏移”指定打印区域相对于可打印区域左下角或图纸边界的偏移。通过在“X
偏移”和“Y 偏移”框中输入正值或负值，可以偏移图纸上的几何图形。 图纸
中的绘图仪单位为英寸或毫米。
“居中打印”自动计算 X 偏移和 Y 偏移值，在图纸上居中打印。
“图形方向”为支持纵向或横向的绘图仪指定图形在图纸上的打印方向。
“纵向”放置并打印图形，使图纸的短边位于图形页面的顶部。
“横向”放置并打印图形，使图纸的长边位于图形页面的顶部。
“反向打印”上下颠倒地放置并打印图形。
“预览”按设置预览打印结果。要退出打印预览并返回“页面设置”对话框，请按 ESC
键，或单击工具条的“关闭”按钮。

11.2 打印预览
通过设置好的页面设置后，在打印图形前，先预览图形输出的效果。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文件→打印预览

¾

工具栏：“标准”→

¾

命令：ppreview

执行命令后，进入“预览”窗口。可“放大”、
“缩小”预览图形，如果预览正确，单击
对话框中的“打印”按钮打印图形。

11.3 打印
通过对图纸进行打印设置与打印预览后，就可进行打印。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图 11.1-3 所示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进行打印。

11.4 打印样式
用于修改打印图形的外观，包括对象的颜色、线型和线宽等，也可指定端点、连接和填
充样式，以及抖动、灰度、笔指定和淡显等输出效果。
打印样式有“颜色相关样式表”和“命名打印样式表”两种模式。
“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表”以对象的颜色为基础，共有 255 种颜色相关打印样式。在颜色
相关打印样式模式下，通过调整与对象颜色对应的打印样式来控制所有具有同种颜色对象的
打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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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打印样式表”独立于对象的颜色使用。可以给对象指定任意一种打印样式，不管
对象的颜色是什么。
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表以“.ctb”为文件扩展名保存，而命名打印样式表以“.stb”为文
件扩展名保存，保存在..\My Documents\Print Styles 目录中。

11.4.1 创建打印样式表
选择“打印”对话框的“高级”选项卡中的“打印样式表(笔指定)”框中的“新建”按
钮，系统弹出“添加打印样式表”对话框，如图 11.4-1 所示。

图 11.4-1 “添加打印样式表”对话框
注意：1.新建图形文件时，如果是以命名打印样式表新建，那么在此新建打印样式表时，就
是命名打印样式表，反之，就是颜色相关打印样式。
2.命名打印样式表和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表创建方法相同，这里只介绍命名打印样式表
的创建。
下面依次对各个步骤进行介绍：
(1) “开始”：选择添加样式表的方式：
z “从草图生成”：从草图生成新的打印样式表。
z “使用 YaoCCAD 注册表设置”：导入自动保存在注册表中的笔设置。
z “使用 PCP 文件”：从现有的 PCP 文件中导入 R14 笔设置。
(2) “表名”：指定新建的打印样式表名称。
(3) “完成”：在完成创建工作前，用户还可单击“打印样式表编辑器”按钮，用打印
样式表编辑器对该文件进行编辑。如果用户选择对话框中的“对当前布局使用本打
印样表”项，将新建的打印样式表应用于当前布局。
(4) 完成上述步骤后，系统将创建一个新的 STB 文件，并将其保存在尧创 CAD 安装目录
的“Print Styles”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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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打印样式管理
打印样式管理可以帮助用户创建、编辑和存储 CTB 和 STB 文件。
调用命令方式为：
¾

菜单：文件→打印样式管理

¾

命令行：stylesmanager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图 11.4-2 所示对话框。

图 11.4-2 打印样式管理

11.4.3 编辑打印样式
YaoCCAD 提供了打印样式表编辑器，用以对打印样式表中的内容进行编辑。用户可使用
如下方式启动编辑器：
¾

启动打印样式管理，选择要编辑的打印样式表文件（包括 STB 文件和 CTB 文件）后，
双击或右击菜单中的“打开”项。

¾

在“打印”或“页面设置”对话框中“打印样式表”中，选择一打印样式后，点击
“修改”按钮。

在该编辑器中，用户查看或设置打印样式，图 11.4-3 和图 11.4-4 所示分别显示了在打
印样式编辑器中打开 STB 文件和 CTB 文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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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3 编辑 STB 文件

图 11.4-4 编辑 CTB 文件
根据打印样式表模式的不同，打印样式编辑器的功能也有所不同。比如可以在命名打印
样式表中添加或删除打印样式，而在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表中包含的 255 个打印样式分别映射
255 种颜色，所以不能将新的样式添加到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表，也不能从颜色相关打印样式
表中删除打印样式。

11.4.4 应用打印样式
每个 YaoCCAD 的图形对象以及图层都具有打印样式特性，其打印样式的特性与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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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样式的模式相关。
如果工作在颜色相关模式下，打印样式由对象或图层的颜色确定，所以不能修改对象或
图层的打印样式。
如果工作在命名打印样式模式下，则可以随时修改对象或图层的打印样式。可用的打印
样式有如下几种（点击“对象特性”工具条中的“打印样式控件”框或输入“plotstyle”
命令）：
(1) “Normal（普通）”：使用对象的缺省特性。
(2) “ByLayer（随层）”：使用对象所在图层的特性。
(3) “ByBlock（随块）”：使用对象所在块的特性。
(4) 命名打印样式：使用在打印样式表中定义打印样式时指定的特性。
创建对象和图层时，YaoCCAD 为其指定当前的打印样式。如果插入块，则块中的对象使
用它们自己的打印样式。
在“选项”对话框中的“打印”选项卡中，用户可以选择新建图形所使用的打印样式模
式。图 11.4-5 和图 11.4-6 分别显示了使用颜色相关打印样式和使用命名打印样式两种情况。
其中，在命名打印样式下，还可进一步设置“0”层和对象时缺省打印样式。

图 11.4-5 使用颜色相关打印样式

图 11.4-6 使用命名打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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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CCAD 机械部分说明
1

机械菜单功能

1.1 图框
包括插入和修改图框功能。

1.1.1 插入图框
在图形中绘制图框，可以插入国标规定的标准图框，也可以自定义图框大小。插
入图框时，还可以设置图幅比例，选择性地设置分区符号、微缩符号、标题栏、代号
栏、信息栏、输入图信息等。输入的图信息自动映射到标题栏、代号栏、信息栏的同
名属性文字区。
菜单：机械→图框→插入图框
命令：xlegend
工具条：图框→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后，弹出“新建图形”对话框，如图：

“新建图形”对话框
2.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通过选项设置图框内容。设置完成后点“确定”按钮，完成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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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创 CAD 默认的“代号栏”、“信息栏”及“标题栏”均按国标制图规定绘制，
但由于各行业、各企业标准不一，所用的标题栏、信息栏、代号栏也有所不同，因此，
大多数企业需要定制本企业的标题栏、信息栏、代号栏。
现以标题栏为例介绍如何定制和选用：
1.1.1.1 定制企业标题栏
1.创建一全新的图形
执行新建命令，在“创建新图形”对话框中，选择“使用样板”中的“YaoCCAD.dwt”
样板创建。通过使用样板，可以省去创建图层，设置文字及尺寸标注样式等基础性的工作。
2.绘制标题栏表格
执行直线命令，绘制表格线。(注意：将粗实线绘制在粗实线图层、细实线绘制在细实
线图层)
3.绘制完表格后，填写表格文字（注意：文字写在文字图层）。如，标记、处数、分区、更
改文件名、签名、日期(年、月、日)、设计、校对、审核、工艺、标准化、批准、阶段标记、
重量、比例、共张、第张等，如下图中的文字。
执行单行文字命令，在指定的单元格中输入文字（输入文字时建议使用限制宽度的文本
对齐方式）。

4. 输入属性文字。如，材料、单位名称、名称、代号、比例、重量、设计、审核、工艺、
标准化、批准等，如下图中的红色文字。
执行定义属性命令（“绘图”→“块”→“定义属性”），在指定的单元格中定义属性
文字。定义一般的属性文字时建议使用限制宽度的属性对齐方式（如“重量”）；对于需要
多行显示的属性文字（如有的单位材料单元格内需同时输入材料名称和材料牌号并呈两行显
示）时，请在定义属性文字时使用多行属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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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以上操作后，指定标题栏右下角点为基点。
执行基点命令（“绘图”→“块”→“基点”），指定标题栏的右下角点。
6.保存文件。执行保存命令(“文件”→“保存”)。
注意：保存文件时，可将该文件保存到指定位置，也可直接覆盖尧创CAD安装目录的
“Templates”文件夹中的“China-GB TiTle.dwg”文件，替代系统缺省配置。
1.1.1.2 加载定制的标题栏文件
执行插入图框命令(“机械”→“图框”→“插入图框”)，在弹出的“新建图形”
对话框的标题栏框中，点击“标题栏”右侧的“

”按钮，加载该文件。（注意：

同名标题栏若经修改，必须重新加载，否则调用的仍然是修改前的文件。）

1.1.2 修改图框
修改图框可以修改图框的大小、比例、内外图框的线宽和颜色等。
启动命令的方式：
¾

双击要修改的图框

¾

菜单：机械→图框→修改图框

¾

命令：mlegend

¾

工具条：图框→

1.2 绘图工具
提供了角平分线、中心线、截断线、补齐倒角、特殊倒角、局部放大功能。

1.2.1 角平分线
用于等分角度，如图。
菜单：机械→绘图工具→角平分线
命令：bisector
工具栏：扩展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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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角边；
3．输入等分数；
4.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起点和终点。

1.2.2 中心线
用于绘制圆(椭圆)、圆弧(椭圆弧)、两平行线的中心线，如图。
菜单：机械→绘图工具→中心线
命令：centerline
工具栏：扩展绘图→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需要绘制中心线的对象。
若做两平行线的中心线，需要选择两条平行的线

注：自动生成的圆的中心线的方向与快速绘图坐标系的方向一致。

1.2.3 截断线
用于绘制直线的截断线，如图。
菜单：机械→绘图工具→截断线
命令：breakline
工具栏：扩展绘图→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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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需要绘制载断线的直线。

1.2.4 补齐倒角
用于补齐倒角、倒圆角的边。
菜单：机械→绘图工具→补齐倒角
命令：chamferfix
工具栏：扩展绘图→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需要补齐的倒(圆)角。

1.2.5 特殊倒角
用于绘制轴(孔)倒角，如图。
菜单：机械→绘图工具→特殊倒角
命令：xchamfer
工具栏：扩展绘图→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特殊倒角”选择框，如图；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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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倒角形式；
3. 选择“倒角距离或圆角半径”，或“输入直径”值（支持手动输入）后，单击“确
定”按钮；
4.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母线、轴端线。

1.2.6 局部放大
用于绘制局部放大图形。
菜单：机械→绘图工具→局部放大
命令：partialdetail
工具栏：扩展绘图→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局部放大”框；

2. 设置放大比例、文本高度后，点击“确定”按钮；
3. 指定局部放大区域中心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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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局部放大视图编号的位置；
5. 指定局部放大视图的位置。

1.3 文字
文字新增文字盖线、取消文字盖线功能，单行文字在对齐方式里增加限制宽度的对齐方
式，属性文字新增限制宽度功能、多行属性文字的功能。

1.3.1 文字盖线
绘制文字边框作为盖线区域。
菜单：机械→文字→文字盖线
命令：textmask
工具栏：扩展文字→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要盖线的文字。

1.3.2 取消文字盖线
取消文字盖线区域。
菜单：机械→文字→取消文字盖线
命令：textunmask
工具栏：扩展文字→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要取消盖线的文字。

1.3.3 限制宽度的单行文字
限制宽度是单行文字的一种对齐方式，当文字比较多，以当前文字样式规定的属性在指
定的宽度范围内显示不下时，会自动压缩显示，与调整方式不同的一点时，当输入的文字很
少时，能以当前文字样式规定的宽高比正常显示，而不会象调整方式一样拉宽了显示。限制
宽度后在指定宽度范围内输入单行文字的效果与 Microsoft Excel 里的单元格类似。
操作步骤：
1. 启动单行文字命令；
2. 选择宽度(W)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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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宽度范围的前后两端点，比如分别指定单元格的左右两边；
4. 指定文字高；
5. 输入文字。限制宽度方式与调整方式的不同效果如下图所示。

文字超出宽度范围

文字在宽度范围内

1.3.4 限制宽度的属性文字
“定义属性”对话框中的“限定宽度”项，是尧创CAD独有的功能设置，用于属性文字
字数不确定时。如下图所示，创建属性时在“定义属性”对话框里勾选“限定宽度”模式，
并在“边界宽度”里指定宽度范围。

选中“限定宽度”的属性文字，文字左、右下角各有一个夹点，拖动这两个夹点可修改
限定的宽度范围。限定宽度的属性文字，在没有超出指定宽度时，以文字正常宽度显示；若
超出指定宽度，将自动压缩在指定宽度范围内。如下图：

定义“限定宽度”的属性文字

文字宽度没有超出指定宽度，文字按正常宽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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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宽度超出指定宽度，自动压缩

1.3.5 多行属性文字
1.3.5.1 多行属性文字的定义
与一般的属性文字相比，创建属性文字时需特别勾选“多行”模式，并可指定多行文本
的边界宽度，如下图。

1.3.5.2 多行属性文字的输入
操作步骤：
1. 双击含有多行属性文字的属性块，进入“编辑块属性”对话框；
2. 一般的属性文字选中后，可以在“值”后的编辑框里填写文字内容；具有多行的属
性文字选中后，在“值”编辑框后面
入多行文字在位编辑对话框；

按钮亮显，如下图所示，点击

按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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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或编辑多行属性文字，其方法与多行文本类似。当属性文字一行超过限定宽度
时，自动换行；也可以输入 Enter 回车键换行。点多行文本工具条中的按钮

，

结束多行属性文字输入。
4. 点击“编辑块属性”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结束块属性文字输入。如下图所示，
标题栏块中的“名称”显示成两行。

1.4 修改
1.4.1

块内文字编辑

编辑块中的文字对象。
菜单：机械→修改→块内文字编辑
命令：ntedit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要编辑的块中的对象后，单击鼠标右键；
3. 在“编辑文字”框中修改文字；
4.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1.4.2

复制块内对象

复制块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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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机械→修改→复制块内对象
命令：ncopy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要复制的块内对象后，单击鼠标右键；
3. 指定基点复制选择的对象。

1.4.3

块属性分离为文字

分离块中属性文字对象。
菜单：机械→修改→块属性分离为文字
命令：burst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要分离的块后，单击鼠标右键。

1.4.4

选择段

AutoCAD 类软件原本只有基础对象和组合对象，尧创 CAD 创造性地将段的概念引入到
AutoCAD 类软件里。段指两点间的一段直线或一段圆弧，与数学概念里线段、圆弧段的意
思相同。
在尧创 CAD 里，先启动段操作命令（如改段属性、删除段、移动段、复制段、缩放段
等），再选择某一个或多个实体段，然后只对选中的实体段进行编辑修改。
选择实体段的方法：
1. 移动光标到实体段，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光标所在当前段；重复此操作可以依次选
中多个实体段；
2. 拉矩形框选择实体段。
按住鼠标左键，从左至右拉出矩形框，选中的是两个端点都在矩形框内的实体段，如下
图所示。

从左至右拉矩形框示意图

选中的实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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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鼠标左键，从右至左拉出矩形框，选中的是所有压框或在框内的实体段，如下图所
示。

从右至左拉矩形框示意图

1.4.5

选中的实体段

改段属性

改段属性指修改选中实体段的图层、颜色、线型、线宽等属性。
菜单：机械→修改→改段属性
命令：chgsegprop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选择实体段（方法参见“选择段”），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右键菜单中的“确定”项，
弹出改段属性对话框，如下图。

3. 修改属性后，点“确定”按钮。

1.4.6

删除段

删除选中一个或多个实体段。
菜单：机械→修改→删除段
命令：eraseseg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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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实体段（方法参见“选择段”），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右键菜单中的“确定”项。

1.4.7

移动段

移动段指将选中一个或多个实体段移动到其他区域。
菜单：机械→修改→移动段
命令：moveseg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选择实体段（方法参见“选择段”），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右键菜单中的“确定”项；
3. 指定基点；
4. 指定移动后的定位点。

1.4.8

复制段

复制段指在当前的图形内复制一个或多个实体段。
菜单：机械→修改→复制段
命令：copyseg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选择实体段（方法参见“选择段”），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右键菜单中的“确定”项。
3. 指定基点；
4. 指定定位点。

1.4.9

缩放并复制段

缩放并复制段指对选中一个或多个实体段进行缩放并复制到另一个指定位置。
菜单：机械→修改→缩放并复制段
命令：scaleseg
工具栏：扩展修改→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选择实体段（方法参见“选择段”），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右键菜单中的“确定”项。
3. 指定基点；
4. 指定缩放比例系数；
5. 指定定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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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零件结构
1.5.1 紧固件
绘制紧固件结构图形。
菜单：机械→零件结构→紧固件
命令：screwassembly
工具栏：零件结构→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紧固件”连接形式选择框，如图；
2. 双击类型图标，弹出“连接件选择”框，如图；
3. 单击连接件类型后，点击“下一步”
，弹出“系列参数选择”框，如图；
4. 选择参数。单击参数表后，点击“下一步”
（注意：带*号的为不常用参数，黄色单
元格里的参数是多选参数，如长度 l 参数，可以任意选取一长度值，也可以选择动
态指定，当选择动态指定时，出库的紧固件零件组可以随着光标的移动自动变换长
度。），弹出“选择垫片组合形式”选择框，如图：
5. 选择螺母的型号，点击“下一步”（如果连接形式里不含螺母，程序自动跳过此步
骤）；
6. 选择垫片组合形式，完成紧固件零件组的选择；
7. 指定紧固件插入位置。单击鼠标左键，确定紧固件螺母端的位置，再移动光标，确
定紧固件的长度、方向和终点位置。

紧固件形式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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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件（螺栓）选择框

系列参数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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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垫片组合形式框

1.5.2 孔
绘制孔图形。
菜单：机械→零件结构→孔
命令：hole
工具栏：零件结构→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孔”类型选择框，如图；
2. 单击类型图标，弹出“结构”选择框，可选择孔径、螺纹标准、视图等，如图；
3. 指定孔插入位置。单击鼠标左键，确定孔前端位置后，指定旋转角度或孔末端位置。
（注：尧创 CAD 里，通孔、锪平孔、柱形通孔、锥形通孔、螺纹通孔等通孔类长度
都是不定的，定位后可以自动延伸到与所选的边界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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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类型选择框

结构参数选择框

1.5.3 弹簧
绘制弹簧。
菜单：机械→零件结构→弹簧
命令：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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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零件结构→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弹簧”类型选择框，如图；
2. 单击类型图标，弹出“设置弹簧参数”框，如图；
3. 指定弹簧插入位置。单击鼠标左键，确定弹簧前端位置后，指定末端位置。

弹簧类型选择框

设置弹簧参数框

1.5.4 轴端面
绘制轴端面。
菜单：机械→零件结构→轴端面
命令：axlesection
工具栏：零件结构→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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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鼠标左键选择第一、二条母线；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另一断面的位置。

1.5.5 齿轮
绘制齿廓与齿轮。
菜单：机械→零件结构→齿轮
命令：gear
工具栏：零件结构→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单击鼠标左键指定齿廓中心点；
3. 在弹出的“齿廓参数输入”框中，输入参数后，点击“完成”按钮；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齿轮中心点（不选择圆周均布时，不用执行这一步）。

1.6 辅助功能
1.6.1 物性计算
用于计算封闭区域的物理特性。包括：周长、面积、惯性矩、极惯性矩、惯性积，主惯
性矩、主惯性轴等的计算。
菜单：机械→辅助功能→物性计算
命令：mpcalc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后，弹出“物性计算”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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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内容介绍：
“选择边界集”用于选定搜索范围对象。
“所有可见对象”，当没有进行“选择边界集”时，屏幕上所有可见对象为搜索
范围。
“当前选择集”，当进行“选择边界集”后，该项加亮显示，即搜索范围就是所
选对象。
“选择区域”选择需要计算的封闭区域。若对复杂图形中某一封闭区域的计算，最好
先“选择边界集”后，再选择区域，这样就缩小了搜索范围，从而加快计算速度。若较简
单的图形，可直接进行“选择区域”。
“选择对象”选择单个对象(该对象必须是一个封闭区域)。
“厚度”、“密度”、“材料”的设置。此三项的设置必须在选择区域或对象后进行。
“计算”计算所选区域或对象的特性。
2． 选择区域或对象后，点击“计算”按钮，计算结果显示在对话框中。
注意：计算结果可进行选择、复制、粘贴。

1.6.2 机械零件设计
用于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设计、螺旋齿轮传动设计、圆弧齿轮传动设计、直齿锥齿轮
传动设计、弧齿锥齿轮传动设计、普通圆住蜗杆传动设计、锥蜗杆传动设计、键与弹簧设
计、轴强度与刚度校核设计、皮带轮传动设计、链轮传动设计等的齿轮。
菜单：机械→辅助功能→机械零件设计
命令：partdesign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机械零件设计 CAD 系统”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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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文件。点击“文件管理”菜单中的“新文件”，弹出“选择设计对象”框，选
择设计类型后，点击“

”按钮进入设计界面。各种类型设计的具体操作说明

请参见“机械零件设计 CAD 系统”使用手册，这里不一一描述。

机械零件设计 CAD 系统界面

1.7 机械符号标注
1.7.1 焊接符号
1.7.1.1 创建焊接符号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焊接符号
命令：weldsybol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焊接符号标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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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符号标注对话框
对话框详细介绍：
灰色框均为符号或符号组合的选择框，点击即可调出相应的符号库，移动光标到需
要的焊缝符号上，单击鼠标左键调出符号。
反白框为文字编辑框，移动鼠标到编辑框中，单击鼠标左键确定光标位置，输入
文字；
“对称焊接”项勾选时，表示对称焊接符号，在箭头侧或非箭头侧选择基本焊缝符号和
补充焊缝符号后，另一侧自动填入；“对称焊接”项不勾选时，表示单边焊接或双面焊接。
“保存当前设置”按钮：将当前对话框中的焊接符号作为样板（也称样式）保存到系统
中，方便以后选用。
“清除焊接设置”按钮：清除当前设置的所有内容。
“焊接样式”按钮：显示所有保存的焊接样式。双击样式图片，可将保存的焊接样式设
置应用到焊接标注设置；单击样式并单击鼠标右键，可重命名，删除样式。
2． 在焊接样式对话框中，设置标注内容后，点击“确定”按钮；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焊接符号的引出点；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翻转：线上和线下的内容进行 180 度旋转。
1.7.1.2 焊接符号的意义如表：
符号
类型

符号

名称

示意图

符号

名称

基

卷边焊缝

封底焊

本

（卷边完

缝

符

全熔化）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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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形焊缝

角焊缝

V 形焊缝

塞焊缝
槽焊缝
点焊缝

单边 V 形
焊缝

缝焊缝

带钝边 V
形焊缝

带钝边单

陡边 V

边 V 形焊

形焊缝

缝
带钝边 U

陡边单 V

形焊缝

形焊缝

带钝边 J

堆焊缝

形焊缝
平面

焊缝表面通常经

衬垫

焊接时加衬垫

三面焊

三面带有焊缝

过绿卡后平整
凹面

焊缝表面凹陷

补
充

缝
凸面

焊缝表面凸起

周围焊缝

沿着工件周边施

符
号

焊的焊缝
现场焊缝

在现场焊接的焊
缝

尾部

可以表示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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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粗糙度
创建粗糙度符号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粗糙度
命令：rough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粗糙度选项”标注对话框；

2. 选择类型，根据字母对应位置输入标注内容，选择纹理方向，再点击“确定”按钮；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对象，或单击鼠标右键表示任意点放置；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示例：

1.7.3 锥度
创建锥度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锥度
命令：taper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标注对象，或单击鼠标右键（表示任意点放置），弹出“锥度”
标注对话框；
3． 选择锥度类型，并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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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示例：

1.7.4 斜度
创建斜度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斜度
命令：rake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标注对象，或单击鼠标右键（表示任意点放置），弹出“斜度”
标注对话框；

3． 选择斜度类型，并点击“确定”按钮；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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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标高
创建标高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标高
命令：elevdim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标注对象，或单击鼠标右键（表示任意点放置），弹出“标高”
标注对话框；

3． 程序自动测量出标注点的标高值并显示在标高值区域，再选择标高类型，并点击“确
定”按钮；（注：标高时一般先设置一点为基准点，再对其他点标高。这样，标注
其他点时，程序以当前基准点为 0 点自动测量得到其他点的标高值。）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示例：

1.7.6 倒角标注
创建倒角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倒角标注
命令：chamdim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标注对象，或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倒角”标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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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标注，并点击“确定”按钮；
标注形式支持新旧两种国标形式，一种是“C+倒角半径”，另一种是“倒角半径×
角度”。对称倒角标注时默认标注形式是“C+倒角半径”，如果要改成第二种标注形式，
请将倒角长度区域的字母 C 删除，然后在倒角角度区域输入角度值和角度单位“%%D”
或“°”。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示例：

1.7.8 形位公差 II
创建形位公差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形位公差Ⅱ
命令：tolerance2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标注对象后，弹出“形位公差”标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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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说明：点击

黑色框选择所需符号，

为复选框，点击此按钮，可在

与

框为文字输入框，

框

两种设置间切换。

3. 选择符号、输入标注内容。如上图所示，在国标设置状态，用户先选择形位公
差项目，再选择主参数范围、精度等级，程序可以自动查询自带的形位公差字
典库中得到符合国标标准的形位公差值，并显示在形位公差值的输入区域。如
上图所示，选择圆跳动、主参数 30-50、精度等级 2 后，形位公差值区自动显
示 0.002。输入完成，点击“确定”按钮；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起点及终点。
标注示例：

1.7.9 基准符号
创建基准符号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基准符号
命令：benchmark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形位公差基准”标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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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标注形式、代号、基准线长度内容后，点击“确定”按钮；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对象，或单击鼠标右键；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示例：

1.7.10 向视图
创建向视图符号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基准符号
命令：benchmark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后，弹出“向视图”对话框；

2. 选择向视图的符号、文本高度值后 ，点击“确定”按钮；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起点及方向。
标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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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剖切符号
创建剖切符号标注。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剖切符号
命令：sectionsymbol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剖切符号”对话框；

2． 选择符号及文本高度后，点击“确定”按钮；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符号的起点、下一步，单击鼠标右键完成操作；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方向，或单击鼠标右键。
标注示例：

1.7.12 引线标注
用来旁注或引出标注说明。
菜单：机械→机械符号标注→引线标注
命令：note
工具条：机械符号→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引线标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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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标注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引出点；
4． 指定标注方向后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示例：

1.7.13 机械符号编辑
焊接符号、粗糙度、锥度、斜度、标高、倒角标注、形位公差、基准符号、向视
图、剖切符号、引线标注等所有符号标注，双击即可弹出标注对话框，很方便进行编
辑修改。

1.8 序号标注
主要介绍序号标注样式、零部件序号标注及明细表的编辑功能。

1.8.1 序号标注样式
用来设置序号标注的显示内容。
菜单：机械→序号样式
命令：BOMStyle
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执行命令，弹出“序号标注样式”管理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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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内容介绍：
第一行显示当前序号标注样式的名称；
“样式”框：显示全部样式名；
“说明”框：显示所选样式的说明内容；
“预览”框：预览所选样式的标注形式；
“置为当前”按钮：将所选样式设置为当前标注样式，与当前文字样式、当
前标注样式一样，新建序号标注时默认使用当前序号标注样式，
标注的序号与当前序号标注样式的设置项决定。
“新建”按钮：新建序号标注样式；
“修改”按钮：修改所选标注样式；
“重命名”按钮：重新命名所选标注样式；
“删除”按钮：删除所选标注样式；
“保存”按钮：导出所选标注样式；
“加载”按钮：导入指定的标注样式。
1.8.1.1 修改序号标注样式
修改所选标注样式。
选择要修改的标注样式后，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修改序号标注样式”设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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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内容介绍：
“说明”框：填写对样式加以说明的内容；
“明细表项字段”：用来设置序号标注对话框中显示的项目及其上下顺序。
一般情况下，程序自动识别明细表表项文件 bomitem.dwg 中的可见属性项，并
按属性文字定义的先后顺序排列到该区域，勿需人为操作。
特别地，当序号前面加“*”时，表示序号可以输入非数字，如标准件的序号
可以用 B1、B2、B3……表示等。
“文字”框：用来设置标注文字内容；
“上下排放”用来设置标注形式。勾选该项，不仅可以设置上文本，还可设置
下文本。文本组合内容可通过“修改”按钮进行设置。
“分隔符”组合文本之间的分隔符号。注意：当文本组合内容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时才显示。
“对齐方式”设置标注中的文字对齐方式。
“文字样式”设置标注文字的文字样式。点击右侧的“

”按钮，可修改

所选文字样式。
“文字高度”设置标注文字高度值
“文字颜色”设置标注文字颜色。
“分隔线”框：用来设置标注中的分隔线属性。
“文本与分隔线的间距”设置标注文字与分隔线的距离。
“颜色”设置分隔线的颜色。
“形式”设置分隔线的类型。有“无”、“单线”、“双线”三种。

尧创 CAD 软件 V7.0

·136·

“线宽”设置分隔线的宽度值。
“长度”设置分隔线的长度。受“最小长度”值的影响，当“长度”值设置为
0 时，文本长度超过“最小长度”值时，分隔线的长度随文本长度的变化而自
动加长。否则就为“最小长度”设定值。
“最小长度”设置分隔线最小长度。就是标注文字最短时分隔线的长度。
“箭头”框：用来设置箭头大小。勾选“箭头”项后，才可设置箭头的大小。
“预览”框：显示当前设置属性。
“明细表”框：用来设置与明细表相关的内容。
“明细表头”显示当前明细表头文件及其路径。点击右侧的

按钮，加载

明细表头文件；
“明细表项”显示当前明细表项文件及其路径。点击右侧的

按钮，加载

明细表项文件；
“表头高度”指定明细表头的垂直高度，应与当前明细表头表格的高度一致。
“表项高度”指定明细表项的垂直高度，应与当前明细表项表格的高度一致；
“明细分类”指定零部件的类型，默认有标准件、自制件、借用件。点击右侧
的

按钮，可以根据行规或厂规自行修改。详细操作方法参见明细分类；

设置完成，点击“确定”按钮。在“序号标注样式”管理器中，若将该样式设置
为当前样式，请点击“置为当前”按钮，再点击“确定”完成序号标注样式设置。
1.8.1.2 新建序号标注样式
新建序号标注样式。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创建新的序号标注样式”框；选择基础样式，输入新样式名，
点击“确定”按钮，弹出“新建序号标注样式” 设置框。该设置框与“修改序号标注样式”
设置框完全一样，内容介绍请参照“修改序号标注样式”节内容。

1.8.1.3 删除序号标注样式
删除指定的序号标注样式。注意：当前样式及系统默认样式不能删除。
选择要删除的样式后，点击“删除”按钮。
1.8.1.4 重命名序号标注样式
重命名指定的序号标注样式。注意：系统默认样式不能重命名。
选择要重命名的样式后，点击“重命名”按钮，输入新的名称。
1.8.1.5 加载序号标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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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指定的序号标注样式文件。
点击“加载”按钮，弹出“加载序号样式”选择框，点击“文件”按钮，选择需加载的
样式文件，如，xh01.pno 文件，点击“确定”按钮。

1.8.1.6 保存序号标注样式
将所选样式导出为样式文件。
选择要导出的样式，点击“保存”按钮。
1.8.1.7 序号标注样式中的明细表头、表项的定制与加载
明细表是由明细表头和明细表项两部分组成。设置序号标注样式时，必须指定明细表头、
表项及高度，否则无法正确生成明细表。
明细表头和表项分别由两个文件进行定义。

1.8.1.7.1 定制明细表头文件
和定制标题栏一样。
1）创建一全新的图形文件
执行新建命令，在“创建新图形”对话框中，选择“使用样板”中的“YaoCCAD.dwt”
样板创建。省去了创建不同图层的工作。
2）绘制明细表头表格
执行直线命令，绘制表格线(注意：将粗实线绘制在粗实线图层、细实线绘制在细实线
图层)。
3）绘制完表格后，填写表格文字（注意：文字写在文字图层），如下图：
执行单行文字命令，在指定的单元格中输入文字。

4）完成以上操作后，指定明细表头的右下角点为基点。该点为插入文件为块时的插入
点。
执行基点命令（“绘图”→“块”→“基点”），指定明细表头的右下角点。
5）保存文件。执行保存命令(“文件”→“保存”)。
注意：保存文件时，可将该文件保存到指定位置，也可直接覆盖尧创 CAD 安装目录的
“Templates”文件夹中的“bomhead.dwg”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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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2 定制明细表项文件
1）创建一全新的图形文件
执行新建命令，在“创建新图形”对话框中，选择“使用样板”中的“YaoCCAD.dwt”
样板创建。省去了创建不同图层的工作。
2）绘制明细表项表格
执行直线命令，绘制表格线(注意：将粗实线绘制在粗实线图层、细实线绘制在细实线
图层)。
3）输入属性文字，如下图：
执行定义属性命令（“绘图”→“块”→“定义属性”），在指定的单元格中定义属性
文字（注意：文字写在文字图层，且定义属性文字时，必须按属性文字的先后顺序进行定义，
否则，否则生成的明细表中的内容就会错位）。
也就是说，定义完“序号”后，必须定义“代号”，而不能定义“名称”，再定义“代
号”，前后颠倒地来完成。

4）完成以上操作后，指定明细表项的右下角点为基点。该点为插入文件为块时的插入
点。
执行基点命令（“绘图”→“块”→“基点”），指定明细表头的右下角点。
5）保存文件。执行保存命令(“文件”→“保存”)。
注意：保存文件时，可将该文件保存到指定位置，也可直接覆盖尧创 CAD 安装目录的
“Templates”文件夹中的“bomitem.dwg”文件。
明细表头、表项绘制完成后，必须将各自的高度值记录在修改(新建)序号标注样式对话
框中的表头高度、表项高度中，这样才能保证生成正确的明细表。

1.8.1.7.3 定制的明细表头、表项的加载
操作步骤：
1. 执行序号样式命令，弹出“序号标注样式”管理器对话框；
2. 在“序号标注样式”管理器中，选择要修改的样式后点击“修改”按钮；
3. 在“修改序号标注样式”对话框中，点击“明细表头”及“明细表项”右侧的“

”

按钮选择定制的表头、表项文件；在“表头高度”、“表项高度”框中输入高度值，
此高度值必须为定制的表头、表项的高度。
4. 点击“确定”完成操作。
注意：表头、表项文件加载后，若进行修改，修改后，必须重新加载，否则调用的仍是修改
前的内容。

1.8.2 序号标注
1.8.2.1 零部件序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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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零部件序号标注。
菜单：机械→序号标注
命令：partlabel
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指定引出点，弹出“零件序号”标注对话框；

对话框内容介绍：
代号、名称、材料、备注等内容的输入信息可自动保存到列表框中，方便相同信息
的输入。
“提取信息”按钮：用来提取出库图形的零件或零件组的属性信息，并自动填入明
细信息框中。注：出库图形
“类别”设置当前零部件类别。若“类别”需要添加或修改，请在“修改(新建)
序号标注样式”设置框中的“明细分类”中定义。
“自动计算总重”勾选此项后，当输入“数量”和“单重”后，“总重”值自动计
算。
“生成明细栏”零部件序号标注时生成明细栏。
“常用字符”明细信息中常用字符设置。单击符号按钮，即可在光标所在位置插入
所选符号。点击右侧的“设置”按钮，可添加或删除常用字符。
“显示”设置当前零部件标注形式。
“横向摆放”
、
“纵向摆放”、
“序号反向排列”、
“序号顺序排列”用于设置当前零部
件摆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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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页”增加编号标签页。
“删除一页”删除当前编号标签页。
3. 设置以上内容后，点击“确定”按钮。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位置。
标注完成后，双击序号标注，可进行编辑。
标注示例：

1.8.2.2 删除序号标注
删除指定的序号标注。
选择要删除的序号标注，单击鼠标右键菜单中的“删除”项，或按 DEL 键。弹出“明细
序号编辑”对话框，点击“是”按钮，同时删除序号对应的明细表内容。

1.8.2.3 修改序号高度及比例
修改序号标注文字的高度和比例。
菜单：机械→零部件序号整理→修改序号高度及比例
命令：chgbomhs
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指定的序号，或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全部序号，弹出“修改序号高
度和比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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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新的文字高度及标注比例后，点击“确定”按钮。
1.8.2.4 顺时针重排序号
按设置的起始序号及环绕中心点顺时针重排序号。
菜单：机械→零部件序号整理→顺时针重排序号
命令：ddbom
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选择待重排的序号标注，或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全部序号标注；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环绕中心点；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起始序号标注；
5. 选择对齐方式。
完成以上操作后，所选序号标注顺时针重排，并同时更新明细表中的内容。
标注示例：

顺时针重排前的序号标注

顺时针重排后的序号标注
1.8.2.5 逆时针重排序号
与顺时针重排序号相反。操作方法与示例请参照顺时针重排序号。
菜单：机械→零部件序号整理→逆时针重排序号
命令：ddbom
工具条：明细表→
1.8.2.6 顺序编号
按指定的起始编号，重新编排所有标注编号。
菜单：机械→零部件序号整理→顺序编号
命令：dd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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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设置起始编号后，按 ENTER 键或在绘图区单击鼠标右键。
1.8.2.7 对齐序号
按垂直或水平方式对齐所选序号标注。
菜单：机械→零部件序号整理→对齐序号
命令：ddbom
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选择待对齐的序号标注，或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所有标注；
3. 选择对齐方式；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对齐位置。

1.8.3 明细表
提供了明细编辑、重新生成明细表、明细表输出、明细表分段等功能。
1.8.3.1 明细编辑
编辑明细表内容。
菜单：机械→明细编辑
命令：ddbom
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按 ENTER 键或单击鼠标右键执行编辑明细表命令；
3.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明细表项，或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所有明细表项，弹出“明细编辑”
框；

4. 编辑明细表内容。双击单元格，输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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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
若勾选了“填写总重”项，将计算出的“总重”值自动填入标题栏中的“重量”栏。
若只修改个别明细表内容，不执行明细编辑命令也可完成，双击要编辑的明细表项，在
弹出的“编辑块属性”对话框中编辑即可。
1.8.3.2 重新生成明细表
按零部件编号顺序生成明细表。
菜单：机械→重新生成明细表
命令：bomgen
工具条：机械→
执行命令后，系统重新生成明细表。
1.8.3.4 明细表输出
将明细表内容输出为数据库(.XLS)文件。
菜单：机械→明细表输出
命令：bomexp
工具条：明细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要输出的明细表，或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所有明细表；
3. 在“图形输出为”对话框中，选择输出位置后，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
若输出成功，将弹出“EXCEL 文件写入成功”字样。
1.8.3.5 明细表分段
将明细表进行分段排放。
菜单：机械→明细表分段
命令：bompara
工具条：机械→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明细分段”设置框：
2. 选择分段类型：
自由分段：最多可分 5 段，按指定的段高进行分段。点击“自由分段”复选框，设
置分段段高。

尧创 CAD 软件 V7.0

·144·

等高分段：最多可分 10 段，分段的段高相等。点击“等高分段”，在“分段数”
框中输入分段数。

第二段起始高度：就是分段后的明细表与图框之间的间距
3. 设置分段类型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1.8.3.6 明细表分类排序
将明细表进行分类排放，相同类别的明细排列在一起。
单击菜单“机械→明细表分类排序”，使其前面显示“√”，即表示明细表分类排序
处于“打开”状态；反之，则处于关闭状态，明细表中的明细项按序号的大小从小到大依
次排序。
示例：

明细表分类排序
1.8.3.7 定义明细分类标记
要想让明细表显示出明细分类标记，需要在序号标注样式中设置用到的明细类别和显
示标记符号，还需要在明细表项文件中定义分类标记属性。


在序号样式中设置明细表标记符号，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机械-序号样式；

2.

选中当前序号样式，点修改，进入修改序号标注样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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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明细表区域点明细类别后面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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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明细分类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对话框说明：程序默认有三种明细类别：标准件、借用件、自制件，允许添加或删除。
明细表标记：点击类别后面的明细表标记单元格，出现下拉标记选项，如下图“明
细表标记”，单元鼠标左键即可选用。按类别定义明细表标记后，如果启动分类显示
明细标记，则明细栏中的序号会添加标记符号。
序号标注形式：点击相应单元格，出现下拉标记选项，选择即可。对某一明细类
型定义其序号标注形式后，在创建新的该类别的序号时，程序自动切换成所定义的标
注形式。

添加：添加一种明细类别。如下图所示，可以对添加的明细类别设置明细表类别
标记，并关联其序号标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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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选中的明细类别。



4.

设置完成，点“确定”按钮；

5.

返回“修改序号标注样式”界面，点“确定”按钮；

6.

返回“序号标注样式”界面，点“确定”按钮，设置完成。

明细表项的设置
打开安装目录下的…\Templates \bomitem.dwg 文件，在序号单元格中创建属性“分
类标记”（与“序号”属性文字叠加放置），分类标记请使用模板中默认的“明细分
类文字”文字样式。分类标记符支持自定义，用户可以参照自定义形的规则修改安装
目录…\Fonts\yc-gdt.SHX 文件，添加或修改其中定义的形符号。如下图所示：

1.8.3.8 显示明细分类标记
显示明细分类标记即在明细表中的序号栏里不仅仅显示序号，也将其标记符（如圆圈、
三角形等符号）显示出来，一般，标记符相同者示为同一类别。
操作方法：
单击菜单“机械→明细表分类排序”
，使其前面显示“√”，即表示显示明细分类标记
处于“打开”状态；反之，则处于关闭状态。
示例：同时打开“明细表分类排序”和”显示明细分类标记”的明细表如下图所示：

1.9 机械图库
提供了机械行业专用的参数化系列件图库、里面含有机械设计常用的标准件、结构件、
系统件等，还有符号库、表格库、技术要求库等，调用方便、快捷。
标准件库中有：挡圈、垫圈、键与键槽、螺钉、螺栓、螺柱、铆钉、销钉、型材、轴
承等。
结构件库中有：结构图素库(中心孔、通孔及沉孔、螺纹孔、圆柱形轴伸、零件倒圆与
倒角)。
系列件库中有：带轮槽、电机、法兰盘、机床夹具 I、机床夹具 II、润滑与密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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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水工等。
符号库中有：电气符号、机构运动符号、夹具符号、液压气动符号等。
表格库中有：
（齿轮、蜗杆等）参数表库、工艺表格图样、设计汇总表格图样等。

图库图形的调用：
菜单：机械→机械图库→参数化零件库
命令：paralib
工具条：图库→
现以参数化零件库为例，介绍调用方法。
1. 执行命令，弹出“图库”界面，如下图；

2. 在“图库”对话框的左上角，点击倒三角按钮 ，弹出图库类型下拉项，如下图所
示，选择“参数化零件”
；

3. 在“图库”对话框左边的目录树结构中选择零件类型。如在“螺钉”中选择“开槽
螺钉”类型，
再在右边的零件视图区选择零件型号，如开槽圆柱头螺钉 GB/T65-2000，
双击调出参数化系列件出库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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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参数表中的“黄色”列，有多个参数选择，双击该列，即可选择参数；带“*”
符号的为不常用参数。
4. 选择零件系列。单击参数所在行，选中系列，选择视图类型，点“确定”按钮。
注意：
① 参数数据一般是系统默认值，也可以手动修改。修改数据时先移动光标到单元
格内，单击即进入单元格内容编辑状态，输入有效数据即可。点“确定”按钮时程
序后台用表中最后确定的数据驱动图形再出库。
② 表中显示“黄色”背景列数据是多项可选数据，系统根据国标或行业标准，输
入了该系列对应的这一参数的不同数据以供选用。
5.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图形插入位置。

2

标注功能

2.1 尺寸编辑
所见即所得的尺寸标注和编辑修改界面是尧创 CAD 最具特色的亮点功能之一，它帮助
用户轻轻松松地创建复杂的尺寸标注。
启动尺寸标注界面的方式有：
1. 执行标注命令（转角标注、对齐标注、弧长标注、坐标标注、半径标注、直径标注、
角度标注）直接弹出；
2.双击尺寸标注；
3.输入 dimftedit 命令，选择标注对象后，单击鼠标右键；
4.创建标注过程时，选择命令行选项中的“格式文本(F)”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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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标注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尺寸区域：
前缀区、尺寸值区、中缀区、公差区、后缀区、线下字符区构成组成尺寸最主要的
部分，对话框中的位置关系形如最后生成的标注，让用户清楚知道在哪个区域填写什么
内容。注：尺寸值在对话框弹出时程序可自动测量并显示，如果标注与实际绘制的尺寸
不一样，可以手动修改，修改后的尺寸值以红色示意。
“

”(复原)按钮:将尺寸值恢复到原测量值。

“公差带”按钮：用于公差选择。点击该按钮，弹出“公差带”选择框。有“公差
查询”和“配合查询”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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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差查询”框中可查询孔和轴的优先和常用公差。该框中黄色区为标注范围大
于 500 的公差带，区中的黄色字符为常用公差，绿色字符为优先选用公差值。
在“配合查询”框中可查询孔和轴的优先和常用配合。黄色字符为优先配合。
“特殊字符”按钮：选择和定义特殊符号。
文字区域：设置当前标注中的文字的对齐方式、高度、放置方式等。
水平：文字水平放置；
与尺寸线对齐：文字放置方向与尺寸线平行；
ISO 标准：文字在尺寸界线间时，与尺寸线平行；在尺寸界线外时，水平放置。
文字高度：设置当前标注文字的高度；
引出：文字引出点偏离默认位置时，自动添加引出线。
样式：程序对常用标注工具（对齐标注、线性标注、半径标注、直径标注、弧长标注、
对称半尺寸标注、投影长度标注等）的常用标注形式提供子样式，以供选用。具体操作参见
尺寸标注子样式。
常用字符区域：标注中经常使用的特殊字符，移动鼠标到所需字符上，点击即可将其输
入到光标所在位置；第一排中的特殊字符可以自己定义，并且可以自动映射到标高、引线标
注等对话框的常用字符区域。
高级折叠框区域：
“格式”：设置当前标注的单位格式；
“精度”：设置尺寸值的小数位数；
“绘制文本边框”：用于绘制标注值的矩形框，表示理论尺寸；
“箭头”：设置当前标注中的箭头的大小；
“局部放大倍数”：设置当前标注的测量比例因子，用于；
“尺寸标注时显示该对话框”：控制“格式文本”对话框的显示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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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尺寸标注子样式
程序在创建或修改线性类标注、半径类标注、直径类标注、弧长类标注时，在标注编辑
对话框中设有几种常用的标注子样式，点击即可将子样式的属性运用到当前标注上。

2.2.1 线性类标注子样式
线性尺寸类标注包括对齐标注、线性标注、对称半标注、投影长度标注等，子样式有：
表示当文字和箭头在尺寸界线内放不下时，箭头优先放在尺寸界线内，如下图 a；
表示当文字和箭头在尺寸界线内放不下时，箭头优先箭头强制在尺寸界线外，如下
图 b；
表示第一个箭头变点，如下图 c；
表示两个箭头都变点，如下图 d；
表示第二个箭头变点，如下图 e；
表示使用默认的当前标注样式。

线性标注子样式

2.2.2 半径标注子样式
表示箭头在弧内，如下图 a 所示；
表示箭头在弧外，如下图 b 所示；
表示引出半径标注，如下图 c 所示；
表示小半径标注，常用来标注箭头和文字都在圆弧内的小圆弧半径尺寸，文字在圆
弧对应的夹角内可以引出到距离圆弧较远的位置定位，以便清楚显示出半径标注，如下
图 d 所示；
表示使用默认的当前标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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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标注子样式

2.2.3 直径标注子样式
表示箭头在弧内，如下图 a 所示；
表示箭头在弧外，如下图 b 所示；
表示引出半径标注，如下图 c 所示；
表示使用默认的当前标注样式。

直径标注子样式

2.2.4 弧长标注子样式
表示弧长符号显示在标注文字的前缀区，如下图 a 所示；
表示弧长符号在标注文字的上方，如下图 b 所示；
表示不显示弧长符号，如下图 c 所示；
表示使用默认的当前标注样式。

2.3 对称半线性标注
创建对称的半线性标注。
菜单：标注→对称半线性
命令：symdimlinear
工具条：标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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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对称线；
3.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第一条尺寸界线原点；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尺寸线位置。
标注示例：

2.4 对称半角度标注
创建对称的半角度标注。
菜单：标注→对称半角度
命令：symdimangular
工具条：标注→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对称线；
3.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角度的第一条边或角度顶点；
4.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标注弧线位置。
标注示例：

2.5 投影长度标注
创建线或线段在任意角度投影面上的距离或长度。
菜单：标注→投影长度标注
命令：DIMPROJ
工具条：标注→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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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命令；
2. 单击鼠标左键指定投影面，或输入 A，指定投影面的倾斜角度；
3.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标注对象，或者依次指定第一条、第二条尺寸界线原点；
4. 弹出“格式文本”对话框，完善尺寸文字内容后，点“确定”按钮；
5. 指定尺寸线位置。

2.6 自动设置标注对象的图层
“自动设置标注对象的图层”指创建尺寸、文字、符号、剖面等标注类对象时系统自动
归类，将标注类对象自动生成到指定的图层上。
自动设置标注对象的图层的设置：点工具→选项，在“用户系统配置”标签页勾选“自
动设置标注对象的图层”选项，即可启用，反之，则关闭。

自动设置标注对象的图层的作用效果：创建标注、符号、文字、剖面等标注类对象时，
可以将对象自动生成到指定的图层上（注：当文件中不含指定的图层时，程序自动创建）。
DIM（标注）层：所有标注和符号实体创建时，自动放置到到 DIM 图层。
Text （文字）层：多行文字、单行文字、文字的遮罩等文字类实体创建时，自动放置到 Text 图层。

尧创 CAD 软件 V7.0

·155·

Hatch（剖面）层：剖面生成时，自动放置到 Hatch 图层。
Annotation 层：图框、标题栏、信息栏、代号栏、明细表等创建时，自动放置到 Annotation 图层。

2.7 标注盖线
标注盖线指在创建或移动尺寸及符号标注对象后自动消隐其背景图素。
“标注盖线”状态的设置：点工具→选项，在“用户系统配置”标签页的 “标注盖线”
选项前的复选框勾选，呈“开启”状态；反之，是“关闭”状态。
示例：

3

图纸比例
图纸比例指实物在图纸中的尺寸与实际尺寸间的比例，即制图中的图纸比例概念，用于

控制标注类对象（如尺寸标注、符号、多行文字、单行文字、剖面）的显示比例。
图纸比例的设置：图纸比例适用于模型空间，点击状态栏的“图纸比例”按钮（按下时
表示“开启”
，浮起表示“关闭”）开启图纸比例功能，再设置图纸比例。如设置图纸比例为
1:2，状态栏显示效果如图：
图纸比例的作用效果示例：设置图纸比例为 1：10，创建标注或符号，标注或符号整体
放大 10 倍；创建文字，文字的高度放大 10 倍，创建剖面，剖面间距自动放大 10 倍，即剖
面的疏密程序自动调整。假设文字的默认高度设置值是 3.5，图纸比例不开启时，新建文字
的高度是 3.5 的，而图纸比例开启后，新建文字的高度是 35。

3.1 图纸比例列表编辑
设置图纸比例值
菜单：格式→图纸比例列表编辑
命令：scalelistedit
操作步骤：
1. 执行命令，弹出“编辑比例列表”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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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比例”框，如图。输入比例名称、图纸比例和图形
比例。

3.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比例”框，如图。编辑指定比例名称、图纸比例和
图形比例。

4. 点击“上移”或“下移”按钮，将指定的比例向上（下）移一行。当指定比例名称
处于最上(下)行时，该按钮不可用（变灰）。
5.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指定的比例。
6. 点击“重置”按钮，恢复系统默认比例列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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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置对象图纸比例
给指定对象设置图纸比例。
菜单：格式→设置对象图纸比例
命令：annoscaleset
操作步骤：
1.执行命令；
2.选择需要设置图纸比例的对象；
3.在弹出的“编辑比例列表”框中，选择比例后，点击“确定”。

3.3 修改对象图纸比例
修改指定对象的图纸比例。
菜单：格式→修改对象图纸比例
命令：annoscalemod
操作步骤：
1.执行命令；
2.选择需要修改图纸比例的对象；
3.在弹出的“编辑比例列表”框中，选择比例后，点击“确定”。

剖面填充

4

4.1 常用图案的设置及运用
将常用的剖面填充图案设置到“图案填充”对话框的“常用图案”区域，点击即可运用，
从而大大节省从填充图案库中调出填充图案再一个个挑选和设置参数的时间。
设置常用图案的操作步骤：
1. 在“图案填充”对话框的类型和图案区域，点类型下拉列表中的预定义；
2. 点“图案”后面的三点，弹出“填充文件”对话框；
3. 选中预设置的常用图案，点“确定”按钮，返回“图案填充”对话框界面；
4. 点“样例”后面的“设定为常用图案”，弹出“设置常用图案”对话框；
5. 设置名称，并其选一个预览图片，点“确定”按钮，返回到“图案填充”对话框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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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图案库

设置常用图案

自定义的常用图案

5

KMCAD3X 转换
在尧创 CAD 支持开目 CAD 特别版中，打开*.KMG 格式文件的瞬间，系统自动完成转

换，并将转换后的效果图形文件显示出来。点击“保存”，得到相应的*.DWG 格式文件。

5.1 设置
程序转换 kmg 文件时，有一些规则用户可以自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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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符号标注是否转换为块的设置
在支持开目 CAD 特别版中，执行“选项”命令，在“打开和保存”选项卡中，“打
开 KMG3.X 文件时符号转化为块(T)”项的设置。若需要将图形中的符号转换为块，请勾
选该项。否则，不勾选。系统将 KMG 图形文件中的所有符号标注转换为符号，即可执行
符号标注命令进行编辑。

5.1.2 模板 dwgkmg3x.dwt
程序将 kmg 文件转成 dwg 文件时，后台调用尧创 CAD 安装目录下的…\Templates\
dwgkmg3x.dwt 文件，图中文字的字体及标注形式在转换时使用该模板中的字体和当前标注
样式。

5.2 配置 MX_area.con
程序将 kmg 文件转成 dwg 文件时，可以将标题栏识别为属性块对象，从而可以象尧创
CAD 中的标题栏一样，方便地填写标题栏中的代号、名称等属性信息。
MX_area.con 文件；
“MX_area.con”文件是用来定义标题栏、明细表的内容、格式、位置的文件。配置方
法与开目 CAD3X 完全一样。
若为开目 CAD3X 用户，请将开目 CAD3X 安装目录中的 support 文件夹中的该文件拷贝
到尧创 CAD 安装目录的 support 文件夹中覆盖同名文件。
若不为开目 CAD3X 用户，可根据当前图形中的标题栏、明细表内容修改“MX_area.con”
文件。“MX_area.con”文件的配置方法请参见“附件一”。
除以上两种方式外，也可按以下操作完成：
1. 打开 KMG 图形文件后，删除图框、标题栏、明细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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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插入图框(“机械”→“图框”→“插入图框”)，标题栏等内容；
执行重新生成明细命令，生成明细表。
mx_area.con 文件格式意义如下：
##标题栏##

（此行不可更改）

2,180,50

（第一项数字 2 表示下面有两个说明组，可进行添加，在此定义的
项目可把标题栏内信息自动映射到“信息输入”中相应位置。第二
项 180 为标题栏宽度，第三项 50 为标题栏高度。在以下两个说明
组中每组占两行）

1,代号

（第一组为“代号”)

-80,30,80,20 （前两个数字为填写代号的矩形区域的左下角坐标，其坐标以图纸
内框右下角为原点；后两个数字为该区域右上角坐标，其坐标是以
矩形区域的左下角坐标为原点）
2,名称
-110,0,30,35 （第二组为“名称”，各数字意义同上）
##明细栏##
8,180,10,7

（此行不可更改）
（第一项为明细栏项数，第二项为明细栏宽度，第三项为明细栏底
栏高度，第四项为明细栏各项目栏每栏高度，以下为每一项的说明
组，各占两行）

1,序号

（说明组的第一行第一项为编号，第二项为项目名称）

0,10,中

（说明组第二行第一项为相对明细栏左端点的坐标，第二项为该项
的宽度，第三项为字体左右对齐的方法。“中”表示居中，“左”
表示左对齐）

2,代号

（各项意义同上）

10,35,左
……
如标题栏，明细栏格式如下图，可以这样修改 MX_AREA.CO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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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栏##
2,180,74

（2 表示有两个说明组，标题栏宽 180，高度为 74）

1,代号
-60,33,60,41
2,名称
-120,7,60,67
##明细栏##
7,180,10,7 （明细栏项数共有 7 项，宽度为 180，底栏高度为 10，其项目栏高度
为 7）
1,序号
0,8,中
2,代号
8,27,左 （第一项 8=0+8，即前一项的起始坐标加上其宽度等于下一项的起始坐
标）
3,名称
35,50,左

（第一项 35=8+27，第二个 50 为名称这一项的宽度）

4, 材料
85,35,中
56, 重量

120,30,左 （这一组中编号 56（56＞9）表示此项为一虚设项，表示放在第 5、6
项下面，宽度 30 是第 5、6 项宽度之和，起点与第 5 项同。）
5,单重
120,15,中
6,总重
135,15,中
7,备注
150,30,左
如定义了标题栏中说明组，在所说明的区域中填定字符将被自动映射到图形信息区，为
今后检索、分类、统计创造条件。

5.3 转换
执行“打开”命令，在“选择文件”框中，选择“文件类型”为“开目图形文件(KMG)”，
选择单个或多个文件后，点击“打开”即可实现单个或批量 kmg 文件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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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坐标输入
快速坐标输入，本功能提供快捷键导航，快捷键精确定位，快捷键对齐或对准屏幕内对
象的特征点。快速坐标输入功能与开目CAD的绘图模式相似，模仿工程师在图板上手工绘
图的操作习惯，上手速度快，绘图效率高。
快速坐标输入功能包括使用快捷键快速转动、移动、快速定位到对象关键点、快速删除
预选图素的当前段等功能。

1.1 快速绘图坐标系
快速绘图坐标系，简称QCS（Quick-drafting Coordinate System），它以十字光标中心点
为坐标原点，方向由用户给定。
快速坐标系的状态通过十字光标的形式表现，其坐标原点随着十字光标的移动智能切
换；其X轴、Y轴由十字光标的水平垂直相交直线形象表示，当快速绘图坐标系的方向旋转
时，十字光标也同角度旋转。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z

当快速绘图坐标系（QCS）X轴的正方向与用户坐标系（UCS）X轴的正方向相同
时，十字光标的形式如下图（a）所示；

z

当快速绘图坐标系（QCS）X轴的正方向与UCS X轴的正方向成一定角度的时候，
十字光标的X轴、Y轴旁边显示X或Y轴字母标记，并且变成带角度的十字光标。如
下图（b）所示；

z

快速绘图坐标系的旋转角度在绘图区域下方状态栏里实时显示，如下图（c）所示。

注：本章节的用户坐标系（UCS）特指当前用户坐标系，即用户当前参考的XYZ坐标系统。
详细说明参见“用户坐标系统的定义”章节。

1.2 转动
转动快速绘图坐标系指保持坐标原点位置不变，旋转坐标系X轴和Y轴的方向。转动快
速绘图坐标系的方法有：一般转动、转动到和预选线同方向或反向、复位、对准转动。

1.2.1 一般转动
一般转动的方法有：使用快捷键转动 15°、使用快捷键转动给定角度等。快捷键转动
角度既可以在绘制直线等基本绘图工具中使用，也可以在插入块、图形出库、编辑-旋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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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旋转角度时使用。
转动快速绘图坐标系的默认快捷键：“F4” 键表示逆时针转动；“F5” 键表示顺时针
转动。也支持自定义快捷键（方法参见“自定义键盘快捷键”）。
⑴

转动 15°
按下 F4（或 F5）键，每按一次，光标逆时针（或顺时针）转动 15°。

⑵

转动给定角度
① 转动角度：输入数据θ，再按下 F4（或 F5）键，光标在原角度的基础上逆时针（或
顺时针）转动给定角度，如下图（a）所示。
② 设置光标的绝对角度：键入@后，键入数据θ，再按下 F4（或 F5）键，光标角度旋
转至给定值。如下图（b）所示。（a）

（a）

（b）

1.2.2 转动到和预选线同方向或反向
光标移动到直线附近，直线加亮成为预选图素后，按下 F6 键，快速绘图坐标系的X轴
正方向旋转至与预选直线同方向，如下图（b）所示；再一次按下 F6 键，光标旋转至与预
选直线反方向，如下图（c）所示。

（a）

（b）

（c）

1.2.3 复位
复位指快速将快速绘图坐标系的 X 轴的正方向旋转到和当前用户坐标系（UCS）的 X 轴
的正方向同向，如下图所示。
其操作方法有两种：
⑴ 在不预选任何图素的情况下，按 F6 键。
⑵ 输入数值 0，再输入 F4 或 F5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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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复位

1.2.4 对准追踪
对准追踪本版本特指对准转动，对准转动指十字光标位置不动，转动快速绘图坐标系，
使其 X 轴的正方向顺时针转动或逆时针转动对准屏幕内已有图素的关键点（包括：端点，
圆心，交点，中点，切点，象限点）
。被对准的点加亮显示。
对准追踪的出厂默认快捷键：
“Ctrl+F4”组合键表示逆时针旋转对准，
“Ctrl+F5” 组合
键表示顺时针方向旋转对准。程序支持自定义快捷键，方法参见“自定义键盘快捷键”。
操作方法：
按下“Ctrl+F4”（或“Ctrl+F5”）组合键，快速绘图坐标系 X 轴的正方向逆时针（或
顺时针）对准旋转至距 X 轴正方向最小角度的关键点。
应用举例：
如“对准转动”图例所示，在(a)中按下“Ctrl+F5”组合键，X 正方向顺时针旋转至
水平对齐圆的圆心及象限点，如(b)所示。继续按下“Ctrl+F5”组合键，X 正方向顺时针
旋转至圆的切点，如(c)所示。此时，如果直接按下“Ctrl + →”组合键，则光标移至切点，
如图(d)所示；如果输入命令 line（启动直线命令），先回车确定起点，然后再按下“Ctrl +
→”组合键，则光标移至切点，回车确定终点，则从光标所在点至切点绘制一条切线，如图
(e)所示。

对准转动

1.3 移动
移动快速绘图坐标系指不改变十字光标的方向，移动快速绘图坐标系原点的位置。尧创
CAD 的导航功能非常强大，捕捉特征点、移动光标的方法有很多，如直接输入坐标、对象
捕捉、对象追踪、极轴导航、正交导航等等，在快速绘图坐标系里，还可以使用快捷键精确
移动光标。
使用快捷键快速精确移动光标的方法有两种：一般移动、对齐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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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一般移动
一般移动的出厂默认快捷键：“→”表示向X轴的正方向移动、
“←”表示向X轴的负方
向移动、
“↑”表示向Y轴的正方向移动、“↓”表示向Y轴的负方向移动。为了方便记忆，
我们将“←、→、↑、↓”称为一般移动键。也支持自定义快捷键（方法参见“自定义键盘
快捷键”）。
用快捷键精确移动光标的一般移动方法有：
⑴

光标沿用户坐标系（UCS）的坐标轴方向移动指定距离
不论光标方向如何，按下“Shift + 一般移动键（→、←、↑、↓）”组合键，光标沿着

指定的方向（UCS X 轴正方向、X 轴负方向、Y 轴正方向、Y 轴负方向)）移动给定距离。
操作方法：
先输入数据，再按下“Shift + 一般移动键（→、←、↑、↓）”组合键，光标沿指定方
向移动给定距离。
应用举例：
启动绘制直线命令，确定左边的起点后，输入 50，再按下“shift + →”组合键，光标
沿用户坐标系（UCS）的 X 轴正方向移动 50，再点击回车或鼠标左键，绘制一条平行于 UCS
X 轴的直线，如图 1.3-1 所示。

光标沿 UCS X 轴正方向移动
⑵

光标沿快速绘图坐标系（QCS）的坐标轴方向移动指定距离
按下一般移动键（→、←、↑、↓），光标沿着指定的方向（QCS 的 X 轴正方向、X 轴

负方向、Y 轴正方向、Y 轴负方向)）移动给定距离。
操作方法：
先输入数据，再按下一般移动键（→、←、↑、↓），光标沿指定方向移动给定距离。
应用举例：
启动绘制直线命令，确定左边的起点后，输入 50，再
按下“→”键，光标沿快速绘图坐标系（QCS）的 X 轴正
方向移动 50，再点击回车或鼠标左键，绘制一条平行于 QCS
X 轴的直线，如左图所示。

光标沿 QCS X 轴正方向移动
⑶

光标沿快速绘图坐标系（QCS）的坐标轴方向移动到和最近的图素的交点
按下“Ctrl + 一般移动键（→、←、↑、↓）”组合键，光标沿着指定的方向（QC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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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轴正方向、X 轴负方向、Y 轴正方向、Y 轴负方向）移动到和最近的图素相交的交点上。
操作方法：
调整快速绘图坐标系的方向后，按下 “Ctrl +↓一般移动键（→、←、↑、↓）”组合
键。每按一次组合键，光标将沿指定方向找到最近的一个交点，可以多次重复该功能，直至
找到用户的目标交点。如下图所示。

光标沿 QCS 坐标轴方向快速移动至第一个交点

1.3.2 对齐追踪
对齐追踪指按下快捷键，使光标在 X 轴、Y 轴方向快速移动对齐至已有图素的关键点
（包括：端点，圆心，交点，中点，切点，象限点），被对齐的点加亮显示。
对齐追踪的出厂默认快捷键：“End”表示向X轴的正方向移动、“Home”表示向X轴的
负方向移动、
“Page Up”表示向Y轴的正方向移动、
“Page Down”表示向Y轴的负方向移动。
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将“Home、End、Page Up、Page Down”称为特殊移动键。程序也支持
自定义快捷键，方法参见“自定义键盘快捷键”
。
⑴ 光标沿用户坐标系（UCS）的坐标轴方向对齐追踪
不论光标方向如何，按下“shift +特殊移动键（End、Home 、Page Up、Page Down）
”
组合键，光标沿指定方向（UCS 的 X 轴正方向、X 轴负方向、Y 轴正方向、Y 轴负方向）
对齐到距其最近的图素上的关键点（如端点、中点、圆心等）。如下图所示。

光标沿 UCS Y 轴方向对齐追踪
⑵ 光标沿快速绘图坐标系（QCS）的坐标轴方向对齐追踪
按下特殊移动键（End、Home 、Page Up、Page Down），光标沿指定方向（QCS 的 X
轴正方向、X 轴负方向、Y 轴正方向、Y 轴负方向）对齐到距其最近的图素上的关键点（如
端点、中点、圆心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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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沿 QCS x 轴方向对齐追踪

1.3.3 快捷键快速定位到对象及对象的关键点
快捷键定位到对象关键点 指按下快捷键，光标迅速地移动到离它最近的对象或对象的
关键点（包括端点，圆心，交点，中点，切点，象限点）上。定位到对象关键点的出厂默认
快捷键是F11 键，程序也支持自定义快捷键（方法参见“自定义键盘快捷键”）。
快速键定位对象关键点有如下几种情况：
⑴ 当光标在绘图区域的空白处时
当光标在绘图区域的空白处时，按下 F11 键，光标移至距其最近的对象上。
示例：光标原本在空白处，如图 (a)所示，按下 F11 键，迅速定位到距其最近的直线上，
变成图(b)。

(a)

(b)

⑵ 当光标在对象或对象的关键点上时
当光标在对象上时，按下 F11 键，光标定位到距其最近的关键点上。
当光标在对象的关键点上时，按下 F11 键，光标沿上一次移动的方向定位到下一个关键
点上；如果光标所在的关键点已经是对象的端点，则从对象的另一头开始搜索定位关键点。
示例：如下图（a）所示，光标已在对象上时，按下 F11 键，光标移至距当前段最近的
端点上，如图（b）；再按 F11 键，光标定位到对象的另一头端点上，如图（c）
；继续按下
F11 键，定位到下一个关键点交点上。

捕捉对象上的关键点
⑶ 当光标在交点上时
当光标在对象与对象的交点上时，按下“Shift + F11”组合键，程序从当前搜索对象
切换到与它相交的其他对象的关键点上。
示例：如下图（a）所示，光标原本在直线 L1 上搜索关键点，当光标定位到直线 L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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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L2 的交点处时，按下“Shift + F11”组合键，定位到直线 L2 的端点，如图 (b)所示。

切换搜索对象

1.4 预选图素
1.4.1 预选图素
预选图素操作很简单，只要将光标移动到实体对象上，实体对象即成为预选图素。不同
的实体类型成为预选图素后显示的状态不完全一样，大致有如下几种：
⑴ 当预选图素是基础对象时
将光标移到直线、圆（弧）、椭圆（弧）、样条曲线、多段线、三维多段线等基础对象上
时，基础对象成为预选图素。距光标最近的实体段呈亮显状态（当基础对象只有一段时，整
个基础对象被加亮），其他实体段呈暗显状态；亮显段表示当前段，暗选段表示都是非当前
段，如下图所示。

预选图素的显示状态（一）
⑵ 当预选图素是块、尺寸、剖面、文字时
将光标移到尺寸、符号、剖面、文字、边界、面域、区域覆盖、多线、等实体对象上时，
该对象成为预选图素，并且整体呈亮显选中状态，如下图所示。

预选图素的显示状态（二）
⑶ 当预选图素是块、属性块、外部参照时
将光标移到块、属性块、外部参照等组合对象上时，该组合对象成为预选图素，并且该
组合对象中距光标最近的基础对象全部呈暗选选中状态（注意：此时没有亮显图素，即使基
础对象有多段也不亮显当前段，不区分当前段与非当前段）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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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选图素的显示状态（三）

1.4.2 编辑预选图素
1.4.2.1 删除当前段
删除当前段即删除预选图素中加亮显示的当前段。删除当前段是预选图素里最方便实用
的功能之一。
操作步骤：
1.

将光标移到直线、圆（弧）、椭圆（弧）、样条曲线、多段线、三维多段线等基础对
象上，基础对象即成为预选图素；

2.

按 Delete 键，预选图素中加亮显示的当前段被删除，程序自动找到下一当前段，
连续多次按 Delete 键，可以分段擦除部分或整个预选对象。

注：按 Shift+Del 键，删除整个预选图素。
1.4.2.2 删除对象
删除图素整个对象的方法有许多，下面列举常用的三种方法：
操作方法一：
1.

将光标移到尺寸、符号、剖面、文字、边界、面域、区域覆盖、块、属性块、外部
参照等对象上；

2.

按下 Delete 键，预选图素被删除。

操作方法二：
1.

选择图素；

2.

按下 Delete 键，所选图素被删除。

操作方法三：
1.

按下 Delete 键；或输入 delete，回车，启动删除命令；

2.

选择图素，所选图素被删除。

1.4.2.3 预选图素的其他编辑修改
预选图素还可以进行复制、移动、缩放、旋转、修改绘图次序等编辑修改。
操作方法：
1. 预选图素；
2. 点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如下图所示，点击菜单项，启动相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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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选图素右键菜单
剪切：将整个预选图素全部复制到操作系统的剪贴板中，并删除原预选图素。
复制到剪贴板：复制整个预选图素到剪贴板。
带基点复制到剪贴板：带基点复制整个预选图素到剪贴板。
移动：移动整个预选图素。
复制选择：复制整个预选图素。
缩放：缩放整个预选图素。
旋转：旋转整个预选图素。
绘图次序：修改整个预选图素的绘图次序。

1.4.3 查看预选图素的属性
光标在预选图素上停留 0.5 秒左右，光标附近自动显示其重要的属性信息。比如，当预
选图素一根直线时，显示该直线的起点、终点、Δx、Δy、Δz、长度、角度等基本属性信
息；预选一段圆弧时，显示该圆弧的圆心坐标、半径、弧长、起始角、终止角等。特别提醒：
如果预选图素中的当前段亮显时，长度含两个数值，其格式为：当前段长度/总长。如下图
所示。

预选图素的属性信息显示可打开，也可以关闭。点击状态栏区域的开关按钮

，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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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按钮处于按下状态时，可以适时显示预选图素的属性信息；反之，则不显示。

1.5 快速绘图输入快捷键一览表
功能
点

移

快捷键名

作

用

命令

→

将参考点向用户坐标系（QCS）X 轴正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QF;

←

将参考点向用户坐标系（QCS）X 轴负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QB;

↑

将参考点向用户坐标系（QCS）Y 轴正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QU;

↓

将参考点向用户坐标系（QCS）Y 轴负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QD;

Shift +→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UCS） X 轴正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F;

Shift +←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UCS） X 轴负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B;

Shift +↑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UCS） Y 轴正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U;

Shift +↓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UCS） Y 轴负方向移动指定的距离

'_ QMove; D;

动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X 轴正方向移动到和最近的
Ctrl +→

图素的交点

'_ QMove;IF;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X 轴负方向移动到和最近的
Ctrl +←

图素的交点

'_ QMove;IB;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Y 轴正方向移动到和最近的
Ctrl +↑

图素的交点

'_ QMove;IU;

将参考点向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Y 轴负方向移动到和最近的
Ctrl +↓

图素的交点

'_ QMove;ID;

Shift +End

用户坐标系（UCS）X 轴正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F;

Shift +Home

用户坐标系（UCS）X 轴负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B;

用户坐标系（UCS）Y 轴正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U;

用户坐标系（UCS）Y 轴正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D;

Shift +Page

对

Up

齐

Shift +Page

追

Down

踪

End

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X 轴正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QF;

Home

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X 轴负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QB;

Page Up

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Y 轴正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QU;

Page Down

快速绘图坐标系（QCS） Y 轴正方向对齐追踪

'_QALIGN;QD;

转

F4

逆时针转动 15°

'_QCSANG;CC;;

动

F5

顺时针转动 15°

'_QCSANG;C;;

角度值+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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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预选任何图素的情况下， 按 F6 键，复位转动角度让 QCS X
F6

轴正方向和当前 UCS 的正方向同向

'_QCSCO;

预选图素后， 按 F6 键，转动到和预选线同方向或反向

对

Ctrl+ F4

逆时针方向对准追踪

'_QAIM;CC;

Ctrl+ F5

顺时针方向对准追踪

'_QAIM;C;

准
转
动
定位
到对

快速将光标移动到距光标最近的对象上，快速捕捉到对象上的关键
F11
点

'_NAVITO

象关
键点
编辑

Shift +F11
Delete

在交点处切换搜索关键点的对象
删除预选图素当前段

'_NAVITO
Delete

预选
图素

Shift + Del

删除整个预选图素

——

注：
1.命令栏中显示“——”的快捷键，表示勿需自定义。
2. →、←、↑、↓四个键是系统内置的 QCS 坐标轴方向上的移动键，不可自定义成其他功能快捷键。

1.6 自定义键盘快捷键
在快速绘图坐标系中，移动、转动快速坐标系及预选图素删除等功能都是用快捷键来实
现的，程序在出厂时已对所有功能设置有默认的快捷键，用户也根据个人的操作习惯和爱好
自由定义快捷键。
自定义键盘快捷键的操作步骤：
1） 点击工具｜自定义，弹出自定义对话框，进入键盘标签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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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快捷键：
点<新建>按钮，光标自动置于“按下新建快捷键”编辑区域，在键盘上按下预定义的
快捷键，然后在“命令”编辑框中输入命令即可。如在“按下新键快捷键”编辑区域按下快
捷键组合“Ctrl+F4”，在“命令”编辑框中输入“'_QAim;_CC;”，即将“Ctrl+F4”
组合键设置成沿快速绘图坐标系 X 轴正方向逆时针旋转对准操作。
3）查看快捷键：选中“定义键”列表区中的某一快捷键，“命令”编辑框显示所选快
捷键对应的命令；
4）修改快捷键：选中“定义键”列表区中的某一快捷键，在“命令”编辑框修改成其
他命令。
5）删除快捷键：选中“定义键”下面的某一快捷键，点<删除>按钮，即将选中快捷
键的设置删除。

1.7 图例
1.7.1 移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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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目标：绘制图中直角三角形
操作步骤：
1. 启动绘制直线命令；
2. 按 Enter 回车键确定直线起点 P1 点；
3. 输入 50，按 → 键，再按 Enter 回车键绘制直线 P1-P2；
4. 输入 85，按 ↑ 键，再按 Enter 回车键绘制直线 P2-P3；
5. 输入 50，按 ← 键；
6. 输入 85，按 ↓ 键，再按 Enter 回车键，绘制直线 P3-P1。
注：本图例操作前提，QCS 的光标方向应与 UCS 方向相同，如果不同，请按 F6 键将
光标方向旋转至 0°。

1.7.2 移动对齐图例

操作目标：绘制图中对称矩形
操作步骤：
1. 将 Center 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2. 启动绘制直线命令；
3. 单击鼠标左键确定起点；
4. 输入 100，按 → 键，回车确定终点，画出水平中心线；
5. 按下 Esc 键或空格键，结束直线命令。
6. 将 Thick 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7. 启动绘制直线命令；
8. 按 F11 键，将光标移到中心线上任意一点如图中 O 点上；
9. 输入 40，再按 ↑ 键，将光标移动到 P1 点；
10. 按 Enter 回车键确定 P1 点为直线起点；
11. 输入 80，按 ↓ 键，再按 Enter 回车键，确定 P2 点；
12. 输入 40，按 → 键，再按 Enter 回车键，确定 P3 点；
13. 连续按下 Page Up 键两次，直至垂直对齐到 P1 点，回车确定 P4，绘制直线 P3-P4；
14. 连续按下 Home 键两次，直至水平对齐到 P1 点，再按下 Enter 回车键，绘制直线
P4-P1。
15. 按下 Esc 键或空格键，结束直线命令。
注：本图例操作前提，QCS 的光标方向应与 UCS 方向相同，如果不同，请按 F6 键将
光标方向旋转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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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对齐图例

操作目标：绘制斜视图中孔的投影（直线 P1-P2 和 P3-P4）
操作步骤：
1. 启动绘制直线命令；
2. 按下 F11 键，将光标定位到直线 L1 上
3. 按下 F6 键，将光标旋转至与直线 L1 同向；
4. 连续多次按下 Home（或 End）键，直至对齐到 O1 点；
5. 回车确定直线起点 P1 点；
6. 按下 Ctrl + ↑组合键，光标移动到 P2 点；
7. 回车确定直线终点 P2 点，直线 P1-P2 完成；
8. 连续按下空格键两次，重新启动直线命令；
9. 连续多次按下 End（或 Home）键，直至对齐到 O2 点；
10. 回车确定直线起点 P3 点；
11. 按下 Ctrl + ↓组合键，将光标移动到 P4 点；
12. 回车确定直线终点 P4 点，直线 P3-P4 完成。

1.7.4 转动图例

操作目标：绘制图中直角三角形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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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绘制直线命令；
按下 Enter 回车键，确定 P1 点为直线起点；
输入 50，按下 → 键，再按下 Enter 回车键，绘制直线 P1-P2；
输入 150，按下 ↑ 键，再按下 Enter 回车键，绘制垂直直线；
连续按下 Space 空格键两次，重新启动直线命令；
移动光标至 P1 点，按下 Enter 回车键，确定直线起点；
输入 60，按下 F4 键，将 QCS X 轴的正方向旋转至 60°；
按下 Ctrl + → 组合键，光标沿 X 轴的正方向找到与第一个交点 P3，按下 Enter 回
车键，绘制直线 P2-P3；
9. 按 Esc 键，结束直线命令；
10. 移动光标到直线 P2-P3 出头部分，按 Del 键，修剪掉直线 P2-P3 出头部分。
1.
2.
3.
4.
5.
6.
7.
8.

注：本图例操作前提，QCS 的光标方向应与 UCS 方向相同，如果不同，请按 F6 键将
光标方向旋转至 0°。

1.7.5 对准图例

操作目标：绘制例图中的两条定点切线 P1-P2 和 P3-P4
操作步骤：
1. 启动绘制直线命令；
2. 按下 F11 键一次或多次，直至捕捉到 P1 点；
3. 按下 Enter 回车键，确定 P1 点为直线起点；
4. 按下 Ctrl + F4 （或 Ctrl + F5）组合键转动光标，对准图中已有图素的关键点，多
次按下组合键，直到找到切点 P2
5. 按下 Ctrl + → 组合键，光标移动到 P2 点；
6. 按下 Enter 回车键，绘制直线 P1-P2；
7. 按两下空格键，重新启动直线命令；
8. 仿第 2~6 步，绘制直线 P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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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YaoCCAD 命令一览表
命

令

作

用

3D

创建三维网格对象

3DARRAY

创建三维阵列

3DFACE

创建三维面

3DMESH

创建自由格式的多边形网格

3DPOLY

绘制三维多段线

ABOUT

显示关于尧创CAD的信息

ALIGN

将某对象与其他对象对齐

APERTURE

控制对象捕捉靶框大小

APPLOAD

加载或卸载应用程序

ARC

创建圆弧

AREA

计算对象或指定区域的面积和周长

ARRAY

创建按指定方式排列的多重对象副本

ATTDEF

创建属性定义

ATTDISP

全局控制属性的可见性

ATTEDIT

改变属性信息

ATTEXT

提取属性数据

AUDIT

检查图形的完整性

BASE

设置当前图形的插入基点

BENCHMARK

创建形位公差基准标注

BHATCH

使用图案填充封闭区域或选定对象

BLIPMODE

控制点标记的显示

BLOCK

根据选定对象创建块定义

BMPOUT

输入BMP文件

BOMSTYLE

设置序号标注样式

BOUNDARY

从封闭区域创建面域或多段线

BOX

创建三维的长方体

BREAK

部分删除对象或把对象分解为两部分

BROWSER

启动系统注册表中设置的缺省Web浏览器

CAL

计算算术和几何表达式的值

CHAMDIM

创建倒角标注

CHAMFER

给对象的边加倒角

CHANGE

修改现有对象的特性

CHPROP

修改对象的特性

CIRCLE

创建圆

CLOSE

关闭当前图形

CLOSEALL

关闭当前所有打开的图形

COLOR

定义新对象的颜色

CMDBA

控制命令栏是否在当前窗口显示以及显示的位置

说

明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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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E

创建三维实体圆锥

CONVERTCTB

将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表（CTB）转换为命名打印样式表（STB）

CONVERTPSTYLES

将当前图形的颜色模式由命名打印样式转换为颜色相关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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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COPY

在指定方向上按指定距离复制对象

COPYIBASE

使用指定基点复制对象

COPYBASE

使用指定基点复制对象到剪贴板

COPYCLIP

复制对象到剪贴板

COPYINNER

复制对象

COPYHIST

将命令行历史记录文字复制到剪贴板

CSET

开启草图设置对话框

CUSTOMIZE

自定义工具栏、按钮和快捷键

CUTCLIP

将对象复制到剪贴板并从图形中删除对象

CYLINDER

创建三维实体圆柱

DBLIST

列出图形中每个对象的数据库信息

DDB

显示“图库”对话框，用户可出库和入库图形

DDBOM

编辑明细栏

DDEDIT

编辑文字和属性定义

DDPTYPE

指定点对象的显示模式及大小

DDINSERT

在当前图形文件中插入图形或块

DELAY

在脚本文件中提供指定时间的暂停

DIM

进入标注模式

DIMALIGNED

创建对齐线性标注

DIMARC

创建弧长标注

DIMANGULAR

创建角度标注

DIMBASELINE

创建基线标注

DIMCENTER

创建圆和圆弧的圆心标记或中心线

DIMCONTINUE

创建连续标注

DIMDIAMETER

创建圆和圆弧的直径标注

DIMEDIT

编辑标注

DIMLINEAR

创建线性尺寸标注

DIMORDINATE

创建坐标点标注

DIMOVERRIDE

替换标注系统变量

DIMRADIUS

创建圆和圆弧的半径标注

DIMSTYLE

创建或修改标注样式

DIMTEDIT

移动和旋转标注文字

DIST

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和角度

DIVIDE

定距等分

DONUT

绘制填充的圆和环

DRAGMODE

控制YaoCCAD显示拖动对象的方式

DRAWORDER

修改图像和其他对象的显示顺序

DTEXT

绘制单行文字对象

DVIEW

定义平行投影或透视视图

Ctrl+C键

Ctrl+X键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尧创 CAD 软件

·180·

V7.0

EDGESURF

创建三维多边形网格

ELEV

设置新对象的拉伸厚度和标高特性

ELEVDIM

创建标高标注

ELLIPSE

创建椭圆或椭圆弧

ERASE

从图形中删除对象

EXPLODE

将组合对象分解为对象组件

EXPORT

以其他文件格式保存对象

EXTEND

延伸对象到另一对象

FILL

设置对象的填充模式

FILLET

给对象的边加圆角

FILTER

创建选择过滤器

FIND

查找、替换功能

FREEHAND

以光标的移动来绘制一系列连续的线段

GRAPHSCR

从文本窗口切换到图形窗口

F2键

GRID

在当前视口中显示点栅格

可透明使用

GROUP

创建对象的命名选择集

HATCH

用图案填充一块指定边界的区域

HATCHEDIT

修改现有的图案填充对象

HELP

显示联机帮助

HIDE

重生成三维模型时不显示隐藏线

HYPERLINK

附着或修改超级链接

HYPERLINKOPTIO

控制超级链接光标和提示的可见性

可透明使用

Del键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F1键

Ctrl+K键

NS
ID

显示位置的坐标

IMPORT

向YaoCCAD输入多种文件格式

INSERTOBJ

插入链接或嵌入对象

INTERSECT

交集运算

ISOPLANE

指定当前等轴测平面

JOIN

将对象合并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象

JUSTIFYTEXT

改变文字的对齐方式

LAYER

管理图层

LAYERP

取消最后一次的图层设置修改

LAYOUT

创建和修改布局

LEADER

创建一条引线将注释与一个几何特征相连

LENGTHEN

拉长对象

LIMITS

设置并控制图形边界和栅格显示

LINE

创建直线段

LINETYPE

创建、加载和设置线型

LIST

显示选定对象的数据库信息

LOAD

加载形文件

LOGFILEOFF

关闭LOGFILEON命令打开的日志文件

LOGFILEON

将文本窗口中的内容写入文件

LTSCALE

设置线型比例因子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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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EIGHT

设置当前线宽、线宽显示选项和线宽单位

MATCHPROP

把某一对象的特性复制给其他若干对象

MEASURE

将点对象或块按指定的间距放置

MENU

加载菜单文件

MENULOAD

加载部分菜单文件

MENUUNLOAD

卸载部分菜单文件

MINSERT

在矩形阵列中插入一个块的多个引用

MIRROR

创建对象的镜像副本

MIRROR3D

创建相对于某一平面的镜像对象

MOVE

在指定方向上按指定距离移动对象

MSLIDE

创建幻灯片文件

MSPACE

从图纸空间切换到模型空间视口

MTEXT

创建多行文字

MULTIPLE

重复下一条命令直到被取消

MVIEW

创建浮动视口和打开现有的浮动视口

NEAREST

切换"最近点捕捉"为打开或关闭

NEW

根据模板创建新的图形文件

NEWWIZ

打开新建图形向导，带您随著指示建立新图形或使用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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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明使用

Ctrl+N键

样板。
OLELINKS

更新、修改和取消现有的OLE链接

OOPS

恢复已被删除的对象

OPEN

打开现有的图形文件

OPTIONS

自定义YaoCCAD设置

ORTHO

约束光标的移动

可透明使用

OSNAP

设置对象捕捉模式

可透明使用

PAN

移动当前视口中显示的图形

可透明使用

PASTEBLOCK

将复制的块粘贴到新图形中

PARALLEL

偏移对象

PASTECLIP

插入剪贴板数据

PASTESPEC

插入剪贴板数据并控制数据格式

PEDIT

编辑多段线和三维多边形网格

PFACE

逐点创建三维多面网格

PLAN

显示用户坐标系平面视图

PLINE

创建二维多段线

PLOT

将图形打印到打印设备或文件

PLOTSTYLE

设置对象的当前打印样式

POINT

创建点对象

POLYGON

创建闭合的等边多段线

PREVIEW

显示打印图形的效果

PROPERTIES

控制现有对象的特性

PSETUP

页面设置

PSPACE

从模型空间视口切换到图纸空间

PURGE

删除图形数据库中没有使用的命名对象

Ctrl+O键

Ctrl+V键

Ctrl+P键

Ctrl+1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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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AVE

快速保存当前图形

QSELECT

基于过滤条件快速创建选择集

QTEXT

控制文字和属性对象的显示和打印

可透明使用

QUIT

退出YaoCCAD

Alt+F4键

RAKE

创建斜度标注

RAY

创建单向无限长的直线

RECOVER

修复损坏的图形

RECTANG

绘制矩形多段线

REDEFINE

恢复被UNDEFINE替代的YaoCCAD内部命令

REDO

恢复前一个UNDO或U命令放弃执行的效果

REDRAW

刷新显示当前视口

REDRAWALL

刷新显示所有视口

REGEN

重生成图形并刷新显示当前视口

REGENALL

重新生成图形并刷新所有视口

REGENAUTO

控制自动重新生成图形

REINIT

重新初始化数字化仪、数字化仪的输入/输出端口和程序参数

Ctrl+Y键

可透明使用

文件
RENAME

修改对象名

REVSURF

创建围绕选定轴旋转而成的旋转曲面

ROTATE

绕基点移动对象

ROTATE3D

绕三维轴移动对象

ROUGH

创建粗糙度标

RULESURF

在两条曲线间创建直纹曲面

SAVE

用当前或指定文件名保存图形

SAVEAS

指定名称保存未命名的图形或重命名当前图形

SCALE

在X、Y和Z方向等比例放大或缩小对象

SCALETEXT

改变指定文字的大小并保持其位置不变

SCRIPT

用脚本文件执行一系列命令

SELECT

将选定对象置于“上一个”选择集中

SETVAR

列出系统变量或修改变量值

SHAPE

插入形

SHADE

为当前图形文件中的实体对象进行着色的处理并显示

SHELL

访问操作系统命令

SKETCH

创建一系列徒手画线段

SNAP

规定光标按指定的间距移动

SOLID

创建二维填充多边形

SPHERE

创建三维实体球体

SPLINE

创建二次或三次(NURBS)样条曲线

STATUS

显示图形统计信息、模式及范围

STRETCH

移动或拉伸对象

STYLE

设置文字样式

STYLESMANAGER

显示“打印样式管理器”

SYSWINDOWS

排列窗口

Ctrl+S键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可透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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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T

校准、配置、打开和关闭数字化仪

TABSURF

沿方向矢量和路径曲线创建平移曲面

TAPER

创建锥度标注

TEXTSCR

打开YaoCCAD文本窗口

可透明使用

TIME

显示图形的日期及时间统计信息

可透明使用

TOLERANCE

创建形位公差标注

TOOLBAR

显示、隐藏和自定义工具栏

TORUS

创建圆环形实体

TRACE

创建实线

TRANSPARENCY

控制图像的背景像素是否透明

TRIM

用其他对象定义的剪切边修剪对象

U

放弃上一次操作

UCS

管理用户坐标系

UCSICON

控制视口UCS图标的可见性和位置

UNDEFINE

允许应用程序定义的命令替代YaoCCAD内部命令

UNDO

放弃命令的效果

Ctrl+Z键

UNITS

设置坐标和角度的显示格式和精度

可透明使用

VBAIDE

显示Visual Basic编辑器

Alt+F11键

VBALOAD

加载全局VBA工程到当前YaoCCAD任务中

VBARUN

运行VBA宏

VBAUNLOAD

卸载全局VBA工程

VIEW

保存和恢复已命名的视图

VIEWCTL

预先设置三维视图观察方向

VIEWRES

设置在当前视口中生成的对象的分辨率

VPLAYER

设置视口中图层的可见性

VPOINT

设置图形的三维直观图的查看方向

VPORTS

将绘图区域拆分为多个平铺的视口

WBLOCK

将块对象写入新图形文件

WEDGE

创建三维实体使其倾斜面尖端沿X轴正向

WELDSYBOL

创建焊接符号标注

WIPEOUT

以指定的区域擦除该区域内的对象

WMFOUT

以Windows图元文件格式保存对象

XATTACH

将外部参照附着到当前图形中

XCLIP

定义外部参照或块剪裁边界，并且设置前剪裁面和后剪裁面

XLINE

创建无限长的直线（即参照线）

XRM

控制图形中的外部参照

ZOOM

放大或缩小当前视口对象的外观尺寸

Alt+F8键

可透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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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YaoCCAD 系统变量一览表
变 量 名

类

型

作

用

说

控制 YaoCCAD 是将 YaoCCAD.lsp 文件加载到所有图
ACADLSPAS

整型

DOC

形中，还是仅加载到在 YaoCCAD 任务中打开的第一个
文件中
存储由 YaoCCAD 环境变量指定的目录路径（如果有的

ACADPREFIX

字符型

ACADVER

字符型

存储 YaoCCAD 版本号

整型

控制 ACISOUT 命令创建的 SAT 文件的 ACIS 版本

AFLAGS

整型

设置 ATTDEF 位码的属性标志

ANGBASE

实型

设置相对当前 UCS 的 0 度基准角方向

ANGDIR

整型

设置相对当前 UCS 以 0 度为起点的正角度方向

APBOX

整型

打开或关闭 AutoSnap 靶框

APERTURE

整型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对象捕捉的靶框尺寸

AREA

实型

存储由 AREA、LIST 或 DBLIST 计算的最后一个面积

ATTDIA

整型

控制-INSERT 是否使用对话框获取属性值

ATTMODE

整型

控制属性的显示方式

ATTREQ

整型

确定 INSERT 在插入块时是否使用缺省属性设置

AUDIOICON

整型

打开或关闭音频注释图标的显示

整型

设置音频注释图标的颜色

实型

设置音频注释图标的大小

AUDITCTL

整型

控制 AUDIT 命令是否创建核查报告文件(ADT)

AUNITS

整型

设置角度单位

AUPREC

整型

设置角度单位的小数位数

ACISOUTVE

话），如果需要则添加路径分隔符

只读
只读

R

AUDIOICON

只读

COLOR
AUDIOICONS
CALE

AUTOMENU

整型

LOAD

打开图形时，是否加载预设菜单或与图形有关联的菜单
文件

AUTOSNAP

整型

控制 AutoSnap 标记、工具栏提示和磁吸

BACKZ

实型

存储当前视口后剪裁平面到目标平面的偏移值

BASEFILE

字符

储存建立新图形时的预设原型图形文件

BKGCOLOR

整型

设置绘图窗口的背景颜色

BINDTYPE

整型

控制绑定或在位编辑外部参照时对其名称的处理方式

BLIPMODE

整型

控制点标记是否可见

CDATE

实型

设置日历的日期和时间

CECOLOR

字符型

设置新对象的颜色

CELTSCALE

整型

设置当前对象的线型比例缩放因子

CELTYPE

字符型

设置新对象的线型

只读

只读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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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WEIGHT

整型

设置新对象的线宽

CHAMFERA

实型

设置第一个倒角距离

CHAMFERB

实型

设置第二个倒角距离

CHAMFERC

实型

设置倒角长度

CHAMFERD

实型

设置倒角角度

CHAMMODE

整型

设置 YaoCCAD 创建倒角的输入模式

CIRCLERAD

实型

设置缺省的圆半径

CLAYER

字符型

设置当前图层

CMDACTIVE

整型

CMDDIA

整型

CMDECHO

整型

CMDLNTEXT

字符型

改变表示程序准备好下达命令的命令栏文字或符号

CMDNAMES

字符型

显示活动命令和透明命令的名称

CMLJUST

整型

指定多线对正方式

CMLSCALE

实型

控制多线的全局宽度

CMLSTYLE

字符型

设置多线样式

COLORX

整型

用户坐标系统图示和十字光标的 X 轴颜色。

COLORY

整型

用户坐标系统图示和十字光标的 Y 轴颜色。

COLORZ

整型

用户坐标系统图示和十字光标的 Z 轴颜色。

COMPASS

整型

控制当前视口中三维坐标球的开关状态

COORDS

整型

控制状态栏上的坐标更新方式

CPLOTSTYLE

字符型

控制新对象的当前打印样式

CPROFILE

字符型

显示当前配置文件的名称

CTAB

字符型

返回图形中的当前选项卡（模型或布局）名称。

CURSORSIZE

整型

按屏幕大小的百分比确定十字光标的大小

CVPORT

整型

设置当前视口的标识号

DATE

实型

存储当前日期和时间

只读

DBMOD

整型

用位码表示图形的修改状态

只读

DCTCUST

字符型

显示当前自定义拼写词典的路径和文件名

DCTMAIN

字符型

本系统变量显示当前的主拼写词典的文件名

字符型

为新图层指定缺省打印样式名称

字符型

为新对象指定缺省打印样式名称

字符型

指定新对象的默认打印样式。

整型

控制用来创建其他对象的对象在创建后是否删除

DEFLPLSTYL

存储一个位码值，此位码值标识激活的是普通命令、透
明命令、脚本还是对话框

只读

控制是否显示文件对话框
控制 AutoLISP 的(command)函数运行时 YaoCCAD 是否
回显提示和输入

只读

只读,

E
DEFPLSTYLE
DEFPLSTYLE
TBL
DELOBJ
DEMANDLO

整型

AD
DIASTAT

整型

在图形包含由第三方应用程序创建的自定义对象时，控
制是否加载该应用程序
存储最近一次使用对话框的退出方式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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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ADEC

整型

控制角度标注显示精度的小数位

DIMALT

开关

控制标注中换算单位的显示

DIMALTD

整型

控制换算单位中小数的位数

DIMALTF

实型

控制换算单位中的比例因子

DIMALTRND

实型

决定换算单位的舍入

DIMALTTD

整型

设置标注换算单位公差值的小数位数

DIMALTTZ

整型

控制是否对公差值作消零处理

DIMALTU

整型

DIMALTZ

整型

DIMAPOST

字符型

DIMASO

开关

控制标注对象的关联性

DIMASSOC

整型

控制标注对象的关联性

DIMASZ

实型

控制尺寸线、引线箭头的大小

DIMATFIT

整型

DIMAUNIT

整型

设置角度标注的单位格式

DIMAZIN

整型

对角度标注作消零处理

DIMBLK

字符型

设置显示在尺寸线或引线末端的箭头块

DIMBLK1

字符型

当 DIMSAH 为开时，设置尺寸线第一个端点的箭头

DIMBLK2

字符型

当 DIMSAH 为开时，设置尺寸线第二个端点的箭头

DIMCEN

实型

控制圆或圆弧的圆心标记和中心线的绘制

DIMCLRD

整型

为尺寸线、箭头和标注引线指定颜色

DIMCLRE

整型

为尺寸界线指定颜色

DIMCLRT

整型

为标注文字指定颜色

DIMDEC

整型

设置标注主单位显示的小数位位数

DIMDLE

实型

设置尺寸线超出尺寸界线的距离

DIMDLI

实型

控制基线标注中尺寸线的间距

DIMDSEP

单字符

DIMDSEP

字符型

指定十进制标注的小数分隔符

DIMEXE

实型

指定尺寸界线超出尺寸线的距离

DIMEXO

实型

指定尺寸界线偏离原点的距离

DIMFIT

整型

已废弃。现由 DIMATFIT 和 DIMTMOVE 代替

DIMFRAC

整型

DIMGAP

实型

DIMJUST

整型

控制标注文字的水平位置

DIMLDRBLK

字符型

指定引线的箭头类型

设置所有标注样式族成员（角度标注除外）的换算单位
的单位格式
控制是否对换算单位标注值作消零处理
指定所有标注类型（角度标注除外）换算标注测量值的
文字前缀或后缀（或两者都指定）

2002 版新增,

当尺寸界线的空间不足以同时放下标注文字和箭头时，
确定这两者的排列方式

指定创建单位格式为十进制的标注时要使用的单字符
小数分隔符。

设置当 DIMLUNIT 被设为 4（建筑）或 5（分数）时的
分数格式
在尺寸线分段以放置标注文字时，设置标注文字周围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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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LFAC

实型

设置线性标注测量值的比例因子

DIMLIM

开关

将极限尺寸生成为缺省文字

DIMLUNIT

整型

为所有标注类型（角度标注除外）设置单位

DIMLWD

枚举值

指定尺寸线的线宽

DIMLWE

枚举值

指定尺寸界线的线宽

DIMPOST

字符型

指定标注测量值的文字前缀或后缀（或两者都指定）

DIMRND

实型

将所有标注距离舍入到指定值

DIMSAH

开关

控制尺寸线箭头块的显示

DIMSCALE

实型

DIMSD1

开关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一条尺寸线

DIMSD2

开关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二条尺寸线

DIMSE1

开关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一条尺寸界线

DIMSE2

开关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二条尺寸界线

DIMSHO

开关

控制是否重新定义拖动的标注对象

DIMSOXD

开关

控制是否允许尺寸线绘制到尺寸界线之外

DIMSTYLE

字符型

显示当前标注样式

DIMTAD

整型

控制文字相对尺寸线的垂直位置

DIMTDEC

整型

设置标注主单位的公差值显示的小数位数

DIMTFAC

实型

设置用来计算标注分数或公差文字的高度的比例因子

DIMTIH

开关

控制标注文字在尺寸界线内的位置（坐标标注除外）

DIMTIX

开关

在尺寸界线之间绘制文字

DIMTM

实型

DIMTMOVE

整型

设置标注文字的移动规则

DIMTOFL

开关

控制是否将尺寸线绘制在尺寸界线之间

DIMTOH

开关

控制标注文字在尺寸界线外的位置

DIMTOL

开关

将公差添加到标注文字中

DIMTOLJ

整型

设置公差值相对名词性标注文字的垂直对正方式

DIMTP

实型

DIMTSZ

实型

DIMTVP

实型

控制尺寸线上方或下方标注文字的垂直位置

DIMTXSTY

字符型

指定标注的文字样式

DIMTXT

实型

指定标注文字的高度

DIMTZIN

整型

控制是否对公差值作消零处理

DIMUNIT

整型

已废弃，现由 DIMLUNIT 和 DIMFRAC 代替

DIMUPT

开关

控制用户定位文字的选项

DIMZIN

整型

控制是否对主单位值作消零处理

DISPSILH

整型

控制线框模式下实体对象轮廓曲线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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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注变量（指定尺寸、距离或偏移量）设置全局比例
因子

当 DIMTOL 或 DIMLIM 为开时，为标注文字设置最大
下偏差

当 DIMTOL 或 DIMLIM 为开时，为标注文字设置最大
上偏差
指定线性标注、半径标注以及直径标注中替代箭头的小
斜线尺寸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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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实型

存储由 DIST 计算的距离

DONUTID

实型

设置圆环的缺省内直径

DONUTOD

实型

设置圆环的缺省外直径

DRAGMODE

整型

控制拖动对象的显示

DRAGOPEN

整型

插入或打开从桌面拖动到图形区域的图形文件

DWGCHECK

整型

确定图形最后是否经非 YaoCCAD 程序编辑

字符型

存储与 SYSCODEPAGE 系统变量相同的值

只读

DWGNAME

字符型

存储用户输入的图形名

只读

DWGPREFIX

字符型

存储图形文件的“驱动器/目录”前缀

只读

DWGTITLED

整型

指出当前图形是否已命名

只读

EDGEMODE

整型

控制 TRIM 和 EXTEND 确定剪切边和边界的方式

ELEVATION

实型

ERRNO

整型

储存最后的错误值

EXPERT

整型

控制是否显示某些特定提示

EXPLEVEL

整型

决定用户经验级别

EXPLMODE

整型

控制 EXPLODE 是否支持比例不一致(NUS)的块

EXPLSTBLK

整型

控制 YaoCCAD 浏览表中，图块元件设置的行宽

EXPLSTLAY

整型

控制 YaoCCAD 设计中心中，图层元件设置的行宽

EXPLSTLT

整型

控制 YaoCCAD 设计中心中，线型元件设置的行宽

EXPLSTTS

整型

控制 YaoCCAD 设计中心中，型式元件设置的行宽

整型

控制 YaoCCAD 设计中心中，坐标系统元件设置的行

DWGCODEPA

只读

GE

EXPLSTUCS

存储当前空间的当前视口中相对于当前 UCS 的当前标
高值

宽

EXPLSTVW

整型

控制 YaoCCAD 设计中心中，视口元件设置的行宽

EXTMAX

三维点

存储图形范围右上角点的坐标

只读

EXTMIN

三维点

存储图形范围左下角点的坐标

只读

EXTNAMES

整型

为存储于符号表中的已命名对象名称设置参数

FACETRATIO

整型

控制圆柱或圆锥 ACIS 实体镶嵌面的宽高比

FACETRES

实型

调整着色和渲染对象的平滑度，对象的隐藏线被删除

FILEDIA

整型

禁止显示文件对话框

FILLETRAD

实型

存储当前的圆角半径

FILLMODE

整型

指定对象的填充模式

FONTALT

字符型

指定在找不到指定的字体文件时使用的替换字体

FONTMAP

字符型

指定要用到的字体映射文件

FRONTZ

实型

存储当前视口中前剪裁平面到目标平面的偏移量

只读

FULLOPEN

整型

指示当前图形是否被局部打开

只读

GRIDMODE

整型

打开或关闭栅格

GRIDUNIT

二维点

指定当前视口的栅格间距（X 和 Y 方向）

GRIPBLOCK

整型

控制块中夹点的分配

GRIPCOLOR

整型

控制未选定夹点（绘制为轮廓框）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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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PHOT

整型

控制选定夹点（绘制为实心块）的颜色

GRIPS

整型

控制选择集夹点的使用

GRIPTIPS

整型

HALOGAP

整型

指定“haloed line”缩短的距离

HANDLES

整型

报告应用程序是否可以访问对象句柄

整型

控制消隐和着色的精度

HIDEPREC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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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当光标悬停在支持夹点提示的自定义对象的夹点
上时，是否显示夹点提示

只读

ON
控制在使用“hide”命令创建消隐视图时是否显示在其

HIDETEXT

开关

HIGHLIGHT

整型

控制对象的亮显。它并不影响使用夹点选定的对象

HPANG

实型

指定填充图案的角度

HPASSOC

整型

控制填充图案和渐变填充是否关联

HPBOUND

整型

控制 BHATCH 和 BOUNDARY 创建的对象类型

HPDOUBLE

整型

指定用户定义图案的交叉填充图案

整型

控制图案填充和填充的绘图次序

HPNAME

字符型

设置缺省的填充图案名称

HPSCALE

实型

指定填充图案的比例因子

HPSPACE

实型

为用户定义的简单图案指定填充图案的线间距

HPSTYLE

整型

决定填充样式的型式

字符型

指定图形中用于所有相对超级链接的路径

整型

控制是亮显整个光栅图像还是仅亮显光栅图像边框

整型

存储 YaoCCAD 版本信息

整型

控制是否创建图层和空间索引并保存到图形文件中

字符型

存储缺省的 Internet 网址

INSBASE

三维点

存储 BASE 设置的插入基点

INSNAME

字符型

为 INSERT 设置缺省块名

INSUNITS

整型

当从 YaoCCAD 设计中心拖放块时，指定图形单位值

整型

设置源内容的单位值

整型

设置目标图形的单位值

整型

提高增量保存速度，特别是对于大的图形

整型

确定图形文件中所允许的占用空间的总量

ISOLINES

整型

指定对象上每个曲面的轮廓素线的数目

LASTANGLE

实型

存储上一个输入圆弧的端点角度

LASTPOINT

三维点

存储上一个输入的点

HPDRAWORD

他对象后面的文字对象（TEXT、DTEXT 和 MTEXT）

不保存

ER

HYPERLINKB

不保存

ASE
IMAGEHLT
IMPLIEDFAC
E
INDEXCTL
INETLOCATI
ON

INSUNITSDE
FSOURCE
INSUNITSDE
FTARGET
ISAVEBAK
ISAVEPERCE
NT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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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型

存储显示在命令行中的上一个字符串

只读

整型

指定模型选项卡和布局选项卡中的显示列表如何更新。

实型

存储当前视口透视图中的镜头焦距长度（单位为毫米） 只读

LIMCHECK

整型

控制在图形界限之外是否可以生成对象

LIMMAX

二维点

存储当前空间的右上方图形界限

LIMMIN

二维点

存储当前空间的左下方图形界限

LISPINIT

整型

LOCALE

字符型

显示用户运行的当前 YaoCCAD 版本的 ISO 语言代码

整型

指定是否将文本窗口的内容写入日志文件

字符型

指定日志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字符型

为同一任务中的所有图形指定日志文件的路径

LOGINNAME

字符型

显示加载 YaoCCAD 时配置或输入的用户名

LONGFNAME

整型

打开或关闭长文件名的支持程序。

LTSCALE

实型

设置全局线型比例因子

存于图形

LTSCLWBLK

整型

决定整体线型比例是否会应用到插入的图块

存于图形

LUNITS

整型

设置线性单位

LUPREC

整型

设置线性单位的小数位数

LWDEFAULT

整型

设置缺省线宽的值

LWDISPLAY

开关

控制“模型”或“布局”选项卡中的线宽显示

T
LAYOUTREG
ENCTL
LENSLENGT
H

LOGFILEMO

当使用单文档界面时，指定打开新图形时是否保留
AutoLISP 定义的函数和变量
只读

DE
LOGFILENA

只读

ME
LOGFILEPAT
H

控制程序是否要在储存图形文件时，将一般多义线转变
LWPOLYOUT

成轻型多义线

LWUNITS

整型

控制线宽的单位显示为英寸还是毫米

MACROREC

整型

打开或关闭宏记录

整型

打开或关闭 MACROTRACE

MACROTRAC
E

在每次储存图形时，储存扩展名为 .bak 的旧版本图形

MAKEBAK

开关

MAXACTVP

整型

设置一次最多可以激活多少视口

MAXSORT

整型

设置列表命令可以排序的符号名或块名的最大数目

整型

控制定点设备第三按钮或滑轮的动作响应

整型

设置初始图形单位（英制或公制）

整型

设置当前图形的图形单位（英制或公制）

MBUTTONPA

文件

N
MEASUREINI
T
MEASUREME
NT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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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CTL

整型

控制屏幕菜单中的页切换

MENUECHO

整型

设置菜单回显和提示控制位

MENUNAME

字符型

存储菜单文件名，包括文件名路径

MIRRTEXT

整型

控制 MIRROR 对文字的影响

字符型

在状态行显示字符串

字符型

设置用于多行文字对象的首选和次选文字编辑器

MODEMA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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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

O
MTEXTED
MYDOCUME

字符型

NTSPREFIX

存储用户当前登录的“My Documents”文件夹的完整路
径

NFILELIST

整型

显示"文件"菜单中，最近使用的清单中的文件数目

NOMUTT

整型

禁止消息显示

整型

指定暗色显示的线的颜色

整型

指定暗色显示的线的线型

实型

设置缺省的偏移距离

OBSCUREDC

注册表

OLOR
OBSCUREDL
TYPE
OFFSETDIST
OFFSETGAPT

整型

YPE

控制如何偏移多段线以弥补偏移多段线的单个线段所
留下的间隙

整型

控制 YaoCCAD 中 OLE 对象的显示

整型

控制内嵌的 OLE 对象质量缺省的级别

OLESTARTUP

整型

控制打印内嵌 OLE 对象时是否加载其源应用程序

ORTHOMODE

整型

限制光标在正交方向移动

OSMODE

整型

使用位码设置执行对象捕捉模式

整型

控制是否从命令行输入坐标替代对象捕捉

整型

控制对象捕捉是否忽略图案填充对象

OLEHIDE
OLEQUALIT
Y

OSNAPCOOR
D
OSNAPHATC

注册表

H
OSNAPZ
PAPERUPDAT

整型

整型

E

控制对象捕捉是否自动投影到与当前 UCS 中位于当
前标高的 XY 平面平行的平面上
控制警告对话框的显示（如果试图以不同于打印配置文
件缺省指定的图纸大小打印布局）

PDMODE

整型

控制如何显示点对象

PDSIZE

实型

设置显示的点对象大小

PEDITACCEP

整型

T

不保存

设置在 PEDIT 中是否显示“选定的对象不是多段线”
提示

注册表

PELLIPSE

整型

控制创建椭圆时的对象类型

PERIMETER

实型

存储 AREA、LIST 或 DBLIST 计算的最后一个周长值

只读

PFACEVMAX

整型

设置每个面顶点的最大数目

只读

PICKADD

整型

控制选定对象是替换当前选择集或加到当前选择集中

PICKAUTO

整型

控制“选择对象”提示下是否自动显示选择窗口

PICKBOX

整型

设置选择框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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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DRAG

整型

控制绘制选择窗口的方式

PICKFIRST

整型

控制在输入命令之前还是之后选择对象

PICKSTYLE

整型

控制编组选择和关联填充选择的使用

PLATFORM

字符型

指示 YaoCCAD 工作的操作系统平台

PLINEGEN

整型

设置如何围绕二维多段线的顶点生成线型图案

PLINETYPE

整型

指定 YaoCCAD 是否使用优化的二维多段线

PLINEWID

实型

存储多段线的缺省宽度

PLOTID

字符型

已废弃。

整型

控制打印方向

PLOTTER

整型

已废弃。

PLQUIET

整型

控制显示可选对话框以及脚本和批打印的非致命错误

实型

包含用户定义的极轴角

POLARANG

实型

设置极轴角增量

POLARDIST

实型

POLARMODE

整型

控制极轴和对象捕捉追踪设置

POLYSIDES

整型

设置 POLYGON 的缺省边数

POPUPS

整型

显示当前配置的显示驱动程序状态

只读

PRODUCT

字符型

返回产品名称

只读

PROGBAR

整型

打开或关闭进度条的显示。

PROGRAM

字符型

返回程序名称

字符型

给当前图形指定一个工程名称

整型

设置修剪和延伸的当前“投影”模式

整型

打开或关闭提示菜单的显示。

整型

指定是否将代理对象的图像与图形一起保存

PLOTROTMO

只读

DE

POLARADDA
NG

PROJECTNA

当 SNAPSTYL 系统变量设置为 1（极轴捕捉）时，设
置捕捉增量

只读

ME
PROJMODE
PROMPTMEN
U
PROXYGRAP
HICS
PROXYNOTI

整型

CE

如果打开一个包含自定义对象的图形，而创建此自定义
对象的应用程序尚未加载时，显示通知

整型

控制图形中代理对象的显示

整型

指定 YaoCCAD 如何检查对象激活器。

PSLTSCALE

整型

控制图纸空间的线型比例

PSPROLOG

字符型

指定使用 PSOUT 时从 acad.psf 文件读取的前导段名称

PSQUALITY

整型

控制 PostScript 图像的渲染质量

整型

指明当前图形的颜色打印样式模式

整型

控制对象的颜色特性是否与其打印样式相关联

PROXYSHOW
PROXYWEBS
EARCH

PSTYLEMOD
E
PSTYLEPOLI
CY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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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VPSCALE

实型

PUCSBASE

字符型

QTEXTMODE

整型

控制文字的显示方式

整型

控制 BMP 预览图像是否随图形一起保存

字符型

指示图形是否处于参照编辑状态，并存储参照文件名

整型

控制图形的自动重生成

RASTER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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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创建的视口设置视图缩放比例因子
存储仅定义图纸空间中正交 UCS 设置的原点和方向的
UCS 名称

VIEW
REFEDITNA

只读

ME
REGENMODE
REMEMBERF

整型

OLDERS

控制标准的文件选择对话框中的“查找”或“保存”选
项的缺省路径。

RE-INIT

整型

初始化数字化仪、数字化仪端口和 acad.pgp 文件

RTDISPLAY

整型

控制实时缩放(ZOOM)或平移(PAN)时光栅图像的显示

SAVEFILE

字符型

存储当前用于自动保存的文件名

SAVEFILEPAT

字符型

H

只读

为 YaoCCAD 任务中所有自动保存文件指定目录的路
径

SAVENAME

字符型

在保存图形之后存储当前图形的文件名和目录路径

SAVETIME

整型

以分钟为单位设置自动保存的时间间隔

整型

存储绘图区域的屏幕菜单区显示的框数

只读

整型

存储表示 YaoCCAD 显示的图形/文本状态的位码值

只读

SCREENSIZE

二维点

以像素为单位存储当前视口的大小（X 和 Y 值）

只读

SDI

整型

控制 YaoCCAD 运行于单文档还是多文档界面

SHADEDGE

整型

控制渲染时边的着色

SHADEDIF

整型

设置漫反射光与环境光的比率

SCREENBOX

只读

ES
SCREENMOD
E

SHORTCUTM

整型

ENU

控制“缺省”、
“编辑”和“命令”模式的快捷菜单在绘
图区域是否可用

SHPNAME

字符型

设置缺省的形名称

SIGWARN

整型

控制打开带有附着的数字签名的文件时是否发出警告

SKETCHINC

实型

设置 SKETCH 使用的记录增量

SKPOLY

整型

确定 SKETCH 生成直线还是多段线

SNAPANG

实型

为当前视口设置捕捉和栅格的旋转角

SNAPBASE

二维点

相对于当前 UCS 设置当前视口中捕捉和栅格的原点

SNAPISOPAIR

整型

控制当前视口的等轴测平面

SNAPMODE

整型

打开或关闭“捕捉”模式

SNAPSTYL

整型

设置当前视口的捕捉样式

SNAPTYPE

整型

设置当前视口的捕捉样式

SNAPUNIT

二维点

设置当前视口的捕捉间距

SOLIDCHECK

整型

打开或关闭当前 YaoCCAD 任务中的实体校验

SORTENTS

整型

控制 OPTIONS 命令对象排序操作

SPLFRAME

整型

控制样条曲线和样条拟合多段线的显示

注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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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NESEGS

整型

设置为每条样条拟合多段线生成的线段数目

SPLINETYPE

整型

设置用 PEDIT 命令的“样条曲线”选项生成的曲线类型

SRCHPATH

字符型

存 YaoCCAD 文件的搜寻路径

STARTUP

整型

STARTUPTOD

整型

AY

控制当使用 NEW 和 QNEW 命令创建新图形时，是
否显示“创建新图形”对话框

注册表
注册表

控制启动 YaoCCAD 或创建新图形时，否显示“CAD
今日”口或传统的启动对话框。

SURFTAB1

整型

设置 RULESURF 和 TABSURF 命令生成的网格面数目

SURFTAB2

整型

设置 REVSURF 和 EDGESURF 在 N 方向上的网格密度

SURFTYPE

整型

控制 PEDIT 命令的“滑”项生成的拟合曲面类型

SURFU

整型

设置 PEDIT 的“平滑”选项在 M 方向所用到的表面密度

SURFV

整型

设置 PEDIT 的“平滑”选项在 N 方向所用到的表面密度

字符型

指示 acad.xmf 中指定的系统代码页

TABMODE

整型

控制数字化仪的使用

TARGET

三维点

存储当前视口中目标点的位置

只读

TBCOLOR

整型

设置工具条的颜色设置为彩色 (1) 或 单色 (0)。

注册表

TBSIZE

整型

设置工具条的尺寸为小 (0) 或大 (1)。

注册表

TDCREATE

实型

存储图形创建的本地时间和日期

只读

TDINDWG

实型

存储总编辑时间

只读

TDUPDATE

实型

存储最后一次更新/保存的本地时间和日期

只读

TDUSRTIMER

实型

存储用户消耗的时间

只读

TDUUPDATE

实型

存储最后一次更新/保存的国际时间和日期

只读

TEMPPREFIX

字符型

包含用于放置临时文件的目录名

只读

TEXTEVAL

整型

控制处理字符串的方式

TEXTFILL

整型

TEXTQLTY

整型

TEXTSIZE

实型

设置以当前文字样式绘制出的新文字对象的缺省高度

TEXTSTYLE

字符型

设置当前文字样式的名称

THICKNESS

实型

设置当前三维实体的厚度

TILEMODE

整型

将“模型”或最后一个布局选项卡设置为当前选项卡

TIPOFDAY

整型

打开或关闭“每日建议”对话框

TOOLTIPS

整型

控制工具栏提示的显示

TRACEWID

实型

设置宽线的缺省宽度

TRACKPATH

整型

控制显示极轴和对象捕捉追踪的对齐路径

TREEDEPTH

整型

TREEMAX

整型

TRIMMODE

整型

SYSCODEPA

只读

GE

控制打印、渲染以及使用 PSOUT 命令输出时 TrueType
字体的填充方式
控制打印、渲染以及使用 PSOUT 命令输出时 TrueType
字体轮廓的分辨率

指定最大深度，即树状结构的空间索引可以分出分枝的
最大数目
通过限制空间索引（八叉树）中的节点数目，从而限制
重新生成图形时占用的内存
控制 YaoCCAD 是否修剪倒角和圆角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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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PACEFAC

实型

控制多行文字的行间距。以文字高度的比例计算 t

TSPACETYPE

整型

控制多行文字中使用的行间距类型

整型

控制堆叠文字的垂直对齐方式

TSTACKAL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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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STACKSIZE
UCSAXISAN

整型

整型

G

控制堆叠文字分数的高度相对于选定文字的当前高度
的百分比
存储使用 UCS 命令的 X，Y 或 Z 选项绕轴旋转 UCS 时
的缺省角度值

UCSBASE

字符型

存储定义正交 UCS 设置的原点和方向的 UCS 名称

UCSFOLLOW

整型

从一个 UCS 转换到另一个 UCS 时生成一个平面视图

UCSICON

整型

显示当前视口的 UCS 图标

UCSNAME

字符型

存储当前空间中当前视口的当前坐标系名称

只读

UCSORG

三维点

存储当前空间中当前视口的当前坐标系原点

只读

UCSVP

整型

UCSXDIR

三维点

存储当前空间中当前视口的当前 UCS 的 X 方向

只读

UCSYDIR

三维点

存储当前空间中当前视口的当前 UCS 的 Y 方向

只读

UNDOCTL

整型

UNDOMARK

确定活动视口的 UCS 保持定态还是作相应改变以反映
当前活动视口的 UCS 状态

存储指示 UNDO 命令的“自动”和“控制”选项的状态的
位码

只读

整型

存储“标记”选项放置在 UNDO 控制流中的标记数目

只读

整型

控制单位的显示格式

整型

存储和提取整型值

实型

存储和提取实型值

字符型

存储和提取字符串数据

VIEWASPECT

实型

储存视口的方位比率。

VIEWCTR

三维点

存储当前视口中视图的中心点

只读

VIEWDIR

三维点

存储当前视口中的查看方向

只读

VIEWMODE

整型

使用位码控制当前视口的查看模式

只读

VIEWSIZE

实型

存储当前视口的视图高度

只读

VIEWTWIST

实型

存储当前视口的视图扭转角

只读

S
UNITMODE
USERI1~USE
RI5
USERR1~USE
RR5
USERS1~USE
RS5

控制外部参照依赖图层的可见性、颜色、线型、线宽和
VISRETAIN

整型

打印样式，并且指定是否保存对嵌套外部参照路径的修
改

VSMAX

三维点

存储当前视口虚屏的右上角坐标

只读

VSMIN

三维点

存储当前视口虚屏的左下角坐标

只读

WHIPARC

整型

控制圆或圆弧是否平滑显示

WHIPTHREA
D

整型

控制是否可以使用额外的处理器（即多线程处理）来改
善操作速度（对单处理器计算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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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

控制生成 WMF 图像时图元的背景

开关

控制生成 WMF 图像时图元的前景色

整型

指示 UCS 是否与 WCS 相同

ND
WORLDUCS

确定响应 3DORBIT、DVIEW 和 VPOINT 命令的输入
WORLDVIEW

整型

是相对于 WCS（缺省），还是相对于当前 UCS 或由
UCSBASE 系统变量指定的 UCS

XCLIPFRAME

整型

控制外部参照剪裁边界的可见性

XEDIT

整型

控制当前图形被其他图形参照时是否可以在位编辑

XFADECTL

整型

控制在位编辑参照时的褪色度

XLOADCTL

整型

XLOADPATH

字符型

创建存储按需加载的外部参照文件临时副本的路径

XREFCTL

整型

控制 YaoCCAD 是否生成外部参照的日志文件(XLG)

整型

控制保存图形速度。

YCBOMCTW

整数

确定是否自动计算明细表中各明细项总重的和

YCBOMDEL

整型

YCBOMFPN

整型

确定是否聚焦序号标注

三维点

存储当前明细栏插入点

字符型

存储用户设置的明细类型名

实数

设置应用于序号标注的全局比例因子

整型

存储用户在序号标注对话框中设置的序号标注方式

整型

控制智能鼠标的每一次前移或后退操作时的缩放增量

YCSAVELVE

打开或关闭外部参照文件的按需加载功能，控制打开原
始图形还是打开一个副本

R

YCBOMINSB

设置明细编辑对话框是否弹出及删除明细条目时序号
变换的方式

ASE
YCBOMRECT
YPE
YCBOMSCAL
E
YCGENBOM
ZOOMFACTO
R

只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