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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客户是上帝。满足客户的需求，就能铸就产品的生命力。在 Inventor 2016 版本中基于客户的大量反馈在工程图中

做了很多细致的功能增强。对视图创建、文本（指引线文本）编辑、标准、符号库和引出序号标注都做了相应的改进，以帮

助用户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Inventor；工程图 ；视图；文本命令；草图符号库；符号；序号标注 

 

Inventor 2016 基于大量的客户反馈，在工程图环

境中改进了操作方法。本文将详细介绍工程图中

的改进，希望能帮助用户了解新的方法，提高设

计效率。 

1.视图的创建 

在 R2015 及以前的版本中，视图创建对话框

的尺寸比较大，不方便客户视图的放置。为了使

工程图视图放置的过程更加顺畅，对话框做了相

应的变化，使它和 Inventor 的对话框的现代风格

更加相似，并增加了从模型环境中创建的方法。 

 

1.1 对话框的变化 

1.1.1“工程视图”对话框 

“工程视图”对话框已经进行简化，可支持新

工作流，实现在图形窗口中进行直接交互。请参

考下图中 R2015 和 R2016 的比较。 

 

对话框的尺寸已经减小，某些对话框选项已经

移动、更改或删除： 

“零部件”选项卡 

• 样式控件、“光栅视图”选项以及标签和比例

控件已从基础对话框区域移到“零部件”选项

卡。 

• “投影视图”选项已删除，并且投影视图创建

直接在图形窗口中进行控制。 

• “视图”、“位置”和“详细等级表达”控件已

从列表框更改为下拉列表。 

•  图形窗口中ViewCube取代了“工程视图” 基

础对话框中的“方向”选项。 

•  “更改视图方向”从“工程视图” 基础对话

框中删除，改为图形窗口的 ViewCube 上单

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自定义方向”来访问

“自定义视图”环境。然后，指定自定义视图

的方向。 

 

“模型状态”选项卡： 

焊接件控件已从“显示选项”选项卡移到“模

型状态”选项卡，与其他特定于焊接件的选项位

于同一位置。 

   

 

“显示选项”选项卡 

 最常用的控件位于顶部。 

 “所有模型尺寸”选项仅对零件模型可见。对

于其他类型的参考文件，该选项已隐藏并替换

为“干涉边”选项。 

 “显示轨迹”选项已移到“零部件”选项卡 “表

达视图”框。 

 

1.1.2标准紧固件的隐藏线视图 

现在提供了一个新选项以从隐藏线视图中排

除所有标准紧固件。 

照 片 尺 寸 为

20mm*30mm；最

好不用红色背景 



在“工程视图”对话框的“显示选项”选项卡

上，选择“隐藏线”选项：  

• 选择“从不”可删除所有标准紧固件的

隐藏线。 

• 选择“遵从浏览器”可遵从每个标准紧

固件的浏览器“隐藏线”设置。 

注： “隐藏线”选项仅适用于“紧固件”文件夹

和“钣金”文件夹中的资源中心零件。 

1.1.3 ViewCube 

工程视图的创建过程中，在图形窗口中增加了

ViewCube。编辑基础视图或等轴测投影视图时，

Viewcube 可用。 

Viewcube 用来改变视图的方位，在之前的版

本中仅在模型环境中出现。自 2016 版本，工程图

中，在创建视图和编辑视图时，也会出现。 

创建基础视图时，在基础视图右上角附近将会

显示 ViewCube。单击 ViewCube 的面、边或拐

角，或者单击旋转操纵器以设置所需的模型方向。

ViewCube 右键菜单中可以切换正交和透视投影。 

对于基于模型表达视图的工程视图，可以访问

和应用在表达视图文件 (.ipn) 中保存的相机设

置。在 ViewCube 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保

存的相机”。工程视图中的模型方向将会更改以与

表达视图中保存的方向匹配。 

 

1.1.4缩放和移动控制 

启动“基础视图”命令并指定模型后，系统会

将基础视图放置在工程图纸上的一个临时位置。

将光标悬停在基础视图上以显示“移动”操纵器。

然后，将基础视图拖动到所需的位置。 

创建基础视图和投影视图时，可以使用临时比

例值调整模型视图以使其适合图纸。拖动基础视

图的拐角以直接在图形窗口中更改视图比例。默

认情况下，在当前标准样式中预定义的比例范围

内，视图大小会捕捉到预设的比例值。按住 CTRL 

键以启用自由拖动，并设置任意视图比例。 

 

注： 子投影视图将动态调整大小以遵从新基

础视图比例。 

 

1.1.5投影视图的创建和删除 

通过单击“基础视图”边界上的三角形图标（上

下左右），可以创建多个投影视图，并将投影视图

放置在工程图中。 

 

要创建正交或等轴测投影视图，单击基础视图

边界四个角上的三角形图标即可。投影视图将放

置在默认的位置。 

要将投影视图添加到图纸上的特定位置，要将

该投影视图的边框拖动到所需的位置。然后单击

以创建视图。 

要移动投影视图，需要将该视图拖动到所需的

位置。 

要删除投影视图，需要单击投影视图上 x 标

记。 

1.2 快速创建工程视图 

可以从任何打开的模型开始创建工程图，并在

基础视图中自动应用当前模型相机和表达。 

零件，部件，表达式图中都新增加了“创建工程

图视图”的命令，全新的“创建工程视图”命令

可将几个步骤合并为一个步骤，因此可以从模型

文件快速创建工程视图。在模型文件中，根据需

要对模型进行设置。然后，在浏览器中的根零部

件上单击鼠标右键，再单击“创建工程视图”。会

将以下模型特性从模型自动传递给工程图： 

 所有激活表达（设计视图、位置和详细等级表

达） 

 当前相机（包括正交/透视设置） 

 激活 iPart/iAssembly 成员 

  

以下环境支持快速工程图创建：零件、焊接件

装配、装配、表达视图、钣金和展开模式。它还

支持 iPart 和 iAssembly 工厂和成员文件。 

在表达式图中，此命令针对的是某一个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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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整个文件。如图所示： 

 

选择模版后，就直接进入工程图环境，激活了

基础视图命令。 

 

1.3 工程视图中的透明零部件 

在工程图浏览器中，在零部件关联菜单中选择

“透明”选项以使零部件在工程视图中透明。透

明零部件不会隐藏其他零部件的几何图元。 

注： 零部件透明度仅适用于精确工程视图。

如果在光栅视图中，“透明”选项仍然可见，但是

应用后只有把光栅视图设置为精确视图时才会起

效果。 

在下面的示例中，亮显零部件设置为在工程视

图中透明。 

         

2.文本 

2.1 对话框 

在 R2016 中我们对“文本格式”对话框进行了简

化和优化，使其变得更清晰、更易于使用：对话

框的大小已经减小，标签全部去掉，改为了用符

号显示和信息提示，能够提供更大的空间以在图

形窗口中进行编辑。如图所示： 

 

 

2.2 删除和增加 

文本格式对话框中删除了“放大”和“缩小”

按钮，若要缩放编辑的文本，请将光标放置在编

辑字段中，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并滚动鼠标

滚轮。 

文本格式对话框又增加了一些新选项： 

• 项目符号和编号：一个项目符号样式和多个

编号样式 

• 带有删除线的文本：单击“删除线”按钮可

对字符串应用删除线格式 

• 增强的格式（全部大写、字首大写、小写）：

选择一个字符串，然后选择“文本大小写”选项，

可将该字符串转换为大写、小写或首字母大写 

2.3 符号 

    在“文本格式”对话框的“符号”列表中添

加了新的图形符号，并把图形符号分为下面几组：

“最常用”、“项目特征符号”、“附加符号”、“其

他符号”、“常规”和“字符映射表”。 

  

2.4 动态预览 

在创建或编辑工程图文件中的文本时，该文

本会在图形窗口中动态地预览。在关闭“文本格

式”对话框之前，可以优化文本的外观。 

          

2.5 初始视图比例 

在“文本格式”对话框的“图纸特性”组中添

加了“初始视图比例”特性（即，在图纸上进行

的第一次工程图审阅的比例）。可以将“初始视图

比例”特性添加到工程图模板中的标题栏，或者

添加到工程图中的文本对象。 

注： 在浏览器中重排序视图或者删除第一个工程

视图时，“初始视图比例”特性值不会更改。 

2.6 在图形区域中旋转文本 

选择文本对象，然后拖动蓝色的旋转夹点以将

文本旋转到所需的位置。编辑文本，检查旋转角

度是否符合要求。可以直接在对话框中修改角度。 



 

·4·                                       应 用 科 技                                 第 36 卷 

 

 

2.7 保留所复制文本的格式 

从 Microsoft Office 文档或从 AutoCAD 复

制文本时，将会保留编号列表、项目符号列表及

文本格式，但是不支持缩进的编号列表、项目符

号列表。 

2.8 保留了导入或导出的 DWG 文件的格式 

在  Inventor 中打开  AutoCAD DWG 文件

时，导入的文本为只读，但会保留原始格式。在 

AutoCAD 中打开 Inventor DWG 文件时，文本会

保留其格式。 

 

2.9 指引线文本格式 

指引线文本格式对话框也进行了相应的简

化。  

在“文本格式”对话框中，使用“旋转角度”

选项将指引线文本旋转指定的角度。 

 

在拖动尺寸标注线的终点进行旋转时，文本将

与该尺寸标注线保持对齐，并保留原始旋转角度。

这个行为和 R2015 中不同，进行了改变。 

 

 2.10 “编辑尺寸”对话框 

符号下拉列表已删除，并替换为图形符号作

为第一级选项 

 

3.符号和符号样式 

3.1 双击编辑 

可以对更多类型的符号使用双击编辑： 

 表面粗糙度符号 

 形位公差符号 

 焊接符号 

3.2 工程图标注中增强的符号列表 

在通过“符号”按钮访问的列表中添加了新

的图形符号，这些符号可以插入到多种类型的工

程图标注中。 

“符号”列表分为六个段：常用符号、项目

特征符号、附加符号、其他符号、通用符号和字

符映射表。如图所示。 

  

注： 激活的形位公差符号样式可控制“文本格式”

对话框中提供的符号列表。 

 

3.3 表面粗超度符号样式 

表面粗糙度符号样式已更新，提供了符合许

多制图标准的符号格式。定义表面粗糙度符号样

式时，请在“样式和标准编辑器”的“标准参考”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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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符号样式”面板中的“要求”字段

显示符合选定标准的表面粗糙度符号的预览。 

注： 打开在 Autodesk Inventor 早期版本中创建的

工程图时，将会保留之前的表面粗糙度符号的外

观。若要对表面粗糙度符号应用新布局，请在“表

面粗糙度符号样式”中更改“标准参考”。 

3.4 表面粗糙度符号增强功能 

在“表面粗糙度符号”对话框中进行了以下改

进： 

 符号布局：提供了“要求”字段的多种布局。“表

面粗糙度符号”对话框中的布局与当前制图标

准相对应。 

 改进了工具提示：工具提示显示每个“要求”

字段的详细描述。 

 插入符号：使用“插入符号”按钮为任何“要求”

字段添加图形符号。 

 

3.5 形位公差符号增强功能 

在“形位公差符号”对话框中进行了以下改进： 

 顶部注释字段：新的编辑字段可在形位公差符

号顶部添加注释。 

 插入符号：使用“插入符号”按钮为任何编辑字

段添加图形符号。 

 插入字母：使用“插入字母”按钮为编辑字段添

加字母。“插入字母”列表取代了旧对话框中提

供的单个字母按钮。 

 

3.6 合并双孔注释的格式 

新的“将双值分组在一起”选项可用于支持在

孔注释中相邻放置双尺寸。该选项位于“样式和标

准编辑器” “尺寸样式” “换算单位”选项卡中，

并且默认情况下处于选中状态。 

 

下图显示了当前用于包含双尺寸的孔注释的

两种格式。对于顶部的孔注释，“将双值分组在一

起”选项处于选中状态，而对于底部的孔注释则处

于取消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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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压联接焊接符号 

在图形焊接符号列表中添加了加压联接符号。 

提示： 若要使符号在工程图中可用，请在当前“焊

接符号样式”的“符号过滤器”列表中选择“加压联

接”符号。 

 

 

4.符号库  

在 R2016 中可以通过新的外部草图符号库快

速访问和共享略图符号集合。该库是一个 

Inventor 工程图文件，默认情况下，它位于您项

目的“设计数据”位置的子文件夹中。 

 

此新功能提供了以下新功能：  

 搜索和过滤功： 

 预览略图符号  

 对放置略图符号时浏览器展开状态的改进： 

放置草图符号时，浏览器展开状态在整个会话

中保持不变。 

 IDW 和 DWG 文件类型在草图符号库中均

受支持 

 
 

4.1 保存 

全部保存到符号库：若要将所有草图符号保存到

指定库，请在浏览器中的 “工程图资源”-> “草

图符号”节点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全部

保存到符号库”。 

保存到所需的草图符号库：将略图符号保存到您

选择的库。在图形中图纸下面的符号上或者在“工

程图资源”下方的“草图符号”节点下的符号上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保存到符号库”对话框。

在这里，您可以选择要将草图符号保存到的库。

若要创建库，请选择“创建新库”图标。若要在

库中创建文件夹，请选择“创建新文件夹”图标。 

 

在将草图符号保存到库时，将会保留库的文件夹

结构。若要完成此操作，请单击“保留资源文件

夹结构”复选框。 

 

4.2“应用程序选项” 

“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中提供了新的“草

图 符 号 库 ” 文 件 夹 条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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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草图 

5.1 将定位特征投影到视图草图上 

您现在可以使用“投影几何图元”命令在包

含定位特征的模型上创建视图草图并选择这些定

位特征。通过工程视图草图中的该功能，您可以

将其他草图几何图元参考、约束或标注到该视图

中包含的投影定位特征。 

 

 5.2 修改了“开始创建草图”的工作流 

我们对工程图“开始创建草图”命令进行了

修改，在造型环境中，其工作方式与“开始创建

二维草图”命令类似。单击“开始创建草图”后，

您必须在浏览器或图形窗口中选择图纸、工程视

图或现有草图。新的或编辑的草图将在浏览器中

亮显，并且处于打开状态以进行编辑。 

如果当前工程图中不包含任何工程视图或草

图，则图纸草图将会自动启动。 

提示： 或者，可以在单击“开始创建

草图”之前选择图纸、工程视图或草

图。 

6.引出序号 

6.1 自定义引出序号 

可以使用草图符号作为引出序号样式中的默

认引出序号形状。在引出序号样式中，打开“自

定义符号”按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符号。提示：

要使自定义引出序号形状在项目中的所有工程图

中可用，请将定义自定义引出序号的草图符号添

加到集中草图符号库。 

 

6.2 对齐的指引线标注 

新的“至边”选项可用于对齐引出序号。可

以在工程图纸上选择任意线性边以指定对齐引出

序号的方向。 

线性边可以来自于精确视图，光栅视图，或

来自 2D 或 3D 草图。 

在对齐引出序号时，按住 Ctrl 按钮，同时拖

拽引线到相应的位置，会自动角度捕捉。 

现在，可以通过一个步骤对齐包含指引线的

工程图标注。在工程图中，选择要对齐的标注。

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在菜单上单击“对齐”“垂直”、

“水平”或“至边”。 

6.3 窗选对齐的引出序号 

包含引出序号的任何窗选均有效，并在快捷

菜单中显示对齐命令。启动对齐命令后，无法对

齐的所有对象将会自动从选择集中删除。 

 

6.4 更正后的分割的引出序号 

插入分割的引出序号时，中间的线将连接到

圆。 

移植的引出序号不会自动更新为新类型。编

辑旧引出序号以更新其外观。 

 

6.5 改进了“自动引出序号”命令 

自动引出序号放置得到改进，优化了引出序

号起点和位置以及引出序号指引线的长度，会自

动放置在距离最近的零件，并且箭头会放置在临

近的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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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角度捕捉 

    在创建或编辑引出序号时，捕捉行为如下： 

 默认行为是不自动捕捉， 

 如果需要自动捕捉，按住 Ctrl 按钮，同时拖

拽引线到相应的位置。可支持 15°指引线捕

捉。 

下列命令也有同样的角度捕捉行为：孔和螺纹

注释、倒角注释、半径，直径，指引线文本、草

图符号、表面粗糙度符号、焊接符号和形位公差

符号。 

6.7 单线段引出线 

选择“单线段指引线”选项可以更改默认步

骤并使用单指引线段创建工程图标注。“单段指引

线”选项适用于引出序号、指引线文本、草图符

号、表面粗糙度符号、焊接符号、形位公差符号、

和基准目标略图符号。可以为每种类型的工程图

标注分别设置该选项。 

此选项会在当前的 Inventor 使用期间保留，

重启 Inventor 将清空此选项。 

 

如果要创建多线段引出线，可以右键菜单，

反选“单线段引出线”选项即可。 

7. 结论 

 本文介绍了 Inventor 2016 中基于用户需求在

工程图环境中做的功能增强，用以提高客户在工

程图中的应用效率，缩短设计周期，从而降低设

计成本。希望对读者理解和应用新的功能点起到 

一定的帮助。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新的建议

或 意 见 ， 因 可 以 通 过   

mfg.usergroup.china@autodesk.com 联系我们。感

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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