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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企业信息化是将企业的生产过程、物料流动、事务处理、现金流动、客户交互等业务过

程数字化，通过信息系统和网络环境加工生成新的信息资源，提供给各层次的人们，以做出

有利于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的决策，使企业资源合理配置，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

PDM（Product Data Management）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在制造业中兴起的使能技

术，是企业信息化工程的基础，是目前制造业重点实施的项目之一。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网

络技术的发展，企业的运营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对信息共享和业务的整合需求越

来越紧迫，企业面临的新挑战主要集中在系统集成和对市场的反应能力,由此迈迪推出了—

今日制造。

今日制造是企业信息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提升企业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有足够

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应用或者准备实施。今日制造是集在线选型、参数化设计、图

文档管理、版本控制、协同设计、协同办公等于一体的资源化管理平台，涵盖 26 大类、4000

多万工业通用零配件，7 大行业标准零部件，77 款参数化设计工具，助力企业图纸规范管理，

提升工程师设计效率。

第一章 软件安装、账号注册登陆与基本设置

1.1.软件安装

1．今日制造适用于计算机系统 windows xp 或更高版本系统；

2．必须在安装 Microsoft .NetFramework4.0 以上版本才能正常运行，安装前请确保您

的计算机已安装 Microsoft .NetFramework4.0 及以上版本；

3．为了安装过程的顺利进行，安装前请关闭所有的安全杀毒软件（电脑防火墙、360

安全卫士等）；

4．准备工作完成后，双击“今日制造”安装文件进行安装，随后根据提示“下一步”

进行操作，直至安装完成；

5．今日制造支持 SolidWorks2010(以下简称 SW2010)及以上版本，SW 用户可以下载使

用迈迪网模型库的 SW 专用格式和中间格式模型，其他非 SW 软件（比如：UG,PROE ,CATIA）

用户可以下载使用迈迪模型库中间格式模型。除模型下载以外的其他功能模块，暂时只支持

SW2010 及以上的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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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装完成后，程序会根据计算机的 SW 版本自动检测适配，生成相应模型。

1.2.账号注册与登陆

1．账号注册：用户只需一个手机号就可以轻松注册迈迪账号，并登陆使用。

2．账号登录：用户可使用注册时的手机号或者迈迪通号登录。

注：方便用户登录今日制造，用户可以勾选“记住密码”；

当用户忘记密码时可点击“忘记密码”界面，根据操作提示进行密码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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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设置

1. 基本设置：设置是否激活新页签；

2. 模型设置：设置保存位置、选择标准件下载命名规则、SW 辅助，SW 辅助包括：安

装 SolidWorks 插件、安装迈迪材质库、安装迈迪文件模板、安装焊接轮廓库，只要点击辅

助内容便可直接安装到 SolidWorks 中；

3. 图纸管理：是否开启 PDM 图纸管理；设置模型下载时默认选择 SolidWorks 版本，

点击“更改位置”选择 SolidWorks 安装路径下 SolidWorks.exe。

4. 资料：设置资料文件下载后保存位置；设置文件修改后上传资料库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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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话：是否开启会话提示音、设置附件保存位置（附件为会话文档）及打开文件位

置。

.

1.4.截屏

1. 截屏：点击直接截取当前窗口；

2. 隐藏当前窗口：先隐藏当前窗口再截屏。

1.5.客服

当如有 PDM 技术问题、商务合作疑问、模型相关问题、插件工具使用相关问题时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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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处找到相应客服来咨询，客服会在第一时间做出解答。

1.6.反馈问题

在使用今日制造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此处的“反馈问题”来反馈，今日制造专

员会及时处理您反馈来的问题，给您满意的答复。

1.7.头像右键设置

当用户需要修改密码、切换账号或退出登录时，可以直接右键头像进行操作：

1. 修改密码：点击修改密码进入修改界面，如下图所示，在对应文本框内输入原始密

码、新密码、确认新密码，点击确认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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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换账号：点击切换账号，随后会显示出之前登录过的账号，鼠标移动到某账号上

登录即可；

3. 退出系统：用户需要退出当前登陆时，可以通过此处操作完成。

第二章 功能介绍及使用说明

今日制造一键安装，随心搭配设计工具，永久嵌入 SolidWorks；云图纸、云资料帮你

节省硬盘空间，轻松拥有行走的云存储，协同设计让项目工作更高效；团队会话即时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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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会话

“会话”不仅记录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还可以实现新增好友之间的交流，组

织架构所属成员可以通过登陆各自的账号及时沟通、文件分享。

2.2.联系人

联系人，点击会话左上角搜索区域或者点击“+”，输入要搜索内容在全迈迪网搜索用户，

添加好友便于后期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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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团队

创建团队为实现协同设计做准备，可以沟通交流、分享文件、同事之间相互配合。团队

管理可以实现组织架构管理（操作步骤详见2.7.1组织架构）、团队创建（操作步骤详见2.6.5

“今日制造”图纸库模块操作流程）。

2.4.个人中心

2.4.1 账户信息

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中心界面，在此界面可以修改个人资料、密码、手机号等信息，点击

“确定”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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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我的下载

“我的下载”是统计该账户在某个时间段内下载的模型记录，方便用户再次查找曾经下

载过的三维模型，如需重新下载，通过记录进入下载界面选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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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我的浏览

“我的浏览”记录某个时间段内浏览的所有企业、产品，方便用户再次查找相关企业、

产品，如需重新查看企业信息、下载模型，可以点击记录进入企业、产品选型界面进行相关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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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云市场

2.5.1 标准件

标准件库：主要包括螺栓、螺母、螺钉、轴承、法兰等常用国标件以及机械行业、化工

行业、船舶行业、航空行业、汽车行业、能源行业相关标准。总共 41 类 2600 多种零件，每

种零件又有几十到几百个规格尺寸，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单击“标准件模型”，进入以下窗口界面，可通过左侧的“树”和右侧的搜索窗口查找

模型。

(1) 例如要下载一个深沟球轴承模型，找到该产品模型后选择具体型号，选择对应的参

数，对应的参数变红代表已经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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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下载 SolidWorks 特征模型”或“下载通用模型”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该模

型。新版本支持 SolidWorks2010 及以上各个版本，可以下载使用迈迪网 SW 专用格式和中间

格式模型，其他软件如 UG,PROE ,CATIA 用户可以下载使用中间格式模型。

2.5.2.外购件模型

外购件是基于迈迪网的企业零配件模型下载，可为广大客户提供海量的三维模型。只需

打开“外购件模型”就可以在模型库中进行产品模型的下载和调用。通过这个功能可以节省

设计人员 90%的建模时间，让设计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产品优化设计中，有效的提高了设

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单击“外购件模型”，进入操作窗口界面，通过左侧的“树”和右侧的搜索窗口查找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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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在搜索框内输入“减速机”或通过左侧的“树”找到减速机模型，然后在

筛选出的一类模型中再进行具体选择。

（2）为了进一步了解企业情况，可以点击窗口最上方的“首页”、“产品中心”、“企业

资质”、“新闻动态”、“联系我们”查看相关信息，也可以把企业“加入资源库”、“分享企业”。

（3）选中模型后，左侧是模型选型区域，右侧产品参数查看产品的详细参数信息。

（4）根据二维样本点击查看尺寸，设计师进行选型。确定自己所需模型对应的产品型

号后，选择对应的参数，对应的参数变红代表已经选中。

（5）点击“下载 SolidWorks 特征模型”或“下载通用模型”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该

模型了。新版本在线配件支持 SolidWorks2010 及以上各个版本，可以下载使用迈迪网 SW

专用格式和中间格式模型，其他软件如 UG,PROE ,CATIA 用户可以下载使用中间格式模型。

专用零配件

专用设备相关零部件模型。



14

2.5.3.迈迪工具集

工具集的具体使用步骤详见第三章迈迪工具集。

2.6.图文档管理

图文档管理让您的项目管理更便捷高效；彻底摆脱时刻处于报警边缘的硬盘空间，让您

轻松拥有行走的私人云存储。

2.6.1.图纸库

图纸库内相关模型、图纸检入步骤见：2.6.5“今日制造”图纸库模块操作流程。

 正在设计：具有相关权限的账号可以查看所有正在编辑图纸。

 最近检入：具有相关权限的账号可以查看所有最近检入图纸。

 我的图纸

“我的图纸”界面记录图纸规格、最后修改版本、最后修改人、最后修改日期、创建人、

创建日期及其他操作。

（1）创建目录：上传到服务器的资料在检入时选择所存储的目录，在上传后会存储在

相应的目录下。鼠标移动到“我的图纸”右键“新建子目录”创建目录，右键对已创建的目

录可以进行“新增子目录”、“修改”、“授权”、“删除”。其中授权是对整个目录下所有图纸

进行授权；

（2）图纸库授权：是对整个图纸库进行授权，设置后的相关人员拥有对整个图纸库的

“新建”、“修改/检入”、“删除”、“发布”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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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授权界面，鼠标移动到相关部门、人员、子公司、所在集团处会自动弹出“+授权”，

选择后在右侧授权界面设置查看范围，勾选对应“新建”、“修改/检入”、“删除”、“发布”

权限，确认无误保存，完成授权操作。如需取消授权则鼠标移动到相关部门、人员处点击自

动弹出的“-授权”，即可取消授权。

注：

查看范围：可查看的图纸库范围，即在“授权给我”可查看自己的/本部门/本部门及下

级部门/全公司维护图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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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该人员可以新建目录、上传图纸资料；

修改/检入：该人员可以下载/修改自己上传的、别人授权的图纸资料；

删除：该人员可以删除自己上传的、别人授权的图纸资料；

发布：在确保图纸资料无误的情况下，把该图纸审核确定为一个新版本。

（3）授权：是对某个图纸进行授权，点击右下角“授权维护”进行相关人员授权设置；

授权后三种状态：私有、授权给我（绿色）、已授权（红色）。私有：未授权，授权给我：

别人授权给我，已授权：我授权给别人；

进入授权界面，鼠标移动到相关部门、人员、子公司、所在集团处会自动弹出“+授权”，

选择后在右侧授权界面，勾选对应“查看”、“修改/检入”，确认无误后保存，完成授权操作。

如需取消授权则鼠标移动到相关部门、人员处点击自动弹出的“-授权”，即可取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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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图纸：有权限的账号点击“打开图纸”即为图纸下载检出，经过修改后再次

检入。

注意：当多个有权限账号检出同一个图纸时，第一个检出图纸的账号可编辑图纸，其他

账号检出的图纸为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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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作：检入该模型后，可对该模型进行本地文件位置查找、加入零件库/从零件库

中删除（对加入零件库）、发布/停用图纸（对已发布）、复制、授权、分享、删除、从目录

中删除等操作。

（6）删除：勾选多个图纸资料进行批量删除；

（7）高级搜索：高效查找图纸，还可以对全局图纸进行本地文件位置查找、加入零件

库/从零件库中删除（对加入零件库）、发布/停用图纸（对已发布）、复制、授权、分享、删

除、从目录中删除操作。

 授权给我：记录授权给我的图纸，图纸相关设置操作同“我的图纸”授权操作。

2.6.2.零件库

图纸库的图纸发布后可加入零件库，当图纸迭代更新时，可从零件库中完成删除操作。

同样在零件库中图纸可进行信息查看、授权、打开图纸、停用、复制、分享等操作，操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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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同“我的图纸”。

2.6.3.资料库

资料库是由迈迪推出的一项云存储服务，用户可以轻松把自己的文件上传至云服务器，

轻松拥有行走的私人云存储，随时随地查看、修改、分享。

 本地资料：记录本地最近编辑上传到服务器的资料，可对该资料复制、在线预览、忽略、

分享，点击“忽略”或“批量忽略”后会隐藏该资料，若想重新显示则要勾选“显示忽

略项”。

 文档、演示文稿、工作表、设计图纸：分别为上传资料目录，上传的资料会默认分配

到不同的目录下，如下图：

可对不同文件进行目录移动、授权、分享、打开、另存为、本地文件夹查找、删除操作。

 我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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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目录：根据资料分类需求右键“我的文件”创建子目录；

（2）上传资料文件：选择目录点击“上传资料文件”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进行上传；

（3）预览：点击已上传的文件进行在线预览（只读）；

（4）授权：是对某个文件进行授权，点击右下角“授权维护”进行相关人员授权设置；

进入授权界面，鼠标移动到相关部门、人员、子公司、所在集团 boss 处会自动弹出“+

授权”，选择后会出现在右侧授权界面，然后勾选对应“查看”、“修改/检入”，保存完成授

权。如需取消授权则鼠标移动到相关部门、人员处点击自动弹出的“-授权”，即可取消授权。

（5）打开：在本地打开文件；

（6）另存为：下载到本地操作；

（7）文件夹：打开资料所在的文件；

（8）分享：分享给好友、团队、组织架构里相关人员；

（9）删除:全选、多选批量删除。

 授权给我：记录通过授权设置给我的资料，资料授权设置操作同“我的文件”授权操作。

2.6.4.回收站

回收站回收企业所有人员删除的图纸库、资料库文件，而且只有企业 boss 拥有此权限。

2.6.5.“今日制造”图纸库模块操作流程

只需四步，轻松使用图纸库

创建项目团队 技术资料上传（检入） 协同设计（检出、图纸修改、检入） 项

目呈交下一部门（发布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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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项目团队：对人员设置项目资料的修改、查看、删除等权限。

1、企业 boss 授权员工设计师状态，相关人员登录账号即可享有协同设计功能。

2、创建项目团队

3、添加项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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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项目组每个成员进行权限设置。

 项目开始、协同设计

1、项目技术资料上传（检入）：图纸资料和技术辅助资料。

点击“今日制造”左上侧“检入”图纸资料，检入后项目组成员可进行权限内的查看、

下载、删除、修改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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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辅助资料作为项目说明性文档，通过人员授权完成查看、分享、删除等操作。

2、项目组协同设计：图纸的修改使用“检出”操作，修改后的图纸“检入”后实现资

料共享，协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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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图纸为编辑中状态，项目组其他成员只能查看，无法编辑。

3、项目图纸定稿：“发布图纸”后交接下一部门（例：生产部）完成产品加工。

4、图纸需要作废时，使用“停用图纸”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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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用户及授权

2.7.1.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功能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方便对企业人员的管理。

通过输入 “迈迪账号”、“手机号”、“姓名”，然后点击“搜索”，对已建好的企业人员

进行搜索及“新增人员”。

组织架构

右侧的功能按键，分别可“沟通”、“修改”、“重置密码”、“修改在职状态”、“标记为老

板”、“标记为管理员”、“标记为客服”、“修改设计师状态”、“删除”，为相关人员进行信息

修改、信息删除以及人员账户密码重置操作。界面如下：

当企业新增人员时，需要通过“新增人员”进行人员信息收集，包括账号、姓名、手机

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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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人员

注：企业如有子公司或是上级集团公司，可在组织架构中添加。

2.7.2.企业管理员、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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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中由 boss 通过“组织架构管理”设置不同人员为企业管理员、客服，企业管理

员可协助 boss 管理企业事务，客服则有在今日制造对外答复与企业相关咨询的权限。

（1）沟通：直接跳转聊天界面，聊天内容可以是文字、图片、文件资料；

（2）修改:修改基本资料；

（3）重置密码：忘记密码不能登录时，可通过此操作来解决；

（4）修改离职状态：当该员工被辞退、离职时，可修改状态；

（5）标记为老板/管理员/客服：当需要更换该员工角色为老板/管理员/客服时，则可

以在此处修改；

（6）取消标记为老板/管理员/客服：当需要更取消该员工老板/管理员/客服角色时，

则可以在此处修改。

2.7.3.研发设计

根据项目需求，企业管理员可设置不同设计师的“研发设计”权限，在购买点数范围内

只需勾选“开通且启用”该设计师便可以进行协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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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资源库

2.8.1 企业资源

“企业资源”这一功能可以实现企业和供应商直接对话，可以将设计人员或者销售人员

的供应商、外协、技术合作者、用户等管理起来，遇到问题可以及时在线交流。交流的对象

可以是单位或者个人，可极大方便设计者和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对配件选型、技术问题解决、

价格咨询、了解供货时间等有巨大帮助。如何添加“我的供应商”：

(1) 创建目录：右键我的资源新建目录如下图，填写完毕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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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搜索目标：在搜索区搜索相关企业并进入企业界面；

(3) 加入资源库：选择“我的供应商”目录，点击添加完成资源添加。

添加完毕以后，在“我的资源”界面便显示该企业。

对已添加的资源进行授权、分享、删除、搜索等操作，授权、分享等操作步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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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产品收藏

产品收藏：在外购件库查找、搜索出来某些产品（如图 1），评估查找或搜索的产品是

否有收藏价值，方便后期工作需求，则点击产品页面图片右上角“收藏”（如图 2），所有被

收藏的产品都会展示在产品收藏中（如图 3）。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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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产品被下载

“产品被下载”是统计在某个时间段内产品被下载模型的记录，可以通过“沟通”跟用

户直接在线沟通，及时了解用户对产品使用需求，实现精准销售。

第三章 迈迪工具集

工具集包含众多参数化零部件设计工具，如齿轮、链轮、带轮、轴系、弹簧、凸轮、棘

轮、槽轮等等，设计人员只需输入相应参数，即可自动绘制出需要的三维模型，方便快捷，

标准规范。参数化典型应用如电控柜设计、钢结构设计、异型钣金设计等，可以协助企业开

发成套设备的系列化设计，形成企业自己的企业标准件库，帮助企业进行快捷系列化图纸生

成。

工具集还可以作为 SolidWorks 插件存在，为全面提升设计和制造效率创造了条件。

3.1.工具安装/卸载

工具集作为 SolidWorks 插件安装只需点击左侧目录下 ，操作方便快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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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工具点击“在线安装”，在工具栏“下载”可以查看安装进度以及所有安装工具记录，安

装完成的工具会直接显示在 sw 中，可以离线使用，也可在线使用；

卸载工具，当不在使用此工具时可“卸载”该工具。

3.2.常用工具

3.2.1 属性填写

工具箱“属性填写”菜单，在 SolidWorks 零件或装配环境下，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属性

页。

1、主界面

【注意】：该功能非常重要，建议使用者在每设计完一个零件或者装配体后，一定将属

性填写完整，以便于将来汇总 BOM 表使用。国标件将自动填写属性，标准件名称将按照

GB/T1237-2000 标准命名。

保存零件时，将会自动以名称+代号的方式作为默认文件名，以便有些企业与 PDM 衔接，

参见相关设置命令。

该属性页的 属性用不同底色标记。

2、主界面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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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用来配置属性填写的内容。

(1) 属性列表设置：

以通用版为例说明：

页面展示默认给出属性名称、属性默认值、可供选择的属性值以及是否写入自定义设置。

可供选择的属性值需要填写时双击进行编辑，用逗号隔开。设置属性填写写入自定义还是配

置特定，如果需要写入自定义就要勾选“□”。

自动命名规则：根据企业需求选择相应的规则及对应的默认值。

清空模型的属性信息：清空打开文件的自定义属性以及配置特定属性。

读取现有的所有属性：读取当前打开文件的所有属性，并显示在主界面。

设置材质：选择设置材质后，写入属性后会体现在模型设计树的材质中。

写入属性后关闭窗口：写入属性成功后关闭程序。

空值视为不存在：不写入空值。

根据命名规则另存：在属性列表设置中已设置过，根据需求进行设置。

默认读取现有属性：读取当前打开文件的所有属性，并显示在主界面。

默认读取设置列表中的属性：启动程序时，依据模板设置读取相关属性。

读取装配体中选中项的属性：设置此选项后，在装配体选中任意零配件都可以读取相关属性。

(2) 刷新：当模型或者属性进行任何一项设置后点击 更新数据；

(3) 写入属性：当属性填写内容确认无误后点击 ，完成属性填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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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Bom 工具

鉴于很多用户在 BOM 处理上的需求，本软件扩充了 BOM 功能，统计汇总各种类型零件更

加方便。迈迪升级了 BOM 工具，实现了汇总信息的自定义和导出表格的自定义，功能更加

强大。下面是对迈迪 BOM 工具的介绍：

单击 BOM 工具，打开如下迈迪 BOM 工具窗口：

【注意】：

①登录今日制造在打开 Bom 工具时，如果当前没有打开 SolidWorks，会提示先打开

SolidWorks，所以，建议打开 BOM 工具之前首先打开 SolidWorks；

②如果 SolidWorks 中的当前文件是装配体，BOM 工具会自动统计当前的装配体，并在

窗口左侧生成装配树关系（如上图）。

③如果装配中的零件处于轻化或压缩状态，程序会自动还原或解压，然后才能读取零件

属性信息，读取完成后再恢复到原先的轻化或压缩状态，这样就导致统计速度变慢，所以建

议打开窗口前将当前装配中轻化的零件全部还原。

1、树视图菜单功能简介

（1）打开装配： 两种打开方式，单击“加载”按钮：

①点击打开文件：打开装配、打开零部件、打开工程图；

②在 SW 中打开相关文件，再打开 bom 会自动快速刷新到 bom 列表中；

（2）刷新数据：当 SolidWorks 中的装配体有变动时（如添加或删除了配件），可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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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按钮重新统计。

2、菜单功能简介

（１）级别表：当打开 Bom 窗口后，默认状态下窗口右侧的区域是为空的，只有在单击

“级别表”或“汇总表”后才生成表格信息。“级别表”是以树节点的排列顺序显示统计信

息，以方便查看装配级别关系。如果一个零件在不同级别的装配中出现过多次，在级别表中

也对应着多行，级别表的前方显示装配级别信息列。

（２）汇总表：如果不需要体现装配级别关系，可以打开汇总表，汇总表中的每行对应

一个零部件信息，不会有重复，汇总表中统计的数量是零部件在整个装配中出现的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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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分类表：单击展开某一类零部件信息。分类表的子菜单是根据表格的“类别”列

自动生成的，当展开“级别表”或“汇总表”后，根据“类别”列中存在的类别生成下拉菜

单，如“标准件”“自制件”“借用件”“外购件”等等。

（４）显示过滤：

【显示所有列】：表格中所有列数据显示。

【显示可编辑列】：对表格中空白列需要进行编辑的，点击此按钮进行操作。

【隐藏空列】：表格中的有些列的所有行都没有数值，单击此按钮将这些列隐藏。

【显示只读列】：表格中存在一些默认数据，点击此按钮进行部分导出操作。

【隐藏装配行】：若想只导出零件信息的表格，可以单击此按钮隐藏掉装配信息。

【隐藏零件行】：若想只导出装配信息的表格，可以单击此按钮隐藏掉零件信息。

【显示所有行】：单击此按钮显示完整的零件和装配信息统计表。

（５）更多功能：

 刷新级别号（增加图号）：增加新图号等属性设置，设置格式，设置写入到什么属性或

者新增一条属性，信息确认无误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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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模板：按照模型装配层级默认设置。

 读取图幅写入到属性：读取零部件工程图图幅写入到零部件的配置特定、自定义属性中。

注：该零部件必须有工程图；工程图图幅如果是标准的会显示标准图幅名称，如果图幅

不是标准的，那么会提取工程图图幅相应名称。

 将文件名的代号、名称、数量信息写到属性/批量添加属性：选择“仅处理选中的行”、

“写到自定义”/“写到配置特定”属性，在“属性名”文本框中输入要添加的属性名

称，在“属性值”文本框输入要添加的数据，最后执行“批量写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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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功能在新开的窗口中都有操作提示，客户根据操作提示来进行操作即可。

 批量替换：选择“仅处理选中的行”、“要配置替换的列”，在“原字符串”文本框内填

写字符，然后在要替换的“替换后字符串”文本框内输入要替换的字符，最后执行“替

换”。

中文字符：要替换列的属性中所有中文字符都会被替换（替换次数为 0 时）；

数字：要替换列的属性中所有数字字符都会被替换（替换次数为 0 时）；

非数字：要替换列的属性中所有非数字字符都会被替换（替换次数为 0 时）；

N 位数：识别要替换列的属性中所有数字字符从左向右以“N 位数”为单位替换相关属

性，例 N 位数为 3，替换预览如下图（替换次数为 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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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值：要替换列的属性中所有该特定字符都会被替换（替换次数为 0 时）；

起始位置：要替换列的属性中所有字符由左向右从 N 位数起替换相关属性，例起始位置

为 6，替换预览如下图（替换次数为 0时）：

替换次数：控制被替换属性次数，例替换次数 2，则只替换 2 次，替换预览如下图：

添加前缀：给属性添加前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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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截取：例截去属性由第 2 位开始长度为 3个字符，显示效果如下图：

递增：对要替换的列进行新属性值替换，并且以属性递增形式添加，起始值可包含中文、

数字、格式数字，如下图：

3、设置

单击窗口最右侧的设置按钮： 打开如下的 BOM 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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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工具-BOM-设置显示

①【属性加载方式】：默认情况下，程序要读取每个零部件配置中的所有属性，并生成

表格，即选中“读取配置特定属性（推荐）”，如果有些属性并没有写在配置中，而是写在自

定义属性中，要想读取这些属性，就要选中“读取自定义属性（全局）”；如果想要提高性能，

而且需要的属性都已经确定，就可以选中第一项：“仅读取表中列出的属性”，这样再在右侧

设置要读取哪些属性就可以了。

②【忽略选项设置】：如果明细表中仅统计零件、非压缩零件、非 SpeedPad 零件、非封

套零部件、非镜像零件存在明细表中的信息，不统计部件信息，可以选中这些项。

③【列出每一个配置的属性】：根据需求设置是否列出每一个配置的属性。

④【按装配顺序排列】：读取的装配体目录树按照装配体的装配顺序显示。

⑤【特殊列设置】：列表中设置哪些数据列是要显示的，可以是特殊列（以$开头，比如

$文件名），也可以是自定义属性列，如“材料类型”，“材料规格”等等。

如果选中了“仅读取列表中列出的属性”，表格中只显示这里列出的信息，否则，除了

显示这里列出的信息外，还要读取零部件的其它属性信息。

特殊列是自动统计出来的数据，而非零件的属性，特殊列以$开头：

$文件名----读取当前文件的名称（不包括扩展名）；

$配置名----装配中零件的配置名称；

$排序号----从 1 开始自动生成的序号；

$本级别数量----统计在同一个级别的装配中引用的次数（树节点前面显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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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小计----本级别数量 X 上级数量 X 上级数量……

$总数量----本装配中出现的总次数，不分级别；

$单重----指定材质后自动获取的重量；

$总重----自动根据单重和数量统计总重。

【计算总重设置】：这里指定“单重”，“数量”“总重”各对应的列名称，如果单重以获

取零件质量特性为准，单重列的列名称为“$单重” ，如果没有指定零件的材质，而是在零

件的属性里加了“重量”这个属性，此处的列名称就为“重量”，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名称，

只要在表格中存在这一列。 数量列的列名可以是“$基本数量”，“$数量小计”，“$总数量”，

建议使用“$数量小计”。汇总表中也可以是“$总数量”，但是级别表中不能是“$总数量”，

因为级别表中一个零件有可能在不同的级别中出现。

(1) 截图、钣金、焊件的相关设置：

1 左侧列表勾选在属性列表显示项；

2 截图位置设置勾选后显示在右侧属性列表，截图默认保存在模型保存文件夹下；

3 截图显示样式设置，勾选相关选项展示不同的截图样式；

4 截图尺寸设置：勾选不同尺寸展示不同的截图大小；

5 其他设置：重新截图、自动调整 SW 窗口大小、截图前模型放大一次、导出截图带

链接、截图存放路径设置，以及焊件设置。

(2) 【属性列表】：点击选中列表属性，再点击绿色向上向下箭头排列属性显示顺序，还可

以双击修改相关属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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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右键设置

Bom 主界面右键目录树设置

Bom 界面选中某一行右键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5、导出到物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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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导出到模板】：除了最简单的原样导出和导出选中行外，其它导出方式为“导出

到模板”，这是主要的导出方式，BOM 模板保存在任意目录中，建议以“BOMxxxx.xls”命名，

可以自行添加或修改模板，当将新模板添加到此目录后，下次打开 BOM 窗口时，会在导出菜

单中看到相应的子菜单“导出到模板 XX”“自定义模板 XX”。

（２）【自定义模板】：根据企业要求设置模板。

（３）【导出到自定义模板】：在导表格时选择已经设置好的自定义模板进行导出。

（４）【创建新模板】：单击任何一个“自定义模板 XX”菜单，打开如下 Excel 模板：

模板中包括两个工作表“Sheet1”和“setting” , “setting”表的作用是设置导出样式。

如下图：第一行是要导出哪些信息，即要导出哪些列到 Excel 中，第二行是导出的信息保存

在第几列中，即导出后的位置列坐标。

常用工具-BOM-设置导出样式显示

如： 说明导出列“$排序号”到 Sheet1 的第一列中，如果“$排序号”的

值为空，就读取“序号”列的值， 也就是说导出这两列的值到 Excel 的第一列中。也可以

是更多列导出到一列，只要中间用“，”隔开。优先读取的列在最前面。

【页码设置】： setting 表的第三行和第四行设定行号，即在 Sheet1 中行

号的显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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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页行数设置】： 如果此项设置为空，说明只导出到一个工作表中，如

果设置了行号，就会自动复制多个 Sheet1,并分页导入到这些复制的工作表中。如果只导出

到一个工作表中，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设置“每 n行后插入表尾”实现分页打印”

【起始行号】：通常 Sheet1 的开头有表头和表尾，起始行号指的是正文的开始行号，这

里起始的行号是 8 （表头占三行，表尾占四行）下面是指定了“每页行数”后分页导出到

多个工作表的结果：

【装配名称】： 用大括号表示在某个单元格插入总装行的信息，{列

名称}=单元格名称。属性也支持组合，如{代号}-{规格}，如果这里的装配名称不符合要求，

可以首先清空这里的设置，然后在模板中输入总装名称，再导出到 Excel。

【是否删除空行】： 如果只显示在一个工作表中（没有指定每页行

数），指定了每 100 行后插入表尾，但是只导出了 80 行，后面有 20 行是空行，这里的设置

决定是否删除这些空行。这项设置只有在总页数为 1时才有效。

【每 n行后插入表尾】： 第一项设置为多少行插入一次表尾，

第二项为表尾的区域从第几行到第几行。这样设置好后可以实现正确的分页打印，效果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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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专业应用工具

3.3.1 冲模模架

冲模标准模架由上、下模座及导向装置（导柱和导套）组成。根据上下模座的材料将模

座分为铸铁模架和钢板模架两大类；依照模架中导向方式的不同，又将模架分为冲模滑动导

向模架(即 GB/T2851-2008)和冲模滚动导向模架（即 GB/T2852-2008）。冲模模架设计中用到

冲模标准模架的地方很多，迈迪为方便广大设计师，为迈迪增加了冲模模架插件。

冲模模架包含滑动导向模架、滚动导向模架等，它们又分别包含各种标准模架零部件。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 SolidWorks，登陆；

2.点击界面中图标，弹出下图：

3.在上图窗口中找到所需的型号，例如需要规格为 16X65X23 的滑动导向模架 A 型导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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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如下图：

（1） 找到这个型号的模型；

（2） 选中需要的型号规格；

（3） 点击“生成模型按钮”，也可点击“生成到装配体”。

4.生成 SolidWorks 模型，如下图所示：

5.可对生成的模型进行编辑等操作。

3.3.2 法兰

法兰连接作为管道施工的重要连接方式，广泛应用于工业管道工程中的管道连接。法兰

连接是一种可拆连接，它把两个管道、管件或器材连接在一起使用，能够承受较大的压力，

有些管件和器材自带法兰盘。法兰的主要作用是连接管路并保持管路密封性能、便于某段管

路的更换、便于拆开检查管路情况、便于某段管路的封闭等。

本部分的“法兰”内容与国标件里的“法兰”仍然不相类似，采用不同的国家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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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械标准(JB)，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管路法兰”、“压力容器法兰”、“连接件”、“垫片及

垫圈”、“欧美体系的化工标准法兰”。因为“连接件”使用的标准件都符合国家标准，故此

处省略，需要时可从“国标件”调用。

在工具箱内查找“法兰”工具在线安装，点击打开插件，将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可以通过型号列表中根据其所属类型查找所需型号，然后 SolidWorks 软件打开的前提下，

点击“生成装配体”或“生成模型按钮”，即可加载所需三维模型。

法兰模型下载界面

3.3.3 管件

管材是用于制造管件的材料，管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管件的质量。管材的种类很多，可

以按生产方法、断面形状、壁厚、用途、连接方式进行分类。管件是管道系统中起连接、控

制、变向、分流、密封、支撑等作用的零部件统称，是将管子连接成管路的零件。管件的种

类也很多，可以根据用途、连接方式、材料、加工方式进行分类。其中，根据连接方式可以

分为承插式管件、螺纹管件、法兰管件和焊接管件四类，多用与管子相同的材料制成。

虽然“管件”内容在国标件里面有大量的模型，但这里的管件和国标件里的管件适用性

上有一定区别，主要用于石油化工行业，都是以最新的标准为依据的。

“管件”内容里面主要包括“管件”，“型材”，“钢制压力容器用封头” ，“支座”，“钢

管”，在工具箱中搜索“管件”，将弹出如图 1所示，在选项框里找到“管件”版块点击在线

安装，点击打开插件可以启用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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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启用版块界面

启用之后，将弹出如图 2 所示的对话框，可以通过型号列表中根据其所属类型查找所需

型号，然后在 SolidWorks 软件打开的前提下，点击“生成装配体”或“生成模型按钮”，即

可加载所需三维模型。

图 2 石油化工管件模型下载界面

3.3.4 组合夹具

组合夹具是由可反复使用的标准夹具零部件（或专用零部件）组装成易于连接和拆卸的

夹具。它是在机床夹具零部件标准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工艺设备。迈迪为了方便

设计师，增加了组合夹具作为迈迪工具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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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夹具功能包括小、中、大系列和孔系组合夹具的设计。其中“小型系列”，“中型系

列”，“大型系列”三种系列又分别包含了各种类型的标准件。孔系组合夹具包含了“H 型孔

系”和“K型孔系”两部分，共包含 11 类夹具，每个模块的标准件都符合国家标准。

具体操作方法是如下：

1.打开 SolidWorks，登陆今日制造；

2.点击今日制造界面中图标，弹出下图：

3.在上图窗口中找到所需的型号，例如需要规格为 SJ2226-X140-3 的圆盘基础板的模型，

如下图

(1) 找到这个型号的模型；

(2) 选中需要的型号规格；

(3) 点击“生成模型”按钮，也可点击“生成到装配体”。

4.生成 SolidWorks 模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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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对生成的模型进行编辑等操作。

3.3.5 机床夹具

1.简介

机床夹具是机床上用以装夹工件（和引导刀具）的一种装置，其作用是将工件定位，以

使工件获得相对于机床和刀具的正确位置，并把工件可靠地夹紧。

本夹具库包含了导向件、定位件、对刀块及塞尺、夹紧件、与夹具相关的机床附件、支

撑件及其他机床加工常用的夹具标准件，设计人员可直接通过本机床夹具插件直接生成自己

需要的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机床夹具标准件。

2.使用（以生成鞍型压板 JB/T8010.12-1999 为例）

点击机床夹具，我们选取“夹紧件”中的“鞍形压板”。

如图 1，根据设计需求，可在左侧目录中选取相应零件系列，在规格栏中进行尺寸型号

的选择，在属性栏中进行材料、类别的选择。

选择完毕后双击生成单独的零件，拖动自动添加到装配体。

http://baike.baidu.com/view/988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61704/2261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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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夹具标准件库-选型目录

通过拖动生成三维模型如图 2、3所示，鼠标按住左键将模型拖动到 SolidWorks 程序中。

图 2三维模型生成示例

图 3装配体中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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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

拖动是在装配体的状态下才能插入到装配体中，如果是零件图状态下即便拖动，生成的

也是零件图。在夹具设计的使用过程中，直接把零部件拖到装配体中是非常适用的。

在“机床夹具”里所列夹具、常用的零件及部件均参考最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夹

具设计人员在设计夹具时应尽可能地优先采用最新标准中规定的标准零件及部件，以提高夹

具的标准化系数，从而缩短夹具的设计和制造周期。

夹具中常用的紧固件和连接件可以从国标库中直接调用，因此不再重复这部分内容。

3.3.6 自定义件

为了使设计师可以更方便快捷的查找到所需零部件，并快速生成模型。迈迪开发了“自

定义件”功能，设计师可以根据设计内容，将常用件添加到“自定义件”库中。这部分内容

对于我们建立非标件的标准化有很大的帮助。自定义标准件库中原始模型都是带系列表的。

因此对于非标件的标准化是很实用的。

接下来我们示范下如何将一个已经创建好系列表的零件添加到自定义标准件库。

双击“自定义件”，将弹出图 1 所示的对话框。

图 1 自定义标准件库界面

在对话框左侧空白区域单击右键，出现图 2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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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定义标准件库管理界面

图 3 自定义标准件库添加标准件命令

如图 3在选项里面有“添加项”，可以建立自定义标准库的框架结构。

选择“添加大类”，弹出如图 4所示对话框，输入名称（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输入完

成后点击确定，会提示添加成功，然后点击确定，操作完成。在自定义标准件库就出现了如

图 5 所示的分类。

图 4 自定义标准件库添加标准件一级分类命令

图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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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自定义标准件添加后显示

我们继续在大类下面增加小类，继续在图 2左侧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添加子类。弹出

如图 6所示对话框。在“选择所属大类”里面选择我们要添加子类的大类，输入子类名称，

点击确定。通过两次建立子类完成后，出现如图 7 对话框。

图 6自定义标准件添加新项设置

图 7自定义标准件添加新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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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添加完毕，下面我们添加每个子类中的零件，如图 8，点击“添加零件”，选择所

属大类、所属子类，点击“指定模型文件”，通过路径选择好“模型文件”，然后输入零件的

“名称”，“标准（代号）”。

图 8 自定义标准件添加新项命名设置

完成后点击确定后，弹出如图 9 对话框：

图 9

输入相应尺寸后关闭窗口，然后弹出如图 10 对话框：

图 10

输入相应数据后关闭窗口提示添加成功，如图 11 所示，点击确定。



57

图 11

这样非标准件库的一个产品框架就建好了，然后根据实际的零件数量进行增减，删除时，

空白处右键点击“删除项”，也可对建好的非标准件库通过“管理员工具”的选项进行修改。

3.4.设计工具

3.4.1 圆柱齿轮

为了使齿轮的设计更加方便，在本版本中我们将原先的齿轮设计系统进行了改进，并修

正了圆锥齿轮设计和蜗轮蜗杆设计功能，使用更加方便，修正了强度计算，符合目前国家机

械手册的强度计算标准。

下面通过示例讲解下如何生成圆柱齿轮，点击“圆柱齿轮”，将出现图 1 所示对话框：

图 1-圆柱齿轮设计界面

首页基本的设计向导可以选择设计类型、计算标准、强度校核方式、载荷和变位系数等，

选择“啮合类型”、“几何计算”，设置好后点击“设计参数”页，将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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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圆柱齿轮设计参数界面

之后按着齿轮设计界面上提示，逐步完成尺寸参数的填写。

图 3.圆柱齿轮尺寸参数界面

图 4.圆柱齿轮齿轮精度界面



59

图 5.圆柱齿轮载荷界面

应先输入基本参数数据后，执行此项计算程序，随后点击“强度”按钮，将出现图 8

所示界面。数据应合乎齿轮设计规范，否则计算将被拒绝，或可能导致计算错误。

图 6.圆柱齿轮强度校核界面

图 7.圆柱齿轮强度校核结果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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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少差齿行星轮设计界面

图 9.齿轮生成界面

计算完毕后，分别点击“生成齿轮 1”和“生成齿轮 2”，在 SolidWorks 中生成相应齿

轮，同时在 SolidWorks 中插入一个基于 Excel 的参数表，该表在生成齿轮的二维图纸时，

可以直接拖进二维图纸空间，如图 10，另该参数表可以双击进入 Excel 状态进行编辑修改。

图 10.齿轮生成后的三维模型及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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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计算设计完毕后，点击图 11 中“报告”选项，还可以将计算过程和结果以文本或

者网页的形式输出，生成结果如图 12：

图 11.生成齿轮参数报告界面

图 12.齿轮参数报告界面

3.4.2 圆锥齿轮

打开插件，打开圆锥齿轮设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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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圆锥齿轮设计界面

圆锥齿轮生成过程与圆柱齿轮方法一致，最后根据提示可生成圆锥齿轮三维模型。

3.4.3 蜗轮蜗杆

打开插件，将出下图所示对话框：

蜗轮蜗杆设计界面

蜗轮蜗杆与圆锥齿轮的使用方法，基本与圆柱齿轮相同。

注意：蜗轮蜗杆中的参数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不一定使用列表中的推荐数

据。

3.4.4 链轮

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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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链轮生成工具，可以通过输入参数自动在 SOLIDWORKS 界面中生成链轮、链条，可大

大节约绘图时间，提升设计效率。

2.界面

图 1.滚子链设计参数界面

图 2.齿形链设计参数界面

3.滚子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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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滚子链设计流程

①选择链排数和类型，根据要求可选择排数为单排、双排或三排，类型为 A型或 B 型。

②输入主动轮和从动轮齿数，自动计算出传动比。

③输入功率 P，选择工况系数 f1，然后自动计算出设计功率 Pc。

④输入转速 n1，自动计算出转速 n2。然后点击查询出现如下界面：＋

图 4.选择链轮型号

根据图表选择合适的链号，选择完链号，节距也就确定了。

⑤填充实际取 A0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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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填充实际链长节数 X。

⑦理论中心距和实际中心距通过⑤和⑥以确定，填写△a。

⑧输入系数 f5。

⑨查询润滑方法：单击【查询】按钮，在弹出的润滑方法窗口中自动为您找到正确的润

滑方法，只需单击【确定】退出“润滑方法”窗口。同时输入合适的小链轮包角。

⑩分度圆直径根据前面填写的数据已经计算出。

⑪点击下一步，出现以下页面：

图 5.生成模型

根据要求填写完相应的空格后，分别选择“主动轮”“从动轮”后单击【生成链轮】，

生成两个链轮。

单击右下方的【生成链条】按钮生成链条。（注意：链条是装配，生成时要先指定路径，

如果想重新生成链条，请先关闭 SolidWorks 中已经打开的同名文件，否则会出错）。

⑫单击张紧与故障，出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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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张紧与故障

在此界面下就可以选择链轮张紧装置的调节方式。也可以查询链传动的故障类型及相应

的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

4.齿形链设计

齿形链设计过程跟滚子链设计过程基本相同，但有下图几个不同。

图 7.齿形链设计参数



67

①选择导向形式，分为“外导”和“内导”。

②查询“额定功率 P0”：单击【查询】，打开“宽度 b=1mm"时的额定功率曲线图”窗

口，此窗口自动找到 P0 的值（用红线标出），您只需单击【确定】退出该窗口即可。

图 8.额定功率曲线图

③选择链宽，程序会自动选择链宽值，也可以单击【查询标准】打开手动查询窗口，窗

口中用红色标出应该选择的值，如果要选择其它值，只需在其它值上单击即可。

5.其他说明

图 9.其他说明

①输出技术参数：单击【技术参数】按钮，导出文本格式的技术参数。

②关于链轮属性：“链轮属性”框的内容在生成模型时写入到模型的属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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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指定孔径：您可以手工指定孔径的值，键槽的尺寸为根据孔径查询的标准值。

3.4.5 带轮

带轮传动是机械传动的方式之一，带轮设计应用广泛。迈迪为了提高设计师设计带轮的

效率，为迈迪开发了带轮设计插件，来实现带轮的参数化设计。

带轮设计包含 V带轮设计、平带轮设计、同步带轮设计、多楔带轮设计。

具体操作方法是如下：

1.打开 SolidWorks，登陆今日制造，安装带轮插件；

2.打开带轮插件，弹出下图：

3.例如 V 带轮设计，在“设计计算”选项界面填入参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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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轮槽设计”选项界面，填入参数，如下图：

5.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小带轮设计”选项界面，填入参数，如下图：

6.可点击“生成小带轮”按钮，生成小带轮模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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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大带轮设计”选项界面，填入参数，如下图：

8.可点击“生成大带轮”按钮，生成大带轮模型，如下图：

点击“生成装配”按钮，生成带轮设计的装配图模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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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可对生成的模型进行编辑等操作。

3.4.6 轴

机械设计过程中，很多设计都是类似回转件的设计，例如轴、法兰、端盖等，为了方便

设计工作，将轴类零件的设计单独形成一个工具，可以方便地设计轴和轴上的标准特征如键

槽、轴肩、退刀槽、顶尖孔等。

具体操作方法是如下：

1.打开 SolidWorks，登陆今日制造，安装轴插件；

2.打开轴插件，弹出下图：

3.例如，生成一个齿轮轴模型，首先添加一段齿轮轴段，如下图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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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填写“当前元素参数”下参数；

（２）点击齿轮图标，填写参数；

（３）点击“在前添加”按钮。

4.其次添加另一段直径的轴，如下图：

（１）单击轴段左边空白处；

（２）点击图示方框；

（３）添加“当前元素参数”下的参数；

（４）点击左侧倒角，设置倒角大小；

（５）点击“在前添加”按钮。

5.然后再添加另一段直径的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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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单击轴段左边空白处；

（２）点击图示方框；

（３）添加“当前元素参数”下的参数；

（４）点击左侧倒角，设置倒角大小；

（５）点击“在前添加”按钮。

注意：我们提供的“轴设计”功能，完全按照目前中国国家标准数据而来，可以方便地

设计多联动齿轮轴，花键轴等特殊轴类零件，如下图：

3.4.7 凸轮

在工具模箱中安装“凸轮”按钮，将弹出如图 1 所示的对话框，选择需要设计的凸轮形

式，例如“平面转动凸轮”，进入设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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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凸轮设计-平面转动设计界面

各项数据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输入，在“凸轮参数”中，“精度”是指凸轮单位旋转过

的角度需要记录的升程，数值越小，生成凸轮的轮廓越精确，这些数值会被记录下来，稍加

改动即可输入 CAM 程序。但是，精度越高，生成的时间越长，默认精度为 1度。

“孔半径”是指凸轮的连接轴孔的半径，生成时会自动加上对应的键槽。

在“运动过程”中，可以点击“添加阶段”增加凸轮的运动阶段，可以设置凸轮在每个

运动阶段的运动参数，以便生成准确的轮廓。每个运动阶段可以选择不同的从动件运动规律。

在对话框下方有个常用凸轮，仅供设计时参考。若有不同的需求可通过选择上方的选项从而

出现不同的设计界面如图 2—图 7所示的对话框。

图 2 凸轮设计-平面往复运动设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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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凸轮设计-空间圆柱设计界面

图 4 凸轮设计-平面盘形沟槽设计界面

图 5 凸轮设计-空间端面设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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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凸轮设计-空间圆柱 2设计界面

图 7 凸轮设计-空间凸轮设计界面

凸轮具体设计及生成三维模型方法与与盘形凸轮基本相似。

3.4.8 弹簧

弹簧设计功能可以设计压缩弹簧，拉伸弹簧，扭转弹簧，截锥弹簧，蜗卷弹簧，碟形弹

簧，环形弹簧，板弹簧，并能在 SolidWorks 中生成零件状态和装配状态的模型。

在工具箱安装“弹簧”，打开该插件将弹出如图 1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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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弹簧设计界面

压缩弹簧

如图 2所示，选择“压缩弹簧”，在设计参数里面有“设计参数”输入最小及最大的工

作载荷、外径最大值、工作行程、选项等参数，还有“计算参数”材料直径、有效参数、弹

簧刚度。都根据弹簧的使用环境的，从而按实际情况设置好各项参数后，点击右下方的按钮

生成“工作图”、“报表”、“零件模型”、“装配状态模型”。

图 2 弹簧-压缩弹簧设计界面—设计参数

当然也可以根据几何尺寸进行对压缩弹簧的设计点击“几何尺寸”页，将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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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弹簧-压缩弹簧设计界面—几何尺寸

按照所需尺寸逐步完成几何尺寸的填写。填写完之后点击右下方的按钮生成“工作图”、

“报表”、“零件模型”、“装配状态模型”。或者也可以通过关键参数进行快速设计，点击“快

速设计”页，如图 4所示：

图 4 弹簧-压缩弹簧设计界面—快速设计

其他弹簧

如果需要生成不同功能的弹簧例如“拉伸弹簧”“扭转弹簧”“截锥弹簧”“蜗卷弹簧”

“蝶形弹簧”“环形弹簧”“板弹簧”，可点击不同选项卡，根据使用环境和实际使用参数进

行设置之后生成所需的“工作图”、“报表”、“零件模型”、“装配状态模型”。如图 5-图 11

即是所对应不同形式弹簧的对话框，操作方式与压缩弹簧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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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弹簧-拉伸弹簧设计界面

图 6 弹簧-扭转弹簧设计界面

图 7 弹簧-截锥弹簧设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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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弹簧-蜗卷弹簧设计界面

图 9 弹簧-蝶形弹簧设计界面

图 10 弹簧-环形弹簧设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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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弹簧-板弹簧设计界面

3.4.9 电控柜

电控柜设计工具是专门为从事机柜结构设计及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发的一款功能性

插件。其内容主要包括简易电控柜和模架式机柜设计两部分。（”简单柜体设计”可以根据

设计者输入的参数设计简单的柜体。“模架式机柜设计”通过软件的形式实现了数据资料查

询及设计计算，并可以参数化生成柜体及相关附件的三维模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模架式机柜设计

1. 打开插件，进入操作窗口界面，如图所示。

2. 点击左上角的“模架式机柜按钮”选择电控柜种类。

3. 在机柜选型区域设置柜体的长、宽、高参数。

4. 在右侧区域通过勾选的方式，选择机柜后门结构、通风孔结构外形和机柜附件配置。

5. 点击“机柜”按钮可查看机柜各个部件的尺寸，检查是否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

6. 确认各参数无误之后，点击“生成”按钮，生成三维模型的装配体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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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架式机柜”操作界面

三维模型装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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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架式机柜三维模型零配件

（注：模架式机柜三维模型中的零配件可以进行进一步选取，并自由装配）

简易电控柜

简单柜体设计可以通过输入参数生成简单的柜体模型，为用户进行电控柜的初步设计提

供参考。“简易电控柜”的操作方式与模架式机柜相同，操作界面如图。

“简易电控柜”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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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异形钣金

迈迪异形钣金工具汇集了圆管、圆锥体、球面以及方圆连接管等各种常用的异形钣金构

件。使用者只需根据个人设计需求输入相关数据参数，可以立即得到所需的三维模型和二位

展图。可自动标注相关尺寸，并按标准图纸打印输出，有效的解决了钣金展开下料的计算的

繁杂和误差大的问题，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和精度，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具体操作步

骤如下：

1.打开插件，进入操作窗口界面，如图所示。

2.选择需要的异形钣金结构，并按照设计要求输入各参数。（在右侧窗口可显示参数化

生成的钣金三维图）。

操作窗口界面

3.选择右侧的“尺寸图”展现异形钣金的尺寸结构，如图所示：

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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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无误后，点击“绘制展开图”按钮，生成异形钣金的展开图，如图所示：

绘制展开图

5.如需要异形钣金的三维模型可单击“生成三维模型”按钮，在 Solidworks 中生

成钣金的实体模型，如图 4-4 所示

三维模型

3.4.11 批量钣金展开

当有大量钣金件需要展开时，则可以通过下面的工具进行操作。

1．五种打开或者导入需要转换的钣金程序文件的方式，也可以将文件拖入至列表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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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除文件：可以单选删除某个文件也可以清楚所有加载文件；

3．选择需要输出的钣金输出选项；

可以根据所对应的 SolidWorks 中的选项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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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面/环/边线，注解视图的时候亦可勾选相对应的选项；

与 solidworks 中对应的一致。

4．当你需要在钣金图纸上注释相应的参数时，可以在界面中添加相关参数，系统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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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在界面最右侧已列出，并且系统默认参数是自带$符号的，所有需要转换的参数需要用{}

大括号括起来，列如{$板厚}，若是自己定义的配置参数则不需要，例如{板厚}。不带{}则

不进行转换。

5．选择或者自定义需要生成的文件名，文件名的转换规则与注释的转换规则一致。

6．选择导出相关选项与保存路径，你可以点击保存路径更改保存的路径，若不更改，

则默认保存在当前 solidworks 零件图的文件夹中，若勾选根据板材厚度分类存储，则展开

图会根据板材的厚度分为不同文件夹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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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选择需要转换的配置，若需要导出所有配置的文件，请在存储的文件名中增加配置

名进行分类，否则，文件会因文件名相同而被替换。

8．点击开始转换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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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钢结构

１．功能介绍：打开钢结构后如图 1所示：

图 1设计工具-钢结构设计界面

迈迪中钢结构工具使 solidworks 具备了钢结构三维设计的功能，包括角钢、槽钢、空

心型钢、H型钢等常用型钢，可以自动为型钢命名，并输出物料清单。

命名规则：设定生成型钢名称的前缀；

“型钢”：等边角钢-1、等边角钢-2；

“型钢类型+规格”：等边角钢 20×20×3-1、等边角钢 20×20×3-2；

“定义”：用户自定义前缀，如：横梁-1、横梁-2；

选择材料：用户可以选择常用的型钢材料；

保存路径：用户可以选择将生成的型钢保存到当前装配体目录中，也可以保存在指定路

径中；

自定义长度：如果使用此功能，所有生成的型钢将生成统一的长度；

输出清单：输出一个当前装配体的钢结构物料清单；

插入工程图清单：在工程图中插入一个材料清单；

插入钢架：在装配体中生成。

２．插入钢架操作步骤：

首先，在 SolidWorks 中新建或打开一个装配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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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olidWorks 新建或打开装配

然后，使用草图及 3D 草图绘制出钢结构的外形整体轮廓并保存；

图 3 SolidWorks 中钢结构的 3D 草图

按住 Ctrl 选择需要插入钢架的轮廓线，如图 4：

图 4 SolidWorks 中选择需要插入钢架的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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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制造中，找到钢结构，打开钢结构对话框，如图 4；然后设计师可根据需求选择

型材、材料、保存路径、长度等参数，点击插入钢架，即可生成图 5 所示钢结构三维模型。

图 5 SolidWorks 中选择需要插入钢架的轮廓

图 6 SolidWorks 中生成所需钢结构三维模型

注：生成的型钢配件保存在指定的目录中（默认是与装配体同一个目录）

图 7 组成钢结构的零部件

3.输出清单：

首先打开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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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钢架装配体

然后，点击输出清单。生成如图 9所示清单；

图 9 钢架装配体清单

4.插入工程图清单：

在 SolidWorks 中新建或打开一个工程图，如下图 10：

图 10 新建或打开工程图

然后在工程图里打开装配体，并在工程图中选中一个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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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双击钢结构，点击插入工程图清单，生成如图 11 所示工程图：

图 11 钢架装配体工程图清单

3.4.13 丝杠

打开插件丝杠，然后设计师可根据需求完成图 1所示“丝杠”界面的参数填写，点击生

成丝杠或丝杠螺母即可将丝杆或丝杠螺母的三维模型在 SolidWorks 中生成。如图 2：

图 1 钢架装配体工程图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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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丝杠、丝杠螺母

3.4.14 螺栓副

打开插件，螺栓连接副对话框。螺栓连接副可以根据孔的尺寸自动选择螺栓、螺母、垫

圈的尺寸，并自动装配。

操作步骤：

1．选择装配位置：在 SolidWorks 中打开或新建装配体并保存，然后依次选择要装配的

两条边线，如图 1：

图 1 在 SolidWorks 中打开装配体

选中后双击打开螺栓副对话框，点击右下方的【读取选中面】按钮，选择好装配位子以

后,单击【螺栓】按钮开始选择标准件，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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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选择装配所需的螺栓型号

2．单击【螺栓】按钮后，弹出选择螺栓窗口，当点击树节点中的螺栓后，会自动选中

对应的尺寸，选中螺栓后，双击右下方的图片，关闭窗口，如图 3：

图 3 选择装配所需的螺栓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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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垫圈：螺栓和螺母之间最多可以有 4 个垫圈，即前后各两个，也可以不选垫圈，

或选一个垫圈。

图 4 选择装配所需的垫片型号

4．选择螺母：最多可以选择两个螺母。

图 5 选择装配所需的螺母型号

5．选择开口销：注意只有选择的螺栓为螺杆带孔的螺栓才可以选择开口销，否则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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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装配。

注：可以将常用的螺栓螺母组合保存起来：单击【保存】图标按钮，然后输入组合的名

称，最后单击【确定】保存即可。

图 7将常用螺栓副组合进行保存

以后可以直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的组合，然后单击【应用】按钮即可。

图 8常用螺栓副组合保存后调用

同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修改保存的螺栓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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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常用螺栓副组合保存后调用

6．单击【生成】按钮，开始自动装配。如图 10：

图 10 装配体图

7．如果这个螺栓螺母组合在一个装配中要使用多次，可以单击【清空选中面】，然后在

SolidWorks 中选中新的装配边线，并单击【读取装配面】读取新的装配位置，最后单击【生

成】开始自动装配。

图 11 装配位置

图 12 是否重新生成零件

注意:重新装配时弹出“是否重新生成零件”对话框，单击【否】即可。

最新的装配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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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装配体图

3.4.15 棘轮槽轮

1.棘轮工具

打开插件棘轮槽轮，然后设计师可点击棘轮并根据需求填入相应参数如图 1 界面，点击

“确定”即可生成棘轮三维模型。

图 1根据棘轮参数生成棘轮模型

2.槽轮工具

打开插件棘轮槽轮，然后设计师可点击槽轮并根据需求填入相应参数如图 2 界面，点击

“确定”即可生成棘轮三维模型。

图 2根据棘轮参数生成棘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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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 弯曲弹簧

目前弯曲弹簧是企业定制插件，如有需求请与迈迪客服联系购买注册码！

3.4.17 范成法高精度齿轮

范成法高精度齿轮插件是针对于设计的齿轮是加工齿轮，绘制方法采用范成法绘制，范

成法也称展成法、共轭法或包络法，是利用一对齿轮啮合时两轮的齿廓互为包络线的原理加

工齿轮的，加工时刀具与齿坯的运动就像一对互相啮合的齿轮，最后刀具将齿坯切出渐开线

齿廓。

使用该插件绘制出来的齿轮可以直接用作机加工，用户只需输入相对应的圆柱齿轮参数

即可完成齿轮副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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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二维设计工具

3.5.1 生成零件号

1.简介

在用 SolidWorks 生成工程图的时候，如果一个装配体的零件特别多，我们往往会采用

自动零件序号来标注零配件。但是出来的结果往往差强人意，因此我们开发了生成零件号的

功能，满足国内企业一般的标注习惯，方便快捷。

2.界面

3.使用方法

首先用 solidworks 打开需要生成零件号的装配体的工程图，然后打开下图所示窗口。

①为工程图零件指定序号类型。

②指定起始号，然后点击生成零件号，等待一会就会自动生成。

4.优势

下面两个图是分别用 SolidWorks 自带功能生成的和迈迪生成的，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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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Works 自动生成标注序号

迈迪生成标注序号

3.5.2 技术要求

为了方便设计者书写技术要求，我们把常用的技术要求内容编入软件中。打开插件，会

弹出下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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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技术要求的模板管理，可以点击“模板管理”，弹出对话框，进行添加或者删除工

作，如下图：

对于技术要求的分类，可以点击“编辑分类”按钮，弹出对话框，进行添加或者删除工

作，如下图：

对于技术要求的格式要求，可以点击“设置”、“行号管理”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

行修改，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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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好技术要求后，点击向右的箭头按钮就可以添加一条技术要求，添加多条以后如

果要对位置进行调整可以点击上下箭头按钮，添加完毕后点击确定，就可以在工程图里面显

示完成的技术要求。

3.5.3 公差查询

在进行工程图尺寸编辑时，公差的标注是不可或缺的，方便快捷的公差查询工具就显得

尤为重要，我们添加了以下功能：轴偏差，孔偏差，基轴制配合，基孔制配合，形位公差。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 SolidWorks，打开插件；

2.点击界面中图标，弹出下图：

3.输入基本尺寸后，选择好公差等级，然后就可以自动的查询出上下偏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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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轴制配合和基孔制配合可以通过工程图上的尺寸自动添加生成，例如：打开工程图

后标注好直径尺寸，然后打开基轴制配合，点击要进行配合的尺寸，选择要配合的公差等级。

选择完毕后点击确认按钮，公差配合就完成了，如下图所示：

5.图中的公差显示可以通过“设置”进行选择，可以选择基（轴）制配合的公差显示，

是否显示偏差，显示公差带以及偏差是否显示在括号里，偏差的小数位数，以及套和样式等。



107

3.5.4 符号库

1.简介

调用迈迪符号库做原理图的方便性显而易见，迈迪符号库涵盖多个行业领域，包括：仪

器仪表（仪表信号、设备和仪表），建筑（卫生器具及水池，总平面图，暖通空调符号，管

道及配件），机械（工位，工装，常用焊接符号，粗糙度），液压气动（单向阀，压力阀，换

向阀，气动符号，泵和马达，流量阀，液压控件，液压辅件，缸，阀门），电器（电信交换

设备，电信传输，半导体电子管，开关控制，无源元件，电力，电器符号 1，电器符号 2，

电器符号 3，电器符号 4，电器符号 5，电能转换），还有自定义符号库。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2.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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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方法

打开插件打开插件。

SW 打开工程图，选中要插入的符号，左键拖拽到工程图上，将多个器件放置完毕后，

可以通过直线进行连接，符号在图纸中是图块形式，用户可以进行随意修改和旋转、放大等。

3.5.5 明细表

打开插件，将弹出如图 1 所示的对话框，通过“选择明细表模板”、“材料明细表的类型”

的选择进行设置，“生成明细表设置”选项，主要是处理明细表，默认“生成 Excel 明细表”，

但这样往往不符合目前我们的设计实际，建议用户使用“生成 SolidWorks 明细表”选项。

其他设置比较简单，设置好后点击“生成明细表”，在图纸上会立即生成符合国标要求的明

细表，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分列显示。参见下图在工程图生成的明细表。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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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生成界面

3.5.6 批量自动出图

1．添加文件三种方式

1) 打开文件：找到文件的目录找到要出图的文件（可多选）；

2) 打开目录：找到文件所在的目录，打开目录中所有文件；

3) 当前打开的文件：拾取 SW 中打开的文件。

2．删除文件

1) 删除文件：选中要删除的单个文件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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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空文件：删除加载的所有文件。

3．模板添加

1) 选择模板文件：找到模板文件夹添加要使用的模板文件（可多选）；

2) 选择文件夹：找到模板所在文件夹进行加载使用。

4．配置设置

根据零部件不同性质设置不同的选项，例：钣金展开图、翻转、折弯表、标准视图、等

轴侧视图、材料明细表。也可以针对某个文件进行设置模板、投影类型、视图样式、明细表、

尺寸标注类型。

注：

1) 针对钣金零件可选择“钣金展开图”，在生成的工程图中就会显示钣金展开图；

2) 对于不同规格的零部件模板选择，可以在文件列表的“模板选择”中点击选择不同

大小的模板绘制工程图；

3) 快速给工程图中零部件添加尺寸方法：可以设置文件列表中“尺寸标注”点击选择

“推荐尺寸”。

3.5.7 拼图打印

在企业中出图纸之前我们首先要对需要打印的图纸进行排版、拼图，最后才是打印。但

就是这样图纸下发到各部门以后也会经常出现错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软件特别增

加了拼图打印功能。方便设计人员设计完图纸后快速排版并打印。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打开插件，进入操作窗口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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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绘制图纸”设置中可选则图纸排版页面大小。

3. 选择排图方式——我们为拼图打印提供了两种排图方式①连续排图②固定幅面：

①连续排图：当企业用绘图仪出图时，为了避免纸张浪费可以利用此功能。

②固定幅面：可用于企业没有大型绘图仪，依靠现有的设备来进行拼图打印。根据出图

的大小自动利用现有的图纸进行分割。

4. “过滤图纸”设置中可选择性不让步骤 2 中所选的某一类图纸参与到拼图排版中来，

但必须是在选择“添加图纸”“添加目录”之前选择过滤的图纸型号，过滤功能才生效。

（这个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把某些特定图号的图纸单独排版打印）

5. 选择需要排版的图纸（图纸格式可以是 PDF 格式和 SLDDRW 格式，也可以通过添加

目录添加图纸，当图纸在子文件夹下面时，需要勾选“□包含子目录”选项）。

6. 设置完毕后点击“预览”，预览图纸排版效果。确认无误后点击“输出”，选择名称

保存。然后进行打印。

图-拼图打印操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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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批量打印

1.添加文件

添加文件有四种方式：

1) 添加文件：以单个文件的形式添加；

2) 添加文件夹：以文件的形式添加；

3) 当前 SW 打开的图纸：添加当前打开的一张图纸；

4) 当前 SW 打开的全部图纸：添加当前 SW 打开的全部图纸。

2.文件删除两种方式：

1) 移除项：选择单个文件删除；

2) 清除全部：当需要把全部的文档。

3.打印设置

1) 打印机：

设置默认使用的打印机和纸张来源。

2) 尺寸过滤：

进行打印时会自动忽略未选中图幅规格。

3) 颜色、比例、份数：

对应于 sw 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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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印预览：

选中后每次打印都会弹出打印预览（在 sw 中查看），再继续选择打印、取消和不再提醒。

4.多打印机设置

启用功能后可以为不同图纸设置不同打印机、纸张大小和纸张来源。

注：其中未选择打印机的规格（图纸大小）将使用默认打印机进行打印。

5.页眉页脚设置

启用功能后可以为图纸添加页眉页脚（可以在预览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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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批量转换

该功能为方便用户大批量将三维模型或者工程图一次性转换为 PDF、 DWG、 DWF 格式

文件而设置的。

点击“批量转换”，弹出下图所示对话框，选择相应的文件夹，选中所有需要转换的文

件，点击“打开”，这些文件将被自动逐一转换到该文件夹下。

3.5.10 文件格式批量转换

1.添加文件的五种方式

1) 添加文件——查找文件（可多选）；

2) 添加文件——查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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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拖放文件或文件夹进入文件选择区；

4) 添加当前 SW 打开的文件；

5) 添加当前 SW 打开的全部文件。

2.移除文件

1) 删除选择项（可多选）；

2) 清空全部项。

3.格式转换

1)添加文件

2)选择保存路径：

（1）默认原路径保存；

（2）用户自定义保存路径后，可以选择是否创建子目录。

3)自定义选项：

（1）图纸 1:1 导出提示需要激活 SolidWorks 的 1:1 输出项；

（2）确定需要转换的文件格式；

（3）确定需要转换成哪些文件格式；

（4）勾选自定义项，可以输入一种需要转换的格式。

4)开始转换

5)操作结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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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文件总数（按照需要转换的格式统计）；

（2）转换成功的格式数量，及清单；

（3）转换失败的格式数量，及清单；

（4）转换后文件的保存目录。

3.5.11 批量修改单位

一．添加文件的 3 种方式：

1.对接当前文件

1) 打开一个 SW 文件；

2) 点击“对接当前文件”，SW 文件会将其添加到工具左侧树状图中。

2.添加单一文件

1) 操作方法：弹出文件选择窗体将选中的 SW 文件添加到预览区添加文件；

2) 操作方法：弹出目录选择窗体将选中目录中的全部 SW 文件添加到预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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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左侧树状图中右键可选择展开或堆叠所有节点

3.查看选中的 SW 文件节点的单位

1) 单击左侧树状图中任意节点，SW 自动打开相应的文件，同时工具界面右侧单位系

统中会显示该文件的单位制。

2) SW 文件树状图节点选择：

工具支持用户对选择进入预处理的所有 SW 文件，通过勾选或者取消勾选的方式，甄别

哪些需要进行单位转换

二．批量单位修改功能操作步骤

1) 选择所需设置的单位

首先在【单位系统】的五个单位制中进行选择；

然后针对需要，可在自定义部分下拉选择具体的单位设置选项；

2) 执行设置与批量修改

在执行批量修改前，可以对此次修改过程中 SW 的行为作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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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当前 SW 中所有文档的选择；每次执行完修改单位后的文件是否自动保存或者关闭，

通过后两个勾选进行控制；

最后点击修改按钮，即可开始工具的批量单位处理。

三．修改结果的陈列

批量处理完成后，处理结果会弹出，其中罗列出所有处理的文件，处理状态是否成功、

修改单位、原单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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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 批量图纸添加二维码

1．添加文件的四种方式

（1） 添加文件（可多选文件）

（2） 添加文件夹

（3） 当前 sw 打开图纸

（4） 当前 sw 打开全部图纸

2．删除文件方式有两种：

（1）移除项：选择单个文件删除；

（2）清除全部：当需要把全部的文档。

3．设置二维码内容

（1）设置固定内容：直接在输入框输入内容。

（2）根据文档属性设置内容：如下

注：

1) 用中括号 [] 来表示图纸的属性，如：[代号]、[名称]、[$文件名]、[$文件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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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 用大括号 {} 来表示图纸对应零部件的属性，如：{代号}、{材料}、{$文件名中的

代号}

4．设置二维码位置：根据需求设置二维码的展示位置。

5．二维码示例：选择不同的编码形式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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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 批量图纸添加二维码-CATIA 版

1．添加文件四种方式

1) 添加文件（可多选文件）

2) 添加文件夹

3) 当前打开图纸

4) 当前打开全部图纸

2．删除文件方式有两种：

1) 移除项：选择单个文件删除；

2) 清除全部：当需要把全部的文档。

3．设置二维码内容

设置固定内容：直接在输入框输入内容。

4．设置二维码位置：根据需求设置二维码的展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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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维码示例：选择不同的编码形式来展示。

3.5.14 批量属性编辑

1.添加文件的六种方式

1) 添加文件（可多选文件）；

2) 添加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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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 sw 会话文件；

4) 当前 sw 打开的全部文件；

5) 装配体选中项目；

6) 直接拖放文件进入文件选择区。

2.移除文件

1) 移除选择项（可多选）；

2) 移除全部零件；

3) 移除全部装配体；

4) 移除全部图纸；

5) 移除全部模板文件；

6) 清除全部。

3.属性编辑

1) 修改规则：

（1）改值：原名 → 新值；

（2）改值：原值 → 新值；

（3）改值： (原名、原值)→ 新值；

（4）修改属性名称；

（5）添加属性；

（6）关键字替换；

（7）关键字替换 2。

2) 操作步骤：

（1）选择修改规则，填入对应信息。

（2）点击 “加入修改列表” 添加到修改列表中（可添加多条）

（3）选择属性处理范围，点击执行。

3) 操作异常处理：

（1）根据错误提示选择修改规则或者跳过处理

（2）通过直接编辑列表值可修改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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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继续执行”进行继续修改。

4.属性转移

1）操作步骤：

（1）选择处理范围，输入属性名称（选择所以属性不需要输入）

（2）选择转移方向：点击箭头可以调整转移方向。

（3）选择属性处理范围，点击执行（图纸文件只有自定义属性，自动跳过）。

2）操作异常处理：

1）转移过程出现已经存在相同名称的属性会弹出窗口提示。

2）根据提示窗口可以自行选择需要覆盖的属性，点击“覆盖”按钮。

5.属性移除——操作步骤：

1）选择处理范围，输入属性名称（选择所有属性不需要输入）。

2）选择属性处理范围，点击执行。

6.添加图幅——操作步骤：

1）输入属性名称，选择写入属性位置（该操作仅针对图纸文件）。

2）选择属性处理范围，点击执行。

7. 添加图号——操作步骤：

1）添加图纸，拖动图纸顺序。

2）修改调整属性名称、编码规则、增量，直到图号预览显示满意位置。

3）勾选需要写入属性的位置，点击“开始写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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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5 批量文件改名

当大量零部件需要改名时，就可以用此工具进行快速修改。

1.添加改名文件：点击“选择装配体”进行文件添加；

2.改名设置

（1）批量替换：在“原字符串”中填写需要替换的字符串，在“新字符串”中填写替

换后的字符串（特殊字符除外 ）；

（2）添加前后缀：“原名称”默认为空，此时是对全部零部件进行操作，点击选择某个

零部件时是对这个文件进行添加。然后设置“前缀”、“后缀”添加字符串（特殊字符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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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去除部分字符串：“标记字符串”是表示以该字符串为界限，将其之前或者之后的

多少字符串进行去除，若想对其进行保留需要勾选“保留标记字符串”；

（4）递增：设置要递增的字符串，格式为{XXX}-文件名称，设置起始值、增量；

（5）属性改名：字符串设置用{0}插入标记在文件名的位置，例文件原名称是“JKMD2.8

传动箱箱体组焊件”要改名为“JKMD2.8 传动箱箱体组焊件+配置特性属性中数量”则

字符串要设置为：焊件{0}，属性选择“配置特性”中的“数量”。

以上修改完毕后根据是否“同步修改图纸”、“记录日志”进行设置，设置完毕点击“预

览”查看效果如下图所示，执行“批量替换”。

图 1批量替换

图 2 添加前后缀



127

图 3 去除部分字符串

图 4 递增

图 5 属性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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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 批量替换图纸模板

工程师工作中必然会涉及到大量的技术图纸,有时候需要对工程图纸的标题栏进行修改。

为了避免大量重复的工作浪费工程师宝贵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批量替换图纸模板”功能对

工程图标题栏进行批量化修改。具体操作如下：

1. 打开插件，进入操作窗口界面，如图所示；

2. 选择添加文件或添加目录按钮，选择格式为 SLDDRW 的工程图或包含 SLDDRW 格式工

程图的文件夹；

3. 在窗口下半部分选择替换的图纸模板（建议用来替换的图纸模板为 SDDRT 格式，如

果是.DRDWOT格式或.SLDDRW格式，会自动在相同目录下转存成同名称的.SDDRT格式的模板）；

4. 最后在最下方选择性勾选 “□图纸尺寸相等时才替换”“□保存前询问”；

(１)选中“图纸尺寸相等时才替换”时，自动从列表中查找尺寸相符的替换。

(２)当未选中“图纸尺寸相等时才替换”时，只使用模板列表中的第一个模板用来替换，

并根据模板的尺寸和当前图纸的尺寸等比例缩放。

(３)建议选中“保存前询问”，以免替换后的样式不符合您的要求。

5. 选择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开始自动替换图纸模板。

图-批量替换图纸模板操作窗口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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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7 批量替换图纸/零件模板工具

1.添加替换文件的三种方式：

（1） 添加文件（可多选）；

（2） 添加目录；

（3） 直接拖拽文件或者文件夹进入替换文件选择区．

2．添加图纸模板与零件模板

（1）在模板文件选择区中点击鼠标右键，点击“选择模板”；

（2）直接拖拽文件或者文件夹进入模板文件选择区。

注：图纸模板可选择多个，自动替换尺寸最相近的模板。

零件模板只可选择一个，当选择多个零件模板，只会自动替换模板列表中第一个零件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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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除文件

（1）删除选择项（多选）；

（2）清空选择项。

4.模板替换

（1）添加文件

（2）添加模板文件

（3）替换选项

1）图纸模板替换

A、当替换图纸与图纸模板尺寸相等时才替换；

B、在保存前进行询问。

2）零件模板替换

A、复制零件文件的自定义属性；

B、复制零件文件的配置特定属性；

C、跳过多配置零件。

（4）开始替换

（5）操作结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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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文件未开始替换；

成功：文件替换成功；

已跳过：针对多配置零件操作，跳过多配置零件替换。

5.文件处理结果（零件替换）

零件替换完成后，原零件文件会以添加后缀名.oldx 的方式保存下来。

3.6.常用工具

3.6.1 文件改名

1．简介

领导一句话估计就得让我们忙一个月哦！公司出文件了，要把一台机床的名字改掉，把

“6140”改为“6132”，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百多张图纸，零件图、工程图，而且都是图

号加名称。改改文件名称是小事，关键改了之后，装配体找不到路径，工程图找不到路径！

而且图号都是用的零件的属性链接的，属性还得改一次！领导真是折腾人！这下有半个月可

以忙了。改掉，重新打印，再发图纸，晕死哦!

这是大家在使用 SolidWorks 时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个麻烦的工作，开发了一

个快速置换文件名的工具，可以快速将需要替换的零部件名称，全部替换掉，并且不影响装

配关系，所有链接可以保持不变，也不需要去再搜索零部件目录。

2．使用

安装插件打开后将弹出置换文件名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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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需要改名的文件选择文件类型，也可以全部选中。

②选择需改名文件所在的目录。

③填写旧文件名和要改成的新文件名。

④点击置换属性名选项卡，将弹出如下对话框。

⑤填写文件的旧属性名和要改成的新属性名。

⑥勾选“同时修改文件的属性信息”。

⑦点击执行修改完成文件改名。

3．说明

（1）如果不需要更改文件的属性，那么④⑤⑥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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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使用该工具时，一定要先关闭需要改动的装配体。

3.6.2 文件加密

1.简介

文件加密功能可以对企业所有文件格式进行加密，安全稳定，速度快。

2.使用

双击图标，出现如下窗口：

①点击“添加目录”，可以选择想加密或解密的所有文件的目录，可以多选，点击“添

加文件”，可以选择单个文件进行加密或解密，也可以多选。

②输入加密或解密密码。

③点击开始加迷或开始解密。

3.设置

用户可以对加密进行相关设置，可以指定某些具体需要加密的文件格式，可以选择加密

强度，可以存为迈迪加密格式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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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明

（1）加密时一定要记住加密密码，以免无法解密，造成损失。

（2）该功能不是仅对 SW 文件加密的，其他所有有关文件格式，只要能打开的，都可加

密。

3.6.3 日积月累

很多设计师在工作时无法使用互联网查询数据，为了方便用户，我们将原来在“我的三

维配件网”中的部分技术资料，合成到本版的日积月累软件中，供设计者方便调取查询。另

外，针对设计者自身经常用到的资料，如图纸、文档、图片、声音、视频等，用户可以自行

编制经常用的数据资料，放到“日积月累”，方便自己查找。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插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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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上方的目录树即是国标手册中常用的技术资料目录，一般来说，用户日常需要的技

术资料都包含在里面，可以按照对应目录进行查找。查到的资料，以图片的形式显示在浏览

区域中，用户可以像操作 SolidWorks 界面一样操作该浏览器，放大或缩小、平移等。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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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下方的目录树是开放给用户自己进行添加的，默认的目录有三个，如上图所示。用

户可以在某个目录上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对话框：

如果用户有自己常用的资料，可以点击“导入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需要添加

进来的文件，该文件就被复制到本软件安装目录下的“日积月累”目录中。选中导入的文件

按下右键，再点击“打开文件”，对应的文件就被相关程序打开。

此时，鼠标点击下图菜单条中的红色铅笔按钮，如下图：

主界面将消失，用户可以选择一个截图区域，作为该文件的一个缩略图。选择区域后，

上图将立即显示出来，并在主浏览器中显示用户刚才截取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此时，用户还可以在“文档备注”栏里填写一些备注说明，然后点击“保留备注”。

注意：所有进入日积月累中的文件，都是被复制到了本软件根目录下的“日积月累”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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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的是该目录中的文件，不影响原来目录的文件。文件版本变化时，该目录中的文件版本

并不跟随改变，请手工自行修改，或者重新导入文件。

删除软件时，请记住及时备份“日积月累”目录下的文件，以免丢失重要信息。

升级软件时，将原来“日积月累”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目录复制到新版本软件对应目录下。

3.6.4 螺栓校核

螺栓校核工具可以根据螺栓连接形式和受载荷情况，得出其许用的最小直径。螺栓校核

工具也适用于双头螺柱连接与螺钉连接。

打开插件，如图：

根据所需校核的螺栓选择对应的材料、受力形式，并输入载荷大小，点击“计算”按钮，

即可算出螺栓的最小许用直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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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力学分析

迈迪力学分析工具可以实现简单的材料力学计算，节约设计师计算时间。包括：多个扭

转分析、简单扭转分析、应力圆分析、截面特性及压杆分析、静定梁分析、薄壳中的应力计

算。在主面板上双击常用工具模块列表中的“力学分析”按钮，将弹出如图 1 所示的对话框，

各项数据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输入计算出所需要的“扭矩图”、“剪力图”或“转角图”。若

有不同的分析需求可选择上方的选项从而出现不同的分析界面如图 2—图 6所示的对话框。

图 1 力学分析多扭矩分析界面

图 2 力学分析简单扭转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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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力学分析应力圆分析界面

图 4 力学分析截面特性及压杆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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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力学分析静定梁分析界面

图 6 力学分析薄壳中应力分析界面

3.6.6 计算轴径

今日制造中所有校核和计算都依据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内容，把文字版真实的做成方便

的电子版，省去大量的数据计算和查阅资料的时间。

在主面板上双击常用工具模块列表中的“计算轴径”按钮，将弹出如图 1、图 2所示，

用户可分别根据设计轴的扭转强度或刚度、弯扭合成强度计算出最小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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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计算轴径界面

图 2 计算轴径界面

3.6.7 综合公差

工程师日常设计过程中经常需要查阅机械设计手册来选定所设计产品的公差要求。为了

避免在查阅手册过程中耽误太多时间，本版本继续增加并完善了综合公差查询功能。对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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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圆柱齿轮公差”、“键公差”、“轴伸公差”、“轴承配合公差”等综合公差数据进行了更

新维护。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 打开插件，进入操作窗口界面，如图所示：

2. 在窗口上方单击自己需要查询的综合公差类型，进入数据输入和查询界面。

3. 在查询界面输入工件的参数并选择选用的公差等级。

完成以上步骤查询结果自动显示，还可以点击输出报表得到等详细的报告如图：

综合公差-轴承配合公差查询界面

综合公差-轴承配合公差输出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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