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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XA 实体设计的功能有哪些？分哪些模块? 

CAXA 实体设计的基本功能模块有： 

 零件设计 

 装配设计 

 钣金设计 

 工程图 

 标注件库 

 钢结构和焊接 

 PMI 

 动画、渲染 

 机构仿真 

 数据接口 

 CAE(需单独购买) 

2. CAXA 实体设计相对其他 3D 软件的优势有哪些？ 

 无缝集成电子图板，绘制工程图专业、快速 

实体设计与电子图板完全无缝集成，在实体设计中完成三维造型后可在电子图板中直接生成工程

图，保存的格式仍为 EXB，并与三维模型关联，可自动生成尺寸和明细表，不需要重复工作，同时还

可以和以前的数据互相使用，不需要转为中间格式，为设计人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减少了重复性的

劳动。 

 提供工程模式与创新模式两种建模方式，三维造型速度快，效率高 

CAXA 实体设计软件在做三维设计时，不仅包含了传统三维设计软件特征造型、参数化造型方式

（如通过先画二维图形（草图），再通过拉伸、旋转、放样、导动等功能做三维造型），同时包含了

创新设计造型方式，采用国际最新 6 项专利技术，可以实现三维到三维直接设计，对造型速度的提高

有了质的飞跃，其造型速度是传统设计软件 2-4 倍。 

 使用三维球、智能手柄等工具进行模型修改直观方便，速度快 

CAXA 实体设计软件采用了六项专利技术，可以直接在三维状态下对所作的三维实体进行直接修

改，通过三位球、手柄拖动、拖放式操作、立即菜单等方式可以非常直观、快速实现修改。这种特点

对改型设计很实用，方便快捷。 

 提供了强大的目录式图库功能，大量减少重复性劳动 

CAXA 实体设计软件提供了强大的目录式图库功能，在设计造型过程中，只要具备相似的特征、

图素、零件、部件等，全部都可以直接拖放到目录式图库中，下一次遇到类似的零件或者不同规格的

产品改型设计，直接可以从目录式图库拖放到设计环境修改即可快速设计新产品，从而大量减少重复

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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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装配，三种装配方式，速度至少是比传统三维设计软件快 2 倍以上 

CAXA 实体设计除了约束装配功能外，还可以运用三维球、无约束智能化装配方式，快速提高了

装配速度。 

 产品模拟动画效果逼真，渲染效果好 

CAXA 实体设计软件能完成的动画生成复杂的产品、零部件模拟运行动画，达到照片级渲染效果，

渲染时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低。 

 易学易用，非常容易普及 

全中文环境，不需要记很多命令，所见即所得的操作方式，一般由工程背景的设计人员 1 周就可

以学会，非常有利于普及，即使年龄比较大的老工程师（经验比较丰富），也可以很快学会。 

 

3. 设计为什么要使用三维软件，单纯使用二维软件做设计有什么问题？ 

 不直观，难以发现设计错误，造成设计更改工作量大，甚至把有问题的图纸带到生产中去： 

企业目前用的二维 CAD 设计，它可以帮助设计人员把图纸画得规范、漂亮，提高绘图

效率的同时也便于图纸以后的修改及管理，在“甩掉图板”的初级阶段功不可抹。但二维

CAD 系统与传统的手工绘图一样不直观，对减少产品设计错误、设计更改和返工现象并无

重大影响，对企业最需要的设计质量并没有多大的提高。 

  产品设计成功率一次性成功率不容易得到保证： 

很难用二维 CAD 图纸去进行三维空间机构运动和进行产品装配干涉检查等工作，借助

计算机完成产品设计与制造的相关分析 ,如结构性分析、可装配性分析、干涉检验、物性

计算等等,以保证制造实施可行性,增加了产品开发风险,降低了产品设计成功率。很多时候

是等产品做出来了，对产品进行试装配时才发现干涉或设计不合理等现象。在设计早期不

能全面考虑外协单位加工或制造部门的要求，从而使产品设计存在很多缺陷，造成设计修

改工作量大，开发周期长，成本高。 

  用二维设计软件，修改不方便： 

用二维设计软件更改时，需要做几个视图修改，容易发生漏改现象。 

  交流不方便： 

二维 CAD 很不直观，承接订单或招投标时与客户交流、设计人员与领导方案交流、设

计人员之间交流，设计人员与制造部门、外协单位、公司领导、车间工人的交流或者沟通，

经常会花费许多时间，有时会有产生理解错误，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说明书的示意图用二维不直观。 

 与上、下游企业的数据交换问题 

 模拟、分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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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什么说实体设计软件在设备整机或生产线的设计中相对于传统参数化建模软件

更适合？ 

在设备整机或生产线的生产企业，整机产品中的非标零件多，而且每个零件相对简

单不复杂。对于这样的零件来说用从二维草图到三维造型方法比直接拖放搭积木式的造

型方法更慢。而且对于设备整机来说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零件，对于整机装配的过程来

说，传统的方法是从不同的地方调入零件进行装配，而在 3D 样机解决方案中，所有的零

件可以放在产品库中，可以进行拖放式的装配，并能相似的零件进行参数化设计。综上

所述，在设备整机或生产线设计企业，传统参数化设计软件的设计效率比 3D 样机解决方

案要慢。 

5. 实体设计有能在移动端设备上应用的 APP 吗？ 

可以使用 3D 空间这个 APP, 它是基于手机 APP 和微信的产品 3D 电子样本，让工业产品和企业的展

示宣传更简单、更时尚、更直接，支持图纸受控分享、微信分享、传播分析、企业网站和应用集成等。 

下载地址：http://e.gongyeyun.com/ 

6. 什么是 PMI? 

PMI（Product and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是产品和制造信息的简称。PMI 在实体设计中主要

用于将产品部件设计的信息正确传递到产品制造中，PMI 传递的信息包括尺寸、文字注释、型位公差、

表面粗糙度及焊接符号等。通过 PMI 可以使设计人员直接在 3D 模型上标注制造需要的全部信息，将

原来设计与制造部门基于 2D 图纸的沟通方式提升到全三维的方式。 

7. 实体设计中的焊接和钢结构功能的作用？ 

焊接功能可以让设计人员通过草图来定义钢结构件的基本框架，然后通过草图快速生产钢结构件

的三维模型，并可以通过裁剪功能处理结构件的端部形状；可以在三维模型上添加焊接符号；在工程

图中可以投影对应的焊接工程图并自动生成焊接清单。 

8. 什么是机构运动仿真？ 

机构运动仿真就是借助三维综合性软件建立起来的机构运动模型，就跟现实中的机构运动一样；

借助机构运动仿真可以便捷的分析和验证你的设计是否合理和分析进行优化。CAXA3D 实体设计支

持零/部件的装配间隙检查、干涉检查、物理属性计算，装配工艺的动态仿真检查与机构运动状态的

动态仿真检查，使设计者能够在数字样机中发现设计中的问题，减少用户多次试样，降低研发成本。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XA）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9 号楼    邮编：100094  

电话: 010-62490300   传真: 010-62490301   网址：www.caxa.com 

 

 

9. 智能捕捉与驱动手柄的含义？ 

智能捕捉是一个动态的三维约束算法工具，它为图形方式下的特征和图素拖动提供精确定位和对齐功

能。操作者只需同时按下 Shift 键就可实现捕捉棱边、面、顶点、孔和中心点等。屏幕上的可见驱动手柄

可实现对特征尺寸、轮廓形状和独立表面位置的动态、直观操作，并可以动态修改尺寸或通过鼠标右键输

入尺寸的精确值。  

10. 拖放式设计的含义？ 

用户能够来回用鼠标拖放标准件和自定义的设计元素，这些设计元素包括三维特征、零件、装配件、

自定义工具、轮廓、颜色、纹理、动画等等。用户可将各种智能图素、标准件、供货商提供的标准模型、

表面光洁度、动画等自定义为设计元素。 

11. 实体设计中三维球工具的作用？ 

三维球能为各种三维对象的平移、旋转、镜像、拷贝、阵列或各种复杂三维变换提供了灵活、精确定

向、定位方法。结合几何智能捕捉工具可实现对三维对象的灵活操作。三维球集合了灵活强大的定向、定

位功能，以及各种变换及捕捉功能，因此三维球被用户称之为“万能球”，也是实体设计最突出的特点；

注意：实体设计一半以上的操作是通过三维球实现的。 

12. 双内核的意义和用途？ 

Parasolid 是由 Unigraphics Solutions Inc 在 Cambridge, England 开发的， 用于它的 Unigraphics 和 Solid 

Edge 产品中。Parasolid 是一个严格的边界表示的实体建模模块， 它支持实体建模， 通用的单元建模和集

成的自由形状曲面/片体建模。UG、Solidedge 使用的都是 Parasolid 内核 

ACIS 是由美国 Spatial Technology 公司推出的，Spatial Technology 公司成立于 1986 年，并于 1990 年首次

推出 ACIS。ACIS 最早的开发人员来自美国 Three Space 公司，而 Three Space 公司的的创办人来自于 Shape 

Data 公司，因此 ACIS 必然继承了 Romulus 的核心技术。Inventor 使用 ACIS 内核。 

两种内核各有优势，实体设计采用了 Parasolid 和 ACIS 两种内核，设计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设计需要，切

换不同内核或进行双内核协同运算，以达到最佳造型效果。 

13. 如何显示三维球约束尺寸？ 

当拖动三维球约束尺寸没有显示时，解决的方法：在三维球内部的空白处，右击鼠标，在弹出式菜单

上将“显示约束尺寸”处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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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何切换三维球的两种状态（蓝色附着和白色脱离）？ 

方法一：按空格键切换三维球的两种状态 

方法二：右键点击三维球选择“仅定位三维球（空格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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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维球的两种状态的作用？ 

蓝色附着状态表示对三维球所附着的三维对象进行操作，包括对象平移、旋转、镜像、拷贝、阵列并

为各种复杂三维变换提供了灵活、精确定向、定位方法。 

白色脱离状态表示仅对三维球本身操作，重新设定三维球在对象上的位置和方向。 

16. 什么是工程模式？什么是创新模式？ 

工程模式的本质实际就是基于特征的全参数化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变更参数的方法来方便的

修改设计意图；通过关系来确保在更改参数的过程中，设计模型能满足基本的形状要求。 

创新模式是相对于与工程模式而言的，就是不管你是有特征还是无特征，都可以直接进行后续模型的创建，

不管是修改还是增加几何，无需关注模型的建立过程。这样就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自由的 3D 设计环境下

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的速度进行模型的创建和编辑。 

17. 什么是 CAE?常见的 CAE 软件有哪些？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是用计算机辅助求解复杂工程和产品结构强度、刚度、屈曲稳定

性、动力响应、热传导、三维多体接触、弹塑性等力学性能的分析计算以及结构性能的优化设计等问题的

一种近似数值分析方法。CAE 系统的核心思想是结构的离散化，就是将实际结构离散为有限数目的规则单

元组合体，实际结构的物理性能可以通过对离散体进行分析，得出满足工程精度的近似结果来替代对实际

结构的分析。 

常见的 CAE 软件有 ABAQUS、ANSYS、MSC.PATRAN&MSC.NASTRAN、Moldflow、 AutoForm 等。 

18. CAE 软件的作用？ 

 增加设计功能，借助计算机分析计算，确保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减少设计成本； 

 CAE 分析起到的“虚拟样机”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设计中资源消耗极大的“物理样机验证设

计”过程，虚拟样机作用能预测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可靠性； 

 采用优化设计，找出产品设计最佳方案，降低材料的消耗或成本； 

 在产品制造或工程施工前预先发现潜在的问题； 

 模拟各种试验方案，减少试验时间和经费； 

 进行机械事故分析，查找事故原因。 

 

19. 阻碍 CAE 应用的因素 

 市场上现有 CAE 工具专业性过强。用户若没有充分的 CAE 背景知识，将很难使用现存 CAE 工具，

即使能使用也难以达到理想的准确度。 

 现有 CAE 工具难以学习。这些软件界面不友好，分析设置复杂，学习困难。用户使用前需阅读大量

用户手册、教程或进行专业培训。 

 现有 CAE 软件功能弱，无法求解实际问题。现存工具仅能间接耦合物理场，无法准确求解涉及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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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耦合的非线性问题。 

 现有 CAE 产品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过高。软件昂贵，软件所需硬件也很昂贵，此外还需企业高薪聘请

专业 CAE 工程师。 

20. CAXA CAE 的优势 

 Sefea （Strain-Enriched FEA，富应变 FEA）技术：独有的全新 CAE 技术，提高分析精度和可靠性，

同时降低了计算成本和用户使用 CAE 的门槛； 

 直接耦合应力、热、流体、电磁等多物理性：胜任各种非线性问题； 

 软件安装、操作轻松简便，易学好用：界面直观，提供完整在线帮助文档，能根据用户所需提供直接

快捷的帮助。 

 基于最小二乘有限元素法的流力、电磁分析技术：分析更加准确。 

 强多线程能力，低硬件要求：可在笔记本、电脑或工作站上轻松运行。计算程序已通过 128 个 CPU

的核心测试，可达 75%效率。 

21. CAXA CAE 的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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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体设计 64 位版本同 32 位版本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使用 64 位版本？ 

CAXA 实体设计从 2009 版本开始推出 64 位的版本，从功能上 64 位的版本同 32 位的版本是完全一样

的，但是由于 32 位的操作系统单个应用程序只能支持到 2G 内存，因此在 32 位的系统上即使你安装了很

大的内存实际也没有用，因此如果处理大型装配体就需要使用 64 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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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后启动软件出现“加载工具 3ips31.dll 失败” ，界面显示不完全，无法使用 

原因 1：没有安装 VC9 的运行时库 

处理方法： 

 安装 VC9 的运行时库 

 如果 VC9 运行时库安装后还有问题，尝试去掉硬件加速 

原因 2:计算机使用的是比较早的 CPU,CAXA 实体设计 2009 以后的版本不支持 P3 及 P3 以前的 CPU 

处理方法：升级计算机 

24. 无法拷贝电子图板中的几何到三维中的草图中 

原因：公共组件没有正确安装 

处理方法： 

安装安装盘中的公共组件，具体目录： 

32 位：\Setup\x86\CAXA Common Component Info 12.0 (x86)\ CX_CommonInfo_12_0_x86.exe 

64 位：\Setup\x64\CAXA Common Component Info 12.0 (x86)\ CX_CommonInfo_12_0_x64.exe 

25. 使用软件时经常死机、异常 

原因：显卡兼容性的问题 

处理方法： 

 更新显卡驱动到最新的版本 

 更改渲染模式到“OPEN GL”模式 

26. 实体设计的界面乱了，如何恢复默认的设置？ 

可以通过删除实体设计的配置文件来恢复默认的设置，具体的文件目录如下： 

XP 系统：C:\ Documents and Settings\登录用户名\AppData\ Caxa 

WIN7 系统：C:\Users\登录用户名\AppData\Roaming\Caxa 

27. 如何安装、配置实体设计网络版？ 

实体设计 2009 以后的版本网络版和单机版使用的是同一个安装程序，主要依靠授权文件来区分网络

或单机，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正常安装软件 

 在安装网络锁的机器上安装网络版管理程序 

 插上网络锁，从桌面启动网络版管理程序 

 在安装实体设计的计算机上修改 e4ncli.ini 中的 IP 地址为安装网络锁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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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选项卡隐藏后如何再显示出来？ 

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Shift+r 恢复选项卡的显示 

29. 如何在设计环境中显示多文档标签页和大图标？ 

可以在功能去的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用户自定义工具条/菜单/键盘按键”，弹出如下的对话框，在

“选项”选项卡中选择“多标签页”，就可以显示多文档标签页，同时，还可以选择“大图标”来调整图

标的大小。 

  

30. 如何设置使最后打开的文件路径作为工作路径。 

可以通过“选项”中的“路径”选项来设置是否将最后打开的路径作为默认的工作路径。 

 

31. 在草图中怎么快速选择与某一曲线相连的曲线？ 

 在曲线上双击鼠标左键 

 选中这一曲线，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选择外部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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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怎么样对同一草图中的多个轮廓分别进行拉伸？ 

此功能可将一个视图的多个轮廓在同一个草图中约束完成，并在草图中可选择性的建构特征。可提高

设计的效率。尤其是习惯在实体草图中输入 EXB 或 DWG 文件，并利用输入后的轮廓建构特征的用户，

这个功能就比较实用。用户可将同一视图的多个轮廓一次性输入到实体草图中，可选择性的利用轮廓建构

特征（此功能只支持创新模式零件）。 

    

33. 如何检查草图的合理性？ 

可以使用删除重线功能检查草图中的重线、断点。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XA）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9 号楼    邮编：100094  

电话: 010-62490300   传真: 010-62490301   网址：www.caxa.com 

 

   

34. 如何在草图中输入文字并且输出到工程图？ 

2013 版支持直接在草图中输入文字。输入确定的文字后，输出工程图的时候，在“标准视图输出”的

“选项”选项卡中，把“投影对象”中的“2D 草图”勾选上，这样就可以输出到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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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如何在草图中投影被隐藏的几何？ 

在 2013 版本中，草图中使用“投影”或“投影约束”功能时可以通过 Ctrl+Alt 键拾取被隐藏的几何。 

 

36. 如何在草图中删除过约束？ 

在草图绘制过程中系统能够自动判断草图的约束状态，并可以将过约束的尺寸或几何约束在命令窗口

中显示出来，用户可以方便的删除多余的约束。 

在草图绘制的过程中出现过约束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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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保留约束加锁”，则属性栏中会显示和添加的约束相冲突的所有约束，然后选择有冲突的约束

删除即可。 

 

 

37. 如何在草图中批量修改尺寸？ 

在约束功能区中选择“编辑尺寸”，在属性栏中将显示草图尺寸，可以对尺寸进行批量修改。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XA）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9 号楼    邮编：100094  

电话: 010-62490300   传真: 010-62490301   网址：www.caxa.com 

 

 

 

38. 如何生成螺纹？ 

 使用工程标注中的修饰螺纹 

 使用工具库中的自定义孔 

 使用特征操作中的自定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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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如何绘制锥螺纹？ 

可以使用“螺纹”特征绘制真实的锥螺纹，如下图： 

 

 

40. 如何绘制两端压缩的弹簧？ 

可以是用三维曲线中的变节距螺旋线功能来实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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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为什么在工程模式下，三维球有时会无效？ 

因为在工程模式下，所有的草图及特征都是遵循父子关系的，草图必须依赖一个参考面创建，因此不

能随便通过三维球去改变这个参考，如下图中，草图是通过上面创建的，草图的原点定位在面的中心，因

此不能随便通过三维球去旋转改变它的位置。如果需要通过三维球移动这个草图必须删除这些约束的条

件。 

 

42. 如何将多张封闭的曲线转化为实体？ 

“曲面”功能面板下的“实体化”功能可以将多张封闭的曲面转换成实体，也支持将多张曲面和多个

实体转换成一个实体（能够组成一个封闭的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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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程模式下是否支持“删除表面特征”和“表面等距特征”。 

在 2013 版本中“删除表面特征”和“表面等距特征”都能支持工程模式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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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何拉伸的时候做反向切除？ 

完成草图后，选择拉伸特征，然后在属性栏中“一般操作”中选择“除料”和“反向切除”，点击“确

定”完成反向切除特征。 

      

45. 如何生成薄壁的结构？ 

2013 版本在拉伸、旋转、扫描特征中增加了薄壁的选项，可以方便的生成薄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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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如何自动识别几何体包含的阵列特征并且重新定义？ 

1．在右下角的智能过滤器选择“特征面”，然后选择几何体上的阵列特征，如下图所示。 

2．在选中的特征上面右击选择“面转化为智能图素”。 

  

3．此时在设计树上出现了“模型 xx”，在视图上出现了阵列参数，可以修改阵列参数来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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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实体设计有哪些曲面设计功能？ 

实体设计提供了灵活的曲面设计手段，曲面的生成方式有直纹面、拉伸面、旋转面、导动面、放样面、

网格面、提取曲面、合并曲面以及实体化、曲面缝合、过渡、裁剪、分割、补洞及延伸等编辑及曲面平移、

旋转、复制、阵列等多种变换手段。通过这些曲面手段，用户可以设计各种复杂零件的表面。 

 

48. 实体设计有哪些曲面设计功能？ 

实体设计提供了灵活的曲线的设计手段，可以由二维曲线生成三维曲线，由曲面及实体边界生成三维

曲线，由三维曲线生成三维曲线，生成拟合曲线，等参数线，曲面交线，投影曲线，组合投影曲线，包裹

曲线，公式曲线以及曲线打断，曲线延伸，插入曲线控制点，编辑曲线控制点状态，曲线属性表编辑等编

辑和曲线镜像，移动/旋转，拷贝/链接，阵列，反向，替换等多种变换手段。可帮助用户绘制出真正的空

间曲线，完成更多复杂形状的设计。 

49. 如何分析曲线曲面的光顺性？ 

曲线可以使用“显示曲率”功能来分析曲线的光顺度，显示最大曲率，显示拐点坐标 

曲面可以使用“斑马纹”功能分析曲面的光顺度、曲面和曲面之间的光顺度 

 

50. 如何将多张曲面组合成一张相连的曲面？ 

可以将多张曲面通过曲面缝合命令组合到一起，如果这些曲面可以构成封闭的体，则自动将它转换为

实体，通过控制缝合精度可以自动忽略小于缝合精度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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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实体设计中的标准件库不全，怎么办？ 

CAXA 与国内外多家零部件库软件供应商都有合作可以使用它们的零部件库，这些零部件库基本都是

在线免费使用的。 

常用的有： 

新迪 3D Source 零件库：http://www.3dsource.cn/download.html 

CADENAS 零部件库：http://caxa.partcommunity.com/3d-cad-models/ 

TRACEPARTS 零部件 ：http://www.tracepartsonline.net/ws/ironcad 

52. 企业用户的电脑不能上网如何使用新迪 3D Source 零件库？ 

针对企业用户推出【上网代理工具】，解决企业内部网络通信难题，虽然工程师工作电脑不能上网，

但是只要局域网内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工程师工作电脑就可以通过【制造云上网代理】软件实现访问制

造云平台。 

下载地址：http://www.zhizaoyun.com/proxy/download.html 

53. CAXA 实体设计是否支持 CADENAS 公司的零部件库？ 

CAXA 实 体 设 计 支 持 CADENAS 公 司 的 零 部 件 库 ，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访 问

http://caxa.partcommunity.com/3d-cad-models/来下载所需的零部件库（该零部件库包含大量的零部件资源，

如 ABB, FESTO, SMC, MISUMI, SKF, FAG 等等几百家产品目录，并且使用下载免费，数量级比国内的 3d

零部件库要多很多。 

在实体设计中已经增加了 CADENAS 的链接，可以按下图的方式调出： 

http://www.3dsource.cn/download.html
http://caxa.partcommunity.com/3d-cad-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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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如何提高大型装配体的显示速度 

 压缩装配内部不需要显示的零部件及标准件 

 通过组合命令简化复杂零件 

 通过设置显示选项控制软件在显示时自动隐藏小零件及零件边界，如下图： 

 

55. 如何查看装配体的装配顺序？ 

实体设计支持对装配顺序的记录，利用装配查看器可以回滚到装配的任一时刻，并且支持回滚后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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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编辑。在设计树的右上角点击 ，弹出的菜单如下图所示，选择“用于零件设计”，则设计树中的特

征保留；选择“用于约束装配”，则设计树中的特征将不显示。选择“用于零件设计”或者“用于约束装

配”后，设计树上将显示“装配查看器”，通过拖动“装配查看器”可以查看装配的任一时刻。 

    

56. 如何修改装配体的材料？ 

在实体设计的装配体中增加了材料属性页，可以在材料属性页中定义装配体的材料，装配体的材料属

性也可以输出到明细表中进行统计。选择“装配体”，单击右键选择“装配体属性”，在“材料”选项卡中

定义装配体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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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如何查看零件的定位状态？ 

在结构树上通过符号表示零件的定位状态，（-）表示欠约束,  表示固定 

 

 

 

 

58. 如何添加自己需要的钣料 

可以通过编辑钣金参数表来添加自己所需的钣料规格，具体的文件位置可以在“选项→钣金→板料文

件位置中查到” 

 

59. 修改基板的长度和宽度，加在上面的折弯不随之变化？ 

这是由于折弯和基板之间没有约束造成的，可以在“选项→钣金”中选择“自动约束折弯”来解决 

 

60. “钣金”选项中“钣金切口”选项的含义？ 

钣金切口。利用下述选项可定义新钣金模型的切口类型参数。 

切口类型。指定新钣金弯曲结构设计中将用到下述两个切口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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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深度。规定新钣金切口采用的宽度/深度 

61. 实体设计如何对钣金件进行分步展开？ 

1．单击“钣金”功能面板中的“分步展开”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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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钣金件中需要固定的面。 

3．选择折弯面，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多个折弯面，点击“确定”，完成“分步展开”命令。 

 

分步展开前 

  

分步展开后 

62. 如何修改钣金件的钣金折弯参数？ 

 在工程图的“选项→三维接口→钣金折弯标注”可以通过编辑钣金折弯标注修改钣金折弯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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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工程图的三维接口功能面板下的“编辑钣金折弯标注”修改钣金折弯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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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板金件展开后怎样操作才能显示折弯线  

“标准视图输出”→“投影对象”选项中“钣金折弯线”和“钣金折弯标记”，勾了这两个选项。 

 

64. 如何将三维文件中的信息自动填入标题栏中 

在工程图的“选项→系统→配置匹配规制“中添加下面的匹配字段： 

 图纸名称：PartName 

 图纸编号：Part Number 

 材料名称：Material 

 重量：Part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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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为什么在工程图中的轴测图无法标注尺寸？ 

因为轴测图默认的尺寸类型是投影尺寸，将其改为真实尺寸就可以标注了 

 

66. 三维生成的二维图中，手动添加的图素，不能跟随已有的视图一起移动？ 

可以进入视图编辑，再绘制图素，绘制完成后，退出视图编辑，保存，这样手工绘制的图素就可以随

视图一起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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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为什么有时在工程图中每次标注的尺寸不一致？ 

这是由于视图的尺寸类型被错误的更改为“真实尺寸”造成的，如果实体的尺寸类型为“真实尺寸”

那每次标注尺寸时软件会返回三维获得尺寸，但又由于鼠标拾取位置的不同可能每次拾取的不是同一个几

何元素，造成返回的尺寸值不一样。建议标准投影用户不要轻易更改尺寸类型，默认的尺寸类型为“投影

尺寸”，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68. 能否将 3D 环境中的草图、3D 曲线和曲面投影到工程图？ 

13 版本在投影视图时增加了投影几何类型的选择，用户可以在“标准视图输出→选项”中选择是否输

出草图、3D 曲线、曲面。 

 

69. 如何检查工程图中的失效尺寸？ 

13 版新增失效尺寸检查功能，选择“三维接口→失效尺寸检查”。失效尺寸检查功能可以自动检查出

在工程图中与三维文件不关联的尺寸，用户可以删除或重新标注这些失效尺寸，避免了多标或漏标尺寸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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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工程图中自动序号功能能否重排明细表？ 

2013 版本加强了自动序号功能，自动生成的序号不会交叉，可以根据用户的选择按顺时针或逆时针自

动排序，并且支持按新的序号重排明细表。 

 

71. 如何输出带有渲染效果的视图？ 

13 版本的标准视图输出对话框里面，可以选择“快速投影”模式，输出渲染视图，渲染视图支持线框、

真实感图、隐藏边界的真实感图三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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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何修改局部剖视图？ 

在工具栏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视图树”，在视图组下面找到“局部剖视图”，单击右键选择“编辑

局部剖视图”或者“取消半剖（局剖）”。 

 

73. 如何指定轴测图输出为爆炸图？ 

可以对每个视图指定不同的配置，如下图中，可以通过配置指定轴测图是显示装配状态还是爆炸状态，

而不需要重新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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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工程图中如何投影螺纹为符合国标的简化画法 

 “标准视图输出”→“投影对象”选项中“螺纹简化画法”和“螺纹标记”，勾了这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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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如何对产品某个表面的某些区域进行颜色、贴图、材质、凸痕、纹理等的渲染？ 

方法 1：分割表面，在所需区域小面上进行材质或颜色的渲染。 

方法 2：用平面图象处理工具软件如 photoshop 将图象设置成所需大小再进行材质或颜色的渲染。 

76. 如何向零件表面添加颜色、贴图、材质、凸痕、纹理等渲染属性？ 

方法 1：从“设计元素库”中拖放颜色、贴图、材质、凸痕到零件表面。 

方法 2：右键单击选择“智能渲染”，再“智能渲染”对话框中可以向零件表面添加颜色、贴图、材质、

凸痕等渲染属性。 

方法 3：选择菜单“生成”——“智能渲染”，通过渲染向导向零件表面添加颜色、贴图、材质、凸痕

等渲染属性。 

方法 4：利用智能渲染工具中的“提取效果”，提取需要的渲染，使用“应用效果”添加到其它的零件

表面。 

77. 如何根据零件表面尺寸大小进行精确的整面贴图？ 

零件表面的尺寸与贴图尺寸一致或者等比例，利用移动贴图工具右键菜单中的“贴在整个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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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如何精确设置关键帧的方向和位置？ 

三维球可以附着在关键帧上，通过调整三维球来精确设置。 

79. 如何调整动画对象沿着动画路的切失方向运动？ 

将动画路径的平面方向类设置为“沿路径”即可。 

 

80. CAXA 实体设计中是否只能做匀速运动的动画？ 

实体设计可以做多种形式的动画，右键点击动画路径选择“动画路径属性”选项，选择时间效果中的

类，里面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动画。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XA）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9 号楼    邮编：100094  

电话: 010-62490300   传真: 010-62490301   网址：www.caxa.com 

 

 

81. 如何转换装配动画与爆炸动画？ 

勾选“反转”即可实现装配与爆炸动画的切换，即装配反转就是爆炸，爆炸反转就是装配，所以只需

生成装配动画或爆炸动画其中一种即可。 

 

82. CAXA 实体设计提供哪些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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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XA 实体设计 2018 版提供的输入输出接口如下图：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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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AXA 实体设计怎么打开 Solidworks 的文件？ 

在 CAXA 实体设计中可以直接打开 Solidworks 的文件，在以前的版本中可以在 Solidworks 中将文件

转存为 x_t 或 Step 格式读入 

84. 在实体设计中打开其他软件的文件后是否能编辑？ 

在实体设计中打开其他软件的文件后是不能像在原来的软件中直接编辑特征的参数的，但是可以通过

特征识别的技术将一些几何识别成特征再进行编辑 

85. 什么是轻量化数据，实体设计能够打开那些格式的轻量化数据？ 

轻量化数据实际上是由三维模型数据中的显示数据和一些 BOM 信息组成，它的数据量远远小于真实

的三维模型数据，打开显示速度也很快，常常用于大型模型的浏览审阅。实体设计能打开的轻量化数据格

式有：CGR/JT/VRML/HOOPS 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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