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oCAD 专业化工具组合优化设计工作流的 
5 种方式

关于工具组合的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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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习惯性的生物。当我们多次以某种方式做某件事时，

它就会变成日常习惯。我们都知道，习惯很难打破。通常需要

做出重大突破才能改变日常习惯。让我们以组装家具为例。大

多数人会使用家具随附的工具（如内六角扳手）来组装家具。

当您习惯使用内六角扳手后，它就会变成第二天性。但是如

果您了解到使用电动螺丝刀可以缩短家具的组装时间，您会用

的，对吧？您会打破习惯，使用更高效的方式。在阅读接下来

几页时，请始终牢记这一点 - AutoCAD® 专业化工具组合能够

帮助提升设计效率。

产品范围 
2018 年 3 月，Autodesk 对 AutoCAD 产品范围进行了更改。现

在，通过订购 AutoCAD 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可以访问七款专

业化工具组合。工具组合包含面向工程建设、机械设计、电气

设计、流程工厂等行业的专业化功能和智能对象。在本文中，

您将了解工具组合帮助您优化设计工作流的各种方式。

请不要忽略有关 AutoCAD 新应用的小贴士。

我想分享一下最近与客户的互动情

况。拜访电气设计师 Joe 时，他表达

了为其所在的 Arkansas 小型社区的

用户创建建筑楼层平面的梦想。他想

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并且希望这只

是他梦想的起点。当我告诉 Joe 订购 
AutoCAD 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即可同

时访问 Architecture 和 Electrical 工
具组合时，他觉得眼前一亮。他以前

没有能力同时负担所有三个程序，但

通过其中包含的访问权限，他已经能

够使用每个程序中的工具和符号以更

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创建新设计。

我必须承认，听到他谈论 AutoCAD 和
工具组合如何帮助他实现梦想，真是

一件很酷的事情。

– Frank Mayfield， 
ECAD, Inc. 应用工程师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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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零件、 
符号
也许您正在处理包含数百或数千个零件的设备，或者设计

具有数百个门窗的酒店或具有数百个保险丝、开关和端子

的房子，又或者是设计包含数百或数千根管道的流程工

厂。要在 AutoCAD 中从头绘制这些项目的工程图，可能

需要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好消息是，很多工具组合已包

含特定行业专业化内容，例如对象、零件和符号，使您可

以轻松地将预先设计的元素添加到工程图中。



这些对象包含表示二维 (2D) 和三维 (3D) 视图所需的几
何图形。可以创建依赖于标准设置的极简单对象类型，
并实时添加这些对象类型。还可以创建指定了不同构
件、材质和详细清除信息的复杂对象，并包含与其他对
象的干涉。

ARCHITECTURE 工具组合：
超过 8,000 个智能工程建设对象和样式，例如墙、门 
和窗。

ELECTRICAL 工具组合：
超过 2,000 个基于标准的原理图符号，支持 
NFPA、IEC 60617、AS、GB、IEC、JIC 和 JIS 标准。
这包括断路器、按钮、PLC、端子等设备以及液压、 
气压和 P&ID 符号。

MECHANICAL 工具组合：
超过 700,000 个基于 17 个国际标准预先绘制的标准
零件和特征。包括孔特征、紧固件、轴零件和特征、
型材及发生器。

MEP 工具组合：
超过 10,500 个工程建设对象，包括智能风管、管道、
套管等。

PLANT 3D 工具组合：
基于国际标准超过 10,000 个 P&ID 样例符号，基于全
球不同国家标准的管道阀门元件库和钢结构库，基于全
球不同管道制造商的管道阀门元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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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的设计
不论您是希望遵守国际绘图标准还是制定工程图标准，工具组合都能帮助

您实现目标。使用工具组合帮助您和您的团队交付基于标准的一致设计文

档，大幅提高工作效率。采用标准环境有助于加强团队交流，也有助于实

现相互一致的工作结果。

#2

6



ELECTRICAL 工具组合：

符号库支持 NFPA、IEC 60617、AS、GB、IEC、JIC 和 JIS 标准。

使用电气标准数据库支持的回路编译器功能，根据标准设计原理

图。这包括导线尺寸建议、能量损失计算等。

MAP 3D 工具组合：

可以按照工程图对象所代表的道路、地块、电缆或管道等实际要素来

组织对象。在使用对象分类功能创建对象时，对象会自动从对象类别

获取属性和值，在工程图中保持一致性并确立标准。  

MECHANICAL 工具组合：

支持 ANSI、BSI、CSN、DIN、GB、ISO、JIS 和 GOST 绘图环境。

该工具组合所提供的绘图工具还可用于创建基于标准的曲面纹理符

号、几何尺寸标注和公差、基准标识和基准目标、注释、锥角和斜度

符号以及焊接符号。

PLANT 3D 工具组合：

基于等级库驱动的二维 P&ID 绘图和三维管道模型工具。提供 PIP、 
ISO、ISA、DIN、JIS-ISO 等标准的 P&ID 样例符号，比如管线、 
仪表信号线、设备、阀门、仪表、管件、连接符等；基于 ASME、 
AWWA、EN、GB、JIS、RUS、AS/NZS 等国家标准的三维管道元件

库和钢结构库，绘制三维管道模型；根据三维模型自动生成管道平面

图、立面图和管道轴测图等施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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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图层

在 AutoCAD 中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使用图层。它们可以控制对象的

属性和可见性。在 AutoCAD 中，您可以根据要创建的对象类型手动更

改图层。这也意味着必须首先创建每个图层设置，包括颜色、线型和

线宽。

ARCHITECTURE 工具组合：

允许您使用图层标准、图层索引样式和图层替代轻松地对图层进行组

织、排序和分组。图层标准根据标准中定义的结构来定义新图层的 
命名。

MECHANICAL 工具组合：

自动为您创建和管理图层，您可以根据公司要求对这些机械图层进行

自定义。 创建对象之前，您不必明确更改图层。创建对象时，将为这

些对象自动选择相应的图层、颜色、线型和线宽。如果不存在相应的

图层，工具组合将自动为您创建该图层。

MEP 工具组合：

“图层管理”功能允许您使用图层标准、图层索引样式和图层替代对

图层进行组织、排序和分组。此工具组合包括 14 种以上的图层索引 
样式。

PLANT 3D 工具组合 : 
自动创建和管理图层，您可以根据项目要求自定义 P&ID，三维管道模

型，管道平面图、立面图、管道轴测图中各对象的图层、颜色、线型

和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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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报告

使用根据设计中所含信息自动生成的报告、明细表和 BOM 表等，在 
AutoCAD 中充分利用时间。

ARCHITECTURE 工具组合：

您在安排设计布局时可以创建明细表，而且明细表可以自动添加内容，从而

有助于节省时间。明细表将随设计变更自动更新，从而帮助用户减少错误。

ELECTRICAL 工具组合：

显著减少手动生成和更新报告所需的时间，同时减少相关错误。便捷的报告

生成功能可以自动生成各种报告，包括 BOM 表、线缆列表、端子报告、自/
到导线列表等。报告功能支持用户利用一条命令生成多份报告，同时还提供

了灵活的导出选项。

 

MECHANICAL 工具组合：

创建自动化且相互关联的零件表和 BOM 表，而这些专门面向制造业开发的

零件表和 BOM 表可以随着设计变更而自动更新。此工具组合支持用户针对

每张工程图创建多个零件表、可拆卸装配部件，自动识别标准零件以及定制

选项，因此用户能够根据当前公司惯例对功能进行修改。一旦设计中出现变

更，整个工程图便会同步更新，从而确保每个人都能如期完成任务，减少因

零件统计、识别和编号错误造成的成本高昂的工作中断。将 BOM 表数据输

出到 MRP、企业资源规划 (ERP) 或其他数据管理系统，或建立相关链接。

PLANT 3D 工具组合：

数据管理器中也可以根据项目需求导出管线表、设备清单、阀门清单、仪表

清单等；管道平面图可以自动生成材料表（BOM&MTO）；管道轴测图可以

自动生成材料表、管段表、焊点表、预制管段表；也可以通过工具组合自带

的 Report Creator 生成项目需要的各种报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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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位置

当您需要以清晰、高效的方式创建地图或者为设计提供实际环境时，Map 3D 工
具组合可以帮助您执行此操作。

使用 4,000 多个真实坐标系或定制您自己的坐标系。 轻松地创建高亮显示特定要

素的样式化地图，例如：服务区域、土地区划分、土地利用、管道和电缆安装日

期、直径等。然后将 CAD 设计信息引入地理空间矢量数据和卫星图像中，或者将

您的 CAD 数据集成到您企业的 GIS 中。

您的数据具有实际环境，使您能够快速集成多个来源的数据，从而创建可供现场

人员、其他部门和其他地理空间软件应用程序使用的精确工程图、设计和地图。  

#5

对于土木设计师，Map 3D 工具组合非常有用。要从 AutoCAD 中创建高质量地图，能够从任

务窗格快速、轻松地创建到大型数据集（如地籍线条，甚至地理参考的正射影像）的连接是改

变游戏规则的关键。这样不仅可以使我的数据保持有序且易于导航和添加到我的工程图，还能

在处理占用大量资源的数据时使工程图顺利运行。

 –Brandon Loehr，土木设计师、CADIntentions.com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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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湿地和漫滩划分到基本地图信息 
（如道路和地块），GIS 数据对土木

设计的很多方面都至关重要，尤其是

初步规划。使用 Map 3D 工具组合，

我能够将各种格式（包括 SHP）的 
GIS 数据集成到项目中。GIS 数据对

土木设计的很多方面都至关重要，尤

其是初步项目规划和分析。同样，要

素缓冲区和要素覆盖工具允许我分析

设计对项目的影响，例如道路红线获

取研究。

– Donnie Gladfelter 
CADD Microsystems 技术产品和在线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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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订购 AutoCAD 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获取专业化工具组合并非

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的唯一方式。在您订购 AutoCAD 固定期限的

使用许可后，便可使用 AutoCAD 新应用，从而可以在软件使用许

可规定条件下，随时随地访问并开展设计工作。 

您无需携带打印的图纸。无论是与客户会面还是在施工现场，都可

以缩短沟通时间并将设计团队聚集在一起，实时查看和编辑 CAD  
图形。 

新应用使您可以使用自己习惯的核心绘图工具和命令，以便快速完

成工作。

在软件许可规
定的条件下随
时随地访问

小贴士

AutoCAD 跨设备访问在浏览器中在线运行，而无需在

您的计算机中安装 AutoCAD。只需访问  
web.autocad.com 并登录即可开始工作。

AutoCAD 灵活访问包括易于使用的界面和工具，用

于从移动设备加载、打开、创建和编辑 DWG™ 工
程图。适用于 iOS、Android、Windows 10 设备和 
Surface Hub – 立即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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