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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CAD 梦想画图简介与安装

1.简介

CAD 梦想画图由成都梦想凯德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完成，是一款轻量级的

CAD 画图软件，拥有内存小、速度快、画图功能丰富的特点，能帮助企业解决正

版化软件问题，同时支持天正图纸查看和编辑、字体种类多、基本无需安装字体、

完美兼容各个版本的 CAD 图纸，软件内集成了云图、批注、绘图、测量、修改、

图层管理等功能，其中云图功能支持在微信和 QQ 直接查看和分享图纸，不需要

安装 app，大大提高了户外的工作和沟通效率！

除了电脑版 CAD 软件，我们还给大家配套了手机版 CAD 软件--“CAD 梦想看

图”大家可以在安卓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

CAD 梦想画图操作界面：

2.软件安装

CAD梦想画图下载网址：https://www.mxdraw3d.com

软件安装包大小：82MB 抓图如下：

https://www.mxdraw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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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步骤

1）下载好软件安装包后，双击运行安装程序，会弹出安装向导用户只需根据提

示一步步的安装即可如图：

2）点击下一步之后我们就来到了选择安装文件夹，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下一

步，也可以点击浏览选项修改软件的安装路径（这个建议的是安装在除 C 盘以外

的其它盘中）如图：

3）文件夹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来到准备安装界面，直接点击安装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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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弹出完成安装向导界面，点击完成按钮，软件安装结束如图：

软件启动

启动：鼠标双击桌面 CAD梦想画图快捷方式即可启动软件如图：

软件第一次启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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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软件不需要任何的激活方式，安装好可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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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用户界面基本操作和设置

1.CAD 梦想画图经典界面

经典界面主要由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绘图区、布局标签、命令行和状

态栏等面板组成相关说明如图：

1）菜单栏：由文件、功能、编辑、视图、格式、绘图、修改和帮助窗口组

成，包含了 CAD梦想画图中全部的功能和命令。

2）多文档标签：当打开多个文档时，此标签可显示打开文档的文件名，通

过单击此 标签上显示的文件名可快速切换或关闭文档。

3）标题栏：位于窗口的最上面，显示目前正在运行的程序名和文件名等信

息。

4.5.6）工具栏：它是快速调用命令的一种方法，它由若干图标按钮组成。工

具栏可以为浮动或固定的。

7）布局标签：绘图窗口的下方有“模型”和“布局”选项卡，单击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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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模型空间或图纸空间之间来回切换。

8）命令行：命令行位于绘图窗口下方，它记录了已执行的命令，也可以用来输

入新命令。

9）状态栏：显示 CAD 当前状态，如当前光标坐标、命令和按钮说明。 状态栏

中还包括捕捉、栅格、正交、极轴、对象捕捉、对象追踪、DYN、线宽等功能按

钮。

2.CAD 梦想画图命令的输入方式

CAD梦想画图中有多种命令输入方式如：在命令行输入命令、在下拉菜单中

选取、在工具条中单击命令图标、快捷键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决

定命令输入的方式。

1）命令行输入命令：CAD 命令行输入命令时，字母是不分大小写的，只要

命令字符是正确的，就可以正确进去到该命令的操作窗口中。或：在命令行窗口

中输入命令的简写字母：CAD的简写字线设计师常称为 CAD 快捷键，即快速进

入到 cad指令的命令。比如：L（line）、C（circle）、A（arc）等，这种命令输

入方法是一线工作人员使用最多的方法之一。

2）下拉菜单中选取：在 CAD 梦想画图的最上面的第二行是菜单栏，在每一

个菜单栏的下拉菜单中，有不同的绘图命令，通过菜单栏的下拉菜单也能快速的

进入到绘图中，事实上 CAD软件的所有命令，都可以在菜单栏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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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命令图标：在 CAD 梦想画图界面的上方和左右两边都有多个绘图命令图

标，用户可以直接点击这些图标来进行操作。

4）执行完某个命令之后，使用回车键或空格键，可以重复执行该命令。

3.CAD 梦想画图常用设置

CAD梦想画图的基本设置在“设置”中，在设置对话框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绘图的需要对光标位置、光标大小、靶框大小、背景颜色等进行设置。

菜单位置：“帮助”→“设置”

命 令 行：se

设置对话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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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一下每个选项的用处：

1）shx字体搜索目录：当图纸中显示缺少一些 shx 字体时，我们可以下载缺

少的 shx字体到本地，再使用这个功能将本地本地字体添加到软件当中来。

2）光标位置：可以将光标设置成为跟随图纸移动，也可以设置为固定在软

件界面左下角。

3）光标大小、靶框大小：设置十字光标的四条线的长度和中心矩形框的一

个大小。

4）背景色：点击下拉符号出现颜色选择框，点击所需要的颜色即可修改成

为当前使用的背景颜色。

5）标注小数位：设置尺寸标注的时候的小数位。

6）标注文字大小：文字标注的时候设置的一个文字大小。

7）支持对象编组：取消勾选此选项后，如果使用创建块命令后，多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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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会被创建为一个对象的。

8）自动在线加载天正自定义：在联网的状态下，天正图纸是自动加载的，

没有联网的情况下，天正图纸显示不完整的。

9）工具条大图标：CAD 梦想画图的图标是默认图标的，有些用户如果觉得

图标小了不好选择的话可以勾选此选项，点击应用之后需要重启软件才能生效。

4.CAD 梦想画图自定义快捷命令

CAD梦想画图软件支持自定义快捷键命令的操作，用户觉得 CAD 梦想画图

默认的快捷命令太长而不好记的情况下，可以将快捷命令设置成为自己好记的字

符。

菜单位置：“帮助”→“热键快捷命令”

命 令 行：qm

命令行快捷命令设置对话框如图：

自定义快捷命令步骤（以画圆命令为例）

1）在“命令行快捷键命令设置”对话框界面中选择绘图-画圆-点击增加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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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出现的新的快捷键输入框里输入设置的新得快捷键，我这里设置新的快捷

键为“Y”，意思是圆拼音第一个字母，这样容易记，然后再点确定就完成了如

图：

3）设置成功后会出现“保存设置成功”对话框。

4）点确定关闭对话框，就表示可以直接输入快捷键“Y”命令执行画圆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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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建、保存图形文件

5.1.新建图形

启动 MxCAD后，系统会自动新建一个名为 MxCloud1.mxg 的空白图形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创建新的图形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新建”

工 具 栏：图标

快 捷 键：Ctrl+ N

命 令 行：new

5.2.打开已有的图形文件

用户可以打开标准图形文件（.dwg）、图形交换格式文件（.dxf）、网络设

计格式（.dwf）和梦想绘图文件(.mxg)这四种文件类型，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方式

打开已有的图形文件。

打开MXG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打开 mxg 文件”

工具栏：图标

快捷键：Ctrl+O

命令行：Mx_OpenMxg

打开 DWG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导入 dwg 文件”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penDWG

打开文件显示对话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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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保存文件

CAD梦想画图图形文件的扩展名是.mxg，用户可指定不同的文件名来保存创

建的图形或修改后的图形文件。当图形文件被保存后，可以执行“另存为”命令，

重新给它指定一个新的名称。

保存MXG文件

菜单位置：“文件”→“保存 mxg 文件”/“另存为 mxg 文件”

工具栏：保存图标 /另存为图标

快捷键：Ctrl+S

命令行：Mx_SaveAsMxg

导出为 DWG文件

除了将图形保存为标准图形文件格式（.mxg）的类型外，还可以保存为图形

交换格式（.dxf）和图形模板（.dwg）格式。

菜单位置：“文件”→“导出 dwg 文件”

工具栏：图标

命令行：SaveD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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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对话框如图：

5.4.导出为其他格式文件

导出 DWF文件

工具栏：图标

命令行：ExportDwf

导入 DWF文件

工具栏：图标

命令行：ImportDwf

导出 PDF 文件

工具栏：图标

命令行：ExportPdf

导出 JPG文件

工具栏：图标

命令行：Expor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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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绘图辅助功能设置

1.栅格

栅格是一种可见的位置参考图标，类似坐标纸，有助于定位。栅格是点的矩

阵，可延伸到指定为图形界限的整个区域。在图形中显示栅格，并设置栅格捕捉，

可控制其间距、角度以及对齐方式，提高图形的生成速度和效率。栅格的使用就

如同在图形下放置一张坐标纸。显示的栅格不会被打印出来。

打开/关闭栅格

1）单击状态栏中“栅格”显示按钮，有蓝色框表示为启用状态。

2）右击“栅格”按钮，在打开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或取消选择“栅格”命令，

在这个对话框中还可以设置栅格之间的间距数值。

若对图形进行缩放，栅格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可能需要重新调整栅格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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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更适合新的比例。

2.正交

使用“正交”模式将光标的移动轨迹限制在水平或者垂直的方向上。例如，

以默认 0角度的方向（0 角度的方向为时针在“三点钟”的位置或者“正东”的

方向），当“正交”模式打开，用户只能在 0 度、90度、180度或者 270度这四

个方向绘制直线。当绘制直线的时候，直线的临时路径是沿着水平还是垂直轴，

是依据光标与坐标轴的距离来确定的。在工程绘图中，经常绘制水平和竖直线，

利用 CAD梦想画图提供的正交功能可以方便准确 的绘制这两种执行，特别是绘

制垂直线和平行线是，这种方式更能显示其优势，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打开或关闭

正交模式。

打开/关闭正交

1）单击状态栏上的“正交”按钮，有蓝色框表示为启用状态。

2）快捷键：F8

3.极轴追踪

极轴追踪是指在某些操作中，当指定了一点而需要确定另一点时（如指定直

线的另一端点时），如果拖动光标，使光标接近预先设定的方向（即极轴追踪方

向），CAD梦想画图会自动将橡皮筋线吸附到该方向,同时从前一点沿该方向显

示出一条极轴追踪矢量。

打开/关闭极轴追踪

1）单击状态栏上的“极轴”按钮，有蓝色框表示为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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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击“极轴”按钮点击设置可弹出快捷菜单，在界面中可以选择或取消

“极轴”命令，还可以设置极轴角度的数值。

“极轴角设置”选项组用于确定极轴追踪的追踪方向。可以通过“增量角”

下拉列表框确定追踪方向的角度增量,列表中有 5、10、15、20、30、45、60、90、

8几种选项。例如,如果选择了 30,表示将在 0°、30°、60°等以 30°为角度增

量的方向进行极轴追踪。

目标捕捉追踪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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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象捕捉

对象捕捉是通过已存在的实体对象的特殊点或特殊位置来确定点的位置，对

象捕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动对象捕捉，另一种是临时对象捕捉。临时对象捕

捉和自动对象捕捉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临时对象捕捉每次使用都要重新启动。

打开/关闭对象捕捉

1）单击状态栏上的“对象捕捉”按钮，有蓝色框表示为启用状态。

2）右击“对象捕捉”点击设置可弹出快捷菜单，在界面中可以选择或取消

“对象捕捉”命令，还可以勾选对象捕捉的捕捉点。

选项卡中各选项的说明如下：

1）端点：捕捉直线，圆弧或多段线中离拾取点最近的端点，以及离拾取点

最近的填充直线，填充多边形的封闭角点。

2）中点：捕捉直线，多段线，圆弧的中点。

3）圆心：捕捉圆弧，圆，椭圆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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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点：捕捉点对象，包括尺寸的定义点。

5）象限点：捕捉圆弧，圆，椭圆上 0°，90°180°或 270°处的点。

6）交点：捕捉直线圆弧，圆，多段线和另一直线，多段线，圆弧，圆的任

何组合的最近的交点。如果第一次拾取时选择了一个对象，MxCAD 会提示输入第

二个对象，并捕捉两个对象真实或延伸的交点。该捕捉模式不能和捕捉“外观交

点“模式同时有效。

7）延长线：用于捕捉直线延长线上的点，即当光标移出对象的端点是，系

统将显示沿对象轨迹延伸出来的虚拟点。

8）插入点：捕捉到图形文件中的文本，属性和符号（块或形）的插入点。

9）垂足：捕捉直线，圆弧，圆，椭圆或多段线上的一点，使得用户已选定

的一点到该捕捉点的连线与所选择的实体垂直。

10）切点：捕捉圆，椭圆或圆弧上的切点，使其和另一点的连线与捕捉对象

相切。

11）最近点：最近点用来捕捉直线，圆弧或其他实体上离靶区中心最近的点，

一般是端点，垂直点或交点。

12）外观交点：选项与捕捉交点相同，但它还可以捕捉 3D 空间中两个对象

的视图交点（这两个对象实际上不一定相交，但看上去相交）。在 2D 空间中，

捕捉“外观交点“和捕捉”交点“模式是等效的。

13）平行线：用于捕捉通过已知点且与已知直线平行的直线的位置。

14）全部选择按钮：打开所有对象捕捉模式。

15）全部清除按钮：关闭所有对象捕捉模式。

比如垂足捕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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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象追踪

对象追踪是 CAD梦想画图提供的可以进行自动追踪的辅助绘图功能，所谓

自动追踪同一命令操作中光标所经过的捕捉点，以其中某一捕捉点的 X 坐标或 Y

坐标控制用户所要选择的定位点。

打开/关闭对象追踪

1）单击状态栏上的“对象追踪”按钮，有蓝色框表示为启用状态。

2）在对象追踪选项卡中勾选或取消勾选“对象追踪”复选框。控制对象追

踪的开/关。同时，也可在状态栏上通过单击“对象追踪”来切换对象捕捉的开/

关。在命令中指定点时使用对象捕捉追踪，光标将沿其他对象捕捉点的对齐路径

进行追踪。要使用对象捕捉追踪，必须打开一个或多个对象捕捉。

如下图所示，直线上的延长线上的红点，就是动态追踪点。

6.动态输入

在用户执行输入时动态地显示光标的坐标、角度等信息。

打开/关闭动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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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状态栏上的“DYN”按钮，有蓝色框表示为启用状态。

在输入命令后，动态输入会显示命令的关键字，用户绘图时可以将注意力集

中在光标周围，无需关注命令行提示。

7.线宽

打开线宽显示后，CAD 梦想糊涂将会以指定的线宽显示线条，如果关闭线宽

显示功能， 所有线条均以默认线宽显示。

打开/关闭线宽

1）单击状态栏上的“线宽”按钮，有蓝色框表示为启用状态。

线宽设置

菜单位置：“格式”→“线宽”

命 令 行：Lweight

线宽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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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中各选项的说明如下：

1）线宽：显示要应用的可用线宽列表。

2）当前线宽：显示当前应用的线宽。

3）显示线宽：勾选即为在图中显示线宽，取消勾选则为不显示。

8.图层管理

CAD梦想画图允许用户根据需要建立无限多个层，并可以对每个层指定相应

的名称、线性、颜色、线宽等， 也可以进行图层新建、切换、开/关、锁定、解

冻等操作。

菜单位置：“格式”→“图层”

工 具 栏：图标 →高级管理

命 令 行：MxLayerManager

图层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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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管理界面各选项的说明如下：

1）增加图层：单击该按钮，图层列表中出现一个新的图层名称“新建图层

1”，用户可以使用此名称也可以改名称（这里的话建议改一个与使用这个图层

对象有关的名称，方便查找与修改）。

2）删除图层：用于删除当前 CAD 文件不需要的某一些图层。在图层列表中

选择某一图层，然后单击该按钮，将此图层删除。

下列四种图层不可删除：

●图层 0和定义点

●当前图层

●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

●包含对象的图层

3）关闭所有图层：关闭当前 CAD 文件所有图层。

4）图层名：用于显示各图层的名字。如果要对某图层名进行修改，首先要

选中该图层名称。默认图层为“0”，各图层名不能重名。图层的名称可以

包含字母、数字和空格。

5）可见：将图层设定为打开（ ）或者关闭（ ）状态。当设置为关闭

状态时，处于该图层上的所有对象都在图形中不可见。当设置为打开状态时，处

于该图层上的所有对象都在图形中呈现出来。因此，绘制复杂的图形时，先将不

编辑的图层关闭，可以降低图纸的复杂性。

6）颜色：显示和改变图层的颜色。如果要改变某一图层的颜色，单击其对

应的颜色图标后面出现的三个小点 ，然后会出现“颜色”对话框，用户可以从

中选择需要的颜色。

7）锁定：将图层设置为锁定（ ）或解锁（ ）状态，被锁定的图层

仍然显示在绘图区，但不能编辑修改被锁定的对象，只能绘制新的图形，这样可

以防止重要的图形被修改。还可以在锁定的图层上使用查询命令和对象捕捉命令。

8）冻结：将图层设置为冻结（ ）或解冻（ ）状态，当图层为冻结状

态时，该图层上的对象均不会出现在绘图区，也不能由打印机打出，而且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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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或修改。图层处于解冻状态时，该图层上的对象均会显示在绘图区，也能由

打印机打出，并且能够编辑修改。从可见性来说冻结图层与关闭图层是相同的，

但冻结的对象不参与过程中的运算，关闭的图层则要参与运算，所以在复杂的图

纸中，冻结图层可以加快系统生成图形的速度。注意：不能冻结当前层，也不能

将冻结层改为当前层。

9）打印：将图层设定为打印（ ）或者不打印（ ）状态。

10）线型：显示和修改图层的线型。

9.线型管理

在 CAD梦想画图中预设了 45 种线型，这些线型不可以被删除和重新命名。

菜单位置：“格式”→“线型”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Linetyp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会显示以下信息：

命令：Mx_Linetype

当前全局线型比例：1.000，默认线型比例：1.000

[从文件加载线型（F）/设置全局比例（S）/设置默认比例（R）/修改对象比例

（A）]：

选项说明：

1）从文件中加载线型：在命令行输入 F则显示如下图：

从 lin 文件加载线型，如果当前图上已经指定名称的线型定义，会询问是否覆盖

当前线型，然后重新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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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型比例：默认情况下，CAD 梦想画图的全局线型比例和对象线型比例

均为 1.0。可使用此选项修改全局比例/默认比例和对象比例的新的一个比例数

值。

3）在属性框修改所选对象的线型比例：选中需要修改的对象，在右侧的属

性框中找到线型比例项，直接输入要的数值即可。

10. 颜色设置

改变 CAD 绘图设计中图层的颜色。为了在同一张图纸上表现出不同的图形，

可以把同一类对象用相同颜色，不同类的对象使用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分。

菜单位置：“格式”→“颜色”

工 具 栏：单击下拉箭头

命 令 行：color

颜色对话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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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面“规定自定义颜色”按钮，会弹出自定义颜色对话框如图：

选项说明：

（1）基本颜色：软件默认最常见的颜色。

（2）自定义颜色：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指定的颜色。

11. 文字样式

文字样式是用来控制文字基本形状的一组设置。用户可以通过设置“文字样

式”方便直观的设置需要的文字样式，或是对已有样式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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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格式”→“文字样式”

命 令 行：Style

文字样式对话框如图：

选项说明：

1）当前文字样式：列出所有已设定的文字样式名。

2）字体选项组：用于确定字体样式。

●字体名：系统中字体的名称。

●字体样式：如果勾选“使用大字体”，可分别选择西文字符和中文字符使

用的字型文件。

3）大小选项组：用于确定文本样式使用的字体文件、字体分风格及字高。

●高度：字体高度。

4）效果选项组：用于确定字体的效果。

●宽度因子：设置宽度系数，确定文本字符的宽高比，预设值是 1.

●倾斜角度：用于确定文字的倾斜角度，预设值是 0.

5）置为当前：该按钮用于将在“样式”下选定的样式设置为当前。

6）新建：该按钮用于新建文字样式。单击此按钮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新建

文字样式”对话框并自动为当前设置提供名称。可以采用默认值或输入名称，然

后单击“确定”按钮使新样式名使用当前样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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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删除：删除未使用的文字样式。

图形中的文字的字体、高度、宽度比例、倾斜角度等参数都是由文字样式决

定的。每个图形都至少有一种文字样式，名为 Standard，不能删除 Standard 型

式，但可以修改它。文字样式的字型有两种设置方式：一是直接在“字体名”下

拉列表框中 选择西文和操作系统自带的字体；如要使用特定的中文字体型文件

（*.shx），可勾选“使 用大字体”，然后在“字体样式”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要

使用的中文字体型文件。当使用大字体时，数字和西文仍使用前面的字体，中文

和一些双字节符号使用中文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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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图纸浏览与缩放

所谓视图就是必须有特定的放大倍数、位置及方向的图形。改变视图的一般

方法就是利用缩放和平移命令，可以在 CAD梦想画图绘图区域放大或缩小图像

显示，或者改变观察位置。该命令并不改变图形实际位置和尺寸，只是变更视图

的比例。

1.图形重画

“重画”命令使图形数据重新生成，它不仅可删除图样中的点记号、刷新屏

幕， 而且可以重新计算它们的有关数据及几何特性。关闭和冻结不用的图层可

以加快该命令的执行速度。“重画”命令只能使当前窗口中的图形重生成。

菜单位置：“视图”→“重画”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RE

2.图形缩放和平移

放大缩小视区，显示指定区域内容，回到上一个视区，用户使用视区相关命

令，浏览图纸图纸内容，定位显示。

2.1.视区缩放

放大或缩小当前图形的显示。若您的鼠标有滚轮，上下移动滚轮，来缩放图

形。

菜单位置：“视图”→“实时缩放”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ZoomR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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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ZoomR

按 Esc 或 Enter 键退出，或单击右键显示快捷菜单。

2.2.窗口缩放

通过拾取目标区域的两个对角，可以快速地将该矩形区域显示放大至整个视

窗。

菜单位置：“视图”→“窗口缩放”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ZoomW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WindowZoom

点取缩放区域:

2.3.缩放上一个

执行此命令后，视窗显示回到前一个缩放状态。

菜单位置：“视图”→“上一步”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ZoomP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ZoomP

2.4.范围缩放

执行此命令后，全部图形将充满整个显示屏幕。

菜单位置：“视图”→“范围缩放”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Zoom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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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ZoomE

2.5.视区平移

可以使用鼠标的或其他定点设备动态平移。这种平移方式对图形中对象的位

置和显示比例都不会有影响，就如同我们使用照相机进行平移一样，只改变视图。

菜单位置：“视图”→“视区平移”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P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P

按 Esc 或 Enter 键退出，或单击右键显示快捷菜单

2.6.Plan 命令

显示指定坐标系统的平面视图。PLAN 命令只会影响当前视图的视口，选择

的平面视图可以是基于当前用户坐标系、以前保存的用户坐标系或世界坐标系。

使用这个命令后所输入的坐标仍与当前的 UCS 相关。PLAN 命令无法在图纸空

间中启用。

菜单位置：“视图”→“视区旋转”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Plan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Plan

输入选项 [当前 UCS(C)/世界(W)/角度(A)/相对角度(X)]<当前 UCS>:

2.7.UCS 命令

用自定义坐标系统，可以参一个对象创建，或者指定新坐标系的原因，方向

来创建。指定用户坐标系统后，所有命令行输入的坐标，视区点入的坐标都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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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坐标系统的坐标，状态上提示的坐标也是用户坐标系统下坐标。

菜单位置：“视图”→“用户坐标系”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UCS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Ucs

指定 UCS 的原点或 [对象(OB)] <世界>:

2.8.全屏显示

切换全屏显示，或退出全屏显示的开关，全屏显示时，将会隐藏窗口的标题

栏、菜单栏、并放大窗口，覆盖到状态栏。

菜单位置：“视图”→“全屏显示”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FullScreen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FullScreen

2.9.视区背景色

修改视区窗口的背影颜色。

菜单位置：“视图”→“视区背景色”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VColor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ViewColor

2.10.线重

线重是否显示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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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视图”→“线重”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Linew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ShowLineWeight

切换到显示线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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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属性编辑与操作

1.对象属性

利用这个命令可以方便的设置或修改在线 CAD 对象的各种属性（颜色、图

层、线宽等），不同的对象属性种类和值不同，修改属性值，对象改变为新的属

性值。可以同时查看 CAD中多个对象的显示属性。

菜单位置：“修改”→“对象特性”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bjp

对象特性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直接鼠标左键双击图形，对象特性选项卡也会出现。

2.快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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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D 梦想画图中根据指定的 CAD 筛选条件，快速准确的从图纸上选择出

实体，选择后的实体可以用于后续的编辑修改。筛选的条件可以为颜色、对象类

型、图层与线型。运算符为：等于（＝）、不等于（≠）、大于（＞）和小于（＜）。

菜单位置：“修改”→“快速选择”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qs

快速选择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应用到（Y）：将过滤条件应用到整个图形或选择集（如果存在）。

2）对象类型：指定要包含在过滤条件中的对象类型。

3）特性：指定过滤器的对象特性。

4）运算符：控制过滤的范围。

5）值：指定过滤器的特性值。

6）应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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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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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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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回退与重作

3.1.回退

使用 CAD 梦想画图软件可以无限制的进行回退操作，不管你从打开当前图

纸执行了多少个命令，都可以回退到最开始打开图纸的时候。在回退后，可以紧

接着执行重作命令，就可以消除刚才的回退操作。

菜单位置：“编辑”→“回退”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U

3.2.重作

在 CAD 中对象进行完上一步回退命令时，如要复原到执行回退命令前的图

形，就可以执行这个命令。前提是必须执行了回退命令后，才可以使用重作命令。

菜单位置：“编辑”→“放弃”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R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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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打印图形

1.打印简介

指定打印范围、打印比例、图纸大小、打印样式、页边距等参数，打印图纸。

菜单位置：“文件”→“打印”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Plot

2.打印界面

CAD 梦想画图打印界面如图：

选项说明：

1）选择打印机：默认使用系统默认的打印机，点击该按钮修改使用指定的

打印机。

2）选择页面尺寸：选择打印时使用的纸张大小，页边距与方向参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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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如图“页面设置”对话框：

3）打印区域-图形界限：指定打印范围为当前图纸所有实体的最小外包矩形

框。

4）打印区域-显示区域-上次范围：打印范围使用上一次打印的范围。

5）打印区域-显示区域-自由选择：用户在图纸上自由选择打印范围。

6）打印区域-显示区域-固定选择：根据当前选择的宽高比等在图纸上选择

打印范围。

7）打印参数-打印份数：根据需要的数量设置打印份数。

8）打印参数-打印比例：打印时，图纸上一个毫米相当于图纸上多少个绘图

单位。

9）打印参数-黑白打印：打印时，把打印的图纸都变成黑白色打印。

10）打印参数-加粗打印：打印时，把图的线宽都加宽一号，这样打印出来

的图纸更加清晰。

11）打印参数-自动确定图纸方向：根据当前图纸的方向，自动选择适合图

纸的打印纸张的方向。能够最大限度的呈现出图纸在纸张效果。

12）打印预览：根据设置好的参数等，在旁边的白色方框里显示打印在纸张

上的效果。如图“打印预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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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操作步骤

1）用软件打开你需要打印的图纸。

2）执行打印命令，出现图“打印设置”对话框。

3）选择打印机：例如我在这里需要把图纸打印为 pdf 格式的，就选择 PDF 打

印。如图“打印设置”对话框,调整好纸张大小与方向等。

4）选择打印区域：我在这里只需要选择整个图纸中的一张图纸，就选择（显

示区域-自由选择），然后在图纸上框选需要打印的图纸。

5）调整打印份数:选择打印图纸的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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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希望打印出来的图纸时彩色的话，就把黑白打印前√去掉，反之则

不用。

7）参数调整完以后，看右边的预览图没有问题后，就可以点击下面的打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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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辅助绘图工具

1.测距

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当使用这个命令时，左下角命令行窗口会出现点取第

一个点、点取第二个点。然后选择完之后就会出现测量出距离的选项卡。

菜单位置：“编辑”→“测距”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Dist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MxMeasurementDistance

点取第一个点：

点取第二个点：

测距完成图如图所示：

2.测量工具

CAD 梦想画图中有一个测量工具条，是除尺寸标注以外的测量方式，可以测

量长度、面积以及弧长等。

菜单位置：“功能”→“测量”

命 令 行：Meas

测量工具条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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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1）对齐测量：测量的距离只能时两点之垂直的距离。

2）线性测量：测量的距离是两点之间任意方向的距离。

3）面积测量:测量一个封闭图形的面积与周长。测量好了后，面积与周长的

数值会自动写出来。当点击了这个命令时，可以在命令行中输入“D”在选择封

闭区域中任意一点面积和周长就出来了。效果如下图：

面积测量效果

4）矩形面积测量：这个只针对与矩形图形的一种测量。使用时，需要点击

矩形图形的两个对角点。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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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面积测量效果

5）连续测量：不间断的测量多个点之间的距离，在最后一个点之后会显示

出各个距离之和。效果如下图：

连续测量效果

6）弧长测量：测量一段弧线的长度。

7）点到直线的距离测量：测量一个点到直线之间的垂直距离。效果如下图：

点到直线距离效果

8）设置标注比例：输入两点之间真实的尺寸后自动设置图纸尺寸。使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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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后，会弹出图“输入实际尺寸”对话框。

“输入实际尺寸”对话框

9）显示隐藏标注：上面几种测量距离后，当你选择显示标注时，测量的数

值就会在图纸上显示出来。当你隐藏时，测量的数值则不会显示在图纸上。

3.对象显示顺序

控制显示重叠对象的顺序。

3.1.前置

移动选取的对象到当前图形文件所有对象的最上面。使用方法是：执行前置

命令以后，单击需要显示到上面位置的对象，然后按 enter键或空格键。还有一

种是先选择需要移动的对象，然后再执行前置命令。

菜单位置：“编辑”→“前置”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rdertopmost

3.2.后置

移动选取的对象到当前图形的文件所有对象的最下面。使用方法是：执行后

置命令以后，单击需要显示到后面位置的对象，然后按 enter键或空格键。还有

一种是先选择需要移动的对象，然后再执行后置命令。

菜单位置：“编辑”→“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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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rderbuttommost

3.3.置于对象之上

将选取的对象移动到指定参照对象的上面。使用方法是：执行置于对象之上

的命令之后，先单击选取对象，在按 enter键或空格键，最后再单击参照对象。

还有一种是先单击选取对象，再执行置于对象之上命令，再单击参照对象。

菜单位置：“编辑”→“置于对象之上”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rdertop

3.4.置于对象之下

将选取的对象移动到指定参照对象的下面。使用方法是：执行置于对象之下

的命令之后，先单击选取对象，在按 enter键或空格键，最后再单击参照对象。

还有一种是先单击选取对象，再执行置于对象之下命令，再单击参照对象。

菜单位置：“编辑”→“置于对象之下”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rderbuttom

4.浏览模式与绘图模式

改变我们操作界面是浏览还是绘图模式。在浏览模式时，操作界面没有编辑

对象的命令，只可以移动界面浏览图纸。在绘图模式时，就会出现编辑工具等命

令。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浏览/绘图模式”

命 令 行：MxC_SwitchEditMode

两种模式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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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模式 浏览模式

5.云图上传

上传本地 CAD 文件到 CAD梦想画图云图上，以便可以手机扫码浏览图纸。

上传步骤：

1）打开 CAD 梦想画图软件，点击主页，点击上传文件。

3）单击上传文件按钮后，系统会弹出如下图所示“上传文件”对话框。

4）点击“选择本地文件”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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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需要上传的 CAD文件，点击打开，上传文件。

6）刷新主页，上传好的文件显示在文件列表里了。

6.手机看图

把在线 CAD 图纸发送到手机上浏览。只会把图纸的显示数据发送到手机上，

不会把 CAD源文件发过去。所以发送到手机上的图纸不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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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功能”→“云图”→“发送到手机上查看”

主页文件：二维码

命 令 行：Mx_SendCloud

分享文件面板如图：

然后使用 QQ 或者微信扫码浏览 CAD 图纸，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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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绘图工具

在 CAD 梦想画图中，常用的绘图命令有：直线、圆、弧、多边形、点和矩

形等二维图形。这些基本绘图命令是绘制和编辑图形的基础，因此要熟练地掌握

它们的绘制方法和技巧。

1.绘线命令

在 CAD 梦想画图软件中使用 LINE（直线）命令，可以创建一系列连续的直

线段。每条线段都是可以单独进行编辑的直线对象。

菜单位置：“绘图”→“直线”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Lin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Line

指定第一点：

指定下一点

指定下一点或[放弃（U）]：

指定下一点或[闭合（C）/放弃（U）]:

选项说明：

1)继续：从最近的绘制的直线的端点延长它。

2)关闭：以第一条线段的起始点作为最后一条线段的端点，形成一个闭合的

线段环。在绘制了一系列的线段（两条或两条以上）之后，可以使用“闭合”选

项。

3)放弃：删除直线序列中最近绘制的线段，多次输入 U按绘制次序逐个删除

线段。

2.多线段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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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线段命令是作为单个平面对象创建的相互连接的线段序列。可以创建直线

段、圆弧段或两者的组合线段。

绘制了至少一条多段线后，用户可以使用“回退”选项来删除先前的线段。

当绘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段线后，可以使用闭合选项，绘制以第一条线段的起

点为终点的线段；

菜单位置：“绘图”→“多段线”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Plin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Pline

指定起点:

当前线宽为 0.000

指定下一个点或 [圆弧(A)/宽度(W)]:

指定下一个点或 [回退(U)/圆弧(A)/宽度(W)]:

指定下一个点或 [回退(U)/圆弧(A)/宽度(W)/闭合(C)]:

选项说明：

1)圆弧：从直线线段切换到圆弧线段。

2)宽度：指定下一个线段的起点宽度和端点宽度。起点宽度将成为默认的端

点宽度。端点宽度在再次修改宽度之前将作为所有后续线段的统一宽度。宽线段

的起点和端点位于宽线的中心。

3)闭合：当绘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线段之后，可以使用闭合选项，绘制以

第一条线段的起点为终点的线段。

4)回退：删除先前的线段，回到后一步的操作。

3.射线命令

射线是有起点、无终点的一种直线，由于射线无终点，所以不能将它作为计算图

形大小的一部分，可以创造一条双向无限延长的线，一般用来当做辅助线，帮助

绘图。缺省射线绘制方法是首先选取射线的起点，再指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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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Xl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xLine

指定点或[水平（H）/垂直（V）/角度（A）/二等分（B）]:

指定通过点：

选项说明：

1)水平：只能在水平方向绘制射线

2)垂直：只能在垂直方向绘制射线

3)角度：指定构造线的角度

4)二等分：将角平分为两个相等的大小。

4.正多边形命令

在线 CAD 中多边形是由最少 3个，最多 1024 各等长的复合线组成的封闭图

形。绘制多边形的方法时指定多边形的边数、中心和内切圆或外切圆的半径。

菜单位置：“绘图”→“正多边形”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Polygon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Polygon

输入边的数目<6>：5

指定正多边形的中心点或[边（E）]:

[内接于圆（I）/外切于圆（C）]<外切>：

指定圆的半径：

选项说明：

1)边数：指定多边形的边数（3-1024）。

2)指定正多边形的中心点：指定正多边形中心点的位置，以及新对象时内接

圆还是外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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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接于圆

指定外接圆的半径，正多边形的顶点都在此圆周上。用定点设备指定半径，决定

正多边形的旋转角度和尺寸。指定半径值将以当前捕捉旋转角度绘制正多边形的

底边。

●外切于圆

指定从正多边形圆心到各边中点的距离。用定点设备指定半径，决定正多边形的

旋转角度和尺寸。指定半径值讲义当前捕捉旋转角度绘制正多边形的底边。

5.矩形命令

在线 CAD 中从指定的矩形参数创建矩形多线段（长度、宽度、旋转角度）和

角点类型（圆角、倒角或直角）用户还可以根据面积或者尺寸来绘制矩形。

菜单位置：“绘图”→“矩形”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Rec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Rectang

指定第一点：

指定第一个角点或[倒角（C）/圆角（F）/宽度（W）]:

指定另一个角点或[面积（A）/尺寸（D）/旋转（R）]:

选项说明:

1)倒角：设定矩形的倒角距离。不指定第一点直接按 C然后空格，指定矩形

的第一个倒角距离和第二个倒角距离，便可以出来一个带有倒角距离的矩形。

2)圆角：指定矩形的圆角半径。不指定第一点直接按 F然后空格，指定矩形

的圆角半径，便可以出来一个带有圆角半径的矩形。

3)宽度：为要绘制的矩形指定多线段的宽度。不指定第一点直接按 W然后空

格，指定矩形的宽度，便可以出来一个带有宽度的矩形。宽度在倒角与圆角设置

中也适用。

4)尺寸：使用长和宽来创建矩形。在指定一个角点后按 D，输入矩形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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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宽度，指定另外一个角将这一点定位在矩形的内部。

●面积：使用面积与长度或宽度创建矩形。

●旋转：按指定的旋转角度创建矩形。

6.圆弧命令

CAD 在线绘图绘制圆弧，可以指定圆心、端点、起点、半径、角度、弦长和

方向值的各种组合形式。绘 CAD 制圆弧的方法是，选取起点、第二点和端点。

菜单位置：“绘图”→“圆弧”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Arc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Arc

指定圆弧的起点或 [圆心(C)]:

指定圆弧的第二个点或 [圆心(C)/端点(E)]:

指定圆弧的端点:

绘制圆弧的几种方式：

1）过指定三点的绘制圆弧方法：确定弧的起点、第二点与第三点的位置。

2）通过指定起点、圆心与端点绘制圆弧。

3）已知起点、中心点和端点，可以通过首先指定起点或中心点来绘制圆弧，

中心点是指圆弧所在圆的圆心。

4）通过指定起点、圆心与角度绘制圆弧方法，如果存在可以捕捉到的起点

和圆心点，并且已知包含角度，使用“起点、圆心、角度”或“圆心、起点、角

度”选项。

5）如果已知两个端点但不能捕捉到圆心，可以使用“起点、端点、角度”

选项。

7.圆命令

在 CAD 梦想画图中创建圆，梦想画图给出了多个创建圆的方式最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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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定圆心和半径。

菜单位置：“绘图”→“圆”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Circl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Circle

指定圆的圆心或[两点（2P）/三点（3P）]/切点、切点、半径（T）:

指定圆的半径或[直径（D）]<36>:

选项说明：

1)两点：基于圆直径上的两个端点绘制圆。

2)三点：基于圆周上的三点绘制圆。

3)切点、切点、半径：基于指定半径和两个相切对象绘制圆。有时会有多个

圆符号指定的条件。程序将绘制具有指定半径的圆，其切点与选定点的距离最近。

8.样条线命令

在 CAD 中绘制一条由一组点定义的一条光滑曲线。

菜单位置：“绘图”→“样条线”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Spl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DrawSpline

指定第一个点：

指定下一个点<回车退出>:

指定下一个点<回车退出>:

9.椭圆命令

椭圆上的前两个点确定第一条轴的位置和长度，第三个点确定椭圆圆心与第

二条轴端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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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绘图”→“椭圆”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Ellip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DrawEllipse

指定椭圆的轴端点：

指定轴的另一个端点：

指定另一条半轴长度：

选项说明：

1）端点：通过指定椭圆上的三个端点来绘制椭圆图像。其中第一和第二端

点用于确定椭圆的一条轴线，而且这条轴线的确定也确定了椭圆的角度。这条轴

可以为椭圆的长轴，也可以为椭圆的短轴。

10.椭圆弧命令

第一条轴的角度确定了椭圆弧的角度。第一条线可以其根据大小定义为长轴

还是短轴。

菜单位置：“绘图”→“椭圆弧”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Ellipa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DrawEllipseArc

指定椭圆的轴测点：

指定轴的另一个端点：

指定另一条半轴长度：

指定起始角度：

指定终止角度：

选项说明：

1）绘制椭圆弧：椭圆弧上的前两个点确定第一条轴的位置和长度。第三个



61

CAD 梦想画图（MxCAD）帮助手册

点确定椭圆弧的圆心与第二条轴的端点之间的距离。第四个点和第五个点确定起

点和端点角度。

11.点

用于绘制辅助标记点、特征点及标注点等。

菜单位置：“绘图”→“点”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Dp

选项说明：

1）通过菜单栏方式操作时，会出现一个如下图所示的子菜单”对话框。

2）可以按下状态栏中的“对象捕捉”按钮，设置点捕捉模式，有利于用

户单击点。

3）点在图形中的表示样式一共有 20 种。可以通过“点样式”命令来设置。

11.1.点样式

设置点在在线 CAD 图形中的表示形式。

菜单位置：“格式”→“点样式”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DDptype

点样式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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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1）点显示图像：指定用于显示点对象的图像，通过选择图标来更改点样式。

2）点大小：设定点的显示大小。

3）相当屏幕设置大小：按屏幕尺寸的百分比设定点的显示大小。当进行缩

放时，点的显示大小并不改变。

4）按绝对单位设置大小：按“点大小”下指定的实际单位设定点显示的大

小。进行缩放时，显示的点大小随之改变。

注：在同一图层中，点的样式时必须是统一的，不能出现不同的点。

11.2.定数等分

在 CAD 梦想画图中沿着 CAD 所选的对象放置标记，标记会平均的将对象分割

成指定的分割数。可以分割线、弧或多段线。

菜单位置：“格式”→“点”→“定数等分”

命 令 行：Divide

选项说明：

1）等分数目范围为 2-32767

2）在等分点处，按当前点样式设置画出等分点。

11.3.定距等分

沿着 CAD 所选对象的边长或周长，以指点的间隔距离放置标记。可以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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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或多线段。无法用这个命令分割射线和构造线。

菜单位置：“格式”→“点”→“定距等分”

命 令 行：Measure

选项说明：

1）设置的起点一般是指定点的绘制起点。

2）在等分点处，按当前点样式设置画出等分点。

3）最后一个等分的长度不一定等于指定分段长度。

12.云线命令

云线是由连续圆弧组成的多段线。

菜单位置：“绘图”→“云线”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Rcl

13.插入块命令

在 CAD 中插入图块或其它图形到当前 CAD 文件中。在插入的同时还可以改变

所插入块或图形的比例与旋转角度。

菜单位置：“绘图”→“插入块”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Insert

插入块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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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用于选择块或图形的名称。

2）浏览：用于选择要作为块插入到当前图形中的图形文件或其块定义之一。

3）插入点：指定块的插入点。可以在界面上指定或者在图面上动态输入。

4）缩放比例：指定插入块的缩放比例。可以在界面上指定或者在图面上动

态输入。

5）旋转：指定插入块的旋转角度。

6）分解：控制块在插入时是否自动分解为其部件对象。

14.创建块命令

在 CAD 中创建块是指将所有单一图形，合并成一个图形。在线 CAD 中图块可

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移动、复制或多次在图形中插入。

菜单位置：“绘图”→“创建块”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Block

创建块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名称：用于输入块的名称，最多可使用 255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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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点：确定图块的基点，默认值是（0,0,0），也可以在下面的 X、Y、Z

文本框中输入块的基点坐标值；也可以直接在图上点取。

3）对象：用于选择制作图块的对象，以及设置图块对象的相关属性。

4）说明：用于输入当前块的说明部分。

14.1.定义块属性

定义属性用于描述图块。

菜单位置：“绘图”→“块”→“定义属性”

命 令 行：Mx_Attdef

属性定义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模式选项组：用于确定属性的模式。

●不可见：在绘图区域中显示或隐藏属性。

●固定：选择是否将属性设置为默认值

●验证：勾选此框，当插入图块时，系统重新显示属性值，提示用户验证该值是

否正确。

●预设：勾选此框，当插入图块时，系统自动把事先设置好的默认值赋予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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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在提示输入属性值。

●锁定位置：锁定块参照中属性的位置。

●多行：勾选此框：可以指定属性值包含多行文字，也可以指定属性的边界宽度。

2）属性选项组：用于设置属性值。

●标记：输入属性标签。属性标签可由除空格和感叹号（！）以外的所有字符组

成，系统自动把小写字母改为大写字母。

●提示：插入块是显示的文字

●默认：设置默认的属性值。可把使用次数较多的属性值作为默认值，也可不设

默认值。

3）插入点选项组：用于确定属性文本的位置。

4）文字设置选项组：用于设置属性文本的对齐方式、文字样式、字高和倾

斜角度。

5）在上一个属性定义下对齐选项组：勾选此框，表示把属性标签直接放到

前一个属性的下面，而且该属性继承前一个属性的文本样式、自高和倾斜角度等

特性。

15.插入图片命令

从外部插入图片（JPG、BMP、PNG、Tif 格式）到在线 CAD 中。

菜单位置：“绘图”→“图片”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Image

附着图像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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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1）选择的图片格式只能是 JPG、BMP、PNG 和 Tif 格式。

2）名称：显示当前选择图片的名称。

3）浏览：更换当前选择的图片文件。

4）插入点：指定图片的插入点。可以在界面上指定或者在图面上动态输入。

5）图像宽高：指定图片在图纸上的大小。

6）缩放比例：指定插入图片的缩放比例。可以在界面上指定或者在图面上

动态输入。

7）旋转角度：在当前 UCS 中指定插入图片的旋转角度。可以在界面上指定

或者在图面上动态输入。

16.文本命令

16.1.单行文本命令

此命令可以为图形标注一行文字或几行文字，每一行文本作为一个实体。该

命令同时设置文本的当前旋转角度。

菜单位置：“绘图”→“文字”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Text

输入文字参数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指定文字的起点：在绘图区选择一点作为输入文本的起点。

2）在“输入文字参数”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内容与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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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上述命令后，即可在指定位置输入文本，输入后按 enter 键，文本另起一行，

可继续输入文本，待全部输入完成后按两次 enter 键，退出 text 命令。可见 text

命令也可以创建多行文本，只是这种多行文本每一行是一个对象，不能对多行文

本同时进行操作。

16.2.多行文本命令

在绘图区指定文本边界框内标注多行文字，并将它作为一个实体。

菜单位置：“绘图”→“多行文字”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Mtext

多行文本编辑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点取文字插入点：在绘图区上拾取一个点作为文本插入点。

2）在“多行文本编辑”对话框输入文字内容。

常用文字控制符如图：

控制符 功能

％％O 打开或关闭文字上划线

％％U 打开或关闭文字下划线

％％D 标注度（°）符号

％％P 标注正负公差（±）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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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标注直径（φ）符号

16.3.文字查找命令

在图上查找指定的文字。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文字查找”

命 令 行：Mx_FindText

文字查找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查找内容：指定要查找的字符。

2）查找方式：指定是搜索整个图形还是搜索选择区域。

3）全字匹配：仅查找与“查找”中的文字完全匹配的文字。

4）单击列表文字图上定位：显示在图纸上说查找到的文字，然后你点击文

字，图纸就是自动锁定到文字所在的地方并且放大到适合窗口的大小。

17.填充命令

定义 CAD 对象的边界只能是直线、双向射线、单向射线、多义线、样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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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圆、椭圆、椭圆弧等对象或用这些 CAD 对象定义的块，而且作为边界的

CAD 对象在当前图层上必须全部可见。

菜单位置：“绘图”→“填充”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Bhatch

图案填充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类型和图案：显示填充图案文件的名称和图案示例。单击后面的按钮会

弹出下图所示的“填充图案选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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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角度：设置填充图样的倾斜角度。默认值为 0.

3）比例：设置填充图样的比例。默认值为 1 ，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或输入。

4）点选边界：通过选择对象封闭区域内的点，确定图案边界。

5）点选界边曲线：指定基于选定对象的图案填充边界。

注：填充区域必须是封闭的，否则填充无效。

孤岛填充方式：

1）普通方式：该方式从边界开始向里填充，遇到内部对象与之相交时填充

断开，直到下一次相交时再继续填充。这样，由奇数个交点分割的区域被填充，

而由偶数个交点分割的区域不被填充。

2）最外层方式：该方式从边界向里填充，只要在边界内部与对象相交，剖

面符号就会断开，而不再继续填充。

3）忽略方式：该方式忽略边界内的对象，所有内部结构都被剖面符号覆盖。

18.任意线命令

在 CAD 绘图区域上随意画线，像一只铅笔一样。

菜单位置：“功能”→“批注”→“任意线”

命 令 行：MxC_Pencil

19.批注命令

在 CAD 图上作一个批注。浏览 CAD 图纸时，在图上放一些提示批注信息。

19.1.常用批注

菜单位置：“绘图”→“批注”

命 令 行：MxET_DrawComment

输入批注文字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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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1）需要先在如上图所示的“输入批注文字”对话框中输入文字点确定按钮

后，才会在命令行出现后两项命令。

2）输入标注插入基点：指定批注的起点。

3）输入标注插入点：指定批注的终点。

19.2.其它批注

菜单位置：“功能”→“批注”

批注工具条面板如图：

20.特性匹配

特性匹配也叫格式刷，将选定对象的特性应用到其它对象。可应用的特性类

型有颜色、图层、线型、线型比例、线宽、打印样式、透明度及其它类型等。

菜单位置：“修改”→“特性匹配”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Fm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DrawEllipse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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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椭圆的轴测点：

命令: Mx_FeatureMatch

选择一个源对象 当前激活的设置：颜色 图层 线型 线型缩放

线宽 透明度 填充 文字 多段线 标注

选择一个目标对象，或输入[S]进行设置：

选项说明 ：

1）目标对象：指定要将源对象的特性复制到其上的对象。

2）设置：这个选项里可以控制要将那些特性复制到目标对象。默认情况下，

选定所有对象特性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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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编辑工具

CAD 梦想画图提供了丰富的编辑命令，利用这些命令，用户可以很方便编辑、

修改图形。

1.删除命令

删除命令用于删除在 CAD 作图过程中的图线和多余的图线。用户既可以先选

择对象再执行“删除”，也可以先执行“删除”命令再选择对象。选择“删除”

命令后，CAD 屏幕上的十字光标将会变成一个拾取框，选择需要删除的对象，按

enter 键。删除最快的方法，先选择物体再用删除命令或者 delete 键。另外也

可以使用剪切到剪切板的方法将对象删除。

菜单位置：“修改”→“删除”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Erase

选择删除对象：

选择对象：

（按空格键，完成删除）

2.复制命令

CAD 梦想画图的复制命令可以将多个对象复制到指定位置，也可以对一个或

者多个对象多次进行复制。用户既可以先选择对象，再执行复制命令。也可以先

执行复制命令，根据提示选择要复制的对象。如果要在不同的图形文件中进行复

制，应采用（CTRL+C）命令，将对象复制到 Windows 的剪贴板上，然后在另一个

CAD 图形文件中用（CTRL+V）命令将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图形中。

菜单位置：“修改”→“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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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Co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Copy

选择复制对象：

选择对象：

指定基点：

指定移动到点：

选项说明：

1）选择复制对象：指定要复制的对象。

2）指定基点：指定复制的起点。

3）指定移动到点：指定复制的距离和方向。

3.移动命令

移动只是改变 CAD 选择对象的原始位置，并不复制对象。在 CAD 中执行“移

动”命令后，选择移动后的对象回按 enter 键，按照命令行提示拾取基准点和指

定移动点，最后按 enter 键完成移动。

菜单位置：“修改”→“移动”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M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Move

选择移动对象：

选择对象：

指定基点：

指定移动到点：

4.旋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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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命令用于将 CAD 选择对象绕指定几点旋转指定角度。一般来说，移动和

旋转命令中，CAD 图形基点的指定都需要配合对象捕捉功能来完成，基点是一些

具有特殊位置的点。使用方法是执行“旋转”命令后，选择对象，按 enter 键，

然后，按照命令行提示指定旋转中心点和输入旋转角度，最后按 enter 键完成旋

转。

菜单位置：“修改”→“旋转”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Ro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Rotation

选择旋转对象：

选择对象：

指定基点：

指定旋转角度，或[复制（C）/参照（R）]：

选项说明：

1）复制：选择该选项，则在旋转对象的同时，保留源对象。

2）参照：采用参照方式选择对象时，命令行会显示以下信息：

指定参照角：指定要参照的角度，默认值为 0

指定旋转角度，或[复制（C）/参照（R）]：输入旋转角度值

5.缩放命令

将选择的 CAD 图形按比例均匀的放大或缩小。可以指定基点和长度或输入比

例因子来缩放对象，也可以为对象指定当前长度和新长度，大于 1的比例因为为

放大对象，介于 0-1 之间的比例因子为缩小对象。

菜单位置：“修改”→“缩放”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Sc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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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_Scale

选择缩放对象：

选择对象：

指定基点：

指定比例因子，或[复制（C）]：

选项说明：

1）旋转缩放对象：指定要调整大小的对象。

2）指定基点：指定缩放操作的基点。

3）指定比例因子：按指定的比例因子放大缩小对象。

4）复制：创建要缩放的选定对象的副本。

6.偏移命令

在 CAD 梦想画图中以指定的点或距离将选择的 CAD 对象进行偏移并复制，使

对象副本与源对象平行。若选取的对象为圆，则创建同心圆。

菜单位置：“修改”→“偏移”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ffset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Offset

指定偏移距离[或删除（E）]<退出>：

选择要偏移的对象，或[退出（E）]<退出>：

指定要偏移的那一侧上的点，或[退出（E）]<退出>:

选择要偏移的对象，或[退出（E）]<退出>：

选项说明：

1）偏移距离：输入一个距离值或用鼠标左键指定一个距离。

2）删除：偏移对象后将其源对象删除。选择该项后，命令行显示以下信息：

要在偏移后删除源对象吗？[是（Y）/否（N）]<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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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出：退出 offset 命令。

7.阵列命令

是指多重复制选择的对象，并把这些副本在 CAD 绘图区域中按矩形或者环形

排列。把副本按矩形排列称为创建矩形阵列，把副本环形排列称为创建环形阵列。

对于矩形阵列 ，可以控制行和列的数目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环形阵列，

可以控制对象副本的数目并决定是否旋转副本。

菜单位置：“修改”→“阵列”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Array

矩形阵列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行、列：设置阵列中的行、列数。

2）偏移距离-行偏移：指定从每个对象的相同位置测量的每行之间的距离。

3）偏移距离-列偏移：指定从每个对象的相同位置测量的每列之间的距离。

环形阵列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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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1）中心点：就是指定的一个中心点，根据这个点来执行。（用后面那个带黄色

箭头的按钮在屏幕上指定中心点）

2）方法和值：来选择使用那一种方法来设置你所需要的阵列模式。

3）选项卡右边那一块白色的区域时显示根据设置好参数而预览的阵列图形。

8.镜像命令

在 CAD 梦想画图软件中把选择的对象以一条镜像线为轴进行对称复制。镜像

操作完成后，可以保留源对象，也可以将其删除。

菜单位置：“修改”→“镜像”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Mi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Mirror

选择镜像对象：

选择对象：

选择对象：

指定基点：

要删除源对象吗？[是（Y）/否（N）]<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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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1）选择镜像对象：指定要镜像的对象。

2）指定基点：指定镜像线的两个基点。

3）删除源对象：确定在镜像原始对象后，是删除还是保留。

9.离散曲线命令

是指把在 CAD 图纸中选择的对象重新复制一个出来，不同的是，复制出来的

对象不是完整的线段，而是多段实体。

菜单位置：“修改”→“离散曲线”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_SampleCurv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SampleCurve

选择要离散的实体：

10.倒角命令

在线 CAD 中的导角命令即斜角命令，使用斜线连接两个不平行的线性对象。

可以用斜线连接直线段、双向无线长线、射线和多义线。在 CAD 梦想画图软件中

使用方法是执行“导角”命令后，按照命令行提示输入“D”来设置导角的两个

距离，然后选择第一对象和第二对象，完成倒角命令。系统采用指定斜线距离来

确定连接两个对象的斜线，斜线距离是指从被连接对象与斜线的交点到被连接的

两对象之间的距离。

菜单位置：“修改”→“倒角”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Cha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CHAMFER

（“修剪”模式）当前倒角距离 1=50.000，距离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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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第一条直线或[距离（D）/修剪（T）]：

选择第二条直线：

选项说明：

1）距离：远着两个倒角的斜线距离

2）修剪：该选项决定连接对象后是否剪切源对象。

11.导圆角命令

线 CAD 中导圆角命令用于一条指定半径的圆弧平滑连接两个对象。可以平滑

连接一对直线段、非圆弧的多义线段、样条曲线、双向无线长线、射线等，但圆

角和椭圆不能导圆角，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平滑连接多义线的每个节点。

菜单位置：“修改”→“圆角”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Fillet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FILLET

（“修剪”模式）半径=50.000

选择第一个对象或[半径（R）/修剪（T）]：

选择第二个对象：

选项说明：

1）半径：指定圆角圆弧的半径值。

2）修剪：设置在平滑连接这两条边时，是否修剪这两条边。

12.剪切命令

清理所选 CAD 对象超出指定边界的部分。网页 CAD 剪切命令可以修剪的对象

包括直线、圆、圆弧、样条曲等。TRIM 命令可以将剪切边和待修剪边的对象投

影到当前用户坐标系（UCS）的 XY 平面上。

菜单位置：“修改”→“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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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Fillet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Trim

（连续按两次空格键）

选择要修剪的对象：

13.延伸命令

CAD 梦想画图延伸命令用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边界线。通常能延伸的

对象有圆弧、直线和非封闭的多线段。但你使用二维多线段为限制对象，对象会

延伸至多段线的中心点。

菜单位置：“修改”→“延伸”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Extend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Extend

选择对象<全部选择>：

选择对象<全部选择>：

选择对象<全部选择>：

选择要延伸的对象：

14.分解命令

在 CAD 中分解命令用于将一个合成图像分解成多个单一的图像。它能分解的

对象包括图块、实体、标注尺寸、剖面线、多段线和面域等。

菜单位置：“修改”→“分解”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Explode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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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Mx_Explode

选择对象：

（按空格）

选项说明：

1）或圆弧：若圆或圆弧位于非一致比例的块内，则分解为椭圆或椭圆弧。

2）块：将块中的多个对象分解为独立对象，但一次只能删除一个编组级。

若块中包含一个多线段或嵌套块，那么对改块的分解就首先分解为多线段或嵌套

块，然后再分别分解为该块中的各个对象。若块中的对象具有相同 X、Y、Z比例

的块，将被分解为它们的部件对象。非一致比例块则可能被分解为其他对象。当

非一致比例块中包含不能分解的对象时，这些不能分解的对象将全部集中到一个

以“*E”为前缀的匿名块中并且以非一致比例缩放进行参照。如果这个块中的所

有对象都不能被分解，则选定的块参照不能分解。

3）多行文字：分解为文字对象。

4）多线：分解为直线和弧。

15.打断命令

CAD 打断命令用于将对象从某一点断开或删除对象上的某一部分。该命令作

用于直线、射线、圆弧、椭圆弧多段线和构造线等。打断命令将会删除对象上位

于第一点与第二点之间的部分。第一点选择该对象的拾取点，第二点为选取的点，

如果选定的第二点不在这个对象上，系统将选定离该点最近的一个点。对于圆或

圆弧的打断，是按照逆时针方向进行的。

菜单位置：“修改”→“打断”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Break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Break

选择对象：

指定第二个打断点或[第一点（F）][打断长度（D）][中点打断（M）][交点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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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打断>:

选项说明：

1）选择对象：对象上第一个打断点。

2）第二个打断点：用于打断对象的第二个点。

3）第一点：用指定的新点替换原来的第一个打断点。

4）打断长度：指定打断的长度。

5）中点打断：指定选择对象的中点打断。

6）交点打断：指定两个对象相交的交点打断。

16.合并命令

在线 CAD 合并命令可以将直线、圆、椭圆弧和样条曲线等独立的图线合并为

一个对象。无法将线与弧相互连接，只能连接两共线的直线或处于同一个圆上的

弧线。

菜单位置：“修改”→“合并”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Join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Join

选择要合并的对象：

选择要合并的对象：

（单击空格键，完成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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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尺寸标注

标注是向图形中添加测量注释的过程，它是用于确定图形的大小、形状和位

置；是 进行图形识读和指导生产的主要技术依据。可以在各个方向上为各类对

象创建标注。 CAD 梦想画图提供了四种基本的标注类型：线型、半径、角度和

引线。标注可以是水平、 垂直、对齐、旋转、基线或连续

标注常用概念说明

标注文字：是用于指示测量值的文字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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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尺寸线两端。可以为箭头或斜线来指定不同的尺寸和造型。

1.新建标注样式

户在对 CAD 图形进行尺寸标注前，先要创建尺寸标注的样式。如果用户不创

建尺寸样式而直接进行标注，系统会默认名称为 Standard 的样式。如果用户认

为使用的标注样式中有些设置不合适，也可以进行修改。

菜单位置：“格式”→“标注样式”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Dim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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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样式管理器面板如图：

通过此对话框可方便直观的定制和浏览当前在线 CAD 尺寸标注样式，包括创

建新的标注样式、设置当前尺寸标注样式、重命名样式、修改已存在的标注样式

以及删除已有标注样式等。

选项说明：

1）置为当前”按钮：把在样式列表中选择的样式设置为当前标注样式。

2）“新建”按钮：创建新的尺寸标注样式，单击此按钮，系统打开“创建

新标注样式”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利用此对话框可创建一个新的尺寸标注样式，

其中各项的功能说明如下：

（3）新样式名：为新的尺寸标注样式命名。

（4）基础样式：选择创建新样式所基于的标注样式。单击基础样式下拉列

表框，打开当前已有的样式列表，从中选择一个作为定义新样式的基础，新的样

式是在所选样式的基础上修改一些特性得到的。

（5）继续：各选项设置好以后，单击继续按钮，系统打开“修改标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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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利用此对话框可对新标注样式的各项特性进行设置。

6）“修改”按钮：修改一个已存在的尺寸标注样式。单击此按钮，体统打

开“修改标注样式”对话框，如图 3-3 所示，对已有标注样式进行修改。

修改线标注样式选项卡说明

●线-尺寸线-颜色：用于设置尺寸线的颜色。

●线-尺寸线-线性：用于设置尺寸线的线性。

●线-尺寸线-线宽：用于设置尺寸线的线宽，下拉列表框中列出了各种线宽的名

称和宽度。

●线-尺寸线-基线间距：设置已基线方式标注尺寸时，相邻两尺寸线之间的距离。

●线-尺寸线-隐藏：确定是否隐藏尺寸线及相应的箭头。

●线-尺寸界限-颜色：用于设置尺寸界限的颜色。

●线-尺寸界限-尺寸界限 1的线型：用于设置第一条界限的线型。

●线-尺寸界限-尺寸界限 2的线型：用于设置第二条界限的线型。

●线-尺寸界限-线宽：用于设置尺寸界限的线宽。

●线-尺寸界限-超出尺寸界限:用于确定尺寸界限超出尺寸线的距离。

●线-尺寸界限-起点偏移量：用于确定尺寸界限的实际起始点相对于指定尺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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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起始点的偏移量。

●线-尺寸界限-固定长度的尺寸界限：勾选该复选框，系统以固定长度的尺寸界

限标注尺寸，可以在其下面的“长度”文本框中输入长度值。

●线-尺寸界限-隐藏：确定是否隐藏尺寸界限以及相应的箭头。

修改符号和箭头标注样式选项卡说明

●符号和箭头-箭头：可以设置尺寸线和引线箭头类型及尺寸大小。

●符号和箭头-圆心标记：在圆心标记选项组中，可以设置圆或圆弧的圆心标记

类型，如“标记”、“直线”和“无”。其中，选择“标记”选项可对圆或圆弧

绘制圆心标记。选择“直线”选项，可对圆或圆弧绘制中心线。选择“无”选项，

则没有标记。圆心标记效果如下图所示。

无标记效果 标记效果 直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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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和箭头-弧长符号：设置弧长符号（ ）所在的位置。

修改文字标注样式选项卡说明

●文字-文字外观-文字样式：用于选择标注文字样式。

●文字-文字外观-文字颜色：用于选择标注文字颜色。

●文字-文字外观-文字高度：用于设置标注文字的高度。

●文字-文字外观-绘制文本边框：用于设置是否给标注文字家边框。

●文字-文字位置：可以设置文字的垂直、水平位置以及距尺寸线的偏移量。

●文字-文字对齐：可以设置标注文字时保持水平还是与尺寸线平行。

修改调整标注样式选项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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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调整选项：可以确定当尺寸界限之间可以足够的空间能同时放置标注文

字和箭头时，应首先从尺寸界限之间移除的对象。

●调整-文字位置：用户可以设置当文字不在默认位置时的位置。

●调整-标注特比例：可以设置标注尺寸的特性比例，以便通过全局比例因子来

增加或减少和标注的大小。

●调整-优化：可以对标注文字和尺寸线进行微调。

修改主单位标注样式选项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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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单位-线性标注-单位格式：设置出角度标注之外的所有标注的当前单位格式。

●主单位-线性标注-精度：显示和预设标注文字中的小数位数。

●主单位-线性标注-小数分隔符：设定用于十进制格式的分隔符。

●主单位-线性标注-舍入：为除角度标注之外的所有标注类型设置标注测量值的

舍入规则。

●主单位-线性标注-前缀：在标注文字中包含前缀。

●主单位-线性标注-后缀：在标注文字中包含后缀。

●主单位-测量单位比例-比例因子：设置线性标注测量值的比例因子。

●主单位-测量单位比例-仅应用到布局标注：仅将测量比例因子应用于在布局视

口中创建的标注。

●主单位-消零-前导：不输出所有十进制标注中的前导零。

●主单位-消零-后续：不输出所有十进制标注中的后续零。

●主单位-角度标注-单位格式：设定角度单位格式。

●主单位-角度标注-精度：设置角度标注的小数位数。

●主单位-角度标注-消零-前导：禁止输出角度十进制标注中的前导零。

●主单位-角度标注-消零-后续：禁止输出角度十进制标注中的后续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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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性标注

可以建立在 CAD 中与图形尺寸线水平与垂直的线性标注。

菜单位置：“绘图”→“线性标注”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Linedim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DrawRotatedDimension

指定第一条尺寸界限原点：

指定第二条尺寸界限原点：指定尺寸线位置：

3.对齐标注

CAD 梦想画图对齐命令用于创建平行于所选对象或平行于两尺寸界限源点

连线的直线型尺寸。应用这种标注的尺寸线于所标注的轮廓线平行，标注起始点

到终点之间的距离尺寸。比如对圆弧进行标注时，尺寸线就与圆弧两个端点所产

生的弦保持平行。此命令一般用于标注倾斜对象。

菜单位置：“绘图”→“对齐标注”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Adim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DrawAlignedDimension

指定第一条尺寸界限原点：

指定第二条尺寸界限原点：指定尺寸线位置：

4.半径标注

在 CAD 图纸中为圆或圆弧对象创建半径标注。半径标注为一条指向圆或圆弧

的带箭头的半径尺寸线。在 CAD 梦想画图软件中使用方法是执行“半径”命令后，

在命令行提示下，选择要标注的圆或圆弧，然后确定标注位置后，完成半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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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位置：“绘图”→“半径标注”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Rdim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DrawDiametricDimension

选择圆或圆弧：

5.直径标注

在 CAD 图纸中为圆或圆弧创建直径标注。对于不是圆或圆弧的对象想要标注

直径尺寸时，只能有线性标注，并加上前缀。在 CAD 梦想画图软件中使用方法是

执行“直径”命令后，在命令行提示下，选择要标注的圆或圆弧，然后确定标注

位置后，完成直径标注。

菜单位置：“绘图”→“直径标注”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Diadim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_DrawDiametricDimension

选择圆弧或圆:

6.角度标注

用于 CAD 中测量并标注被测对象之间的夹角。为圆、弧、直线或两个对象之

间创建角度标注。在 CAD 梦想画图软件中使用方法是执行“角度”命令后，命令

行会提示选择圆、弧或直线，如果用户选择弧，则系统直接标注其角度；如果用

户选择圆、直线或点，则系统会继续提示要求用户选择角度的末点。也可以根据

命令提示改变标注文字内容。直线标注方式用于标注两条直线或其延长线之间小

于 180 度的角。系统将根据尺寸线的位置决定标注角是大于还是小于 180 度。

菜单位置：“绘图”→“角度标注”

工 具 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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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令 行：Angdim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_Draw2LineAngularDimension

选择直线段 1：选择直线段 2：

7.倾斜标注

在 CAD 中设置线性标注尺寸界限的倾斜角度。默认情况下，系统在创建线性

标注时，尺寸界限与尺寸线时垂直的。这个选项的设置在尺寸界限与图形的其他

部位有重叠或其他冲突时作用很大。

菜单位置：“绘图”→“倾斜标注”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Obldim

输入倾斜角度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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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审图批注

1.添加审图标记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添加审图标记”

命 令 行：Mx_AddReviewMark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AddReviewMark

选择第一个点[按 esc 退出]：

选择第二个点[按 esc 退出]：

（此时出现输入标记对话框）

选择文本位置点[按 esc 退出，按空格确定]：

输入标记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选择第一个点：标记位置左上角。

2）选择第二个点：标记位置右下角。

3）选择文本位置点：标注文字内容所在的位置。

2.绘制引线标标记



96

CAD 梦想画图（MxCAD）帮助手册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绘制引线标记”

命 令 行：Mx_DrawLeadMark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AddReviewMark

选择第一个点[按 esc 退出]：

选择第二个点[按 esc 退出]：

（此时出现输入标记对话框）

选择文本位置点[按 esc 退出，按空格确定]：

3.多边形标记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多边形标记”

命 令 行：Mx_PolygonalMark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AddReviewMark

选择第一个点[按 esc 退出]：

选择第二个点[按 esc 退出]：

（此时出现输入标记对话框）

选择文本位置点[按 esc 退出，按空格确定]：

4.曲线范围标记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多边形标记”

命 令 行：Mx_CurveRangeMark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AddReviewMark

选择第一个点[按 esc 退出]：

选择第二个点[按 esc 退出]：

（此时出现输入标记对话框）

选择文本位置点[按 esc 退出，按空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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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轻松手绘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轻松手绘”

命 令 行：Mx_FreeDraw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FreeDraw

选择第一个点：

选择下一个点：

选择下一个点：

6.编辑审图标记

修改前四种审图标记（添加审图标记、绘制引线标记、多边形标记与曲线范

围标记）的文字标注内容。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编辑审图标记”

命 令 行：Mx_FreeDraw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EditReviewMark

选择要编辑的批注：

（此时出现输入标记对话框）

7.查询审图标记

查询前四种审图标记（添加审图标记、绘制引线标记、多边形标记与曲线范

围标记）的文字标注内容。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查询审图标记”

命 令 行：Mx_InquireReviewMark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 Mx_InquireReview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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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编辑的标记[取消选择则从第一个开始]:

查询标记面板如图：

8.标记、删除标记、放大标记与缩小标记

8.1.标记

在图纸空间中点取需要标记的位置，默认状态下标记符号为 ，按住 Ctrl

为 ，按住 shift 为 。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标记”

命 令 行：Mx_PutMark

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PutMark

请点击标记位置[按住 Ctrl 画（×），按住 shift 画（√）]:

选项说明：

1）请点击标记位置：在图纸上点取需要标记的位置。

8.2.删除标记

删除标记在图纸上的标记。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删除标记”

命 令 行：Mx_Delet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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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后，命令行将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Mx_DeleteMark

点击要删除的标记：

选项说明：

1）如要连续删除好几个标记，在上一次删除标记后按空格键就可以。

8.3.放大标记

放大在图纸上的标记。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放大标记”

命 令 行：Mx_ZoomInMark

8.4.缩小标记

缩小在图纸上的标记。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缩小标记”

命 令 行：Mx_ZoomOutMark

9.全图彩色（白色）显示

9.1.白色显示

将当前图纸显示内容的颜色全部显示为白色。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全图白色显示”

命 令 行：Mx_BlackAndwhiteDisplay

9.2.彩色显示

将当前图纸显示内容的颜色全部显示为白色。

菜单位置：“功能”→“审图批注”→“全图彩色显示”

命 令 行：Mx_Color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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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VIP 工具

1.导出 PDF

DWG 格式文件转换 PDF 文件（可以批量转换）。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导出 PDF”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MxCloud_ExportPdf

DWG 转 PDF 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输出路径：转换 PDF 后，文件所存储的地方（建议不保存在桌面）。

2）图纸标题：当前图纸的名称。

3）图纸高度自动适应：勾选后，图纸高度根据导出图纸大小自动调节。不

勾选，可以在下面框里输入高度。

4）是否导出布局：是否导出在磨具模式里面的图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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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黑白色导出：导出后的图纸显示颜色只有黑白两种。

6）导出区域：图纸导出的范围。

●图纸界限：以图纸最小外包框导出整个图纸上的所有内容。

●显示区域：当前视图窗口显示的图纸内容。

●选择区域：在图纸上选择需要导出的区域。

●坐标：选择对象的区域坐标。

7）批量转换：把一个目录下所有的 DWG 文件一次性全部转换成 PDF。使用

此选项，会显示下图所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

导出的 PDF 文件和源文件在一个文件夹里。如图：

8）打印完成后，会显示如图所示“导出成功”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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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出 JPG

当前文件转换 JPG 文件。是把当前图纸上所以的内容全部导出在一张 JPG

图片上。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导出 JPG”

工 具 栏：图标

命 令 行：_ExportJpg

另存为 JPG 面板如图：

导出完成会显示保存成功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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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WG 版本转换

把当前 DWG 文件版本转换为其它版本（2000 版本、2002 版本、2004 版本、

2007 版本、2013 版本、）。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DWG 版本转换”

命 令 行：MxCloud_SaveDwg

版本选项面板如图：

4.图纸剪切

把当前图纸里的内容剪切到一张新的图纸里面，新的图纸里面的内容只有当

时剪切所选择的内容。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图纸剪切”

命 令 行：Mx_ShowDWGCUTDialog

图纸剪切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存储路径：剪切后的文件存储的位置。点击选取路径会显示如图所示“浏

览文件夹”对话框，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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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在转换：表示转换的过程。

3）添加：选择所需要剪切的对象。

4）如需要删除添加后的对象，单击要删除的对象，弹出如图所示“删除”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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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完成后，会显示如图所示“转换完成”对话框。

5.图纸比较

根据对象位置，比较两个图纸是否为相同文件。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图纸比较”

命 令 行：Mx_ComPareDialog

图纸比较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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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1）选择比较文件：选择被比较的文件。

2）被比较图纸预览：显示所选择图纸的内容。

2）比较结果：两个图纸比较出来的结果。

6.批量打印

批量打印图纸。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批量打印”

命 令 行：MxC_BitchPrint

批量打印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图框样式：选择批量打印的图纸

●图层：图框为特定的一个图层，且图框为一个封闭图形。

●图块：图框为特定的一个块。

●散线：图框为直线包围的矩形框。

2）图块与图层：选择的对象时图块还是图层。

●图层名：选择对象的图层名。

●图块名：选择对象的图块名。

3）打印输出选项：指定打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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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打印：直接从打印机打印出来。

●导出 PDF：把图纸打印成为 PDF 格式。

●导出单独的 DWG：把选择的对象导出为一个新的 DWG 文件。

●加粗打印：打印的图纸线型都加大一号，显示更清楚。

●黑白打印：打印出的图纸只显示为黑白两种颜色。

4）PDF 输出选项：设置打印 PDF 文件的宽度和高度。

5）查找到的图框列表：在图纸上选择的图框坐标会在这个上面显示出来。

还有找到图框的数量。如图：

导出完成后，会显示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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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DF 转 DWG

在 CAD 梦想画图中把 PDF 文件转换为可以编辑的 dwg 文件。

菜单位置：“功能”→“高级工具”→“导入 PDF”

命 令 行：mxc_openpdf

选择导入 PDF 面板如图：

选项说明：

1）选择导入的 PDF 页：指的是当前 PDF 文件有不止 1页的时候，可以输入

需要导入的 PDF 的页数就行。

8.软件更新

CAD 梦想画图发布新版本后，可以在软件里面检查更新和安装，也可以去官

网下载最新版本。

软件检查更新面板如图：

感谢使用 CAD 梦想画图软件！我们后续会更加完善软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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