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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维 CAD 在机械制图教学中的应用颠覆了传统机械制图教学模式,其可迅速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提高自主学习

能力。三维 CAD 技术应用在机械制图中,是社会发展、当前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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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是一种表达设计意图、制造要求以及交流经验

件及装配体实行剖面图解析,并通过仿真运动的模仿了解零

的技术文件,是工程技术人员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而

部件之间的关系和运转情况,这样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

该项技能的养成则需要学生掌握画图和看图的能力。不过在

各部件的功效。另外,在装配体演示上,可以借助生动有趣的

传统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学生的学习效率不高,因此需要

动画效果来调动学生的感知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进行教学模式和理念的优化,改善教学效果,为我国技术性
人才培养提供帮助。

2.1.2 传统教学中应用的实物模型体积较大,携带较为
困难,而利用三维 CAD 技术完成三维模型的构建,则可以将

1 3D 虚拟库的优点

相关资料以数字化的形式保存在各种传输介质上,更加便于

3D 模拟库的建立相当于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应用平

携带。

台,其将三维 CAD 技术与机械制图结合起来,以此提升教学

2.1.3 利用 CAD 制图软件,能够结合教学需求进行模型

水平,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机械制图中较为抽象的理论知

的随时创建、修改、传输和拷贝,为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提

识。3D 虚拟库的优势有：

供了便利,同时也促进了信息数据的共享。与此同时,虚拟模

1.1 经济优势

型的建立不涉及到成本支出,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教学成本。

3D 模拟库的建立较为简单,教学人员只需利用专业知识,

2.2 激发学习热情

通过简单的计算机操作即可完成,不仅不涉及任何的成本支

在机械制图教学中通过三维 CAD 技术的应用,可以将机

出,而且其建立起来的模型数据可与实物模型相媲美,强化

械制图的教学内容以不同形式展现在学生眼前,如文字、图

了教学效果。

像、视频、动画形式等,这样不仅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1.2 可调整优势

也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推动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另外,

传统机械制图教学中使用的都是实物模型,调整性能较

在现今信息时代发展下,CAD 课程已经成为工科专业的必修

差,与知识的连接性能不强。而 3D 虚拟库中构建的虚拟模型

课,不过在 CAD 和机械制图课程的开设上,却存在一定的差

则可以结合知识要点进行随时调整和优化,实现了模型与教

异性。

学内容的结合,更加直观的展现知识内容。同时 3D 模拟库的
应用还能够实现知识的拓展,丰富学生眼界。

通常情况下,CAD 课程是在机械制图课程后开展的,两者
融合效率相对较低,影响了 CAD 技术在机械制图教学中优势

1.3 直观性优势

的发挥。为此,在现今教学活动中,应将三维 CAD 技术与机械

实物模型在应用中,学生只能了解到模型表面的内容,无

制图有效融合起来,通过 CAD 技术来推动机械制图教学的开

法对深入内涵进行探究。但采用 3D 模拟库后,则可以对模型
的内外部结构实行直观展示与分析,加强学生对细节的了解。
2 三维 CAD 技术在机械制图教学中的作用

展,以此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
2.3 强化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能力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教师的专业能力也提出了

2.1 实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变革

较高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

传统机械制图教学中,主要是通过教学模型和实物的应

外,还需要不断实行探索和学习,充实自己,达到经验型教师

用将较为抽象的内容直观展现出来,虽然外形结构较为清晰,

向科研型教师转变的目标。同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创

但是对于深入研究却存在着一定阻碍。而三维 CAD 技术,则

新具有较好的联动效益,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沟通效率,也

是利用先进技术完成三维模型的构建,这样能够有效的结合

为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教学内容,建立直观、清晰、准确的机械模型,帮助学生了解
学习要点。三维 CAD 技术应用在机械制图中的优势为：

2.4 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机械制图的教学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二维和三维图形,

2.1.1 机械制图中存在着较多复杂零部件和装配体,利

需要对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在实际教学的

用三维 CAD 技术建立起的三维模型,可以对这些复杂的零部

过程中,学生通常只能在课后通过大量的练习题来达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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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的,但做题中所产生的错误通常无法得到及时的指导

构件,之后再将不同机械构件的组装情况予以模拟演示,帮

和纠正,这就容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造成这种现象,主要

助学生更加清晰的了解各构件之间的关系,明确构件运转情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学生初学机械制图,空间思维能力较

况及作用,最终实现对机械构件物理性能方面的研究,掌握

差；(2)缺乏感性认识；(3)缺乏有效的自主学习条件,学生

机械整体运转原理。

做练习,通常只能通过同学之间对答案、相互讨论等方式来

4 教学案例

辅助学习。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大力培养学生
的空间思维,同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自主学习条件。
3 三维 CAD 技术在机械制图教学中的应用
3.1 几何画法中的应用

在机械制图中,通过两视图进行第三视图的补画,一直
都是教学重点,下面我们就以此为例,分析三维 CAD 技术的
具体应用。
在已知主视图和左视图的基础上,进行俯视图的补画。

机械制图中画面呈现的元素正在不断增加,所以在页面

在观察研究主视图和左视图时发现,该模型是由两个长方体

布局上,有必要利用光学效果合理处理点线面之间的关系,

组合而成的,且长方体上伴有切割挖槽和孔洞。首先要利用

保证空间布局的合理性。通过三维 CAD 技术的应用,可直接

UG 将零部件的工程图纸打开,将构件的尺寸数据导出；其次,

在软件中输入相应的点位坐标进行不同窗口的绘制,系统会

新建一个文件夹,将数据导入,并按照数据尺寸对长方形实

按照坐标数据的要求,在画面空间上合理分布,并详细标注

施拉伸操作,得到与实体相符合的模型结构,之后进行求和

各构件所处的空间位置,在图纸完成后,将其以立体投影效

运算组合基本题；再次,在右侧长方体上开各半圆槽,对下面

果展现出来。同时在 CAD 软件机械制图过程中,可以通过实

的长方体实行求差计算,并将两个长方体重合部位切除,得

体功能来进行机械制图三维立体的机械模型创建,利用着色

出新的零件模型；最后,将新得到的零件模型转化成二维图

面与着色线,选取三维模型中的面或者线,对其对应位置的

形,并与主视图和左视图进行对比,如果图形一致,则说明俯

投影特征和特点予以分析。

视图绘制正确,如果存在误差,则需重新导入到绘图软件中

3.2 组合体视图中的应用

完成修改和完善,直到数值正确为止。

机械制图中的组合体是通过不同形状的几何体组装而

在实际操作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会如何使用 UG 建模命

成的。而在实际设计中,通过三维 CAD 技术完成虚拟模型创

令,还会清晰的了解构件内部构造,加深记忆和理解,并在此

建时,可在确定平面造型后,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出几个可自

基础上实现了学生思维能力的拓展。

由旋转的立体几何体,之后再根据具体要求将这些几何体实

5 结束语

行调整和组装,并移动到指定位置上,完成虚拟模型的构建。

综上所述,为了缩短产品开发和设计周期,当前 CAD 技

利用该种方法,设计人员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大量设计任

术也要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实现机械制图的自动化,提高

务,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工作效率。

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为此,软件使用者要不断加深自身的

3.3 剖视图中的应用

知识,加强对当代设计技术的有效利用,从而促进机械制图

剖视图可以说是机械制图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

工作水平的提高。

剖视图的应用能够更加细致的实现组合体细节部位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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