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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装指南 
一、 双击安装文件，安装文件的获取渠道不同，版本号、名称可能不同； 

二、 选择“我接受许可证协议中的条款”后，点击“下一步”； 

 

三、 勾选希望安装的软件功能，通过“浏览”按键选择软件的安装位置后，点击“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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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此页尽量不要修改任何信息，直接点击“下一步”； 

 

五、 安装过程中，请勿点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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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等待进度条全部走完，点击“完成”，即可完成软件安装。 

 

七、 运行软件，选择期望应用的平台，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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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负荷计算 

1 使用说明  

1.1 工程  

 

1.1.1 新建  

菜单：【工程】→【新建】 

功能：新建一个负荷工程文件。  

1.1.2 打开  

菜单：【工程】→【打开】  

功能：打开一个负荷工程文件。  

1.1.3 保存  

菜单：【工程】→【保存】  

功能：保存当前负荷工程文件。  

1.1.4 另存为  

菜单：【工程】→【另存为】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5 

功能：把当前负荷工程文件另存为一个工程文件。  

1.1.5 关闭  

菜单：【工程】→【关闭】  

功能：关闭当前负荷工程文件。  

1.1.6 退出  

菜单：【工程】→【退出】  

功能：退出浩辰负荷计算软件。  

1.2 编辑  

 

1.2.1 批量修改  

菜单：【编辑】→【批量修改】  

功能：批量修改房间参数和负荷对象参数。  

a) 执行此命令，弹出批量修改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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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中需要修改的房间和房间参数，如修改房间夏季室内设计温度和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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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过滤条件：如按房间名称过滤  

 

 

等于：房间名称完全匹配的房间会进批量修改，不完全匹配的房间不会进行修改。  

例：  

［1001］卧室修改参数，［1002］主卧室、［1003］次卧室和［1004］厨房不修改参数。  

 

不等于：房间名称不相等的房间会进行批量修改，相等不进行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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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02］主卧室、［1003］次卧室和［1004］厨房修改参数，［1001］卧室不修改参数。  

 

包含：房间名称包含有该字符串的房间会进行批量修改，不包含该字符串的房间不进行

批量修改。  

例：  

［1001］卧室、［1002］主卧室和［1003］次卧室修改参数，［1004］厨房不修改参

数。  

 

不包含：房间名称不包含该字符串的房间会进行批量修改，包含该字符串的房间不进行

批量修改。  

例：  

［1004］厨房修改参数,［1001］卧室、［1002］主卧室和［1003］次卧室不修改参数。  

c)  选中需要修改的房间和负荷对象参数，如选中外墙，修改围护结构和传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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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护结构（外墙、外窗和外门）还可以进行朝向过滤。 

 例： 所有“东”方向的外墙参数都将修改。 

 全部外墙(任意方向) 参数都将修改。  

1.2.2 批量添加负荷对象  

菜单：【编辑】→【批量添加负荷对象】  

功能：向房间里批量添加负荷对象。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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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操作方式类似【批量修改】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考【批量修改】命令。  

1.2.3 批量删除负荷对象  

菜单：【编辑】→【批量删除负荷对象】  

功能：批量删除当前工程里负荷对象。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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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操作方式类似【批量修改】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考【批量修改】命令。  

1.2.4 批量删除房间  

菜单：【编辑】→【批量删除房间】  

功能：批量删除当前工程里房间。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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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中的房间。删除完后，会自动更新当前界面信息和主界面信息。  

：退出批量删除对话框。  

1.2.5 房间复制  

菜单：【编辑】→【房间复制】  

功能：房间复制。标准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复制方式：选中一个源房间，再选中一个或者多个

目标房间进行复制操作。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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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完全复制  

 

源房间完全复制到目标房间中。  

b) 镜像复制  

 

源房间的外围护结构（外墙、外窗和外门）按照“镜像轴”镜像复制到目标房间中，其它负

荷对像完全复制到目标房间。 

例如：“南外墙”按“东——西”轴镜像复制到目标房间后成“北外墙”。  

c) 旋转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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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房间的外围护结构（外墙、外窗和外门）按照旋转角度值复制到目标房间中，其它负荷对

像完全复制到目标房间。  

例如：“南外墙”按“45°”旋转复制到目标房间后成“东南外墙”。  

d) 保持被复制房间名称不变  

选中“保持被复制房间名称不变”，目标房间名称保持原有名称，否则目标房间名称将与源

房间名称一样。  

e) 保持被复制房间高度不变  

选中“保持被复制房间高度不变”，目标房间名称保持原有房间高度，否则目标房间的房间

高度与源房间的房间高度一样。  

1.2.6 户型复制  

菜单：【编辑】→【户型复制】  

功能：户型之中进行复制。标准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复制方式：选中一个源户型，再选中一个

或者多个目标户型进行复制操作。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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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类似【房间复制】功能，详细信息参考【房间复制】命令。  

1.2.7 楼层复制  

菜单：【编辑】→【楼层复制】  

功能：楼层之中进行复制。标准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复制方式：选中一个源楼层，再选中一个

或者多个目标楼层进行复制操作。 执行此命令， 

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操作方式类似【房间复制】功能，详细信息参考【房间复制】命令。  

1.2.8 建筑复制  

菜单：【编辑】→【建筑复制】  

功能：建筑之中进行复制。标准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复制方式：选中一个源建筑，再选中一个

或者多个目标建筑进行复制操作。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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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类似【房间复制】功能，详细信息参考【房间复制】命令。  

1.2.9 两面外墙修正  

菜单：【编辑】→【两面外墙修正】  

功能：两邻相连外墙需要进行修正。例如：东墙与南墙或者北墙相连要修正。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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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选择所需修正系数，点击确定，或双击修正系数选择。 

1.3 计算 

 

1.3.1 冷热负荷 

菜单：【计算】→【计算方式】→【冷热负荷】 

功能：计算冷负荷和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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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计算】→【计算方式】→【冷热负荷】时，冷负荷参数和热负荷参数都需输入，计算

结果显示冷负荷和热负荷计算结果。 

1.3.2 冷负荷 

菜单：【计算】→【计算方式】→【冷负荷】 

功能：只计算冷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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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计算】→【计算方式】→【冷负荷】时，冷负荷参数需要输入，热负荷参数无需输入，

软件会自动收缩热负荷参数项。计算结果界面只显示冷负荷计算结果。 

1.3.3 热负荷 

菜单：【计算】→【计算方式】→【热负荷】 

功能：只计算冷负荷。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20 

 

选中【计算】→【计算方式】→【热负荷】时，热负荷参数需要输入，冷负荷参数无需输入，

软件会自动收缩冷负荷参数项。计算结果界面只显示热负荷计算结果。 

1.4 计算书  

 

1.4.1 Excel计算书  

菜单：【计算书】→【Excel计算书】  

功能：输出Excel计算书，可以输出多种标准横向或纵向A4格式Excel计算书，用户无须调整

格式可直接进行打印操作。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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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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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书示例： 

a) 冷负荷计算书（详细） 

 
b) 冷负荷计算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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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冷负荷计算书（房间最大时刻） 

 

d) 冷负荷计算书（建筑最大时刻） 

 
e) 热负荷计算书（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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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热负荷计算书（简单） 

 

1.4.2 Word计算书  

菜单：【计算书】→【Word计算书】 

功能：输出Word计算书。  

1.5 管理器  

 

1.5.1 气象参数管理器  

菜单：【管理器】→【气象参数管理器】 

 功能：气象参数管理器，录入手册里最新气象参数。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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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添加新城市气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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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城市。  

修改：修改选中城市气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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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围护结构管理器  

菜单：【管理器】→【围护结构管理器】  

功能：管理围护结构，录入常用围护结构。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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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围护结构，可以自定义大类、小类和名称。 

a) 有材质时,传热系数、传热衰减和传热延迟将自动计算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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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无材质时：传热系数、传热衰减和传热延迟可自定义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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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围护结构。 

：修改围护结构,可自定义修改大类、小类和名称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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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冬季传热系数查询围护结构，点击弹出如下对话框：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32 

 

:材质管理器，负责管理管材，操作方式类似围护结构管理器。 

点击 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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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时间指派管理器  

菜单：【管理器】→【时间指派管理器】  

功能：时间指派管理器，负责管理时间指派(即时间使用率)。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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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负荷模板管理器  

菜单：【管理器】→【负荷模板管理器】  

功能：负荷对象模板管理器，负责管理负荷对象模板。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数据修改采用实时读取技术，改变数据后，会自动读取，添加模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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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房间模板管理器  

菜单：【管理器】→【房间模板管理器】  

功能：房间模板管理器，负责房间模板管理。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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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模板采用实时读取数技术，选中对象修改数据后，会自动读取，如下图所示。 

 

1.6 工具  

1.6.1 指北针 

菜单：【工具】→【指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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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设置指北针角度值，用于图面交互操作。设置完指北针角度值，能正确读取墙体等外

围护结构朝向。在进行图面交互操作前，需要设置指北针角度。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从 CAD图纸上高置指北针角度值（角度制）。 

1.6.2 读取建筑图 

菜单：【工具】→【读取建筑图】  

功能：读取建筑平面图，目前可以自动读取天正5.0至7.0和浩辰建筑软件绘制的平面图。  

      软件支持系统性读取整体建筑平面图功能，实现了一体化功能。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读取围护结构类型： 

a) 对需要读取的对象，请勾选其复选框。 

b) 勾选“地面”，软件会在底层房间自动添加地面信息； 

c) 勾选“屋面”，软件会在顶层房间自动添加屋面信息； 

d) 勾选“楼板”，软件会在中间层房间自动添加楼板信息； 

e) 勾选“内墙”，软件会读取一般内墙，建筑平面图白色墙体。 

f) 勾选“户墙”，软件会读取户墙，建筑平面图黄色墙体。 

自动添加： 

选中匹配模板添加负荷对象数据， 会自动变成可用，软件在读取房

间编号时，会自动根据房间名称严格匹配添加模板数据。 详细使用，请

参考【房间模板管理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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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删除内墙 

菜单：【工具】→【删除内墙】  

功能：根据条件删除不满足计算条件的内墙。该功能仅适用于识别智能建筑后操作。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1.6.4 更新图纸 

菜单：【工具】→【更新图纸】  

功能：负荷软件计算完后，把房间信息更新到图纸，方便下次读取数据和图纸交流，与【读

取图纸】配套使用。 

1.6.5 读取图纸 

菜单：【工具】→【读取图纸】  

功能：读取图纸里的房间编号数据，此数据是通过负荷计算完后，更新到图纸里的信息，与

【更新图纸】配套使用。 

1.6.6 传热系数限值 

菜单：【工具】→【传热系数限值】  

功能：管理传热系数限值，数据来源于国家规范。主要应用于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查。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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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数据区，可以对限值进行修改。 

：全部恢复国家规范标准值。 

1.6.7 指标检查 

菜单：【工具】→【指标检查】  

功能：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查，数据在限值有效区域内，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此时需

调整外围结构的围护结构参数。 

执行此命令，软件进行自动计算并显示计算结果，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弹出传热系数限值对话框，详细信息参考【传热系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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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生成 Excel计算书，如下图所示： 

 

1.6.8 系统分区 

菜单：【工具】→【系统分区】  

功能：对整个建筑进行系统分区。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1.6.9 系统选项 

菜单：【工具】→【系统选项】  

功能：软件系统设置。 

执行此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a) 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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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保存：可以防止停电等意外事件造成文档的损坏或者丢失。 

自动保存工程位置在用户 User目录下的备份文件夹，例如：C:\user\备份文件\ 

b) 显示设置：控制计算结果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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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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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查看  

  

1.7.1 工程 

菜单：【查看】→【工程】  

功能：显示或者隐藏工程工具条。 

  

1.7.2 编辑 

菜单：【查看】→【编辑】  

功能：显示或者隐藏编辑工具条。 

 

1.7.3 计算 

菜单：【查看】→【计算】  

功能：显示或者隐藏计算工具条。 

 

1.7.4 管理器 

菜单：【查看】→【管理器】  

功能：显示或者隐藏管理器工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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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工具 

菜单：【查看】→【工具】  

功能：显示或者隐藏[工具]工具条。 

 

1.7.6 负荷对象Ⅰ 

菜单：【查看】→【负荷对象Ⅰ】  

功能：显示或者隐藏[负荷对象Ⅰ]工具条。 

 

1.7.7 负荷对象Ⅱ 

菜单：【查看】→【负荷对象Ⅱ】  

功能：显示或者隐藏[负荷对象Ⅱ]工具条。 

 

1.8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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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主界面详解 

1.9.1 工程主界面 

 

所在地区修正系数:计算热负荷所需参数。 

1.9.2 建筑主界面 

 
a) 基本信息：设置建筑基本信息 

b) 建筑物信息：设置建筑物基本信息，若勾选复选框表示手动输入数据，否则为软件自动

计算数据。 

c) 系统形式：采暖形式 

 传统采暖：计算门/窗冷风渗透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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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采暖：室内一般认为是正压，不计算门/窗冷风渗透热负荷 

 分户采暖：分户计算采暖 

 地板采暖：计算温度=设计温度-2 

d) 门/窗冷风渗透计算方法 

 缝隙长度法 

 换气次数法 

 百分率法 

三者之间区别及计算方法请参考【负荷计算依据】:房间冷风渗透耗热量。 

e) 楼层设置 

 允许设置地下室，地下室以 B开头，例如： 

 
 允许设置标准层：即设置相同个数。 

例如：2楼层为标准层，3、4、5楼层与 2楼层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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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设置楼层高，例如： 

 
 允许设置标高： 

连续楼层，设置最小层标高，后续楼层标高为自动计算。 

非连续楼层，可自由设置其标高。 

例如：可自由设置楼层 6的标高，后续楼层 7的标高为自动计算结果。 

 

1.9.3 楼层主界面 

       楼层信息设置在建筑主界面，详细信息请参考【建筑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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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户型主界面 

 
可设置户型名称和户型相同个数。 

1.9.5 房间主界面 

 
房间特点： 

a) 实时读取数据，实时计算 

b) 自动记住上一次值 

c) 快捷键 E或者 Delete 删除负荷对象 

d) 负荷对象可以上下自由移动，调整自己喜欢顺序 

e) 计算结果类型可以左右自由移动和通过【系统选项】中的【显示设置】项调整显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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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结果预览 

 
a) 显示级数: 

 
b) 显示时刻:默认显示最大冷负荷时刻值，可以查看 24时任意时间值。 

 
c) 单位设置：设置计算结果和计算书等显示结果数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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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4 小时计算结果：查看单个对象 24小时各时刻的负荷值。 

右健选中计算结果中任意对象，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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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选中对象，点击鼠标右健自动弹出 24小时计算结果对话框，再按回车键(即 Enter键)，

对话框自动关闭。此操作方式能快速查看各对象 24小时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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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负荷图表 

 

a) 图表类型：提供 5 种显示类型，基本上满足需求。 

 

b) 显示设置：可以自由控制显示负荷类型以及对应的具体负荷项。 

 
c) 图表保存：可保存各种负荷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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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效果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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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右健菜单 

 
a) 工程右键菜单 

 
b) 建筑右键菜单 

 

c) 楼层右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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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户型右键菜单 

 
e) 房间右键菜单 

 

f) 快捷键 

建筑、楼层、户型和房间都有相同的快捷键，能够快速添加和删除同类对象。 

新建：N 

插入：I 

删除：E或者 Delete 

复制：C 

操作方式类似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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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参数界面 

1.10.1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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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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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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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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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内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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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内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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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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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楼板 

 

1.10.9 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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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 天窗 

 

1.10.11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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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 新风 

 

1.10.13 人体 

 

1.10.14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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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5 设备 

 

1.10.16 渗透空气 

 

1.10.17 食物 

 

1.10.18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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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9 水面蒸发 

 

1.10.20 水流 

 

1.10.21 其它 

 

2 图面交互 

与 CAD进行交互操作，可以很方便布置房间编号、读取房间编号和自动识别建筑平面图。 

房间编号采自自定义实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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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编号设置 

2.1.1 编号设置 

菜单：【负荷计算】→【编号设置】 

功能：设置房间编号字体和显示项。  

 

2.2 手动布置 

2.2.1 手动布置 

菜单：【负荷计算】→【手动布置】 

功能：手动布置房间编号。 

对于一般建筑平面图，可以使用手动布置房间功能。布置完房间编号后，通过负荷计算

软件读取编号，然后进行编辑，计算完成后，再把数据更新到房间编号。  

手动布置房间编号采用是非模态对话框，用户可以随时改时数据。 

点击【手动布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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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建筑和删除建筑 

：添加楼层和删除楼层 

：勾选户型，当前房间属于户型内。 

：当前房间编号和房间名称，布置完成后，房间编号会自动

递增。 

：提取 CAD图纸上的房间名称 

例布置完后效果图：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70 

 

2.3 自动识别建筑平面图 

目前浩辰负荷计算软件支持自动天正建筑 5.0至 7.0所会绘制的建筑平面图，能自动读

取建筑平面图围护结构等信息。 

支持识别天正类型：墙体、柱子、窗、门、门联窗、子母门等。 

2.3.1 识别内外 

菜单：【负荷计算】→【识别内外】 

功能：识别内外墙体。根据图算法，最后外环所有墙体为外墙，其它墙体为内墙。 

命令行提示： 

命令行：--------------识别内外-------------- 

命令行：请选择建筑底图:指定对角点:  

效果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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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区域为最大环，软件默认最大环为外墙。如果软件【识别内外】功能不能满足用户

需求，可以通过【指定外墙】、【指定内墙】和【指定户墙】功能进行调整。 

墙体类型与颜色对应关系： 

a) 红色：外墙 

b) 白色：一般内墙 

c) 黄色：户墙 

2.3.2 指定外墙 

菜单：【负荷计算】→【指定外墙】 

功能：手动指定外墙。 

命令行提示： 

命令行：--------------指定外墙-------------- 

命令行：请选择墙体: 

2.3.3 指定内墙 

菜单：【负荷计算】→【指定内墙】 

功能：手动指定内墙。 

命令行提示： 

命令行：--------------指定内墙-------------- 

命令行：请选择墙体: 

2.3.4 指定户墙 

菜单：【负荷计算】→【指定户墙】 

功能：手动指定户墙。 

命令行提示： 

命令行：--------------指定户墙-------------- 

命令行：请选择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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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加亮墙体 

菜单：【负荷计算】→【加亮墙体】 

功能：加亮所有墙体。方便用户查询对墙体是否为正确类型墙体。 

 

a) 红色：外墙 

b) 白色：一般内墙 

c) 黄色：户墙 

2.3.6 自动布置 

菜单：【负荷计算】→【自动布置】 

功能：自动识别建筑平面图，绘制房间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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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进行 CAD交互界面： 

命令行：请选择建筑底图: 

命令行：请选择建筑面积插入点: 

布置效果图： 

 
选中房间编号实体，会显示房间区域；取消选择，区域边框自动消失，方便查询房间编

号对应实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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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状态：                      非选中状态： 

      

2.3.7 快速布置 

菜单：【负荷计算】→【快速布置】 

功能：自动识别建筑平面图，快速绘制房间编号。 

【快速布置】功能和【自动布置】相似，【快速布置】不弹出对话框和不生成建筑面积

外，其它设置与【自动布置】对话显示设置一致。 

命令行提示： 

默认起始编号： 

命令行：自动布置房间起始编号<1001>: 

命令行：请选择建筑底图: 

修改起始编号： 

命令行：自动布置房间起始编号<1001>:2001 

命令行：请选择建筑底图: 

 

友情提示： 

【自动布置】和【快速布置】功能会自动把原有房间编号覆盖，按新规则重新布置房间

编号实体。如果不想覆盖原房间编号实体又想重新编号，可以通过【重新编号】功能实现。 

2.3.8 重新编号 

菜单：【负荷计算】→【重新编号】 

功能：在不删除原有房间编号实体前提下，对房间编号实体重新编号，会保留实体原来数据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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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连续编号 

菜单：【负荷计算】→【连续编号】 

功能：  

2.3.10 批量编号 

菜单：【负荷计算】→【批量编号】 

功能：  

2.3.11 分隔线 

菜单：【负荷计算】→【绘制分隔线】 

功能：绘制分隔线，对大区域，需要化分成二个或者二个以上的区域时，通过绘制分隔线进

行化分。 

命令行提示： 

命令行：起点: 

命令行：下一点: 

  

友情提示： 

    绘制分隔线需要安装天正插件，且当前图纸必须有天正墙体才能会制成功。 

2.3.12 合并房间 

菜单：【负荷计算】→【合并房间】 

功能：合并房间。 

合并原则： 

1) 合并房间有共同的边 

2) 第二个选取房间合并到第一个选取房间 

命令行提示： 

命令行：请选择第一个房间编号: 

命令行：请选择第二个房间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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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负荷计算依据 

请参考浩辰公司编著《负荷计算依据》文档。 

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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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垂直采暖 

1.1 系统设置 

菜  单：[垂直采暖]→[系统设置]→[绘图设置] 

功  能：设置垂直采暖系统中立/竖管出图直径、供/回水立管编号前缀；是否选择自动补

齐缺失的立管编号；供/回水立/竖管平面图形式；立管编号形式，以及直径和立管编号字

高的参数值；扣弯形式；楼层后缀；管线线型，直线或者多段线。所有参数均为图纸尺寸，

在布置散热器和管道时自动发生作用。确定出图比例，对文字信息进行设置。 

说明：立/竖管形式、编号形式扣弯形式均可以下拉键中进行选取。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设置出图比例和绘图比例； 

2. 确定文字出图的字体高度； 

3. 选择使用 CAD或者暖通软件文字样式，可进行文字样式编辑，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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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散热器 

菜单：[垂直采暖] →[散热器] 

功能：散热器的参数信息设置，和散热器平面图的布置 

1.2.1 简单设置 

点击【简单设置】，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功能： 

1. 用户可对散热器的平面图形式进行选取，以及节点换向的调整。 

2. 用户可以设置散热器外形尺寸，包括长、宽、距墙壁或窗内侧的距离、以及标高，均为

实际尺寸。 

3. 提供三种散热器的布置方式，任意布置，窗中布置和沿墙布置。 

4.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在布置过程中，可以手动的更换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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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 

说明：软件可以根据图纸的实际内容，对立管编号识别，并且能自动补齐其缺失的编号。如

布置 1、2、3三组带立管散热器，删除其中编号为 2的散热器，再布置时，系统会将删除的

编号补上，确保图中编号连续性，当然也可以手动进行更换。 

散热器【任意布置】，根据提示指定散热器位置：输入“Z”可以将散热器旋转 90°，输

入“S”可以旋转任意角度，调整好后可以布置，若是选取了布置编号，可以逐个编号，或

键入“A”，集体进行编号。 

散热器【窗中布置】，点选或框选窗户，根据提示指定窗内侧，键入“R”可以散热器换

向，键入“S”可以逐个选择方向，若是选取了布置编号，可以逐个编号，或键入“A”，集

体进行编号，确定后布置完毕。 

散热器【沿墙布置】，选取所沿的墙体线，输入“R”可以对散热器换向，散热器会由鼠

标的拖动而移动，到适当位置即可定位，若是选取了布置编号，可以逐个编号，或键入“A”，

集体进行编号，确定后布置完毕。 

1.2.2 详细设置 

点击【详细设置】按扭，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功能： 

1. 确定散热器的类型，常用散热器类型可以在左边栏选取。并且可以通过类型管理器对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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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类型进行编辑。 

点击【类型管理】按扭，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1) 左边栏显示常用散热器类型，右边栏显示散热器分类，用户可以通过箭头方向进行编辑，

左右键是对所选目标进行添加或者删除。上下键则是调整常用散热器类型的显示顺序，

编辑完成之后点【确定】按扭即可。 

2) 自定义散热器类型： 

点击【散热器管理器】，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81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添加散热器： 

点击【添加】按扭，弹出对话框如右图所示： 

 

输入散热器的参数，点【添加】按扭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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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调整散热器接管长度和节点间距。 

3. 用户可以按房间的计算负荷选择散热器的负荷，此时只需要点右边按钮，再选取房间计

算负荷的编号即可，同时也可以手动输入负荷值。 

4. 散热器如按窗中布置时，提供了四种窗体的类型，勾选系统所需识别的对象即可。 

1.3 立管布置 

菜单：[垂直采暖]→[立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立管 

 

1. 立管参数的输入，可输入平面图中立管布置的间距值，其值是指与绘制参考点之间的间

距大小，取值是左负右正；可对立管的类型、管材管径选取；还可以确定起始点和终点

的标高。 

2. 用户可以设置距墙间距，选择是否自动布置立管编号。 

说明：软件可以根据图纸的实际内容，对立管编号识别，并且能自动补齐其缺失的编号。如

布置 1、2、3三组立管，删除其中编号为 2的立管组，再布置时，系统会将删除的编号补上，

确保图中编号连续性，当然也可以手动进行更换。 

3. 有四种立管的布置方式可供选择： 

立管【任意布置】布置，根据提示指定立管位置：输入“Z”可以将立管旋转 90°，输

入“S”可以旋转任意角度，调整好后可以布置，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刚可逐个

布置，或键入“A”集体布置，确定即可完成布置。 

立管【沿墙布置】布置，选取所沿墙体线，输入“R”可以对立管供回水位置换向，立

管会由鼠标的拖动而移动，到适当位置即可定位，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刚可逐个

布置，或键入“A”集体布置。 

立管【墙角布置】布置，指定内侧墙角，输入“C”可以改变平行墙布置立管，输入“A”

可以选择供回水立管连线和墙线之间的角度，任意旋转，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刚

可逐个布置，或键入“A”集体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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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散热器引出】布置，选择散热器（对没有连接立管的散热器），软件默认是集体

标注编号，键入“Z”后，可以逐个标注，最后确认即可完成布置。 

如是软件下拉选项没有的管材，可通过管材管径管理器进行编辑。点击管材右边按扭，

弹出如下窗口： 

 

管材管径管理器的功能介绍： 

1. 新建 ： 

管材：创建新型的管材，并且可以在右边窗口给定基本参数和标注参数。 

管径：创建新规格的管径，可对其公称直径，内径，外径和壁厚的数值输入。。 

2. 删除  

管材：删除选取管材。 

管径：删除选取管径。 

3. 排序  

管材和管径：位置的上调或者下调。 

1.4 总立管布置 

菜单：[垂直采暖]→[总立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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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管参数的输入，可输入平面图中立管布置的间距值，其值是指与绘制参考点之间的间

距大小，取值是左负右正；可对立管的类型、管材管径选取；还可以确定起始点和终点

的标高。 

2. 用户可以设置距墙间距，选择是否自动布置立管编号。 

说明：软件可以根据图纸的实际内容，对立管编号识别，并且能自动补齐其缺失的编号。如

布置 1、2、3三组立管，删除其中编号为 2的立管组，再布置时，系统会将删除的编号补上，

确保图中编号连续性，当然也可以手动进行更换。 

3. 有四种立管的布置方式可供选择： 

总立管【任意布置】布置，根据提示指定立管位置：输入“Z”可以将立管旋转 90°，

输入“S”可以旋转任意角度，调整好后可以布置，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刚可逐

个布置，或键入“A”集体布置，确定即可完成布置。 

总立管【沿墙布置】布置，选取所沿墙体线，输入“R”可以对立管供回水位置换向，

立管会由鼠标的拖动而移动，到适当位置即可定位，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刚可逐

个布置，或键入“A”集体布置。 

总立管【墙角布置】布置，指定内侧墙角，输入“C”可以改变平行墙布置立管，输入

“A”可以选择供回水立管连线和墙线之间的角度，任意旋转，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

号，刚可逐个布置，或键入“A”集体布置。 

如是软件下拉选项没有的管材，可通过管材管径管理器进行编辑。点击管材右边按扭，

具体参照 立管布置 

1.5 干管布置 

菜单：[垂直采暖]→[干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干管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85 

 
1. 干管参数的输入，可对干管的类型，以及管材管径进行选取，并且可以确定起始点和终

点的标高。 

2. 设置干管间距，间距是指与绘图时的参照点之间的距离，按照管线的布置方向，左侧取

负，右侧取正值。 

3. 有四种干管的引出方式可供选择。还可以选择沿墙布置： 

干管【任意布置】布置，根据提示指定立管位置：输入“A”可以绘制圆弧形管道，输

入“S”可以转换供回水管线的位置，输入“E”可以按提示连接到立/竖管，输入“U”可以

撤消上一步动作。 

干管【管道端点引出】布置，选取所连接的干管，即可进行绘制，命令提示和任意布置

一样。 

干管【立管引出】布置，选取所要引出的立管，有三种对齐方式可以进行选择：中心对

齐、供水管对齐、回水管对齐。 

干管【管道上点引出】布置，选取所要引出的管段位置，即可进行绘制，命令提示和任

意布置一样。 

说明：如是软件没有的管材，可通过管材管径管理器进行编辑，参考 立管布置。 

1.6 总干管 

菜单：[垂直采暖]→[总干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总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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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可以输入总干管的设计相关参数，包括总干管的类型，管材管径的选取，起始点和

终点的标高的确定，以及总干管间距的设置。 

2. 有四种干管的引出方式可供选择，同时还可以选择沿墙布置，以及距墙距离的定义；对

于四种布置方式，详细参见 干管布置。 

说明：如是软件没有的管材，可通过管材管径管理器进行编辑，参考 立管布置 。 

1.7 阀门 

菜单：[垂直采暖]→[阀门] 

功能：在图中管线上布置阀门等设置 

 

3. 用户可以对设备的缩放比例，标高和轴向角度按需要进行设置。 

4. 自动取管线角度：设备连接时会以管道的轴向方向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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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动打断管线：设备和管线连接处会作断线的处理。 

6. 跟随管道管径：设备的型号规格和管线相匹配。 

7. 在符号中选取需要的设备，在对话框最下方可显示符号所对应的设备名称和相关属性。 

双击符号，可打开符号库，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可以确定所需要的设备符号，再选择调用：  

选中图块，开始插入： 

命令提示行：点取位置或[转 90度（A）/上下翻转（S）/左右翻转（D）/转角（R）/沿线

（F）/改基点（T）]<退出>： 

命令提示行：指定旋转角度<0。0000`>： 

输入“A”可以将所调用的设备符号旋转 90`；输入“S”可以将所调用的设备符号上下转换；

输入 “D”可以键入任意角度旋转，也可以由鼠标转动达到旋转目的，从而绘制任意角度的

符号；输入“F”，可以沿线布置设备。 

说明：在草图上插入设备时，管线不打断，在平面草图转化平面成图时，程序将自动打断管

线——在平面成图或系统图上插入设备时，管线将被自动打断。 

1.8 图库管理 

菜单：[垂直采暖] →[图库管理] 

功能：编辑设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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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该命令，显示对话框： 

对话框中包括：工具栏、网格区，索引区。  

索引区： 点取索引区设备分类，显示该类的符号库，并列出所有符号名，可以进行选择；

鼠标移动到网格上，下方索引区中相应显示设备名称和属性。  

工具栏： 包括文件、编辑、查看、帮助。 

网格区：显示符号库中的图块，每页显示数量可以自由定义。  

1.8.1 文件 

菜单：[图库管理]→[文件]→[退出] 

功能：退出管理器 

1.8.2 编辑 

  添加分类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添加分类] 

功能：添加一个新的分类，可输入分类名称 

  删除分类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删除分类] 

功能：删除管理器中所选分类 

  属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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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属性编辑] 

功能：添加设备的属性列表 

 

1. 增加：点【增加】按扭，弹出窗口： 

输入属性名称后确定即可。 

 
2. 删除：选择所需删除的对象，点击即可。 

 批量入库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批量入库] 

功能：将目标文件中的图纸批量添加到图库当中 

  从图上选取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从图上选取] 

功能：将图中的设备符号添加到图库当中 

  删除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删除] 

功能：将选中的设备符号删除 

  移动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移动] 

功能：将选中的设备符号移动到其他分类 

  复制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编辑]→[复制] 

功能：将选中的设备符号复制到其他分类 

1.8.3  查看 

  设备分类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查看]→[设备分类] 

功能：选择是否将左边设备分类的索引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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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属性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查看]→[设备属性] 

功能：选择是否将下边设备属性的索引区显示 

  行列设置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查看]→[行列设置] 

功能：选择表格行列数目，可以按软件提供的选取，也可以自定义确定。 

1.9 散热器管理 

菜单：[垂直采暖]→[图库管理]→[散热器管理] 

功能：编辑散热器类型及对应的参数 

 
点【添加】按扭，弹出对话框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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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中输入基本信息和散热器的参数，然后添加即可。 

删除：删除选中的散热器类型。 

点【修改】按扭，弹出对话框如下图示： 

 

输入更改后的基本信息和散热器的参数，点【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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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管材管理 

 

菜单：[垂直采暖]→[管材管理] 

功能：编辑管材管径的名称和详细参数 

管材管径管理器功能介绍： 

新建 ： 

管材：创建新型的管材，并且可以在右边窗口给定基本参数和标注参数。 

管径：创建新规格的管径，可对其公称直径，内径，外径和壁厚的数值输入。 

1． 删除 ： 

管材：删除选取管材。 

管径：删除选取管径。 

2． 排序 ： 

管材和管径：位置的上调或者下调。 

1.11 立管连干管 

菜单：[垂直采暖]→[立管连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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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将图中所选范围的立管与干管自动连接，并于连接处作断线处理 

命令行提示：选择立管和干管： 

确定后完成连接 

连接后的效果图如下： 

 

如果是选择的立管和干管不匹配，如垂直单管系统中，干管是回水干管，立管为供水立

管，这里软件是会按选择框选的区域，将仅有的立管和干管（此时不考虑管线类型）相连接；

同时在连接时采取就近原则，和立管垂直距离近的连接，其它不做连接。如图示： 

 

说明：在立管和干管连接处可以看到有断线处理。 

1.12 散热器连立管 

菜单：[垂直采暖]→[散热器连立管] 

功能：将图中所选范围的散热器与立管自动连接 

命令行提示：选择散热器和立管： 

确定后，软件将散热器和立管进行自动连接。连接过程如图： 

 

说明：绘制立管时，要注意二点：立管中心点在和散热器的中心对称线在同一直线上；另一

点是，系统在选择立管和散热器进行连接时，会以靠近立管的散热器进行连接。 

1.13 生成平面图 

菜单：[垂直采暖]→[生成平面图] 

功能：用于布置标准层的散热器和立管平面图，不仅起到了复制图纸作用，而且将散热器

和立管信息进行了生成，包括负荷，编号等。 

命令提示行：选择需要复制的实体 

选取基准点 

请选插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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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插入点 

…… 

可复制多张平面图，只需要给定不同的插入点即可。 

说明：生成平面图功能，只针对散热器、立管和总立管。 

1.14 负荷分配 

菜单：[垂直采暖]→ [负荷分配] 

功能：对平面图中，选中的散热进行负荷分配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窗口： 

 
在窗口中，可以输入计算条件中的供、回水温度以及房间内的设计温度，而对于每个散

热器所承担的负荷，可以手动的输入其值，也可以智能分配负荷。 

散热器类型的编辑： 

在上窗口中，选中散热器类型栏，出现按钮，可以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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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这里可以按情况更换散热器的类型（可以参照散热器管理），以及散热器计算时

用到的一些系数：长度修正，支管连接方式修正，安装形式修正，以及流入流量修正系数（单

击右侧的按钮即可选择完成）。 

散热器负荷值的输入： 

1. 手动输入散热器负荷值：在窗口上方列表中，热负荷栏，可以按照实际工程对具体的负

荷大小进行手动输入。 

2. 智能分配负荷：如果是用负荷计算得到了房间的热负荷值，则可以选取房间的编号进行

热负荷的提取。并且按照所选的散热器个数进行平均分配。 

计算：当计算参数输入完成后，可以点计算，软件将自动计算出散热器的长度或者片数，在

上表中数量栏显示； 

标注散热器：计算完成后，用户可以将计算得到的结果标注在平面图中，只需要给定标注的

位置即可； 

选取散热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要选中指定的散热器或是指定区域的散热器，可以使用

点选或者是框选完成选取； 

修改：改正窗口中没有锁定的数值； 

退出：退出命令。 

1.15 管线绕梁 

菜单：[垂直采暖]→[管线绕梁] 

功能：用户在设计过程中管线遇到梁或柱时，可以将管线进行编辑绕过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一点： 

选取所需要处理的管线上的一点。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二点： 

选取和上面同一条管线上的另一绕过点。 

命令行提示：输入新标高<0。000>m 

输入绕过管线的标高。 

管线绕梁后效果图如下： 

 
说明：在标高不同的选择点连接处，自动生成扣弯。 

1.16 扣弯处理 

菜单：[垂直采暖]→[扣弯处理] 

功能：若绘图中出现二条不同标高的管线，可以在连接处添加扣弯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干管： 

选取所需要进行扣弯处理的管线，可同时选取多条管线。 

说明：系统会根据管线的标高不同，进行扣弯方向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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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立管标注 

菜单：[垂直采暖]→[立管标注] 

功能：标注平面图中的立管编号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要标注的立管： 

逐个选取或框选图中所需要进行标注的立管； 

命令行提示：指定标注位置<逐个>或[集体<A>]<确定>： 

选择逐个或者是选择范围内集体标注。 

说明：用户如需要修改标注的编号前缀，文字高度和出图直径，可通过平面图设置中的选项

来进行定义。 

1.18 系统图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 

功能：完成户内及立管系统图的绘制。 

1.18.1 自动生成系统图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自动生成系统图] 

功能：由平面图形式和手动输入部分设置，自动生成垂直采暖系统的系统图 

 

对话框中包括：索引区，图示区，以及一些具体项目的参数设置对话框。  

索引区：建筑信息和散热器信息。 

图示区：图中黑色区域示，软件会根据用户所建立的平面图形式，生成与之对应的系统图形

式；散热器连接形式的图示、阀门图示、以及立管接头样式的图示。 

参数设置：包括系统形式设置、散热器设置、立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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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形式：用户在开头处可以选择系统的形式，软件提供了三种系统形式可以选择，分

别是单管系统、双管系统和单双管系统。 

 

建筑信息的输入：窗口中如图部分。在下方表格中会自动显示各楼层相关信息，包括标

高和层高。用户可以按照实际工程情况对楼层信息进行设置，通过“楼层数”右侧的上下键

选取楼层数，以及起始层右侧下拉键设置起始层编号，同时对于楼层名称也可以双击修改，

用户通过下方“添加楼层”和“删除楼层”可以定义楼层信息，这里能删除任何指定选中的

楼层；特别指出的是，在选择表格下方各层立管信息时，有一“提”字按钮出现，是用作自

动提取平面图中立管信息的，而在所提取的图纸上，拾取点将会出现标记，便于确定各立管

的相对位置，软件自动生成的系统是需要依次提取各楼层信息作为前提的。“清空信息”按

钮，清空提取的立管信息；“刷新系统图示意图”按钮作用是确定好建筑信息后更新示意图。 

 

 散热器信息：窗口中如图部分。在提取了平面图的信息后，选中建筑信息相关的楼层，

在下面表格列出该楼层对应的所有散热器信息，包括散热器的编号，散热器的类型和其系统

图的形式，点击系统图下方的图示时，会有窗口弹出，此时可以在里选择生成系统图中散热

器的样式。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98 

  

散热器设置：如图所示。在散热器设置里，可以选取它的接管形式，软件提供三种，分

别为顺流式，跨越 1 和跨越 2；能选择是否添加排气阀；且散热器的进、出水口的位置可以

由二个下拉项中设置确定；用户还可以设置进、出水口的阀门形式，阀门的生成大小由“阀

门缩放比例”来控制，点阀门设置右侧的图示，可以弹出选择阀门形式的窗口，确定后，所

显示的也会是更改之后的阀门。所有的散热器设置，再结合所确定的系统形式，在预览图中，

对应显示散热器连管部分的示意图。 

 当选定了任意散热器时（在散热器信息列表中），点“应用搂层”，自动生成的系统图将

会把选中的散热器所在楼层中所有散热器全部按设置内容进行连接，点“应用立管”，自动

生成的系统图将会把选中的散热器所在的立管中所有散热器全部按设置内容进行连接，点

“应用系统”，则是将系统中所有散热器都按所设置内容进行连接。 

 
 立管设置：如右图所示。设置内容包括，是否生成并标注楼板线；是否删除冗余管线；

立管接头样式的选择，在下拉选项中提供二种方式的接头形式，也可以选取无接头；选择是

否添加供、回水端的阀门以及确定阀门的位置；选取生成系统图是否是墙体在前；以及是否

生成轴侧视图。所有的设置内容将会以示意图形式，在预览图中对应显示。 

 用户可以进行确定的单立管的设置，也可以进行整个系统图的设置。点“应用到当前立

管”，自动生成的系统图将会把选中的散热器所在的立管按照立管设置中的内容进行连接生

成，点“应用到整个系统”，生成的系统图将会把所有立管按照立管设置内容进行连接生成。 

 提取系统图：软件可以将自动生成的系统图读取到窗口中，便于修改散热器设置和立管

的设置等。 

立管系统图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右键时，可以出现菜单，包括实时缩放、窗口放大、

平移示图、旋转视图和初始视图。可以通过这些命令调整示意图的显示大小和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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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将自动生成的系统图绘制在 CAD平面图中，只需要给定一拾取点插入即可。 

 取消：退出自动绘制系统图对话框。 

1.18.2 手绘干管系统图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手绘干管系统图] 

功能：手动绘制垂直采暖系统中的干管系统图  

 

执行命令后： 

1. 用户可以在窗口中设置供回水管线的标高，在绘制过程中可以改变标高值，不会影响管

线的连续性。 

2. 可以选取是否按轴侧绘制干管系统图，其角度大小也可以由下拉选项中选取，若不按轴

测绘制时，可以选取任意方向。 

1.18.3 手绘立管系统图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手绘立管系统图]  

功能：手动绘制垂直采暖系统中各种立管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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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弹出窗口，如图示： 

1． 用户可以在窗口中选取系统形式，软件提供了：垂直单管顺流式、垂直单管跨越式、垂

直双管（供水管在左和供水管在右二种图示）、垂直单双管顺流和跨越式，总共 7 种图

示的立管系统图。 

2． 系统形式确定后，还可以选择供回水方式，按不同的系统形式，软件提供上供上回、上

供下回、下供下回和下供上回 4种供回水方式。 

3． 生成立管都是带编号的，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立管的标注编号和立管之间的间距。 

4． 设置立管负担的楼层数及层高信息，点“详细设计”，用户按照工程项目信息，设置相

应的楼层数，起始楼层号，还可以设置建筑中各层层高和标高信息，同时还可以定义散

热器相对于底层标高大小。 

说明：若不使用“详细设计”中选项，可将楼层数通过上下拉箭头，设置为 0，这样可以在

初始界面中，简单的定义楼层数和标高。 

5． 编辑散热器信息，勾选系统图中相应的左、右散热器；定义散热器与管线匹配的角度：

自动读取，或是在右侧下拉选项中选取，也可以手动进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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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取散热系统图生成的散热器形式，双击“散热器系统图”下的示意图，弹出如下窗口，

可以选取散热器生成的系统图形式。 

 

选择散热器后，同时还能选择是否自动添加排气阀，是否添加入口和出口阀，并且可以

确定所添加阀门的比例大小。双击“出、入口阀”右侧的示意图，弹出如下窗口： 

 
信息输入完成之后可以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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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提示行：确定供水点的位置 

在图中绘制即可，多立管则多次重复就可以了。 

1.18.4 散热器替换 

菜单：[垂直采暖] →[系统图]→[散热器替换] 

功能： 逐个或集体替换系统图中的散热器 

命令行提示：选择要替换的散热器： 

可以逐个点选或是框区域 

1.18.5 立管接头形式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立管接头形式] 

功能：生成不同的立管和干管系统图之间的接头形式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窗口： 

 

1． 阀门的设置：可以选择是否在供、回水端添加阀门，如果添加，用户可以确定在接头上

还是在立管上安装阀门；所布置安装的阀门图示也可更换，双击阀门的示意图，可以弹

出如上述散热器“入、出口阀”一样的符号库，选择好后，再确定生成平面图的比例即

可。 

2． 选择建筑墙位置：按实际情况选择墙体在管线前方或是在管线后方。 

3． 软件提供三种接头形式，包括无接头直接连接。同时在下方还可对系统图的视角进行选

取，可以手动输入或下拉选项选取角度值，也可以由下方拖动条拖动选取，这样就可以

生成不同视角的立管接头。 

说明：在右方图示区域，随时更新显示了不同的样式的立管接头示意图，以供用户随时观察。 

1.18.6 移动立管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移动立管] 

功能：移动立管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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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提示行：请选择要移动的立管 

请指定基准点 

   请选插入点  

可以重复操作，也可确定退出命令。 

1.18.7 复制立管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复制立管] 

功能：复制立管系统图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要复制的立管 

选择立管后提示 

命令提示行：输入新立管编号 

此时只需要输入数字，立管编号前缀会自动生成。 

命令提示行：请指定基准点 

   请选插入点 

可以重复操作，也可确定退出命令。 

1.18.8 删除立管   

菜单：[垂直采暖]→[系统图]→[删除立管] 

功能：删除立管系统图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要删除的立管 

选择立管后，直接删除。 

1.19 水力计算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 

功能：垂直采暖系统的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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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包括：工具栏，索引区，图示区，以及快速建立水力计算模型的子对话框。  

工具栏：包括文件、编辑、计算、工具、帮助菜单。 

快速建立模型 ：参见新建中的自动快速工程。 

索引区：工程信息、计算结果和最不利环路信息。 

图示区：图中黑色区域示，软件会根据用户所建立的模型，生成与之对应的简单形式的系统

图图例。 

“索引区”右键菜单项： 

1. 在热力入口处右键，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新建分支。 

 
2. 在分支处右键，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新建立管，新建或删除分支，也可以对分支重命名；右键中“复

制分支”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另外，水力计算时，点【提取信息】按扭，在

图中拾取供水的起点，以及回水的终点，可以直接将平面图中分支的信息读取到计算器

当中。 

 
3. 在立管处右键，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新建楼层；新建或删除立管，也可以对立管重新命名；右键中“复

制立管”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 ；另外，水力计算时，点【提取信息】按扭，在

图中拾取供水的起点，以及回水的终点，可以直接将平面图中分支的信息读取到计算器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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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楼层处右键，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设置散热器（左、右散热器选取）；新建或删除楼层，也可以对

楼层重新命名；右键中“复制立管”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 。 

 

5. “工具栏”右键菜单项，将需要在界面显示的内容项勾选即可，“工程”和计算结果分

别对应出主窗口中左侧索引栏和下方索引栏，而最不利环路是在最右边栏显示，如图： 

 
6.  “图示区”右键菜单项，将鼠标移至图示区，右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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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按照当中的文字提示，对图中的示意图进行调整。包括实时缩放、窗口放大、

平移视图、旋转视图、初始视图五个命令选项。 

“索引区”：工程信息和计算结果。 

工程信息处，是采暖系统的管路模型，其参数包括：总供回水干管、分支、供回水干管、

立管、立管作用楼层数，以及各楼层连接散热器信息，用户在对工程模型的确定时，可以通

过本章节中新建，或是按上述介绍中手动通过右键菜单的相关选项完成。 

在计算结果显示栏中，对于显示的内容，可以通过系统设置来完成设置；用户在计算时

可以对散热器的类型、负荷、室内温度、以及局部阻力系数进行输入；也可编辑干管管径、

管材、管长等信息；在楼层信息的结果显示中，可修改楼层标高和散热器中心平均至本楼相

对标高信息；在显示结果中，可以手动输入修改的参数列表用白色表示，包括管段编号、负

荷值、室内温度、管道长度等，而其它的则是由灰色底色与其区分。 

1.19.1 文件 

 新建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文件]→[新建] 

功能：建立工程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窗口： 

 

1． 手动建立工程 

执行命令后，弹出窗口如下： 

 
说明：用户在系统设置里，可以通过向下的下拉键，进行干管形式，立管形式以及供回水方

式的选择。 

2． 自动快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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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后，弹出窗口如下： 

 
说明：可以输入建筑信息和系统设置。建筑信息包括楼层数与各层标高数值，用户可以根据

实际工程情况进行建筑信息的手动输入；系统设置除了可设置干管、立管的接管形式，供回

水方式，还可以确定系统分支数、每个分支立管数和每根立管作用下每层含有的散热器（左、

右散热器的选取）。 

 打开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文件]→[打开] 

功能：打开一个水力计算工程文件 

 保存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文件]→[保存] 

功能：保存当前水力计算的工程文件 

 另存为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文件]→[另存为] 

功能：把当前的工程文件另存为一个工程文件 

 退出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文件]→[退出] 

功能：退出水力计算器 

1.19.2 编辑 

 快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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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编辑]→[快速建模] 

功能：建立建筑信息和设置系统形式及参数 

说明：操作可参考前述：新建中的自动快速工程。 

 系统形式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编辑]→[系统形式] 

功能：查看系统中管线的接管形式，包括干管，立管和户内系统 

说明：此时显示的内容都为建立模型时生成的系统形式。 

 批量修改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编辑]→[批量修改] 

功能：批量修改水力计算中的参数 

执行命令，弹出批量修改对话框，如下图： 

 

窗口中包括二个索引区选项，分别显示工程信息和对应的参数信息，选择不同的参数类

型，在下方显示相关的参数值。 

 
具体的操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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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所需要修改的工程栏所需要修改的工程信息，在右边索引栏中参数类型下拉选项

中，选取需要修改的参数类型，在下方勾选出具体要更改的选项，在参数信息输入所需求改

正的数值或管径等，最后再确定即可完成。例如：修改分支 1中，立管为一作用下所有散热

器的负荷及室内设计温度值。如下图设置： 

 

 

 高级复制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编辑]→[高级复制] 

功能：对工程内容的复制，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复制方式：选中一个源工程，再选择一个

或者多个目标工程进行复制操作 

1. 分支复制：选择分支；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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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管复制：同分支复制。 

3. 楼层复制：同分支复制。 

说明：上述高级复制命令中，在左边索引栏选择源工程项，在右边索引栏选取对应的目标工

程项，再点复制就可以完成高级复制操作。 

1.19.3 计算 

 初始数据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计算]→[初始数据] 

功能：初始化计算数据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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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用户不仅可以选择在三管交汇处是否自动添加三通，以及三通的形式的确定，还可选

择是否在四管交汇处自动添加直四通。 

 计算条件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计算]→[计算条件] 

功能：给水力计算输入和实际工程对应的设计计算条件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在设计计算条件中输入供、回水温度，经济比摩阻大小，如果需要考虑重力循

环附加作用时，可以输入供热中心的标高值，以及不平衡率控制的大小和管径区间范围的选

定。对于窗口中不能输入的数据值，如比热。软件都是按其与温度的函数值计算所得。 

 计算方法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计算]→[计算方法] 

功能：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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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计算：当数据输入完成之后，进行计算。由初算条件计算管径、压力损失、散热器

片数等。 

2． 校核计算：修改其中一些参数后，将复算得到的新数据值更新，重新输出。 

3． 平衡计算：控制并联环路不平衡率，将其调整到范围值以内，并计算压力损失的差值，

同样也将复算得到的新数据更新再输出。 

 Excel计算书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计算]→[Excel 计算书] 

功能：输出 Excel 计算书，可输出横向 A4格式的 Excel计算书，用户可不用调整直接进行

打印操作。 

计算书示例： 

 

1.19.4 工具 

 标注编号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标注编号] 

功能：将计算结果数据的编号标注在平面图中 

 标注管径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标注管径] 

功能：将计算结果的管径标注在平面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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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到 CAD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绘制到 CAD] 

功能：将建立的系统图模型，绘制到 CAD平面图上 

 管道流速管理器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管道流速管理器] 

功能：设定流速限定值 

执行命令，如下图所示： 

 

说明：管道流速管理器是对外开放的，当中的设计限定值，用户可以按自己的设计条件自定

义修改。 

 管材管径管理器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管材管径管理器] 

功能：编辑管材和管道参数 

说明：具体的编辑过程参照 立管布置部分，“管材管径管理器”的介绍。 

 局阻系数管理器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局阻系数管理器] 

功能：编辑常用管道配件和三通四通局部阻力系数值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常用管道配件局阻系数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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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 ：新建一种配件，可对应管径输入局部阻力系数取值。 

2. 删除 ：删除当前选中的配件。 

3. 排序 ：配件位置上调或者下调。 

三通和四通局部阻力查看或编辑，其值是取自《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第二版；且管

理器对外开放，用户可以按设计条件自定义确定。 

选择对话框中三通四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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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热器管理器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散热器管理器] 

功能：编辑散热器类型及对应的参数 

说明：散热器管理器详细的编辑过程参照 散热器管理 部分。 

 系统设置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工具]→[系统设置] 

功能：选择显示内容以及设置初始默认值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1. 默认初值：绘图计算时，对默认的参数等设置，包括温控阀压降、局部阻力系数、管材、

管径、管长、局部阻力系数、散热器类型、负荷以及室内温度等；用户还可以选择是否

自动添加散热器温控阀；如果计算重力作用时，还可以选择散热器中心至本层的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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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设置：调整计算结果当中显示的项目，用户只需勾选所要显示的项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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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意图设置：用户对生成的示意图定义，选择是否生成散热器的编号、标注、负荷、片

数和长度；选择生成图中是否添加管段编号和标注管径；确定生成的系统图中，散热器

是否需要添加入、出口阀以及立管是否需要添加入、出口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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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帮助 

菜单：[垂直采暖]→[水力计算]→[帮助] 

功能：提供水力计算的使用帮助，官方主页，论坛地址，和技术交流方式以及客服电话。 

 
点击“帮助”，打开水力计算的 PDF格式说明书；点“官方主页”，链接到浩辰官方主页；点

“浩辰论坛”，进入到浩辰论坛；点：“关于”，显示技术支持与交流的联系方式；点客服电

话，链接进入浩辰官方主页。 

1.20 散热器计算 

菜单：[垂直采暖]→[散热器计算] 

功能：计算散热器片数，并且可以在图中标注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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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对话框中选择散热器类型，供回水设计温度、室内供暖设计温度、长度修正、支管

连接形式修正、流入流量修正和安装形式修正，再输入房间供暖热负荷（也可以点右侧按钮，

选择图纸中计算负荷的房间编号，自动读取平面图信息），点取【计算】，程序计算出所需片

数。对话框中，【散热器管理】按扭，可参照 散热器管理 中的操作，计算出的结果，点【标

注】，给定插入点就可在平面图中完成标注。 

1.21 编辑 

菜单：[垂直采暖]→[编辑] 

功能：编辑立管，管线和散热器相关参数 

 

1.21.1 管线编辑 

菜单：[垂直采暖]→[编辑]→[管线编辑] 

功能：编辑管线相关参数。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编辑的管线：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右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而对其参数进行修改设置；点击“选取管线”按钮可以进

行管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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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立管编辑 

菜单：[垂直采暖] →[编辑]→[立管编辑] 

功能：编辑立管相关参数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编辑的立管：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右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而对其参数进行修改设置；点击“选取立管”按钮可以进

行立管的选择。 

 

1.21.3 散热器编辑 

菜单：[垂直采暖] →[编辑]→[散热器编辑] 

功能：编辑散热器的相关参数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编辑的散热器：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右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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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而对其参数进行修改设置；点击“选取散热器”按钮可以

进行散热器的选择。 

 

1.21.4 阀门编辑 

菜单：[垂直采暖]→[ 编辑]→[阀门编辑] 

功能：编辑散热器的相关参数 

执行命令，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替换的阀门： 

单选或是框都可以 

命令行提示：修改确认[上下换向（S）/左右换向（D）/逐个修改（Z）]： 

用户选取好了替换的阀门，按照命令提示，输入“S”上下换向等，确定之后点右下方“替

换”按钮即可完成。 

说明：如果是使用逐个替换时，鼠标在选择了阀门类别后，要回到平面图当中，才能进行平

面图中下一个阀门的切换；窗口中没有的阀门类别，在双击示意图后，能进行选取。 

1.22 管线打断 

1.22.1 管线置上 

菜单：[垂直采暖]→[管线打断]→[管线置上]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122 

功能：在相交管线中，与置上的管线相交的管线作打断处理 

命令行提示：请选置上管线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命令行提示：框选断线处理区域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软件只对进行选择的区域做打断的处理， 

置上后的图例： 

 

说明：图中横向管线为所选置上管线，打断处理中，块实体始终作为标高最高的实体，无论

其是否有标高。 

1.22.2 管线置下 

菜单：[垂直采暖]→[管线打断]→[管线置下] 

功能：在相交管线中，置下的管线相和别的管线相交处作打断处理 

命令行提示：选择置下管线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命令行提示：框选断线处理区域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置下后的图例： 

 

说明：图中横向管线为所选置下管线，打断处理中，块实体始终作为标高最高的实体，无论

其是否有标高。 

1.22.3 自动打断 

菜单：[垂直采暖]→[管线打断]→[自动打断] 

功能：在相交管线中，软件将自动识别标高，对于较小者相交处作打断处理 

命令行提示：框选断线处理区域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1.22.4 打断还原 

菜单：[垂直采暖]→[管线打断]→[打断还原] 

功能：将已经打断的管线连接还原，同时还可以连接同一直线、且在同一标高上的管线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一条管线：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二条管线： 

选取管线后，系统将所选中的管线自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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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材料表 

1.23.1 材料表统计 

菜单：[垂直采暖]→[材料表]→[材料表统计] 

功能：统计生成材料清单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1. 材料表设置：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设置材料表序号、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位、数量、备注、材料表名称、材

料表生成方向、以及表格边框线型等，在状态栏显示材料的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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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面选取：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统计的实体： 

下图为示例图： 

 

 添加：添加序列号，可输入相关参数。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内容。 

上移或下移：编辑统计内容的排序。 

保存：以工程形式将统计结果保存。 

读取：读取已有材料表。 

3.  WORD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的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4.  Excel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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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绘制：只需要在图中给一表格插入点，可将统计结果直接生成到 CAD图纸当中 

效果图如下： 

 

6.  取消：退出统计器。 

1.23.2  材料表编辑 

菜单：[垂直采暖]→[材料表]→[材料表编辑] 

功能：编辑生成的材料表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执行命令选择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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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操作可参照 材料表统计 部分内容。 

1.23.3 材料表合并 

菜单：[垂直采暖]→[材料表]→[材料表合并] 

功能：将多个材料表合并为一个表格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选取所要进行合并的材料表，确定即可完成。 

1.24 辅助 

1.24.1 大样图 

菜单：[垂直采暖]→[辅助]→[大样图] 

功能：生成大样图 

命令行提示：请点取插入点<回车结束>： 

以下为生成后的图纸： 

 

大样图 

1.24.2 绘制地沟 

菜单：[垂直采暖]→[其他]→[绘制地沟] 

功能：绘制地沟 

命令行提示：选取第一点或[修改宽度（C）]： 

用户输入“A”，可绘制圆弧型地沟；输入“C”，可以设置地沟的宽度；再确定即可完成。 

1.24.3 绘制水池 

菜单：[垂直采暖]→[辅助]→[绘制水池] 

功能：绘制水池 

命令行提示： 

请输入水池壁宽度<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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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定水池壁起点… 

请点取所需点/C参照点定位/X 修改水池宽度<回车结束>： 

请确定水池下一点… 

请点取所需点/C参照点定位/D 相对尺寸定位/X修改水池宽度<回车结束>： 

请确定水池下一点… 

… … 

按命令提示可完成绘制 

1.24.4 预留板孔 

菜单：[垂直采暖]→[辅助]→[预留板孔] 

功能：在平面图中绘出预留板孔 

命令行提示： 

请确定孔的类型/Y圆孔/F方孔<回车结束>： 

请输入圆孔的中心点<回车结束>： 

动态 D回车输入尺寸： 

用户可以根据提示，绘制完成方型或圆型预留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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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户计量 

1.1 系统设置 

菜  单：[分户计量]→[系统设置]→[绘图设置] 

功  能：设置分户计量采暖系统中立/竖管出图直径，供/回水立管编号前缀，是否自动补

齐缺失的立管编号，供/回水立/竖管平面图形式，立管编号形式，以及直径和立管编号字

高的参数值，扣弯形式，楼层后缀，管线线型。所有参数均为出图尺寸。确定出图比例，

对文字信息进行设置。 

 说明：立/竖管形式、编号形式扣弯形式均可以下拉键中进行选取。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设置出图比例和绘图比例； 

2． 确定文字出图的字体高度； 

选择使用 CAD或者暖通软件文字样式，可进行文字样式编辑，执行命令，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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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散热器 

菜单：[分户计量] →[散热器] 

功能：散热器平面图的布置和布置参数 

1.2.1  简单设置 

点击【简单设置】，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功能： 

1． 用户可对散热器的平面图形式进行选取，以及节点换向的调整。 

2． 用户可以设置散热器外形尺寸，包括长、宽、距墙壁或窗内侧的距离、以及标高，均为

实际尺寸。 

3． 提供三种散热器的布置方式，任意布置，窗中布置和沿墙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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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任意布置】，根据提示指定散热器位置：输入“Z”可以将散热器旋转 90°，输

入“S”可以旋转任意角度，调整好后可以布置，确定后布置完成 

散热器【窗中布置】，点选或框选窗户，根据提示指定窗内侧，键入“R”可以散热器换

向，键入“S”可以逐个选择方向，确定后布置完毕。 

散热器【沿墙布置】，选取所沿的墙体线，输入“R”可以对散热器换向，散热器会由鼠

标的拖动而移动，到适当位置即可定位。 

1.2.2 详细设置 

点击【详细设置】按扭，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功能： 

1. 确定散热器的类型，常用散热器类型可以在下边栏选取。并且可以通过类型管理器对常

用类型进行编辑。 

点击【类型管理】按扭，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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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边栏显示了常用散热器的类型，而右边栏则是显示了散热器分类信息，用户可以通过

箭头方向进行编辑，左右键是对所选目标进行添加或者删除。上下键则是调整常用散热

器类型的显示顺序，编辑完成之后点【确定】按扭即可。 

2）自定义散热器类型： 

点击【散热器管理器】，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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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添加散热器： 

点击【添加】按扭，弹出对话框如右图所示： 

 

输入散热器的参数，点【添加】按扭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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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调整散热器接管长度和节点间距。 

3. 用户可以按房间的计算负荷选择散热器的负荷，此时只需要点右边按钮，再选取房间计

算负荷的编号即可，同时也可以手动输入负荷值。 

4. 散热器按窗中布置时，提供了四种窗体的类型，勾选系统所需识别的类型即可。 

1.3 立管布置 

菜单：[分户计量]→[立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立管 

 

1. 立管参数的输入，可输入平面图中立管布置的间距值，其值是指与绘制参考点之间的距

离，取值原则左负右正，可对立管的类型、管材管径选取，还可以确定起点和终点的标

高。 

2. 用户可以设置距墙间距，选择是否自动布置立管编号。 

 说明：软件可以根据图纸的实际内容，对立管编号识别，并且能自动补齐其缺失的编号

（在平面图设置功能中，可选择是否自动补齐缺失的立管编号）。如布置 1、2、3 三组

立管，删除其中编号为 2的立管组，再布置时，系统会将删除的编号补上，确保图中编

号连续性，也可以手动进行编号的编辑。 

3. 有三种立管的布置方式可供选择： 

立管【任意】布置，根据提示指定立管位置：输入“Z”可以将立管旋转 90°，输入“S”

可以旋转任意角度，调整好后可以布置，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即可逐个布置，或

键入“A”集体布置，确定即可完成布置。 

立管【沿墙】布置，选取所沿墙体线，输入“R”可以对立管供回水位置换向，立管会

由鼠标的拖动而移动，到适当位置即可定位，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即可逐个布置，

或键入“A”集体布置。 

立管【墙角】布置，指定内侧墙角，输入“C”可以改变平行墙布置立管，输入“A”可

以选择供回水立管连线和墙线之间的角度，任意旋转，若是选择了自动布置立管编号，即可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134 

逐个布置，或键入“A”集体布置。 

如是软件下拉选项没有的管材，可通过管材管径管理器进行编辑。点击管材右边按扭，

弹出如下窗口： 

 

管材管径管理器的功能介绍： 

1． 新建 ： 

管材：创建新型的管材，并且可以在右边窗口给定基本参数和标注参数。 

管径：创建新规格的管径，可对其公称直径，内径，外径和壁厚的数值输入。 

2． 删除  

管材：删除选取管材。 

管径：删除选取管径。 

3． 排序  

管材和管径：位置的上调或者下调。 

1.4 干管布置 

菜单：[分户计量]→[干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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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管参数的输入，可对干管的类型，以及管材管径进行选取，并且可以确定起始点和终点的

标高。 

设置干管间距，间距是指与绘图时的参照点之间的距离，按照管线的布置方向，左侧取负，

右侧取正值。 

有四种干管的引出方式可供选择。还可以选择沿墙布置： 

干管【任意布置】布置，根据提示指定立管位置：输入“A”可以绘制圆弧形管道，输

入“S”可以转换供回水管线的位置，输入“E”可以按提示连接到立/竖管，输入“U”可以

撤消上一步动作。 

干管【管道端点引出】布置，选取所连接的干管，即可进行绘制，命今提示和任意布置

一样。 

干管【立管引出】布置，选取所要引出的立管，有三种对齐方式可以进行选择：中心对

齐、供水管对齐、回水管对齐。 

干管【管道上点引出】布置，选取所要引出的管段位置，即可进行绘制，命令提示和任

意布置时一样。 

说明：如是软件下拉选项中没有的管材，可通过管材管径管理器进行编辑，参考 立管布置 。 

1.5 总干管 

菜单：[分户计量]→[总干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总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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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可以输入总干管的设计相关参数，包括总干管的类型，管材管径的选取，起始点和

终点的标高的确定，以及总干管间距的设置。 

2. 有四种干管的引出方式可供选择。还可以选择沿墙布置。 

四种布置方式，参见 干管布置。 

 说明：如是软件没有的管材，可通过管材管径管理器进行编辑，参考 立管布置 。 

1.6 阀门 

菜单：[分户计量]→[阀门] 

功能：在图中管线上布置阀门等设置 

 

用户可以对设备的缩放比例，标高和轴向角度按需要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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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取管线角度：设备连接时会以管道的轴向方向进行连接。 

自动打断管线：设备和管线连接处会作断线的处理。 

跟随管道管径：设备的型号规格和管线相匹配。 

在符号中选取需要的设备，对话框最下方可显示符号所对应的设备名称和相关属性。 

双击符号，可打开符号图库，在这里可以确定所需要的设备符号，再选择调用：  

选中图块，开始插入： 

命令提示行：点取位置或[转 90度（A）/上下翻转（S）/左右翻转（D）/转角（R）/沿线

（F）/改基点（T）]<退出>： 

命令提示行：指定旋转角度<0。0000`>： 

输入“A”可以将所调用的设备符号旋转 90°；输入“S”可以将所调用的设备符号上下转

换；输入 “D”可以键入任意角度旋转，也可以由鼠标转动达到旋转目的，从而绘制任意角

度的符号；输入“F”，可以沿线布置设备。 

 说明：在草图上插入设备时，管线不打断，在平面草图转化平面成图时，程序将自动打

断管线——在平面成图或系统图上插入设备时，管线将被自动打断。 

1.7 图库管理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 

功能：编辑设备符号 

执行该命令，显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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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包括：工具栏、网格区，索引区。  

索引区： 点取索引区设备分类，显示该类的符号库，并列出所有符号名，可以进行选择；

鼠标移动到网格上，下方索引区中相应显示设备名称和属性。  

工具栏： 包括文件、编辑、查看、帮助。 

网格区：显示符号库中的图块，每页显示数量可以自由定义。  

1.7.1 文件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文件]→[退出] 

功能：退出管理器 

1.7.2 编辑 

  添加分类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添加分类] 

功能：添加一个新的分类，可输入分类名称 

 
  删除分类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删除分类] 

功能：删除管理器中所选分类 

  属性编辑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属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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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添加设备的属性列表 

 

1. 增加：点【增加】按扭，弹出窗口：输入属性名称后确定即可。 

 
2. 删除：选择所需删除的对象，点击即可。 

 批量入库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批量入库] 

功能：将目标文件中的图纸批量添加到图库当中 

  从图上选取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从图上选取] 

功能：将图中的设备符号添加到图库当中 

  删除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删除] 

功能：将选中的设备符号删除 

  移动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移动] 

功能：将选中的设备符号移动到其他分类 

  复制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编辑]→[复制] 

功能：将选中的设备符号复制到其他分类 

1.7.3  查看 

  设备分类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查看]→[设备分类] 

功能：选择是否将左边设备分类的索引区显示 

  设备属性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查看]→[设备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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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选择是否将下边设备属性的索引区显示 

  行列设置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查看]→[行列设置] 

功能：选择表格行列数目，可以按软件提供的选取，也可以自定义确定。 

1.8 散热器管理 

菜单：[分户计量]→[图库管理]→[散热器管理] 

功能：编辑散热器类型及对应的参数 

 
点【添加】按扭，弹出对话框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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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中输入基本信息和散热器的参数，然后添加即可。 

删除：删除选中的散热器类型。 

点【修改】按扭，弹出对话框如下图示： 

 

输入更改后的基本信息和散热器的参数，点【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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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管材管理 

 

菜单：[分户计量]→[管材管理] 

功能：编辑管材管径的名称和详细参数 

管材管径管理器功能介绍： 

新建 ： 

管材：创建新型的管材，并且可以在右边窗口给定基本参数和标注参数。 

管径：创建新规格的管径，可对其公称直径，内径，外径和壁厚的数值输入。 

删除 ： 

管材：删除选取管材。 

管径：删除选取管径。 

排序 ： 

管材和管径：位置的上调或者下调。 

1.10 立管连干管 

菜单：[分户计量]→[立管连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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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将图中所选范围的立管与干管自动连接，并于连接处作断线处理 

命令行提示：选择立管和干管： 

连接后的效果图如下： 

 

 说明：连接处可以看到有断线处理。 

1.11 散热器连干管 

菜单：[分户计量]→[散热器连干管] 

功能：将图中所选范围的散热器与干管自动连接，并于连接处作断线处理 

命令行提示：选择干管和散热器或[双管系统(S)/单管串联系统(B)/单管跨越系统(D)]<双

管系统>： 

可选择散热器和干管的连接方式。 

 

双管系统连接图 

 
单管串联系统连接图 

 
单管跨越系统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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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负荷分配 

菜单：[分户计量]→[负荷分配] 

功能：对平面图中，选中的散热进行负荷分配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窗口： 

 
在窗口中，可以输入计算条件中的供、回水温度以及房间内的设计温度，而对于每个散

热器所承担的负荷，可以手动的输入其值，也可以智能分配负荷。 

散热器类型的编辑： 

在上窗口中，选中散热器类型栏，出现按钮，可以弹出以下对话框： 

 

用户在这里可以按情况更换散热器的类型（可以参照散热器管理），以及散热器计算时

用到的一些系数：长度修正，支管连接方式修正，安装形式修正，以及流入流量修正系数（单

击右侧的按钮即可选择完成）。 

散热器负荷值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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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输入散热器负荷值：在窗口上方列表中，热负荷栏，可以按照实际工程对具体的负荷大

小进行手动输入。 

智能分配负荷：如果是用负荷计算得到了房间的热负荷值，则可以选取房间的编号进行热负

荷的提取。并且按照所选的散热器个数进行平均分配。 

计算：当计算参数输入完成后，可以点计算，软件将自动计算出散热器的长度或者片数，在

上表中数量栏显示； 

标注散热器：计算完成后，用户可以将计算得到的结果标注在平面图中，只需要给定标注的

位置即可； 

选取散热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要选中指定的散热器或是指定区域的散热器，可以使用

点选或者是框选完成选取； 

修改：改正窗口中没有锁定的数值； 

退出：退出命令。 

1.13 管线绕梁 

菜单：[分户计量]→[管线绕梁] 

功能：用户在设计过程中管线遇到梁或柱时，可以将管线进行编辑绕过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一点： 

选取所需要处理的管线上的一点。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二点： 

选取和上面同一条管线上的另一绕过点。 

命令行提示：输入新标高<0。000>m 

输入绕过管线的标高。 

管线绕梁后效果图如下： 

 

 说明：在标高不同的选择点连接处，自动生成扣弯。 

1.14 扣弯处理 

菜单：[分户计量]→[扣弯处理] 

功能：若绘图中出现二条不同标高的管线，可以在连接处添加扣弯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干管： 

选取所需要进行扣弯处理的管线，可同时选取多条管线。 

 说明：系统会根据管线的标高不同，进行扣弯方向的确定。 

1.15 立管标注 

菜单：[分户计量]→[立管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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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标注平面图中的立管编号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要标注的立管： 

选择图中所需要进行标注的立管； 

命令行提示：指定标注位置<逐个>或[集体<A>]<确定>： 

选择逐个或者是选择范围内集体标注。 

 说明：用户如需要修改标注的编号前缀，文字高度和出图直径，可通过平面图设置中的

选项来进行定义。 

1.16 系统图 

 

菜单：[分户计量]→[系统图] 

功能：完成户内及立管系统图的绘制。 

1.16.1  立管系统图 

菜单：[系统图]→[立管系统图] 

功能：完成立管系统图的绘制 

命令行提示：选择立管、总干管： 

执行命令，弹出如图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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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1. 用户选取同程或异程的立管形式。 

2. 设置楼层层数，以及编辑各层参数、这里包括层高，楼层数。当键入层高和楼层数

时，下面表格处会更新列出相对应的数值。 

3. 选择是否添加排气阀和是否生成楼层标高。 

命令行提示：选取平面图基准点： 

命令行提示：请选插入点： 

选取系统图的生成位置。 

 注意：系统根据底层平面图生成立管系统图，所以平面图中应绘制有立管和总干管等。 

1.16.2  入户部分插入 

菜单：[分户计量]→[系统图]→[入户部分插入] 

功能：完成立管系统图中入户部分的插入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下窗口： 

 

标准图图库功能工具条介绍： 

 

1． 【打开】：打开在图库中选择的图纸； 

2． 【粘贴】：将选中图纸粘贴到当前打开 CAD图纸当中； 

3． 【新建】：新建图库列表； 

4． 【添加】：添加标准图纸；  

5． 【属性编辑】 

6． 【删除】：删除选中的标准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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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立管入户部分复制 

菜单：[分户计量]→[系统图]→[立管入户部分复制] 

功能：将某段立管段上入户部分复制到其他所选定的目标立管段上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复制的入户设备： 

点选或框选绘制的入户部分实体，确定后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基准管线(供水立管) 

选择入户部分对应的立管段作为基准立管，确定后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复制管线(供水立管) 

点选或框选要复制的所有目标立管段，确认。软件将入户部分复制到目标管段。 

1.16.4 生成户内系统图 

菜单：[分户计量]→[系统图]→[生成户内系统图] 

功能：绘制户内系统图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生成系统图对象：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下窗口： 

 

用户可以按需要，选取散热器的连接形式，点击“系统图散热器”，弹出窗口如右图示，

和是否添加温控阀，排气阀，以及是否自动删除冗余管线。 

 

 说明：选择温控阀可参照 阀门 部分介绍。 

命令行提示：选取平面图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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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提示：请选插入点： 

在图中给生成的系统图指定一个插入点，即可完成户内系统图的绘制。 

1.16.5 楼板线 

菜单：[分户计量]→[系统图]→[楼板线] 

功能：绘制楼板线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窗口： 

 

 说明：输入相关的参数值，在图中给定插入点，即可生成楼板线。 

1.17 水力计算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功能：分户计量系统的水力计算，也适应水平采暖系统的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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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包括：工具栏，索引区，图示区，以及快速建立水力计算模型的子对话框。  

工具栏：包括文件、编辑、计算、工具、帮助菜单。 

快速建立模型 ：参见本节 新建 中的自动快速工程。 

索引区：工程信息、计算结果和最不利环路信息。 

图示区：图中黑色区域示，软件会根据用户所建立的模型，生成与之对应的简单形式的系统

图图例。 

“索引区”右键菜单项： 

在热力入口处右键，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新建分支。 

在分支处右键，弹出如下图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新建立管，新建、插入或删除分支，也可以对分支重命名；右键中“复

制分支”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 。 

在立管处右键，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新建楼层；新建、插入或删除立管，也可以对立管重新命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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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中“复制立管”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 。  

楼层处右键，弹出如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新建户内系统；新建、插入或删除楼层，也可以对楼层重新命名；右

键中“复制立管”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 。  

户内系统处右键，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新建环路；新建、插入或删除户内系统，也可以对户内系统重新命名；

右键中“复制户内系统”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 。 

右键环路，弹出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文字提示，新建环路；插入或删除楼层，也可以对环路重新命名；右键中“复

制环路”命令见本节编辑中 高级复制 ；还可以键入环路中散热器的个数。另外，在做

水力计算时，点【提取信息】按扭，在图中拾取供水的起点，以及回水的终点，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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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将平面图中的信息读取到计算器当中。 

“工具栏”右键菜单项，如图示： 

 
将需要在界面显示的内容项勾选即可；“工程”和计算结果分别对应出主窗口中左侧索

引栏和下方索引栏；而最不利环路是在最右边栏显示，如图示： 

 

在最不利环路中，选中管段编号中的管线，软件会在平面图中和示意图中以红色突出显

示该管段，便于查询对应信息。在计算列表中，还包括了重力作用压头和入户阀门组的压降；

以及总阻力大小。选择重力作用压头、入户阀门组或总阻力，软件会在平面图中和示意图中

以红色显示该最不利环路。 

“图示区”右键菜单项： 

将鼠标移至图示区，右键，如下图菜单： 

 
用户可以按照当中的文字提示，对图中的示意图进行调整。 

“索引区”：工程信息和计算结果。 

工程信息处，是采暖系统的管路模型，其参数包括：总供回水干管、分支、供回水干管、

立管、立管作用楼层数，立管段作用户内系统数，每个系统的环路数、以及环路中连接散热

器个数，用户在对工程模型的确定时，可以通过新建或是上述介绍中右键菜单的相关选项完

成。 

在计算结果显示栏中，对于显示的内容，可以通过系统设置来完成设置；用户在计算时

可以对散热器的类型、负荷、室内温度、以及局部阻力系数进行输入；也可编辑干管管径、

管材、管长等信息；在楼层信息的结果显示中，可修改楼层标高和散热器中心平均至本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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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高信息；在显示结果中，可以手动输入修改的参数列表用白色表示，包括管段编号、负

荷值、室内温度、管道长度等，而其它的则是由灰色底色与其区分。 

1.17.1 文件 

 新建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 [文件]→[新建] 

功能：建立工程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窗口： 

 

1. 手动建立工程 

执行命令后，弹出窗口如下： 

 

在系统设置里，可以进行干管形式，立管形式以及户内系统形式的选择。 

2.  自动快速工程 

执行命令后，弹出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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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可以输入建筑信息和系统设置。建筑信息包括楼层数与各层标高数值；系统设置

除了可设置接管形式之外还可以确定支路管数等数值。 

 打开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文件]→[打开] 

功能：打开一个水力计算工程文件 

 保存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文件]→[保存] 

功能：保存当前水力计算的工程文件 

 另存为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文件]→[另存为] 

功能：把当前的工程文件另存为一个工程文件 

 退出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文件]→[退出] 

功能：退出水力计算器 

1.17.2 编辑 

 快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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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编辑]→[快速建模] 

功能：建立建筑信息和设置系统形式及参数 

说明：操作可参考前述：新建中的自动快速工程。 

 系统形式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编辑]→[系统形式] 

功能：选择系统中管线的接管形式，包括干管，立管和户内系统 

说明：此时显示的内容都为建立模型时生成的系统形式。 

批量修改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编辑]→[批量修改] 

功能：批量修改水力计算中的参数 

执行命令，弹出批量修改对话框，如下图： 

 

窗口中包括二个索引区选项，分别显示工程信息和对应的参数信息，选择不同的参数类

型（下拉选项中），在下方显示相关的参数值。下拉选项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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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操作是： 

选中所需要修改的工程栏所需要修改的工程信息，在右边索引栏中参数类型下拉选项

中，选取需要修改的参数类型，在下方勾选出具体要更改的选项，在参数信息输入所需求改

正的数值或管径等，最后再确定即可完成。例如：修改分支 1中，立管为一作用下所有散热

器的负荷及室内设计温度值。如下图设置： 

 

 高级复制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编辑]→[高级复制] 

功能：对工程内容的复制，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复制方式：选中一个源工程，再选择一个

或者多个目标工程进行复制操作 

1. 分支复制：选择分支；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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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管复制：同分支复制。 

3. 楼层复制：同分支复制。 

4. 户内系统复制：同分支复制。 

5. 环路复制：同分支复制。 

 说明：上述高级复制命令中，只需选择源工程和对应的目标工程，再点复制就可以完成

高级复制操作。 

1.17.3 计算 

 初始数据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计算]→[初始数据] 

功能：初始化计算数据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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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用户不只可以选择在三管交汇处是否自动添加三通，以及三通的形式的确定，还可选

择是否在四管交汇处自动添加直四通。 

 计算条件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计算]→[计算条件] 

功能：给水力计算输入和实际工程对应的设计计算条件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在设计计算条件中输入供、回水温度，经济比摩阻大小，如果需要考虑重力循

环附加作用时，可以输入供热中心的标高值，以及不平衡率控制的大小和管径区间范围的选

定。对于窗口中不能输入的数据值，如比热。软件都是按其与温度的函数值计算所得。 

 计算方法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计算]→[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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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计算结果 

1. 设计计算：当数据输入完成之后，进行计算。由初算条件计算管径、压力损失、散热器

片数等。 

2. 校核计算：修改其中一些参数后，将复算得到的新数据值更新，重新输出。 

3. 平衡计算：控制并联环路不平衡率，将其调整到范围值以内，并计算压力损失的差值，

同样也将复算得到的新数据更新再输出。 

 Excel计算书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计算]→[Excel 计算书] 

功能：输出 Excel 计算书，可输出横向 A4格式的 Excel计算书，用户可不用调整直接进行

打印操作。 

计算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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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 工具 

 
 标注编号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标注编号] 

功能：将计算结果数据的编号标注在平面图中 

 标注管径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标注管径] 

功能：将计算结果的管径标注在平面图中 

 绘制到 CAD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绘制到 CAD] 

功能：将建立的系统图模型，绘制到 CAD平面图上 

 

 管道流速管理器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管道流速管理器] 

功能：设定流速限定值 

执行命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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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管道流速管理器是对外开放的，当中的设计限定值，用户可以按自己的设计条件

自定义修改。 

 管材管径管理器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管材管径管理器] 

功能：编辑管材和管道参数 

 说明：具体的编辑过程参照 立管布置 部分，“管材管径管理器”的介绍。 

 局阻系数管理器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局阻系数管理器] 

功能：编辑常用管道配件和三通四通局部阻力系数值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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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管道配件局阻系数的编辑： 

1. 新建 ：新建一种配件，可对应管径输入局部阻力系数取值。 

2. 删除 ：删除当前选中的配件。 

3. 排序 ：配件位置上调或者下调。 

三通和四通局部阻力查看或编辑，其值是取自《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第二版；且管

理器对外开放，用户可以按设计条件自定义确定。 

选择对话框中三通四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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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热器管理器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散热器管理器] 

功能：编辑散热器类型及对应的参数 

 说明：散热器管理器详细的编辑过程参照 散热器管理 部分。 

 系统设置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工具]→[系统设置] 

功能：选择显示内容以及设置初始默认值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1. 默认初值：绘图计算时，对默认的参数等设置，包括温控阀和阀门阻压降、管材、管径、

管长、局部阻力系数、散热器类型、负荷以及室内温度等；用户还可以选择是否自动添

加散热器温控阀和是否添加入户阀门组；如果计算重力作用时，还可以选择散热器中心

至本层的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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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设置：调整计算结果当中显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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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意图设置：用户对生成和示意定义，选择是否生成散热器的编号、标注、负荷、片数

和长度；选择生成图中是否添加管段编号和标注管径；确定只有一个户内系统时，生成

示意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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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帮助 

菜单：[分户计量]→[水力计算]→[帮助] 

功能：提供水力计算的使用帮助，官方主页和论坛地址，以及技术交流方式。 

 
点击“帮助”，打开水力计算的 PDF格式说明书；点“官方主页”，链接到浩辰官方主页；点

“浩辰论坛”，进入到浩辰论坛；点：“关于”，显示技术支持与交流的联系方式。 

1.18 散热器计算 

菜单：[分户计量]→[散热器计算] 

功能：计算散热器片数，并且可以在图中标注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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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在对话框中选择散热器类型，供回水设计温度、室内供暖设计温度、长度修正、

支管连接形式修正、流入流量修正和安装形式修正，再输入房间供暖热负荷（也可以点

右侧按钮，选择图纸中计算负荷的房间编号，自动读取平面图信息），，点取【计算】，

程序计算出所需片数。对话框中，【散热器管理】按扭，可参照 散热器管理 中的操作，

计算出的结果，点【标注】，给定插入点就可在平面图中完成标注。 

1.19 编辑 

菜单：[分户计量]→[编辑] 

功能：编辑立管，管线和散热器相关参数 

1.19.1 管线编辑 

菜单：[分户计量]→[ [编辑]→[管线编辑] 

功能：编辑管线相关参数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编辑的管线：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其参数进行修改设置；点“选取管线”按钮可以进行管

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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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 立管编辑 

菜单：[分户计量]→[ [编辑]→[立管编辑] 

功能：编辑立管相关参数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编辑的立管：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其参数进行修改设置；点“选取立管”按钮可以进行立

管的选择。 

 

1.19.3 散热器编辑 

菜单：[分户计量]→[ [编辑]→[散热器编辑] 

功能：编辑散热器的相关参数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编辑的散热器： 

执行命令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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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按照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其参数进行修改设置；点“选取散热器”按钮可以进行

散热器的选择。 

 

1.19.4 阀门编辑 

菜单：[分户计量]→[ [编辑]→[阀门编辑] 

功能：编辑散热器的相关参数 

执行命令，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命令行提示：请选取需要替换的阀门： 

单选或是框都可以 

命令行提示：修改确认[上下换向（S）/左右换向（D）/逐个修改（Z）]： 

用户选取好了替换的阀门，按照命令提示，输入“S”上下换向等，确定之后点右下方“替

换”按钮即可完成。 

 说明：如果是使用逐个替换时，鼠标在选择了阀门类别后，要回到平面图当中，才能进

行平面图中下一个阀门的切换；窗口中没有的阀门类别，在双击示意图后，能进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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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管线打断 

1.20.1 管线置上 

菜单：[分户计量]→[管线打断]→[管线置上] 

功能：在相交管线中，与置上的管线相交的管线作打断处理 

命令行提示：请选置上管线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命令行提示：框选断线处理区域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软件只对进行选择的区域做打断的处理， 

置上后的图例： 

 

 说明：图中横向管线为所选置上管线，打断处理中，块实体始终作为标高最高的实体，

无论其是否有标高。 

1.20.2 管线置下 

菜单：[分户计量]→[管线打断]→[管线置下] 

功能：在相交管线中，置下的管线相和别的管线相交处作打断处理 

命令行提示：选择置下管线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命令行提示：框选断线处理区域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置下后的图例： 

 

 说明：图中横向管线为所选置下管线，打断处理中，块实体始终作为标高最高的实体，

无论其是否有标高。 

1.20.3 自动打断 

菜单：[分户计量]→[管线打断]→[自动打断] 

功能：在相交管线中，软件将自动识别标高，对于较小者相交处作打断处理 

命令行提示：框选断线处理区域或[修改打断距离(C)<100。0000mm>： 

1.20.4 打断还原 

菜单：[分户计量]→[管线打断]→[打断还原] 

功能：将已经打断的管线连接还原，同时还可以连接同一直线、且在同一标高上的管线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一条管线：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第二条管线： 

选取管线后，系统将所选中的管线自动连接。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171 

1.21 材料表 

1.21.1 材料表统计 

菜单：[分户计量]→[材料表]→[材料表统计] 

功能：统计生成材料清单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1． 材料表设置：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设置材料表序号、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位、数量、备注、材料表名称、材

料表生成方向、以及表格边框线型等，在状态栏显示材料的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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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面选取：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统计的实体： 

下图为示例图： 

 

添加：添加序列号，可输入相关参数。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内容。 

上移或下移：编辑统计内容的排序。 

保存：以工程形式将统计结果保存。 

读取：读取已有材料表。 

3．  WORD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的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4．  Excel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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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绘制：只需要在图中给一表格插入点，可将统计结果直接生成到 CAD图纸中： 

 

 取消：退出统计器。 

1.21.2  材料表编辑 

菜单：[分户计量]→[材料表]→[材料表编辑] 

功能：编辑生成的材料表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执行命令选择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说明：此操作可参照 材料表统计 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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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材料表合并 

菜单：[分户计量]→[材料表]→[材料表合并] 

功能：将多个材料表合并为一个表格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选取所要进行合并的材料表，确定即可完成。 

1.22 辅助 

1.22.1 大样图 

菜单：[分户计量]→[辅助]→[大样图] 

功能：生成大样图 

命令行提示：请点取插入点<回车结束>： 

以下为生成后的图纸： 

 

大样图 

1.22.2 绘制地沟 

菜单：[分户计量]→[辅助]→[绘制地沟] 

功能：绘制地沟 

命令行提示：选取第一点或[修改宽度（C）]： 

用户输入“A”，可绘制圆弧型地沟；输入“C”，可以设置地沟的宽度；再确定即可完成。 

1.22.3 绘制水池 

菜单：[分户计量]→[辅助]→[绘制水池] 

功能：绘制水池 

命令行提示： 

请输入水池壁宽度<200>（mm）]： 

>>>请确定水池壁起点… 

请点取所需点/C参照点定位/X 修改水池宽度<回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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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定水池下一点… 

请点取所需点/C参照点定位/D 相对尺寸定位/X修改水池宽度<回车结束>： 

请确定水池下一点… 

… … 

按命令提示可完成绘制 

1.22.4 预留板孔 

菜单：[分户计量]→[辅助]→[预留板孔] 

功能：在平面图中绘出预留板孔 

命令行提示： 

请确定孔的类型/Y圆孔/F方孔<回车结束>： 

请输入圆孔的中心点<回车结束>： 

动态 D回车输入尺寸： 

用户可以根据提示，绘制完成方型或圆型预留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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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板采暖 

1.1 系统设置 

菜  单：[地板采暖]→[系统设置]→[绘图设置] 

功  能：设置分户计量采暖系统中立/竖管出图直径，供/回水立管编号前缀，是否自动补

齐缺失的立管编号，供/回水立/竖管平面图形式，立管编号形式，以及直径和立管编号字

高的参数值，扣弯形式，楼层后缀，管线线型。所有参数均为出图尺寸。确定出图比例，

对文字信息进行设置。 

说明：立/竖管形式、编号形式扣弯形式均可以下拉键中进行选取。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3． 设置出图比例和绘图比例； 

4． 确定文字出图的字体高度； 

5． 选择使用 CAD或者暖通软件文字样式，可进行文字样式编辑，执行命令，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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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材管理 

 

菜单：[地板采暖]→[管材管理]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178 

功能：编辑管材管径的名称和详细参数 

管材管径管理器功能介绍： 

1． 新建 ： 

管材：创建新型的管材，并且可以在右边窗口给定基本参数和标注参数。 

管径：创建新规格的管径，可对其公称直径，内径，外径和壁厚的数值输入。 

2． 删除 ： 

管材：删除选取管材。 

管径：删除选取管径。 

3． 排序 ： 

管材和管径：位置的上调或者下调。 

 

1.3 盘管计算 

菜  单： [地板采暖]→[盘管计算] 

功  能：计算地板辐射采暖有效散热量，校核水温和管道间距。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    

 
1. 用户可选择计算类型：计算有效散热量和计算盘管间距。 

2. 计算有效散热量：选择计算条件，在右侧下拉菜单处选择地面层材料、管盘材料、室内

温度有效散热面积、盘管间距参数，点【计算】，可以计算出地板有效散热量、单位面

积散热量和地板表面平均温度，并对地板表面温度进行校核后的温度提示。 

3. 计算盘管间距：选择计算条件，在右侧下拉菜单处选择地面层材料、管盘材料、室内温

度有效散热面积、有效散热量参数，点【计算】，可以计算出盘管间距、单位面积散热

量和地板表面平均温度，并对地板表面温度进行校核后的温度提示。 

4. 计算完成之后，点击【绘图】按钮后会自动进入地热盘管绘制命令，并且导入计算出的

盘管间距。盘管的绘制详见本节后的地热盘管。 

 有关说明：计算条件：确定好地面层材料、管盘材料后，在左下角【技术规范】处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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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设计规范 。 

 

例如：选取木地板 PE-X管，规范如下表： 

用户不仅可以查到平均水温和室内空气温度下，不同供热管道间距的有效散热量和热损

失。还可以查到其他的计算条件，包括加热管公称外径、填充层厚度、绝缘层厚度、以

及供回水设计计算温差。 

在室内地板表面平    均温度校核中参考的温度范围如下：  

区域特征 适宜范围 最高极限 

人员长期停留区域  24℃-26℃  28℃  

人员长短期停留区域  28℃-30℃  32℃  

无人员停留区域  35℃-40℃  42℃  

参考文献：《地板辐射供暖技术规程》。 

1.4 分集水器 

菜  单： [地板采暖]→[分集水器] 

功  能：在平面图中布置分集水器。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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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设置分集水器的长度、宽度、出管对数、出管间距、出管长度，其数值均为实际尺寸；

户内如果采用地板采暖，则选择“地热盘管”，反之则选择“干管”；选择绘制图中是否添加

阀门。 

点【计算】按钮，：软件会根据用户输入的出管对数计算合适的分集水器长度和宽度值。 

点【绘制】按钮： 

命令提示行：指定中心点： 

命令提示行：指定旋转角度<270。00`>： 

输入角度或点取一点确认分集水器的布置角度 

    点【退出】按钮：退出绘制分集水器。 

1.5 地热盘管 

菜  单： [地板采暖]→[地热盘管] 

功  能：选取盘管形式，绘制任意间距规则图形的地板盘管 

执行命令，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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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盘管的绘制： 

用户可以在盘管形式中选择简单选项，在盘管形式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多种形式的盘管，有

回型、中回型、水平梳型、垂直梳型、水平蛇型、垂直蛇型、单回转型、交叉型，共 8种形

式，图示为回型；在绘制参数中可以选取管道间距，以及距墙间距的实际数值，在右边下拉

菜单中，系统列举了管道间距的推荐取值。 

详细盘管的绘制： 

选择【详细】按扭：弹出详细布置的对话框，如下图示： 

详细绘制相比简单绘制内容，多出了右侧部分选项，用户可以按照不同的盘管形式设置边界

区进深值，均为实际距离；按照不同的分区，可设置各区内的管盘间距、盘管的弯曲半径；

以及管材参数，用户可在管材或管径右方下拉菜单中可进行选取，也可通过旁边按扭进入管

材管径管理器选取。 

 说明：对于管材径管理器介绍详见 管材管径管理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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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完面后，可以平面图中布置： 

命令提示：指定旋转角度<0>： 

命令提示：指定下一点或<放弃>指定另一个角点： 

命令提示：盘管入口： 

完成规则盘管绘制。 

1.6 异形盘管 

菜  单： [地板采暖]→[异形盘管] 

功  能：选取盘管形式，绘制任意间距的不规则地板盘管 

执行命令，对话框如图示： 

 

用户可以输入盘管间距、距墙距离、倒角半径三个参数，并且均为实际尺寸；还可以选择单

线盘管或者双线盘管二种类型。 

设置完成后：  

命令提示：请选取第一点： 

命令提示：指定下一点或<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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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提示：指定下一点或<放弃>： 

… … 

（依次点击不规则房间的边界线） 

确定，完成不异形盘管绘制。 

1.7 双线盘管 

菜  单： [地板采暖]→[双线盘管] 

功  能：绘制双线盘管，可将盘管与分集水器连接，或直接绘制其他类型盘管 

1. 盘管连接： 

 

命令提示行：请选取第一点或者[端

点<E>]：e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第一条直线：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第二条直线： 

命令提示行：指定下一点或[左对齐

<L>/中间对齐<M>/右对齐<R>/沿线

<A>/放弃<U>]： 

命令提示行：指定下一点或[左对齐<L>/中间对齐<M>/右对齐<R>/沿线<A>/端点<E>/放弃

<U>]：e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第一条直线：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第二条直线： 

2. 盘管绘制： 

在图中选取点，弹出如下对话框： 

 
完成盘管间距、对齐方式、和沿线距离，可进行双线盘管的绘制。 

1.8 单线盘管 

菜  单： [地板采暖]→[单线盘管] 

功  能：绘制单线盘管，可将盘管与分集水器连接，或直接绘制其他类型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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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使用方法同 双线盘管  

1.9 圆角处理 

菜  单： [地板盘管]→[圆角处理] 

功  能：将盘管管线拐角部分进行圆角处理 

指定圆角半径，选中要处理的拐角部分进行处理，如图： 

 

1.10 盘管转 PL 

菜  单： [地板盘管]→[盘管转 PL] 

功  能：搜索处理图纸中相连管线，将对应盘管管线转化

成 Pline线。 

通过盘管转 PL，用户可以方便的进行盘管选取，复制等操

作。 

命令提示行：选择需要转化的盘管： 

转化后生成的盘管如右图示： 

1.11 盘管统计 

菜  单： [地板盘管]→[盘管统计] 

功  能：搜索处理图纸中相连管线，对盘管长度和间距进行计算，并标注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所需统计长度盘管或[统计选中管段(S)]<统计相连盘管>： 

命令提示行：******当前盘管长度：22。78m****** 

命令提示行：******当前盘管间距：100mm***** 

同时弹出对话框如右图示： 

 

1.12 盘管删除 

菜  单： [地板盘管]→[盘管删除] 

功  能：搜索处理图纸中相连管线，将选中的盘管删除 

命令提示行：请选择所需删除盘管或[删除选中管段(S)]<删除相连盘管>： 

选择盘管确定之后即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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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智能水路 
 

智能水路为空调水路的三维版，支持管线的真实三维显示，同时也能用作二维绘图使用。 

1.1 系统设置 

菜单：[智能水路]→[系统设置] 

功能：设置智能水路系统绘图时所需要的参数 

1. 全部设置内容可通过“导出配置”和“导入配置”进行数据的备份。 

2. “确定”按钮为应用并退出功能，“应用”按钮为应用当前设置，“取消”按钮为直接关

闭不保存当前设置。 

1.1.1 系统设置 

 
1. 控制通空调水路对应的管线类型，同时可增加、删除管线类型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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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图层 

 
1. 对各种类空调水路管线的图层名称、颜色、线型、线宽等参数进行设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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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法兰设置 

 
1. 法兰尺寸设置，对不同直径的管线，可以设置不同的法兰出头量和厚度，设置后只影响

新生成的法兰或者在带法兰的实体更新时同步修改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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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绘图设置 

 
1. 设置绘图时的立管和竖管形式，可以修改出图直径和立管样式（包括双圆、单圆和填充）；

勾选补齐缺失的立管编号的情况下，立管布置将会自动优先使用图纸中缺失的编号，不

勾选下，会自动使用最大编号； 

2. 设置立管标注的标注形式（包括圆环式 1、圆环式 2 和引出时），设置圆环直径和字体

高度； 

3. 设置扣弯的样式（包括弧形和圆形），设置扣弯的出图直径； 

4. 设置出图比例和绘图比例，出图比例与 CAD 界面中的出图比例 一致； 

5. 设置一般文字的参数，选择使用 CAD 当前字体时，标注字体默认采用 CAD 当前设置

的字体，选择使用暖通软件文字样式时，将默认使用 HC_INT 字体，同时可以通过下

拉框设置 CAD 当前使用的字体； 

6. 设置管线绘制时是否使用刻度盘固定角度，以及刻度盘的角度间隔； 

7. 设置生成的过桥弯在平面图下的半圆示意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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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显示设置 

 
1. 设置中心线的显示，如显示水管、弯头、三通等图形的中心线。 

2. 设置同标高管线发生交叉时，自动生成三通、四通等构件以后，是否将原来的管线打断

为两根管线。 

3. 设置不同标高的实体，在俯视图中发生交叉而导致遮挡的情况下，是否显示被遮挡的部

分，同时设置遮挡的范围； 

1.2 风机盘管 

1.2.1 风机盘管布置 

菜  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风机盘管布置] 

功  能：风机盘管选型布置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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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机盘管型号下拉列表提供常用的型号，可通过下面的按钮连接到常用风机盘管管理器； 

2. 风机盘管所对应图块的长宽高尺寸,读取自风机盘管设备库，用户可手动修改； 

3. 标高参数，除非用户手动修改此数据，否则不变化； 

4．锁定、解锁型号与图块，锁定情况下，型号的切换会引起图块的变化，且用户无法手动

选择图块，解锁情况下，型号的切换不会引起图块的变化，且用户可以手动选择数据库中任

意图块； 

5．自动标注型号时，可以选择标注的文字的位置，标注文字大小取自系统设置/绘图设置/

文字设置/中文出图字高。 

6.点击详细参数命令，对话框如图示：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191 

 

7. 在布置风机盘管时，可以输入盘管的承担负荷。 

8. 点击提取按钮，可以将承担的负荷数据提取到界面上。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房间编号: 

9. 点击常用风机盘管管理器命令，对话框如图示： 

说明：双击风机盘管列表项可以将当前选择的风机盘管加入常用风机盘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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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风机盘管图库管理 

菜  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风机盘管图库管理] 

功  能：风机盘管图库的数据管理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说明：设备库显示所有风机盘管的详细参数和显示对应的图块，用户可以在此处进行数据添

加或者修改等处理，也可以制作新图快。 

 

1.2.3 风机盘管连接定义 

菜  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风机盘管连接定义] 

功  能：在设备定义风管连接数据及水管连接点信息,便于风管及水管从设备上引出,和水管

与设备的自动连接 

1．选择定义的图块,“设备连接定义”对话框中可设置风管连接位置，方向,尺寸及水管连接

位置方向,管径等； 

2．定义时,首先选择水管类型或风管类型,图中点取连接点和方向点,管道标高值(指管道或

风管中心距设备底部的高度),默认管径或风管尺寸值,最小伸出长度值(图纸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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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风机盘管编辑 

菜  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风机盘管编辑] 

功  能：定义编辑风机盘管设备的数据 

 

1.2.5 风机盘管负荷分配 

菜  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风机盘管负荷分配] 

功  能：分配风机盘管设备的冷热负荷 

框选需要进行负荷分配的风机盘管，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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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动按型号分配，框选需要分配的盘管后，自动以型号为参考，列出框选风机盘管的所

有型号，并统一按型号分配实际负荷；  

2．手动逐个分配，框选需要分配的盘管后，列表形式显示所有盘管，逐个输入实际负荷；

逐个分配时可以点击“软件智能分配”（需要负荷计算自动布置房间编号的支持）自动填写

盘管的全冷负荷、显冷负荷、热负荷、房间编号； 

1.2.6 风机盘管标注 

菜  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风机盘管标注] 

功  能：标注风机盘管型号 

命令行提示：请选插入点: 

框选需要标注的盘管，选择在图中的插入点，标注的文字属性取自“系统设置”； 

 

1.3 立管 

菜单：[智能水路]→[立管] 

功能：布置立管 

命令行提示：指定立管位置<任意>或[沿墙(Q)/墙角(X)/旋转 90°(Z)/旋转(S)]: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可一次布置多种类型的立管； 

2. 任意布置：选择任意一个点为基准布置立管； 

3. 沿墙布置：可以选择建筑墙、直线、弧线、多段线作为所沿墙体，根据设置的距墙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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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布置； 

4. 墙角布置：可以选择建筑墙的夹角点、直线或弧线的交点作为墙角，根据根据设置的距

墙距离进行布置； 
5. 设置或增加管道类型，及对应管材、管径、管底标高、管顶标高、编号和多管之间的间

距； 

6. 管线编号：编号根据图纸中已经存在的同类立管计算而得，根据【系统设置】→【绘图

设置】中，是否自动补齐缺失的立管编号。如果需要勾选补齐，则会从编号 1开始递增

查找，只要找到未被使用的编号就进行使用；如果未勾选，则查找已经存在的同类管线

中最大的编号，对其加一作为编号。 

7. 增加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添加行增加绘制的管线，也可以通过点击参数表中空

白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 选择需要添加的新管线类型进行

添加； 

8. 删除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删除行删除当前选中的绘制管线，也可以通过店家参

数表中需要删除的管线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选择最后一行空白进行删除； 

9. 立管的平面图样式和直径由【系统设置】→【绘图设置】中的相应参数决定； 

10. 自动标注编号：如勾选该项，则会在每组立管布置结束后，自动调用立管标注功能，需

用户指定标注位置； 

 

1.4 干管 

菜单：[智能水路]→[干管] 

功能：布置干管 

命令行提示：选择起始点或[管端引出(X)/管上引出(Z)/立管引出(Q)]: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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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一次布置多种类型的干管； 

2. 设置或增加管道类型，及对应管材、管径、标高、多管之间的间距，绘制过程中修改标

高软件自动生成合适的扣弯进行连接，间距指得是距离基准线的距离，基准线间距为 0； 

3. 增加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添加行增加绘制的管线，也可以通过点击参数表中空

白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 选择需要添加的新管线类型进行

添加； 

4. 删除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删除行删除当前选中的绘制管线，也可以通过店家参

数表中需要删除的管线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选择最后一行空白进行删除； 

5. 沿墙布置：允许用户设置管线绘制时，总体相对辅助线偏移指定距离布置； 

6. 任意布置：可以选择图纸上任意一点作为起始点进行绘制； 

7. 管道端点引出：依次选择需要布置的管线对应的相同类型管线端口，进行引出绘制； 

8. 管道上点引出：依次选择需要布置的管线对应的相同类型管线上一点，进行引出绘制； 

9. 立管引出：选择需要布置的管线对应的立管，系统会自动尝试匹配正确的间距，进行引

出绘制； 

10. 等标高管线连接处理：对绘制过程中与其他等标高管线相交的情况，提供四种处理方式：

生成四通、生成过桥弯、管线置上和管线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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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阀门 

菜单：[智能水路]→[阀门] 

功能：在任意位置布置阀门，或者沿管线布置阀门 

命令行提示：选择布置点或[上下翻转(S)/左右翻转(Z)/放大(Q)/缩小(W)/旋转 90°(A)/

旋转(R)/直径(D)/标高(E)]: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可以修改阀门的名称、直径、缩放比例等参数； 

2． 任意布置：在图中任意一点不知阀门，阀门的所有参数均来自对话框，如果阀门正常被

布置在管线上，则系统、角度和直径参数取自所在管线； 

3． 沿管线布置：布置过程中自动匹配鼠标点附近的管线，系统、直径、角度和标高参数取

自该管线，其他参数取自对话框； 

4． 布置过程中可以通过命令行旋转角度、翻转操作和缩放功能等； 

5． 界面提供 6 种常用阀门，方便用户布置多种阀门时的切换操作，同时用户可以通过双击

阀门预览图，修改该位置的常用阀门类型，会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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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双击设备参数中的设备名称项，将该阀门自定义为常用阀门。 

1.6 双线管 

菜单：[智能水路]→[双线管] 

功能：布置双线水管 

命令行提示：选取起点:  

   选择布置点: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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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选择布置双线干管或者双线立管，选择连接方式以及具体的管线参数； 

2． 等标高管线连接处理：对绘制过程中与其他等标高管线相交的情况，提供四种处理方式：

生成四通、生成过桥弯、管线置上和管线置下； 

3． 距墙距离：勾选后可以相对辅助线指定偏移距离进行布置； 

1.7 构件 

菜单：[智能水路]→[构件] 

功能： 手动连接，手动替换或者任意布置水管构件，含变径、弯头，三通和四通等。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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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类型：下拉可以选择变径，弯头，三通，四通，乙字弯和过桥弯类型。 

系统形式：把当前构件布置选定的系统上 

布置方式： 

1. 手动连接：手动连接管线，生成构件 

2. 手动替换：手动替换，可以替换选中的构件 

3. 任意布置：任意位置布置构件 

操作过程中，请注意命令行提示，根据提示进行操作。 

1.8 过桥弯 

菜单：[智能水路]→[过桥弯] 

功能：在管线上搭接过桥弯 

命令行提示：选择需要生成过桥弯的管线: 

 

过桥弯的桥洞高度根据跨越管和主管的管径决定，平面图下半圆直径由【系统设置】→【绘

图设置】中的单线过桥弯平面图示意直径参数决定。 

过桥弯布置有两种模式，根据选择的管线的相交情况进行区分： 

1． 所有选择的管线相交于一点或延长线相交于一点： 

命令行提示：选择的管线在平面上交于一点，手动指定连接过桥弯的主管线。 

选择需要连接过桥弯的主管线: 

选择需要搭接过桥弯的主管，在改主管上生成过桥弯； 

2． 所有选择的管线和延长线不相交于一点： 

命令行提示：选择的管线在平面上不交于一点，自动判断选择的管线是否需要生成过桥

弯。 

软件会根据所有选择到的管线，判断与其相交的所有管线，是否有需要生成过桥弯的地

方。判断依据为：有管线在三维上碰撞；碰撞的管线并不属于同一系统；碰撞位置并非该管

线的起点或终点；满足以上条件时，会自动生成过桥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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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立管连干管 

菜单：[智能水路]→[立管连干管] 

功能：连接选择的立管和干管 

命令行提示： 选择立管和干管: 

选择完成后，会依次根据选择的立管，在选择的干管中查找距离最近的同一系统干管进行连

接，特别的，当仅选择一根干管时，不考虑系统匹配问题。 

 

1.10 风机盘管连干管 

菜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连干管] 

功能：将图中所选范围的风机盘管与干管自动连接 

命令行提示：选择风机盘管和需要连接的干管： 

连接后的效果图如下： 

 

说明：在立管和干管连接处可以看到有断线处理，同时生成扣弯。 

1.11 风机盘管连风管 

菜单：[智能水路]→[风机盘管连风管] 

功能：将图中所选范围的风机盘管与风管自动连接 

命令行提示：选择风机盘管和需要连接的风管： 

连接后的效果图如下： 

 

1.12 管材管理 

菜单：[智能水路]→[管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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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编辑管材管径的名称和详细参数 

命令行提示：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13 管线绕梁 

菜单：[智能水路]→[管线绕梁] 

功能：用户在设计过程中管线遇到梁或柱时，可以将管线进行编辑绕过 

命令行提示：选择第一点： 

选取所需要处理的管线上的一点。 

命令行提示：选择第二点： 

选取和上面同一条管线上的另一绕过点。 

命令行提示：输入绕梁管的标高<1m>: 

输入绕过管线的标高。 

管线绕梁后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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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标高不同的选择点连接处，自动生成扣弯； 

1.14 生成扣弯 

菜单：[智能水路]→[生成扣弯] 

功能：根据所选择管线在平面上的交点，生成竖管扣弯 

命令行提示：选择需要连接扣弯的管线:  

1. 框选完管线后，根据同类型管线在平面上的交点，搭接两根或多跟标高不同类型相同的

管线，生成竖管扣弯。 

2. 扣弯的样式和平面图直径由【系统设置】→【绘图设置】中的相应参数决定。 

1.15 管线合并 

菜单：[智能水路]→[管线合并] 

功能：合并同类同向水管 

命令行提示： 选择需要合并的第一根水管: 

    选择需要合并的第二根水管: 

选择两根不同的水管后，如果两根水管系统和管径相同，且管材相同或者其中至少一根管材

为空，则合并为一根水管，否则合并失败； 

 

1.16 标注 

1.16.1 管径标注 

菜单：[智能水路]→[标注]→[管径标注] 

功能： 管径标注功能。 

参考【空调水路】的管径标注功能。 

 

1.16.2 立管标注 

菜单：[智能水路]→[标注]→[立管标注] 

功能：可以对选择的立管进行编号标注 

命令行提示： 选择需要标注的立管: 

    确定布置点或[全部(A)]<逐个>： 

1. 确定标注位置点时，可以在逐个确定和全部确定之间切换，全部确定时根据一个立管的

标注相对位置计算其他立管的标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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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管标注的尺寸参数和标注样式由【系统设置】→【绘图设置】中的相应参数决定。 

 

1.16.3 删除标注 

菜单：[智能水路]→[标注]→[删除标注] 

功能：删除指定标注或者指定管线的标注 

命令行提示： 选择需要删除的标注或对应的实体: 

用户可以选择需要删除的标注或者是标注所对应的的实体，确定选择后会删除选择的所有标

注和选择的其他实体对应的所有标注。 

 

1.17 系统图 

菜单：[智能水路]→[系统图] 

功能：生成框选的水系统平面图所对应的的 45°轴测系统图 

命令行提示： 选择转换系统图的对象: 

 

1.18 水力计算 

菜  单：[智能水路]→[水力计算] 

功  能：调用智能水路水力计算器。 

使用说明参考【空调水路】→[水力计算]。 

开启闪烁功能：命令行中输入 ihvacopenflicker 

关闭闪烁功能：命令行中输入 ihvaccloseflicker 

开启闪烁能很好的把水力计算数据与图面实体对应起来，但在有少数 CAD 平台环境下，

开启闪烁可能会导致 CAD不稳定。若发现是软件不稳定，请关闭闪烁功能。 

 

1.19 编辑 

1.19.1 管线编辑 

菜单：[智能水路]→[编辑]→[管线编辑] 

功能：实现干管参数的编辑 

命令行提示： 选择管线: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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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话框显示选择的管线的一些参数，用户可以修改这些参数，其中沿程阻力由比摩阻和

管线长度计算所得，不允许修改，终点标高与起点标高一致，不允许修改； 

2. 如果同时选择了多根管线，则有可能导致部分参数有多种值，此时该参数值将显示为

； 

3. 系统类型：可以修改选择的管线的系统类型，如：从空调水路改为多联机。当选择的管

线并非同一系统类型时，该项不允许修改； 

4. 应用修改：将修改后的对话框参数应用到所选择管线中，如果参数对应值为

时，将不应用该项参数修改；修改后如果 联动开关打开，则会联动

与修改管有直接连接关系的管线，根据需要生成或者删除竖管等操作； 

 

1.19.2 立管编辑 

菜单：[智能水路]→[编辑]→[立管编辑] 

功能：实现立管参数的编辑 

命令行提示：选择立管或扣弯: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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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话框显示选择的管线的一些参数，用户可以修改这些参数，其中沿程阻力由比摩阻和

管线长度计算所得，不允许修改； 

2. 如果同时选择了多根管线，则有可能导致部分参数有多种值，此时该参数值将显示为

； 

3. 系统类型：可以修改选择的管线的系统类型，如：从空调水路改为多联机。当选择的管

线并非同一系统类型时，该项不允许修改； 

4. 应用修改：将修改后的对话框参数应用到所选择管线中，如参数对应值为

时，将不应用该项参数修改；  

 

1.19.3 阀门编辑 

菜单：[智能水路]→[编辑]→[阀门编辑] 

功能：实现阀门参数的编辑 

命令行提示：选择阀门: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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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话框显示阀门的一些参数，用户可以修改这些参数； 

2. 如果同时选择了多个阀门，则有可能导致部分参数有多种值，此时该参数值将显示为

； 

3. 修改阀门类型：勾选后，可以选择下方的散热器示意图，此时在应用修改后会将选择的

阀门图块修改为对话框中选择的图框样式；不勾选则不会修改阀门图块的样式； 

4. 应用修改：将修改后的对话框参数应用到所选择阀门中，如参数对应值为

时，将不应用该项参数修改； 

 

1.19.4 属性刷 

菜单：[智能水路]→[编辑]→[属性刷] 

功能：将任意一条 cad 绘制的 line 或 Pline 线转换成水管 

1. 鼠标左键依次选中水管、line 或 Pline 线，确认后，cad 绘制的 line 或 Pline 线将转换成

软件可识别的水管，同时该水管参数与参考水管一致； 

 

1.20 材料表 

1.20.1 材料表统计 

菜单：[智能水路]→[材料表]→[材料表统计] 

功能：统计生成材料清单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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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表设置：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设置材料表序号、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位、数量、备注、材料表名称、材

料表生成方向、以及表格边框线型等，在状态栏显示材料的主要参数。 

 

2．  图面选取：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统计的实体： 

下图为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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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添加序列号，可输入相关参数。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内容。 

上移或下移：编辑统计内容的排序。 

保存：以工程形式将统计结果保存。 

读取：读取已有材料表。 

3．  WORD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的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4．  Excel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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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绘制：只需要在图中给一表格插入点，可将统计结果直接生成到 CAD图纸中： 

 

6．  取消：退出统计器。 

1.20.2 材料表编辑 

菜单：[智能水路]→[材料表]→[材料表编辑] 

功能：编辑生成的材料表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执行命令选择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说明：此操作可参照 材料表统计 部分内容。 

1.20.3 材料表合并 

菜单：[智能水路]→[材料表]→[材料表合并] 

功能：将多个材料表合并为一个表格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选取所要进行合并的材料表，确定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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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心线开关 

控制水系统中水管和局部构件的中心线显示； 

1.22 加粗开关 

控制水系统中水管和局部构件的线宽显示； 

1.23 联动开关 

控制水系统中，移动、拖动水管时，与之相连的水管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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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多联机 

1.1 系统设置 

菜单：[多联机]→[系统设置] 

功能：设置多联机系统绘图时所需要的参数 

1. 全部设置内容可通过“导出配置”和“导入配置”进行数据的备份。 

2. “确定”按钮为应用并退出功能，“应用”按钮为应用当前设置，“取消”按钮为直接关

闭不保存当前设置。 

1.1.1 系统设置 

 
1. 控制通空调水路对应的管线类型，同时可增加、删除管线类型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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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图层 

 
1. 对各种类空调水路管线的图层名称、颜色、线型、线宽等参数进行设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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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法兰设置 

 
1. 法兰尺寸设置，对不同直径的管线，可以设置不同的法兰出头量和厚度，设置后只影响

新生成的法兰或者在带法兰的实体更新时同步修改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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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绘图设置 

 
1. 设置绘图时的立管和竖管形式，可以修改出图直径和立管样式（包括双圆、单圆和填充）；

勾选补齐缺失的立管编号的情况下，立管布置将会自动优先使用图纸中缺失的编号，不

勾选下，会自动使用最大编号； 

2. 设置立管标注的标注形式（包括圆环式 1、圆环式 2 和引出时），设置圆环直径和字体

高度； 

3. 设置扣弯的样式（包括弧形和圆形），设置扣弯的出图直径； 

4. 设置出图比例和绘图比例，出图比例与 CAD 界面中的出图比例 一致； 

5. 设置一般文字的参数，选择使用 CAD 当前字体时，标注字体默认采用 CAD 当前设置

的字体，选择使用暖通软件文字样式时，将默认使用 HC_INT 字体，同时可以通过下

拉框设置 CAD 当前使用的字体； 

6. 设置管线绘制时是否使用刻度盘固定角度，以及刻度盘的角度间隔； 

7. 设置生成的过桥弯在平面图下的半圆示意直径； 

8. 设置分歧管是否填充，分歧管的示意长度和支管示意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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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显示设置 

 
1. 设置中心线的显示，如显示水管、弯头、三通等图形的中心线。 

2. 设置同标高管线发生交叉时，自动生成三通、四通等构件以后，是否将原来的管线打断

为两根管线。 

3. 设置不同标高的实体，在俯视图中发生交叉而导致遮挡的情况下，是否显示被遮挡的部

分，同时设置遮挡的范围； 

1.2 多联机设备布置 

1.2.1 室内机布置 

菜  单：[多联机]→[多联机设备]→[室内机布置] 

功  能：室内机选型布置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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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内机型号下拉列表提供常用的型号，可通过下面的按钮连接到常用室内机管理器； 

2. 室内机所对应图块的长宽高尺寸,读取自室内机设备库，用户可手动修改； 

3. 标高参数，除非用户手动修改此数据，否则不变化； 

4．锁定、解锁型号与图块，锁定情况下，型号的切换会引起图块的变化，且用户无法手动

选择图块，解锁情况下，型号的切换不会引起图块的变化，且用户可以手动选择数据库中任

意图块； 

5．自动标注型号时，可以选择标注的文字的位置，标注文字大小取自系统设置/绘图设置/

文字设置/中文出图字高。 

6.点击详细参数命令，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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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布置多联机设备时，可以输入设备的承担负荷。 

8. 点击提取按钮，可以将承担的负荷数据提取到界面上。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房间编号: 

9. 点击常用室内机管理器命令，对话框如图示： 

说明： 

1、设备列表和详细列表中显示所有设备数据，双击设备列表或详细列表，可以将选择的项

添加到常用设备库中。 

2、增加四个过滤条件：设备厂商，安装形式，冷负荷和热负荷。在下方列表中显示选型结

果。选择某一设备可以计算出该设备的冷负荷的配置率。列表具有排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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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室外机布置 

菜  单：[多联机]→[多联机设备]→[室外机布置] 

功  能：室外机选型布置 

说  明：同室内机布置类似。 

1.2.3 设备连接定义 

菜  单：[多联机]→[多联机设备]→[设备连接定义] 

功  能：在设备定义水管管连接数据及风管连接点信息,便于水管及风管从设备上引出,和

水管与设备的自动连接 

1．选择定义的图块,“设备连接定义”对话框中可设置风管连接位置，方向,尺寸及水管连

接位置方向,管径等； 

2．定义时,首先选择水管类型或风管类型,图中点取连接点和方向点,管道标高值(指管道或

风管中心距设备底部的高度),默认管径或风管尺寸值,最小伸出长度值(图纸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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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多联机设备负荷分配 

菜  单：[多联机]→[多联机设备]→[设备负荷分配] 

功  能：分配多联机设备的冷热负荷 

框选需要进行负荷分配的设备，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手动按型号分配，框选需要分配的多联机设备后，自动以型号为参考，列出框选设备的

所有型号，并统一按型号分配实际负荷；  

2．手动逐个分配，框选需要分配的多联机设备后，列表形式显示所有设备，逐个输入实际

负荷；逐个分配时可以点击“软件智能分配”（需要负荷计算自动布置房间编号的支持）自

动填写设备的全冷负荷、显冷负荷、热负荷、房间编号； 

1.2.5 多联机设备标注 

菜  单：[多联机]→[多联机设备]→[设备标注] 

功  能：标注设备型号 

命令行提示：请选插入点: 

框选需要标注的设备，选择在图中的插入点，标注的文字属性取自“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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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冷媒立管 

菜单：[多联机]→[冷媒立管] 

功能：布置冷媒立管 

命令行提示：指定立管位置<任意>或[沿墙(Q)/墙角(X)]: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可以修改冷媒立管上下标高、液管气管尺寸和管材等参数； 

2. 液管和气管的尺寸通过下拉列表选择； 

3. 自动标注编号：勾选后，布置完立管后会自动调用立管标注功能，需用户指定标注位置； 

4. 任意布置：选择任意一个点为基准布置立管； 

5. 沿墙布置：可以选择建筑墙、直线、弧线、多段线作为所沿墙体，根据设置的距墙距离

进行布置； 

6. 墙角布置：可以选择建筑墙的夹角点、直线或弧线的交点作为墙角，根据根据设置的距

墙距离进行布置； 

 

1.4 冷媒干管 

菜单：[多联机]→[冷媒干管] 

功能：布置冷媒干管 

命令行提示：选择起始点或[管端引出(Z)/管上引出(X)/立管引出(Q)]: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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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修改冷媒干管标高、液管气管尺寸和管材等参数； 

2. 液管和气管的尺寸通过下拉列表选择； 

3. 沿墙布置：允许用户设置管线绘制时，相对辅助线偏移指定距离布置； 

4. 任意布置：可以选择图纸上任意一点作为起始点进行绘制； 

5. 管道端点引出：选择图上已存在的冷媒干管管线端口，进行引出绘制； 

6. 管道上点引出：选择图上已存在的冷媒干管管线上一点，进行引出绘制； 

7. 立管引出：选择冷媒立管，进行引出绘制； 

8. 等标高管线连接处理：对绘制过程中与其他等标高管线相交的情况，提供四种处理方式：

生成四通、生成过桥弯、管线置上和管线置下； 

 

 

1.5 冷凝立管 

菜单：[多联机]→[冷凝立管] 

功能：布置立管 

命令行提示：指定立管位置<任意>或[沿墙(Q)/墙角(X)/旋转 90°(Z)/旋转(S)]: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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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一次布置多种类型的立管； 

2. 任意布置：选择任意一个点为基准布置立管； 

3. 沿墙布置：可以选择建筑墙、直线、弧线、多段线作为所沿墙体，根据设置的距墙距离

进行布置； 

4. 墙角布置：可以选择建筑墙的夹角点、直线或弧线的交点作为墙角，根据根据设置的距

墙距离进行布置； 
5. 设置或增加管道类型，及对应管材、管径、管底标高、管顶标高、编号和多管之间的间

距； 

6. 管线编号：编号根据图纸中已经存在的同类立管计算而得，根据【系统设置】→【绘图

设置】中，是否自动补齐缺失的立管编号。如果需要勾选补齐，则会从编号 1开始递增

查找，只要找到未被使用的编号就进行使用；如果未勾选，则查找已经存在的同类管线

中最大的编号，对其加一作为编号。 

7. 增加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添加行增加绘制的管线，也可以通过点击参数表中空

白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 选择需要添加的新管线类型进行

添加； 

8. 删除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删除行删除当前选中的绘制管线，也可以通过店家参

数表中需要删除的管线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选择最后一行空白进行删除； 

9. 立管的平面图样式和直径由【系统设置】→【绘图设置】中的相应参数决定； 

10. 自动标注编号：如勾选该项，则会在每组立管布置结束后，自动调用立管标注功能，需

用户指定标注位置； 

 

1.6 冷凝干管 

菜单：[多联机]→[冷凝干管] 

功能：布置干管 

命令行提示：选择起始点或[管端引出(X)/管上引出(Z)/立管引出(Q)]: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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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一次布置多种类型的干管； 

2. 设置或增加管道类型，及对应管材、管径、标高、多管之间的间距，绘制过程中修改标

高软件自动生成合适的扣弯进行连接，间距指得是距离基准线的距离，基准线间距为 0； 

3. 增加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添加行增加绘制的管线，也可以通过点击参数表中空

白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 选择需要添加的新管线类型进行

添加； 

4. 删除绘制管线：可以通过点击按钮删除行删除当前选中的绘制管线，也可以通过店家参

数表中需要删除的管线行的类型单元格，在弹出列表中选择最后一行空白进行删除； 

5. 沿墙布置：允许用户设置管线绘制时，总体相对辅助线偏移指定距离布置； 

6. 任意布置：可以选择图纸上任意一点作为起始点进行绘制； 

7. 管道端点引出：依次选择需要布置的管线对应的相同类型管线端口，进行引出绘制； 

8. 管道上点引出：依次选择需要布置的管线对应的相同类型管线上一点，进行引出绘制； 

9. 立管引出：选择需要布置的管线对应的立管，系统会自动尝试匹配正确的间距，进行引

出绘制； 

10. 等标高管线连接处理：对绘制过程中与其他等标高管线相交的情况，提供四种处理方式：

生成四通、生成过桥弯、管线置上和管线置下； 

 

1.7 分歧管 

菜  单：[多联机]→[分歧管] 

功  能：分歧管布置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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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布置方式可供选择： 

1. 分歧管【任意布置】:根据输入的标高任意布置分歧管。 

2. 分歧管【连接冷媒管】: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主管: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支管: 

连接后的效果图如下： 

 

3. 分歧管长度及类型属性设置取自系统设置/绘图设置/分歧管设置。 

1.8 阀门 

菜单：[多联机]→[阀门] 

功能：在任意位置布置阀门，或者沿管线布置阀门 

命令行提示：选择布置点或[上下翻转(S)/左右翻转(Z)/放大(Q)/缩小(W)/旋转 90°(A)/

旋转(R)/直径(D)/标高(E)]: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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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修改阀门的名称、直径、缩放比例等参数； 

任意布置：在图中任意一点不知阀门，阀门的所有参数均来自对话框，如果阀门正常被布置

在管线上，则系统、角度和直径参数取自所在管线； 

沿管线布置：布置过程中自动匹配鼠标点附近的管线，系统、直径、角度和标高参数取自该

管线，其他参数取自对话框； 

布置过程中可以通过命令行旋转角度、翻转操作和缩放功能等； 

界面提供 6种常用阀门，方便用户布置多种阀门时的切换操作，同时用户可以通过双击阀门

预览图，修改该位置的常用阀门类型，会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用户可以通过双击设备参数中的设备名称项，将该阀门自定义为常用阀门。 

1.9 过桥弯 

菜单：[多联机]→[过桥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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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管线上搭接过桥弯 

命令行提示：选择需要生成过桥弯的管线: 

 

过桥弯的桥洞高度根据跨越管和主管的管径决定，平面图下半圆直径由【系统设置】→【绘

图设置】中的单线过桥弯平面图示意直径参数决定。 

过桥弯布置有两种模式，根据选择的管线的相交情况进行区分： 

所有选择的管线相交于一点或延长线相交于一点： 

命令行提示：选择的管线在平面上交于一点，手动指定连接过桥弯的主管线。 

选择需要连接过桥弯的主管线: 

选择需要搭接过桥弯的主管，在改主管上生成过桥弯； 

所有选择的管线和延长线不相交于一点： 

命令行提示：选择的管线在平面上不交于一点，自动判断选择的管线是否需要生成过桥

弯。 

软件会根据所有选择到的管线，判断与其相交的所有管线，是否有需要生成过桥弯的地

方。判断依据为：有管线在三维上碰撞；碰撞的管线并不属于同一系统；碰撞位置并非该管

线的起点或终点；满足以上条件时，会自动生成过桥弯。 

1.10 立管连干管 

菜单：[多联机]→[立管连干管] 

功能：连接选择的立管和干管 

命令行提示： 选择立管和干管: 

选择完成后，会依次根据选择的立管，在选择的干管中查找距离最近的同一系统干管进行连

接，特别的，当仅选择一根干管时，不考虑系统匹配问题。 

 

1.11 设备连管 

菜单：[多联机]→[设备连管] 

功能：将图中所选范围的设备与干管自动连接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多联机对象：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分歧管方向点： 

连接后的效果图如下： 

 

说明：如果管线含有冷煤管，则在三通处自动生成分岐管。若无室外机，分岐管方向需要在

选择管线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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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管材管理 

菜单：[多联机]→[管材管理] 

功能：编辑管材管径的名称和详细参数 

命令行提示：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13 管线绕梁 

菜单：[多联机]→[管线绕梁] 

功能：用户在设计过程中管线遇到梁或柱时，可以将管线进行编辑绕过 

命令行提示：选择第一点： 

选取所需要处理的管线上的一点。 

命令行提示：选择第二点： 

选取和上面同一条管线上的另一绕过点。 

命令行提示：输入绕梁管的标高<1m>: 

输入绕过管线的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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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绕梁后效果图如下： 

 
说明：在标高不同的选择点连接处，自动生成扣弯； 

1.14 生成扣弯 

菜单：[多联机]→[生成扣弯] 

功能：根据所选择管线在平面上的交点，生成竖管扣弯 

命令行提示：选择需要连接扣弯的管线:  

1. 框选完管线后，根据同类型管线在平面上的交点，搭接两根或多跟标高不同类型相同的

管线，生成竖管扣弯。 

2. 扣弯的样式和平面图直径由【系统设置】→【绘图设置】中的相应参数决定。 

1.15 管线合并 

菜单：[多联机]→[管线合并] 

功能：合并同类同向水管 

命令行提示： 选择需要合并的第一根水管: 

    选择需要合并的第二根水管: 

选择两根不同的水管后，如果两根水管系统和管径相同，且管材相同或者其中至少一根管材

为空，则合并为一根水管，否则合并失败； 

 

1.16 标注 

1.16.1 管径标注 

菜单：[多联机]→[标注]→[管径标注] 

功能： 

命令行提示：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16.2 立管标注 

菜单：[多联机]→[标注]→[立管标注] 

功能：可以对选择的立管进行编号标注 

命令行提示： 选择需要标注的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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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布置点或[全部(A)]<逐个>： 

1. 确定标注位置点时，可以在逐个确定和全部确定之间切换，全部确定时根据一个立管的

标注相对位置计算其他立管的标注位置； 

2. 立管标注的尺寸参数和标注样式由【系统设置】→【绘图设置】中的相应参数决定。 

 

1.16.3 删除标注 

菜单：[多联机]→[标注]→[删除标注] 

功能：删除指定标注或者指定管线的标注 

命令行提示： 选择需要删除的标注或对应的实体: 

用户可以选择需要删除的标注或者是标注所对应的的实体，确定选择后会删除选择的所有标

注和选择的其他实体对应的所有标注。 

 

1.17 系统划分 

菜单：[多联机]→[系统划分] 

功能： 将图纸中的室内机和室外机划分组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自动获取图中所有的室内机和室外机，如果有些设备曾经被划分过系统，则可以识别出

所属系统；所有未被划分过的设备均归类于“未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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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比率：所有该系统中的室内机冷量总和除以该室外机的冷量即为对应的配比率； 

3. 点击系统名称，CAD 将对应的系统内设备进行闪烁显示；点击室内机或室外机的具体

型号，CAD 将对应的该设备进行闪烁显示； 

4. 新建：点击后，根据系统名称编辑框的内容新建系统，不允许有重名系统； 

5. 删除：点击后，删除当前选择的系统名，其所属设备被划入“未划分”，不允许删除“未

划分”项； 

6. 修改：点击后，根据系统名称编辑框的内容，重命名当前选择系统名，不允许重命名“未

划分”项； 

7. 添加设备：在选择了非“未划分”项后，点击按钮，返回 CAD 操作，命令行提示：请

选择多联机设备: 选择完成后，将选择到的室内机和室外机加入到该系统项； 

8. 移除设备：在选择了非“未划分”项后，点击按钮，返回 CAD 操作，命令行提示：请

选择多联机设备: 选择完成后，将选择到的室内机和室外机中，属于该系统项的设备从

系统中移除，添加到“未划分”项； 

9. 返回图面：点击后隐藏对话框，可以查看图纸； 

10. 确定后保存划分的系统信息到设备中，取消则不进行保存； 

 

1.18 展开图 

菜单：[多联机]→[展开图] 

功能： 将室内机和室外机的连接顺序展开为一个示意性的图 

命令行提示：选择搜索起始冷媒管: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根据选择的点靠近冷媒管端口的位置确定搜索方向，搜索所有连接的室内机，绘制出示

意室内机连接顺序的展开图； 

2. 可以修改展开图的展开方向，绘制示意图时两个节点之间的间距、设备和管线的间距和

室内机的旋转角度；（间距在绘制时会计算出图比例） 

3. 标注室内机：勾选后会在绘制展开图同时标注室内机的型号； 

 

1.19 系统图 

菜单：[多联机]→[系统图] 

功能：生成框选的水系统平面图所对应的的 45°轴测系统图 

命令行提示： 选择转换系统图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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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水力计算 

菜  单：[多 联 机]→[水力计算] 

功  能：调用多联机水力计算器。 

 

1.20.1 主界面 

图面提取：选中“分支 1”，则图面提取按钮可以使用，可以提多联机平面图数据。 

保存：保存计算数据 

读取：读取保存后的计算数据文件 

初算：根据高级设置中的计算规则进行管径的选择计算 

复算：根据选种的管径规格进行校核计算 

Excel:弹出输出 EXCEL 计算书界面，根据需求可以选择输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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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退出程序 

 

选中“多联机系统”，点右健则弹出右健菜单，如下图所示： 

 

可以新建分支系统。 

 

选择分支系统，如“分支 1”，点右健则弹出右健菜单，如下图所示： 

 

提取数据：提取平面图数据。 

标注编号：根据提取平面图的数据，进行管径，设置的编号标注，方便查看计算结果。 

新建分支：新建新的分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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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分支：删除当前选中的分支系统 

设置设备：设置室内机数据，可以手动建立数据模型。设置室内机数据后，会清除之前的数

据，根据当前的室内机数据重新建立计算模型。 

 

选中“冷媒管”等项，则显示当前项的计算结果。 

1.20.2 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弹出高级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新建模板：新建模板数据。 

 

删除模板：删除当前模板数据 

默认值：把当前数据恢复到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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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添加计算数据项 

删除：删除计算数据项 

修改：修改计算数据项。双击可以进行编辑，编辑后，要保存数据还需要点击修改 

1.20.3 充入量设置 

充入量设置：点击充入量设置，则弹出充入量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添加：添加数据项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数据项 

确定：保存数据，退出程序 

取消：退出程序 

需要注意的时，充入量设置中的管径数据须与计算模块中的液管管径数据相匹配，否则充入

量无法进行计算。 

 

1.21 编辑 

1.21.1 管线编辑 

菜单：[多联机]→[编辑]→[管线编辑] 

功能：实现干管参数的编辑 

命令行提示： 选择管线: 

1. 如果选择的管线包含冷媒管和其他类型管，则不允许修改，命令行提示：选择的管线中

同时包含多联机冷媒管和其他管线，不能统一编辑，请重新选择! 

2. 如果选择的管线为冷媒管，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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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选择的管线为非冷媒管，弹出以下对话框： 

 
4. 对话框显示选择的管线的一些参数，用户可以修改这些参数，其中沿程阻力由比摩阻和

管线长度计算所得，不允许修改，终点标高与起点标高一致，不允许修改； 

5. 如果同时选择了多根管线，则有可能导致部分参数有多种值，此时该参数值将显示为

； 

6. 系统类型：可以修改选择的管线的系统类型，如：从空调水路改为多联机。当选择的管

线并非同一系统类型时，该项不允许修改； 

7. 应用修改：将修改后的对话框参数应用到所选择管线中，如果参数对应值为

时，将不应用该项参数修改；修改后如果 联动开关打开，则会联动

与修改管有直接连接关系的管线，根据需要生成或者删除竖管等操作； 

 

1.21.2 立管编辑 

菜单：[多联机]→[编辑]→[立管编辑] 

功能：实现立管参数的编辑 

命令行提示：选择立管或扣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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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选择的管线包含冷媒管和其他类型管，则不允许修改，命令行提示：选择的管线中

同时包含多联机冷媒管和其他管线，不能统一编辑，请重新选择! 

2. 如果选择的管线为冷媒管，弹出以下对话框： 

 

3. 如果选择的管线为非冷媒管，弹出以下对话框： 

 

1. 对话框显示选择的管线的一些参数，用户可以修改这些参数，其中沿程阻力由比摩阻和

管线长度计算所得，不允许修改； 

2. 如果同时选择了多根管线，则有可能导致部分参数有多种值，此时该参数值将显示为

； 

3. 系统类型：可以修改选择的管线的系统类型，如：从空调水路改为多联机。当选择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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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并非同一系统类型时，该项不允许修改； 

4. 应用修改：将修改后的对话框参数应用到所选择管线中，如参数对应值为

时，将不应用该项参数修改；  

 

1.21.3 阀门编辑 

菜单：[多联机]→[编辑]→[阀门编辑] 

功能：实现阀门参数的编辑 

命令行提示：选择阀门: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1. 对话框显示阀门的一些参数，用户可以修改这些参数； 

2. 如果同时选择了多个阀门，则有可能导致部分参数有多种值，此时该参数值将显示为

； 

3. 修改阀门类型：勾选后，可以选择下方的散热器示意图，此时在应用修改后会将选择的

阀门图块修改为对话框中选择的图框样式；不勾选则不会修改阀门图块的样式； 

4. 应用修改：将修改后的对话框参数应用到所选择阀门中，如参数对应值为

时，将不应用该项参数修改； 

 

1.21.4 属性刷 

菜单：[多联机]→[编辑]→[属性刷] 

功能：将任意一条 cad 绘制的 line 或 Pline 线转换成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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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鼠标左键依次选中水管、line 或 Pline 线，确认后，cad 绘制的 line 或 Pline 线将转换成

软件可识别的水管，同时该水管参数与参考水管一致； 

 

1.22 材料表 

1.22.1 材料表统计 

菜单：[多联机]→[材料表]→[材料表统计] 

功能：统计生成材料清单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1． 材料表设置：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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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设置材料表序号、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位、数量、备注、材料表名称、材

料表生成方向、以及表格边框线型等，在状态栏显示材料的主要参数。 

 

2．  图面选取：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统计的实体： 

下图为示例图： 

 

添加：添加序列号，可输入相关参数。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内容。 

上移或下移：编辑统计内容的排序。 

保存：以工程形式将统计结果保存。 

读取：读取已有材料表。 

3．  WORD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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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4．  Excel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5．  绘制：只需要在图中给一表格插入点，可将统计结果直接生成到 CAD图纸中： 

 

6．  取消：退出统计器。 

1.22.2 材料表编辑 

菜单：[多联机]→[材料表]→[材料表编辑] 

功能：编辑生成的材料表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执行命令选择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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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操作可参照 材料表统计 部分内容。 

1.22.3 材料表合并 

菜单：[多联机]→[材料表]→[材料表合并] 

功能：将多个材料表合并为一个表格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选取所要进行合并的材料表，确定即可完成。 

1.23 中心线开关 

控制水系统中水管和局部构件的中心线显示； 

1.24 加粗开关 

控制水系统中水管和局部构件的线宽显示； 

1.25 联动开关 

控制水系统中，移动、拖动水管时，与之相连的水管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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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通风空调 

1.1 系统设置 

菜单：[通风空调]→[系统设置] 

功能：设置通风空调绘图时所需要的参数 

 

1. 全部设置内容可通过“导出配置”和“导入配置”进行数据的备份。 

2. “确定”按钮为应用并退出功能，“应用”按钮为应用当前设置，“取消”按钮为直接关

闭不保存当前设置。 

1.1.1 系统设置 

 
2. 控制通风空调对应的风管代号，同时可增加、删除风管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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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图层 

 
2. 对各种类风管的图层名称、颜色、线型、线宽等参数进行设置、编辑。 

1.1.3 默认构件 

 
1. 设置弯头、变径、三通、四通、乙字弯的默认绘制形式，在绘图中智能生成的这些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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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均采用此处设置的默认构件。 

2. 各种形式的弯头、三通等局部构件，均可由用户自定义具体名称，如软件默认的“内圆

弧”弯头，用户可定义为“***内圆弧”弯头。 

3. 各种形式的弯头、三通等局部构件，均可由用户自定义构件的默认参数，如“内圆弧”

弯头，可定义其默认曲率半径为 1，也可定义为 1.2，在绘图中，自动或手动生成的该

弯头将默认选取此曲率半径。 

4. 设置平面图中“立管”、“变高弯头”、“变高乙字弯”的默认形式。 

5. 绘制过程中，软件可提供带有角度提醒的刻度盘，用户可自定义该刻度盘是否显示、刻

度盘默认角度。 

6. 设置绘图时，标高发生变化的两段风管连接构件形式。 

1.1.4 计算条件 

 
1. 绘制风管时，软件会根据实际风量自动计算对应尺寸风管内部的介质流速、比摩阻等数

据，此处“计算条件”用来控制计算时采用的默认条件，如介质压力、温度等参数。 

2. “风速控制”、“比摩阻控制”可以在绘制风管时用不同颜色显示出当前风管的实际风速、

比摩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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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法兰设置 

 
9. 默认法兰样式，用来控制绘图时自动生成的法兰样式，如“单线”、“双线开口”等，同

时可以对图纸上已有的法兰进行更新，用当前选中的形式替换掉原有的形式。 

10. 法兰尺寸设置，对不同截面尺寸的风管，可以设置不同的法兰出头量，同时可以对图纸

上已有的法兰进行更新，用当前选中的形式替换掉原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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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标注设置 

 
1. 设置风管自动标注的标注位置，如：管上标注、管外标注，设置截面尺寸的连接符号，

如 500×500 或者 500*500。 

2. 设置风管标注的形式和该形式下的标注内容，此处提供风管的所有信息，可通过勾选信

息项来控制实际的标注内容，如勾选“尺寸”、“标高”，那么风管的标注样例即为“500

×300mm  底 3m”。 

3. 设置标高前缀，如绘制风管时选择的对齐方式是底对齐，那么标注风管标高时，默认的

标高前缀就选用“底高”所对应的设置。 

4. 设置标注的长度单位，如设置为“mm”，标注时风管的截面尺寸即为“500×500mm”。 

5. 设置引线标注的箭头样式和箭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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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显示设置 

 
4. 设置通风空调中心线的显示，如显示风管、弯头、三通等图形的中心线。 

5. 设置同标高风管发生交叉时，自动生成三通、四通等构件以后，是否将原来的整根风管

打断为两根风管。 

6. 设置平面图中，风管的单双线绘制形式，同时可以更新已经绘制完成的风管形式。 

7. 设置不同标高的风管，在俯视图中发生交叉时，是否显示标高较低的风管，是否对交叉

处进行额外的风管遮挡处理。 

1.2 风口 

菜单：[通风空调]→[风口] 

功能：提供布置风口的相关功能 

 

1. 风口参数的输入，可以输入风口类型、截面尺寸、高度、标高、角度、风量等参数； 

2. 可以根据总风量和实际的风口数量计算各风口风量和喉部流速；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249 

3. 可以选择布置方式，如任意布置、管底布置、沿直线布置、沿弧线布置、矩形布置、菱

形布置等，当风口为侧风口是，可以沿风管侧壁进行布置； 

1.3 风口管理 

菜单：[通风空调]→[风口管理] 

功能：提供风口数据库的扩充、删除等图块管理功能 

 

用户可以选择“我的平面图库”，在右侧空白处右键单击，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新图入库，根

据命令行提示完成入库过程。 

 

命令行提示： 选择构成风口的实体<空格退出>:： 

    选择与风管连接部分的实体<空格退出>： 

选择风口上的风向标识(按组选取)： 

选择风阀的系统图: 

图块基点<(51003.8,15032.5)>: 

制作幻灯片(请用 zoom 调整合适)或 [不制作返回(X)]<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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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构成风口的实体，选择需要组成风阀的所有实体； 

2. 选择与风管连接部分的实体，如上图中的绿色线，选择与风管连接时的轮廓线； 

3. 选择风口上的风向标识（按组选取），如果风口图块有标示风向的箭头，则需要进行选

取，分别选取每一个箭头实体，当所有箭头选择完毕或者没有风向标时，空格退出。如

上图中用红色圆圈标出的 4 个箭头，为 4组风向标识； 

4. 选择风口对应的系统图，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对应的系统图，系统图作用在生成系统

图时风口的样式； 

5. 选择风口的基点，即风口的布置参照点和风口比例发生变化时的基准点； 

6. 制作风口的幻灯片，此时软件会自动隐藏所有其他实体，用户将风口的整个实体都调整

到视口内后，确定生成幻灯片； 

1.4 风管 

菜单：[通风空调]→[风管] 

功能：提供绘制矩形风管和圆形风管的功能，包括手动选起点绘制和通过夹点引出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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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管参数的输入，可以输入风管类型、风管材料、截面形状、风量和截面尺寸；也可以

设置风管的标高、斜风管的升降角度和对齐方式； 

2. 风管类型的设置，软件提供默认的 9 种类型，用户可以通过边上的按钮进入【系统设置】

进行添加和删除； 

3. 风管材料的选择，如果需要软件没有的棺材，可以通过边上的按钮进入【管材管径】进

行设置； 

4. 风量设置，用户可以通过点击风量标签修改风量的单位，软件提供 6 中单位进行设置；

用户输入单位后，可以点击右侧方向键获取系统推荐的截面尺寸(推荐尺寸是通过风管

计算参数计算后得到的满足【系统设置】设定的过滤条件的截面大小。见【系统设置】

→【计算条件】)； 

 

5. 截面宽与截面高的修改，用户可以自己输入需要的尺寸，也可以通过下拉菜单选择软件

提供的尺寸（软件提供的尺寸通过【管材管径】进行管理）；下拉列表提供了 3 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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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尺寸、流速和比摩阻，流速与比摩阻时根据另一个尺寸向量和风量计算得出的结

果，其中绿色表示在合理范围内（合理范围通过【系统设置】→【计算条件】设置），

红色表示过高，黄色表示过低，用户可以直观的选择合理的尺寸； 

 

6. 标高，指定了风管起始点的标高，根据竖向对齐方式分别显示为顶部标高、中心线标高

和底部标高；升降角度，指定了风管与 XY 平面的夹角取值 ，设定后可以绘

制斜风管（特别的当为 90°时，绘制立风管）；通过点击标高后的 改为 可以关

闭标高和角度设置； 

7. 对齐方式定义了绘制过程中，相邻两段风管的尺寸如果不同，那么两段风管直接相对对

齐的位置，用户可以点击选择自己需要的对齐方式； 

 
8. 计算结果显示了在当前风量、尺寸下的流速、比摩阻和当前绘制的风管段的沿程阻力； 

9. 沿墙布置，用户勾选沿墙布置后可以设置距墙距离进行沿墙布置，距墙距离的定义为当

前风管水平对齐边（左侧、中心或右侧）距离墙体的距离； 

10. 提取，用户可以通过提取按钮选择图纸中已经存在的风管，获取其除对齐方式外的参数，

设置到对话框上； 

命令行提示： 选取起点或[宽(直径)(W)/高(H)/标高(E)]: 

    选择下一点或[宽(直径)(W)/高(H)/标高(E)/撤销(U)/弧形(A)/忽略标

高角度设置(Z)/关闭刻度盘(X)]: 

1. 输入 W、H、E 可以对界面尺寸和标高进行修改； 

2. 输入 U 可以撤销刚刚绘制的风管段； 

3. 输入 A 和 L 可以在弧形风管和直线风管之间进行更改； 

4. 输入 X 可以关闭刻度盘，刻度盘用以固定风管绘制方向的角度，可以通过【系统设置】

→【默认构件】进行设置； 

5. 输入 Z 可以关闭对话框标高和升降角度的作用，用户可以自由的在三维视角中绘制自己

所需要的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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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立风管 

菜单：[通风空调]→[立风管] 

功能：在平面图中布置立风管 

 

1. 风管参数的输入，可以输入风管类型、风管材料、截面形状、风量和截面尺寸；可以设

置风管的起点标高、终点标高、布置角度和倾斜角度； 

2. 风管类型的设置，软件提供默认的 9 种类型，用户可以通过边上的按钮进入【系统设置】

进行添加和删除； 

3. 风管材料的选择，如果需要软件没有的棺材，可以通过边上的按钮进入【管材管径】进

行设置； 

4. 风量设置，用户可以通过点击风量标签修改风量的单位，软件提供 6 中单位进行设置；

用户输入单位后，可以点击右侧方向键获取系统推荐的截面尺寸(推荐尺寸是通过风管

计算参数计算后得到的满足【系统设置】设定的过滤条件的截面大小。见【系统设置】

→【计算条件】)； 

 

5. 截面宽与截面高的修改，用户可以自己输入需要的尺寸，也可以通过下拉菜单选择软件

提供的尺寸（软件提供的尺寸通过【管材管径】进行管理）；下拉列表提供了 3 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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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尺寸、流速和比摩阻，流速与比摩阻时根据另一个尺寸向量和风量计算得出的结

果，其中绿色表示在合理范围内（合理范围通过【系统设置】→【计算条件】设置），

红色表示过高，黄色表示过低，用户可以直观的选择合理的尺寸； 

  

6. 布置角度为立风管在 XY 平面上的旋转角度，可以手动输入或者通过 按钮选取； 

7. 倾斜角度为立风管与竖直 Z 轴的夹角，取值 ，可以手动输入或者通过 按

钮选取，设置后可以绘制斜风管； 

8. 计算结果显示了在当前风量、尺寸下的流速、比摩阻和当前绘制的风管段的沿程阻力； 

1.6 风口连管 

菜单：[通风空调]→[风口连管] 

功能：实现风管与风口的自动连接功能 

 

1. 直接连接，将自动根据主风管标高重新计算风口标高，将风口标高自动设置为风管底标

高； 

2. 间接连接，软件自动计算主风管与风口标高之差，同时绘制竖风管、弯头等局部构件，

将风管与风口连接； 

3. 自动生成的支风管尺寸可选择随主风管尺寸、随风口尺寸或手动指定尺寸，同时软件自

动生成不同尺寸风管间的局部构件； 

1.7 变径 

 

菜单：[通风空调]→[变径] 

功能：将两段共线且尺寸不同的风管用变径或天圆地方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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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选择变径的截面形状、变径的形式、所属通风空调类型和具体的集合参数等； 

2. 手动连接，通过变径或天圆地方将手动选择的两段风管进行连接； 

3. 手动替换，按新的变径形式和参数替换已有构件； 

4. 任意布置，按选择的变径形式和参数，在图纸中任意布置变径； 

1.8 弯头 

菜单：[通风空调]→[弯头] 

功能：将两段同标高风管用弯头进行连接 

 

1. 截面形状，可选择所绘制弯头的截面形状，如需连接两段风管，需选择与风管截面形状

相同的弯头； 

2. 弯头形式，可从界面中选择所需绘制的弯头，包括内外圆弧、内外圆弧消声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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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形式，可选择弯头所属的风系统，如送风系统、新风系统等； 

4. 对于任意布置的弯头，可以录入弯头的名称、几何参数等数据； 

5. 布置方式，手动连接即为将图面上任意两段标高相同的风管进行连接，手动替换即为用

选中的弯头替换图面选中的弯头，任意布置即为在任意位置布置选中弯头； 

1.9 乙字弯 

菜单：[通风空调]→[乙字弯] 

功能：将属于同一平面的两段风管进行乙字弯连接 

 

1. 乙字弯功能可将属于同一平面的两段风管进行连接，如标高相同的两段风管或轴线处于

同一立平面的两段风管； 

2. 截面形状，可选择所绘制乙字弯的截面形状，如需连接两段风管，需选择与风管截面形

状相同的乙字弯； 

3. 乙字弯形式，可从界面中选择所需绘制的乙字弯，包括双弧乙字弯、来回乙字弯等多种

形式； 

4. 系统形式，可选择乙字弯所属的风系统，如送风系统、新风系统等； 

5. 对于任意布置的乙字弯，可以录入名称、几何参数等数据； 

6. 布置方式，手动连接即为将图面上任意两段标高相同的风管进行连接，手动替换即为用

选中的乙字弯替换图面选中的乙字弯，任意布置即为在任意位置布置选中乙字弯； 

1.10 三通 

菜单：[通风空调]→[三通] 

功能：将属于同一平面的三段风管进行三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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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面形状，可选择所绘制三通的截面形状，如需连接已有风管，需选择与风管截面形状

相同的三通； 

2. 三通形式，可从界面中选择所需绘制的三通，包括普通三通、承插三通等多种形式； 

3. 系统形式，可选择三通所属的风系统，如送风系统、新风系统等； 

4. 对于任意布置的三通，可以录入名称、几何参数等数据； 

5. 布置方式，手动连接即为将图面上任意三段标高相同的风管进行连接，手动替换即为用

选中的三通替换图面选中的三通，任意布置即为在任意位置布置选中三通； 

1.11 四通 

菜单：[通风空调]→[四通] 

功能：将属于同一平面的四段风管进行四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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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面形状，可选择所绘制四通的截面形状，如需连接已有风管，需选择与风管截面形状

相同的四通； 

2. 四通形式，可从界面中选择所需绘制的四通，包括普通四通、承插四通等多种形式； 

3. 系统形式，可选择四通所属的风系统，如送风系统、新风系统等； 

4. 对于任意布置的四通，可以录入名称、几何参数等数据； 

5. 布置方式，手动连接即为将图面上任意三段标高相同的风管进行连接，手动替换即为用

选中的四通替换图面选中的四通，任意布置即为在任意位置布置选中四通； 

1.12 变高弯头 

菜单：[通风空调]→[变高弯头] 

功能：在一根风管上选择者一点进行打断，同时设置点两侧的风管段标高，通过变高弯头

进行连接。 

命令行： 选择风管上的点: 

   输入高亮风管新标高<5m>: 

选择风管上点后，高亮需要重新设置标高的风管段；用户完成两段风管的标高设置后，搭接

变高弯头，同时处理风管标高修改对连接风管的影响； 

1.13 空间搭接 

 

菜单：[通风空调]→[空间搭接] 

功能：利用风管连接空间中不平行的的两段风管； 

软件提供三种空间搭接方式：双弯头、弯头三通、双三通，三种搭接方式； 

命令行提示： 选取需要搭接的风管: 

选择风管后，程序会判定是否适合选择的搭接方式，如果不适合则不进行搭接，同时在命令

行提示用户应该使用的搭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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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局部改造 

  

菜单：[通风空调]→[局部改造] 

功能：点选同一根风管上的两点后，修改两点间的风管段位置，可以水平或竖向修改，通

过风管或乙字弯连接修改后的风管段与剩下的两个风管段； 

 
1. 软件提供两种连接方式（风管连接和乙字弯连接）以及两种改造方式（水平偏移和竖直

升降）； 

2. 针对乙字弯连接，软件提供锁定乙字弯角度或者长度两种参数方式； 

命令行： 选择局部改造第一个点: 

选择局部改造第二个点: 

选择偏移距离： 

原局部改造段风管平均标高 5m，输入升降高度(m): 

1.15 水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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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通风空调]→[水平对齐] 

功能：将选定的与定位基准线平行的风管对齐到基准线（同时处理对齐风管的连接方式）； 

命令行提示： 选择基线第一点: 

    选择基线第二点: 

选取需要对齐的风管: 

1. 对齐基准，指定对齐到基准线的风管边； 

2. 偏移距离，允许设置对齐边与定位基准线之间的间距； 

3. 注：平面对齐只处理与指定基准线平行的风管，对不平行的风管不进行处理； 

1.16 竖向对齐 

 

菜单：[通风空调]→[竖向对齐] 

功能：将选定的水平风管对齐到指定高度（同时处理对齐风管的连接方式）； 

命令行提示： 选取需要对齐的风管: 

1. 对其基准，指定对齐到指定高度的风管边； 

2. 对其高度，勾选对齐基准管时，用户可以选定一根基准管，根据对齐基准自动计算出对

齐高度，也可以不勾选自己指定对齐高度； 

3. 注：竖向对齐只处理水平风管，不处理立风管和斜风管； 

1.17 竖向调整 

 

菜单：[通风空调]→[竖向调整] 

功能：调整选定的风管标高，根据设定的升降差进行调整（同时处理调整风管的连接方式）； 

命令行提示： 选取需要调整的风管: 

1. 用户可以设置过滤条件来确定所需要调整的风管的标高范围，指定只调整该范围内的风

管，或者勾选不设置标高范围来调整所有框选的风管； 

2. 升降高差为指定调整的标高差，根据正负来确定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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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打断合并 

 

菜单：[通风空调]→[打断合并] 

功能：打断指定风管或者合并同向相连的两段风管； 

命令行提示： 选择风管: 

    选择风管上一点: 

    选择需要合并的第一根风管: 

    选择需要合并的第二根风管: 

1. 用户可以通过对话框选择打断模式或者合并模式； 

2. 合并模式下，用户选择的两段风管必须相连且同向、等径，否则不能进行合并；合并后

新风管的系统、管材、风量数据使用选择的第一根风管； 

1.19 法兰 

菜单：[通风空调]→[法兰] 

功能：沿风管任意位置插入法兰 

 

1. 法兰形式，可控制插入法兰的形式，如双线开口、三线开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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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头量，该参数可手动指定也可通过软件设定自动计算，如需设置自动计算的标准，可

点击“设置”； 

3. 布置方式，控制法兰布置的位置，可以再风管上，也可以是风管两端，法兰替换可以实

现已有法兰的批量改变； 

1.20 风阀 

 

菜单：[通风空调]→[风阀] 

功能：在指定的位置或者风管上布置一个指定的风阀； 

命令行提示： 选择布置点或[旋转 90°(Z)/旋转(S)/长(L)/宽(W)/高(H)/标高

(E)]: 

    选择布置点或[长(L)]: 

1. 软件提供风阀的两种布置方式：任意布置和沿风管布置；任意布置时，用户可以自由的

选择风阀的系统、角度和尺寸、标高；沿风管布置时，用户只能将风阀布置在风管上，

并且只能设置长度，其余尺寸和参数将通过所布置的风管进行读取； 

2. 勾选带风管边线可以使布置在风管上的风阀显示风管的边线； 

3. 软件提供 6 种常用风阀位方便用户使用，用户可以单击示意图选择需要布置的风阀样

式，或者双击示意图调用【风阀管理】修改该位置的常用风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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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风阀管理 

 

菜单：[通风空调]→[风阀管理] 

功能：提供对风阀平面图和系统图的管理，允许用户添加或删除自己的风阀； 

1.21.1 风阀入库 

用户可以选择“我的平面图库”，在右侧空白处右键单击，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新图入库，根

据命令行提示完成入库过程。 

 

命令行提示： 选择风阀图元实体： 

    选择风阀阀心实体： 

选择风阀手柄实体： 

选择风阀温标实体： 

选择风阀的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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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块基点<(51003.8,15032.5)>: 

制作幻灯片(请用 zoom 调整合适)或 [不制作返回(X)]<制作>: 

 

1. 选择风阀图元实体，选择需要组成风阀的所有实体； 

2. 选择风阀阀芯，阀芯实体的基准点为风阀的布置点，风阀的比例发生改变时，阀芯根据

长和宽的所发比例中较小的比例进行等比缩放（选择阀芯实体会从第一步中的图元实体

中移除）。如上图中的红色部分； 

3. 选择风阀手柄，手柄的对齐基准点为手柄与风阀图元实体（除去阀芯、手柄、温标后的

图元）外包交点；风阀的比例发生改变时，手柄根据长和宽的所发比例中较小的比例进

行等比缩放（选择手柄实体会从第一步中的图元实体中移除）。如上图中的黄色部分； 

4. 选择风阀温标实体，温标实体仅能为一个字符串实体，如果选择的温标不包含字符串实

体，且未选择手柄，则会按照手柄处理。（选择的温标实体会从第一步中的图元实体中

移除）。如上图中的绿色部分； 

5. 选择风阀对应的系统图，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对应的系统图，系统图作用在生成系统

图时风阀的样式； 

6. 选择风阀的基点，即风阀的布置参照点和风阀比例发生变化时的基准点； 

7. 制作风阀的幻灯片，此时软件会自动隐藏所有其他实体，用户将风阀的整个实体都调整

到视口内后，确定生成幻灯片； 

1.22 生成系统图 

菜单：[通风空调]→[生成系统图] 

功能：将平面图自动生成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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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框选风系统平面图，可以自动按轴测效果生成单线的风管系统图 

2. 生成过程中，如果选择的平面图存在多个管线系统，可以控制自动生成的系统图中的管

线类型； 

3. 可以通过输入角度数据，控制系统图轴测角度； 

4. 如果需要生成多个楼层风管的系统图，可以通过添加、删除功能实现系统图管理，也可

以自动生成多个楼层的楼板标识； 

1.23 生成剖面图 

菜单：[通风空调]→[生成剖面图] 

功能：将平面图自动生成剖面图 

 

1. 绘制一条截线，将需要生成剖面图的风系统截断，此时可以截断成多个剖面，选择需要

剖视的风系统图形，软件自动生成选中部分的剖面图； 

2. 可以在生成剖面图的同时绘制楼板参考线、梁底参考线等辅助图形； 

1.24 风管标注 

菜单：[通风空调]→[风管标注] 

功能：对风管的相关数据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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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管标注提供 6 个功能：自动标注、引线标注、标注复位、长度标注、距墙标注和删除

标注；标注具体项的设置可以通过点击标注设置按钮进入【系统设置】→【标注设置】

进行设置； 

2. 自动标注：用户可以框选或点选风管进行自动标注（标注项由【标注设置】设定）；框

选风管时，根据【标注设置】确定标注的位置；单选标注时，根据【标注设置】和单选

点确定标注的位置； 

3. 引线标注：用户可以点选风管基线，对风管进行引线标注（标注项由【标注设置】设定）； 

4. 标注复位：重新设置自动标注的位置。如果用户手动拖动过自动标注的位置，可以通过

标注复位命令，选择对应的标注或者风管，软件将根据【标注设置】重新设置自动标注

的位置； 

5. 长度标注：标注风管的长度（长度单位由【标注设置】设定）；用户通过框选需要标注

的风管，动态拖动决定长度标注的位置； 

6. 距墙标注：标注风管与墙之间的距离（长度单位由【标注设置】设定）；用户点选风管

上一点，再点选需要标注的墙上一点，软件自动在点选位置中间生成距墙标注； 

7. 删除标注：用户可以通过选择需要删除的标注，或者选择对应的风管对标注进行删除；

（注：选择风管仅会删除与该风管绑定的自动标注和引线标注）； 

1.25 风口标注 

菜单：[通风空调]→[风口标注] 

功能：对风口的相关数据进行标注 

 
1. 左侧选中上标，右侧指定上标的标注内容和标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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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侧选中下标，右侧指定下标的标注内容和标注顺序； 

3. 风口标注可以实现风控的任意标注内容的组合； 

1.26 属性刷 

菜单：[通风空调]→[属性刷] 

功能：将任意一条 cad 绘制的 line 或 Pline 线转换成风管 

2. 鼠标左键依次选中风管、line 或 Pline 线，确认后，cad 绘制的 line 或 Pline 线将转换成

软件可识别的风管，同时该风管参数与参考风管一致； 

1.27 管材管径 

菜单：[通风空调]→[管材管径] 

功能：对风管管道材料和对应材料的管径序列进行数据库管理 

 

1. 软件提供的管材管理，可以实现风管材料的自由扩充和修改，也可以通过排序功能，将

常用的管材移动到顶端； 

2. 不同类型的风管，可以设置不同的绝对粗糙度，在风系统水力计算时将体现出不同的结

果； 

3. 不同尺寸的风管，可以设置不同的风管壁厚，在统计材料可实现按壁厚统计材料； 

4. 在风管管径表中，可设置常用或标准的风管管径序列； 

1.28 碰撞检测 

菜单：[通风空调]→[碰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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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进行风管、墙体、门窗等实体的碰撞检测 

1. 建筑、水、暖、电等专业绘制完成的图形，可以通过碰撞检测功能实现多专业协同设计，

检测在二维图形下难以发现的管线之间或管线与墙体之间的碰撞； 

1.29 水力计算 

菜单：[通风空调]→[水力计算] 

功能：风系统水力计算 

 

1.29.1 文件 

1. 新建，新建工程； 

2. 打开，打开已保存工程； 

3. 保存，保存现有工程； 

4. 另存，将现有工程另存； 

5. 退出，退出水力计算器； 

1.29.2 设置 

1. 系统设置，设置计算时作为依据的风管内介质参数，如介质温度、密度等，设置风管材

料的参数，如粗糙度等，设置风系统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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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位设置，设置风系统水力计算时的默认单位； 

 

3. 管材库，参见“管材管径”； 

4. 配件库，软件提供的风管配件局部阻力数据库；包括风口、弯头、三通等构件对应的局

部阻力系数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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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 编辑 

1. 撤销，撤销上次操作； 

2. 恢复，恢复上一次撤销操作； 

3. 复制，对风管、风口参数进行复制； 

4. 粘贴，对风管、风口参数进行粘贴； 

5. 删除，对选中风管、风口信息进行删除； 

6. 高级复制，对勾选的某段风管或某个风口进行批量的复制； 

 

7. 批量修改，对选中的多个风管或风口进行参数的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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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添加分支，可手动添加任意多个分支系统，实现多分支风系统的水力平衡计算； 

9. 添加风管，可手动添加任意多个风管，对已有的风系统计算模型进行扩充； 

10. 添加风口，可手动添加任意多个风口，对已有的风系统计算模型进行扩充； 

11. 显示环路，可实现 CAD 绘图区域内，对应管线的闪烁，以便查看对应管线或风口； 

1.29.4 图形 

1. 提取主干管，对图面的风系统图纸进行数据的批量提取，选择需要提取的风系统起始风

管即可实现； 

2. 提取分支，对图面的风系统分支进行数据的批量提取； 

3. 提取风管，对图面的风系统风管进行单个提取； 

4. 提取风口，对图面的风系统风管进行单个提取； 

5. 更新到图纸，对计算完成的数据进行图纸信息更新，可实现风管尺寸的自动变化，风管

构件的自动更新； 

1.29.5 计算 

1. 计算控制，控制设计计算的计算方法，如假定流速法、静压复得法，控制风管截面尺寸

的范围控制，如风管截面高控制在 120mm 到 600mm 范围内，对可能存在的分支和并

联环路之间的不平衡率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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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计算，按照计算控制的条件，对风管尺寸进行设计，得到风系统各段的实际阻力和

并联环路之间的平衡关系； 

3. 校核计算，按手动指定的风管尺寸进行重新计算，得到修改后风系统各段的实际阻力和

并联环路之间的平衡关系； 

4. 平衡计算，当设计计算和校核计算均无法获得合理的平衡关系时，通过自动添加阀门的

手段实现环路见的平衡； 

1.29.6 结果 

1. 计算书，生成当前工程的风系统水力计算书； 

1.29.7 帮助 

1. 帮助，打开风管水力计算帮助文档； 

2. 关于，打开风管水力计算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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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风管吊架 

 

菜单：[通风空调]→[风管吊架] 

功能：沿风管按指定间距布置吊架； 

命令行提示： 选择布置点: 

 

1. 软件提供两种吊架可以选择：双臂悬吊和单臂悬吊； 

2. 用户可以点击托臂样式示意图选择托臂样式，点击底座样式示意图选择底座的样式； 

3. 参数设置，勾选绘制底座后，显示底盘，不勾选则不进行显示；长度为托臂的长度，间

距为连续绘制时下一个吊架与前一个吊架的间距；标高为底盘的标高，托臂的标高根据

风管底部的标高进行设置； 

4. 连续绘制时，根据所布置的风管的基线和间距预算下一个吊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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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风管支架 

 
菜单：[通风空调]→[风管支架] 

功能：沿风管按指定间距布置吊架； 

命令行提示： 选择墙上一点: 

    选择布置位置或[换向(C)]: 

5. 用户可以点击托臂样式示意图选择托臂样式，点击底座样式示意图选择底座的样式； 

6. 参数设置，勾选绘制底座后，显示底盘，不勾选则不进行显示；长度为托臂的长度，间

距为连续绘制时下一个吊架与前一个吊架的间距； 

7. 用户选择墙上的一点开始布置，如果支架的朝向不合理，可以按关键字 C 进行幻象； 

8. 连续绘制时，根据所点选的墙或线和间距预算下一个吊架的位置； 

9. 支架的标高，用户不能手动设置支架的标高，在支架布置后，软件判断支架是否有相应

风管进行支撑，若有则使用风管底部标高，反之则使用 0 标高； 

1.32 轴流风机 

菜单：[通风空调]→[轴流风机] 

功能：沿风管或指定位置插入轴流风机 

 

1. 左侧轴流风机图块可通过单击图形进入图库，选择轴流风机平面图绘制形式； 

2. 轴流风机型号、名称等参数均可手动指定，同时轴流风机与风管连接处的软接头和天圆

地方等局部构件，也可通过该功能自动计算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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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设备布置 

菜单：[通风空调]→[设备布置] 

功能：空调风系统设备图块的布置 

 

1. 选择需要布置设备所属的系统和设备类型，可以通过单击图形进入图库，选择对应类型

的设备图块； 

2. 设备体型参数可任意输入，软件将自动根据实际尺寸生成三维图形； 

3. 设备参数可通过新建、更新、删除进行数据管理，比如输入全新的设备型号和设备参数，

点击新建即可实现数据的录入； 

1.34 设备连接定义 

菜单：[通风空调]→[设备连接定义] 

功能：定义设备与水管、风管的连接位置和类型 

 
1. 可以定义设备默认的连管类型，比如定义风机默认的连接风管类型，定义水泵默认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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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水管类型； 

2. 在对话框中，选择水管、风管对应的页面，可以定义设备连管的位置和管线信息，比如

定义风机连接的送风风管截面形状、连接点、连接点截面尺寸等； 

1.35 设备连管 

菜单：[通风空调]→[设备连管] 

功能：按设备连接定义自动连接选中的设备和管线 

1. 设备连管时，自动将设备与风管进行就近连接，同时生成弯头、三通或立管等连接需要

的构件； 

2. 如框选的设备没有进行设备连接定义，或者定义的管线类型与图面已有的管线类型不

符，无法实现自动连接； 

1.36 空气机组 

菜单：[通风空调]→[空气机组] 

功能：对风系统空气机组进行组合、绘制 

 

1. 手动选择空气机组各功能段，组合后可对功能段进行参数的输入、顺序的排列等操作； 

2. 布置的空气机组可选择视图效果，如俯视图、立面图，选择视图形式，如简图、详图； 

3. 空气机组各功能段的图形，可通过单击“箱段预览”进入图库选择需要绘制的平面图样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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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全热交换器布置 

菜单：[通风空调]→[全热交换器布置] 

功能：  

1.38 材料表 

1.38.1 材料表统计 

菜单：[材料表]→[材料表统计] 

功能：统计生成材料清单 

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7． 材料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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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用户可以设置材料表序号、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位、数量、备注、材料表名称、材

料表生成方向、以及表格边框线型等，在状态栏显示材料的主要参数。 

 

8． 图面选取：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统计的实体： 

下图为示例图： 

 

添加：添加序列号，可输入相关参数。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内容。 

上移或下移：编辑统计内容的排序。 

保存：以工程形式将统计结果保存。 

读取：读取已有材料表。 

9．  WORD 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 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的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10．  Excel 计算书：将统计内容以 Word 计算书的形式输出。 

上面统计结果输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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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绘制：只需要在图中给一表格插入点，可将统计结果直接生成到 CAD 图纸当中 

效果图如下： 

 

12． 取消：退出统计器。 

1.38.2 材料表编辑 

菜单：[材料表]→[材料表编辑] 

功能：编辑生成的材料表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执行命令选择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说明：此操作可参照材料表统计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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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 材料表合并 

菜单：[材料表]→[材料表合并] 

功能：将多个材料表合并为一个表格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材料表： 

选取所要进行合并的材料表，确定即可完成； 

1.39 中心线开关 

控制风系统中风管和局部构件的中心线显示； 

1.40 加粗开关 

控制风系统中风管和局部构件的线宽显示； 

1.41 联动开关 

控制风系统中，移动、拖动风管时，与之相连的风管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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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焓湿图 

1.1 系统设置 

菜单：[焓湿图]→[系统设置] 

功能：设置焓湿图系统绘图时所需要的参数 

1、全部设置内容可通过“导出配置”和“导入配置”进行数据的备份。 

2、“确定”按钮为应用并退出功能，“应用”按钮为应用当前设置，“取消”按钮为直接关

闭不保存当前设置。 

1.1.1 绘制设置 

 

1、设置焓湿图系统中绘图时的间距、比例、内容、范围以及文字高度样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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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图层 

 

2、对各种类空调水路管线的图层名称、颜色、线型、线宽等参数进行设置、编辑。 

1.1.3 标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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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注设置，对状态点标注内容、一次回风标注内容，二次回风标注内容以及编写内容进

行选择设置，同时还可以导出或者导入配置。 

1.1.4 单位设置 

 

4、对系统中变量的单位、小数点精度进行设置。 

1.2 焓湿图 

1.2.1 焓湿图绘制  

菜  单：[焓湿图]→[焓湿图绘制] 

功  能：根据当地大气压值绘制焓湿图 

 

 

点取【绘制】，屏幕提示： 

>请点取焓湿图左下角点: 

在图上点取一点作为焓湿图的左下角 

>绘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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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焓湿图设置】：点取【设置】，出现如下【焓湿图设置】对话框,可以设置绘制的等值线和

过程线，以及线型颜色，刻度等，还可以设置字高，颜色等： 

注意事项： 

进行相关设置后再点取【绘制】，则绘制的焓湿图将按最新的设置进行绘制。 

1.3 状态点 

菜  单：[焓湿图]→[状态点] 

功  能：根据用户设定计算某个状态点的参数，同时可以实现定义状态点的信息。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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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热湿比 

菜  单：[焓湿图]→[热湿比] 

功  能：按设定数值进行热湿比计算、绘制。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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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次回风 

菜  单：[焓湿图]→[一次回风] 

功  能：计算冬季、夏季一次回风系统的具体参数。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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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二次回风 

菜  单：[焓湿图]→[二次回风] 

功  能：计算冬季、夏季二次回风系统的具体参数。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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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等值过程 

1.7.1 等焓过程 

菜  单：[焓湿图]→[等值过程]→[等焓过程] 

功  能：焓值相等时的计算。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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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等含湿量过程 

菜  单：[焓湿图]→[等值过程]→[等含湿量过程] 

功  能：含湿量相等时的计算。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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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等温过程 

菜  单：[焓湿图]→[等值过程]→[等温过程] 

功  能：温度相等时的计算。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1.7.4 等相对湿度过程 

菜  单：[焓湿图]→[等值过程]→[等相对湿度过程] 

功  能：相对湿度相等时的计算。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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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任意过程 

菜  单：[焓湿图]→[等值过程]→[任意过程] 

功  能：任意状态时的计算。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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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混风过程 

菜  单：[焓湿图]→[混风过程] 

功  能：混风状态时的计算。 

键入此命令后，屏幕提示： 

 

第十章 通用辅助 
本章主要包括一些工具性的功能，如图层管理、图框功能、图例功能、中英

术语转换、计算器、暖通工程单位换算、文字、表格、设备符号库等。 

1.1 系统设置 

菜  单：[通用辅助]→[系统设置] 

功  能：确定出图比例，对文字信息进行设置。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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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出图比例和绘图比例； 

7． 确定文字出图的字体高度； 

8． 选择使用 CAD或者暖通软件文字样式，可进行文字样式编辑，执行命令，如下图示： 

 

1.2 图层 

1.2.1.1 图层管理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图层管理] 

功能：编辑图层的相关信息 

执行此命令，弹出图层管理器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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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图层分组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图层分组] 

功能：对 CAD 当前图层进行分组设置 

执行此命令，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用户可以按照需要新建相关的图层分组，分组图层当中包含的图层，可以通过在所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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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勾选来确定；同时也可以修改和删除图层分组。 

1.2.1.3  图层控制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图层控制] 

功能：控制所选定的某个图层或某个分组图层 

 

执行此命令，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用户在右图下拉菜单中选择控制的图层分组，接下来就可以对选定分组的图层进行控制。 

1. 可以对下拉菜单中出现的图层直接进行关闭、打开、冻结、解冻、锁定和解锁命令。 

2. 在图层控制窗口中右键，提示更多选项：包括关闭其它、打开其它、全部关闭或打开、

全部冻结或解冻、全部锁定或解锁。 

1.2.1.4  设置当前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设置当前] 

功能： 将所选择的图形的图层置为当前图层。 

 

1.2.1.5  关闭图层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关闭图层] 

功能： 将选择的图层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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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关闭其它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关闭其它] 

功能： 关闭选中当前图层以外的图层 

1.2.1.7  打开全部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打开全部] 

功能： 将所有图层打开 

1.2.1.8  冻结图层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冻结图层] 

功能： 将选择的图层冻结 

1.2.1.9  冻结其它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冻结其它] 

功能： 将选择图层以外的图层冻结 

1.2.1.10 解冻全部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解冻全部] 

功能： 将所有图层解除冻结 

1.2.1.11  锁定图层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锁定图层] 

功能： 将选择的图层锁定 

1.2.1.12  锁定其它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锁定其它] 

功能： 将选择图层以外的图层锁定 

1.2.1.13  解锁全部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解锁全部] 

功能： 将选择的图层解锁 

1.2.1.14  图层恢复 

菜单：[通用辅助] →[图层]→[图层恢复] 

功能： 将关闭、冻结、锁定的图层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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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标注 

1.1 管径标注 

菜  单：[标注]→[管径标注] 

功  能：标注图纸中各类型管线的管径。 

 

用户点击该命令调出管径标注的对话框。 

管径标注提供四种标注方式：沿线标注、同类沿线自动标注、引线标注、框选标注，可根据

需要在标注形式中进行选择。 

[沿线标注]:点选单根管线后，显示管线管径，再次点击确定标注位置。 

[同类沿线自动标注]:点选某类型管线后，自动搜索图纸中的同类管线并进行标注，提供手

动选取和自动全选两种模式。 

[引线标注]:通过指定直线来选择待标注的管线，并可以根据设置及鼠标位置实时显示标注

样式。 

[框选标注]:以框选的方式选择指定区域内的管线，默认标注在各管线的中心，也可以通过

设置改变标注位置。 

[字线间距]:控制标注文字和管线之间的距离。 

[沿线标注时下线标注]:在沿线标注形式中，将管径标注到管线下方。 

[自动读取]:选择管线后，自动读取管线中的标注前缀及管径大小。 

[固定距离]:控制引线标注距离管线的距离 

[绘制标注小斜线]:在引线标注形式中，显示小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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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高标注 

菜  单：[标注]→[标高标注] 

功  能：标注图纸中各类型管线的管径。 

 

执行命令后选择需要标注的管线即可进行标高标注。 

软件将自动读取管线的标高值，用户可以手动修改，或者选择在标注前加上统一前缀。 

1.3 坡度标注 

菜  单：[标注]→[坡度标注] 

功  能：标注图纸中各类型管线的坡度。 

调出命令后，用户选择需要标注的管线。 

软件自动读取坡度默认值，同时可以让用户手动修改坡度值。 

用户移动鼠标改变位置，按 S 改变方向。 

1.4 注释标注 

菜  单：[标注]→[注释标注] 

功  能：在图纸中需要注释的地方加入注释。 

调出命令后，弹出注释标注对话框，并等待用户指定注释标注的起点。 

 

[出图字高]:控制标注文字的高度 

[字体样式]:用户可以通过下拉菜单进行字体样式的选择，或者点击按钮进行字体样式的详

细设置。 

[文字水平]:控制文字是否水平显示 

[显示箭头]:是否在起点处显示箭头 

[方向朝外]:注释文字与鼠标所在位置的方向 

[注释编辑]:用户可以通过屏幕提取选择屏幕上存在的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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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进行手动修改，以及快捷地插入各种特殊符号。 

1.5 散热器标注 

菜  单：[标注]→[散热器标注] 

功  能：标注图纸中散热器的型号及参数。 

调出命令后，弹出散热器标注对话框，并等待用户选择待标注的散热器 

 

通过复选框选择需要标注的内容 

散热器类型及片数信息将自动从散热器中读取，并根据数据提供单层及多层两种显示方式。 

1.6 代号标注 

菜  单：[标注]→[代号标注] 

功  能：标注管线的代号，代号设置在图层管理器备注中设置。 

 

1.7 立管标注 

菜  单：[标注]→[立管标注] 

功  能：标注圆环出图直径、字体出图高度。 

 

1.8 删除标注 

菜  单：[标注]→[删除标注] 



浩辰 CAD 暖通 2017 帮助手册 

300 

功  能：只删除标注内容而保留其他实体。 

1.9 水路设备标注 

菜  单：[标注]→[水路设备标注] 

功  能：对水路设备进行标注。 

1.10 分歧管标注 

菜  单：[标注]→[分歧管标注] 

功  能：对分歧管进行标注。 

1.11 风管标注 

菜单：[标注]→[风管标注] 

功能：对风管的相关数据进行标注； 

 

8. 风管标注提供 6 个功能：自动标注、引线标注、标注复位、长度标注、距墙标注和删除

标注；标注具体项的设置可以通过点击标注设置按钮进入【系统设置】→【标注设置】

进行设置； 

9. 自动标注：用户可以框选或点选风管进行自动标注（标注项由【标注设置】设定）；框

选风管时，根据【标注设置】确定标注的位置；单选标注时，根据【标注设置】和单选

点确定标注的位置； 

10. 引线标注：用户可以点选风管基线，对风管进行引线标注（标注项由【标注设置】设定）； 

11. 标注复位：重新设置自动标注的位置。如果用户手动拖动过自动标注的位置，可以通过

标注复位命令，选择对应的标注或者风管，软件将根据【标注设置】重新设置自动标注

的位置； 

12. 长度标注：标注风管的长度（长度单位由【标注设置】设定）；用户通过框选需要标注

的风管，动态拖动决定长度标注的位置； 

13. 距墙标注：标注风管与墙之间的距离（长度单位由【标注设置】设定）；用户点选风管

上一点，再点选需要标注的墙上一点，软件自动在点选位置中间生成距墙标注； 

14. 删除标注：用户可以通过选择需要删除的标注，或者选择对应的风管对标注进行删除；

（注：选择风管仅会删除与该风管绑定的自动标注和引线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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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风管设备标注 

菜  单：[标注]→[风管设备标注] 

功  能：对风管设备相关数据进行标注。 

 

左侧选中上标，右侧指定上标的标注内容和标注顺序； 

左侧选中下标，右侧指定下标的标注内容和标注顺序； 

风口标注可以实现风控的任意标注内容的组合； 

 

1.13 长度统计 

菜单：[标注]→[长度统计] 

功能：对风管和水管的长度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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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计算 

1.1 负荷计算 

菜单：[计算]→[负荷计算] 

功能：对建筑的冷、热和湿负荷进行负荷计算。冷负荷计算原理是谐波法。 

 

1.2 垂直采暖水力计算 

菜单：[计算]→[垂直采暖水力计算] 

功能：对垂直采暖系统进行水力计算。 

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考垂直采暖菜单下的水力计算说明。 

1.3 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菜单：[计算]→[分户计量水力计算] 

功能：对分户计量系统或者水平采暖系统进行水力计算。 

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考分户计量菜单下的水力计算说明。 

 

1.4 空调水路水力计算 

菜单：[计算]→[空调水路水力计算] 

功能：对空调水路系统进行水力计算。 

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考空调水路菜单下的水力计算说明。 

1.5 通风空调水力计算 

菜单：[计算]→[通风空调水力计算] 

功能：对通风空调系统进行水力计算。 

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考通风空调菜单下的水力计算说明。 

 

1.6 水力计算器 

菜  单：[计  算]→[水力计算器] 

功  能：调用水力计算器，含水管，风管和冷凝管计算功能。 

水力计算器提供的是单管简单水力计算功能，系统性水力计算可以到相应系统菜单目录

下面的水力计算，如空调系统水力计算，则调用【空调水路】→[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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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文件菜单 

含有新建，打开，保存，另存为和退出功能命令。 

 

1.6.2 编辑菜单 

 

含有添加，删除和修改命令，可以添加，删除和修改管段数据。 

冷提冷凝管：当计算冷凝管时，可以从平面图中提取冷凝管管线，根据负荷值计算出管径。 

在管段区域，占击右健菜单，可以弹出右健菜单，如下图所示： 

 

修改功能支持批量修改操作，按住 shift 健，可以选择连续的管段，然后点修改命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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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调出修改对话框。 

 

水管修改功能 

 
风管修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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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管修改功能： 

 
 

 

1.6.3 计算 

 
计算条件： 

如果当前计算水管，则是水管水力计算条件设置，点击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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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前计算风管，则是风管的水力计算条件，点击弹出如下对话框： 

 

如果当然前计算是冷凝管，则是冷凝管的水力计算条件，占击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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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设计计算和校核计算 

设计计算指根据已知条件，程序自动计算确定合理的管径值，然后根据管径再计算其它参数。 

校核计算指用户自己选定管径，然后根据管径进行计算其它参数。 

EXCE 计算书：输出当前计算类型的管对应的 EXCEL 计算书表。 

例如：水管 EXCEL 计算书如下图所示： 

 

1.6.4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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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 流速限制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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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水管管径管材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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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 风管管径管材管理器 

 

1.6.4.4 局部阻力系数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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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帮助 

可以调出帮助说明书，访问官方主页，浩辰论坛以及客户电话。 

 

 

1.7 散热器计算器  

菜 单：[计算]→[散热器计算] 

功 能：一定负荷下某类型散热器片数或者长度的计算  

根据散热器的已知的参数，求出所需散热器的散热面积及散热器片数，在对话框中选择

散热器类型，输入房间供暖热负荷、热媒平均计算温度、室内供暖设计温度和一些修正系数，

点取【计算】，程序计算出所需散热器片数或者长度。 

 

更详细的操作步骤可查看垂直采暖菜单的散热器计算。 

1.8 盘管计算 

菜 单：[计算]→[盘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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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对地热盘管进行计算。 

详细操作可以查看地板采暖菜单下的盘管计算说明。  

 

1.9 计算器  

同 Window9x/Window2000/WindowsXP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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