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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介绍了一种在注塑模具设计自动化方面广泛应用的 ＮＸ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 利用该模块的二次开发功能可

以方便地进行二次开发。 通过实例详细讲述了进行模具标准件的二次开发过程。 结果显示，基于 ＮＸ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进
行二次开发可以快捷地开发出符合实际应用要求的模具工件标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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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Ｇ 一直是高端 ＣＡＤ 市场中的主流产品之一。
随着基于三维设计的日益普及，ＵＧ 在国内的用户
也越来越多。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是 ＵＧＳ 公司推出的
基于 ＵＧ ＮＸ 的注塑模上设计专业平台，它具有强大
的模具设计功能。 利用 ＵＧ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可以完成注
塑模设计的全过程，因而受到用户的普遍欢迎。 而
且它自带了很多常用的标准件，调用起来非常方便。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会发现，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自带的标准
件库会有很多问题：很多标准件的形状总是跟实际

使用的有些差别，需要改动定义的参数太多、太复
杂，一般需要多次调整数据才行，不方便调用。 如果
需要更好地使用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进行快速模具设计，则
必须做好二次开发定制工作。
目前，已有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利用 ＮＸ 的开
发语言对 ＮＸ 进行二次开发，将实际经验及常用实
例集成到 ＮＸ 系统中，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
缩短了设计周期。 但是，各种二次开发方法都有其
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开发人员需要具有计算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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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语言知识和运用各种计算机语言的能力，这给很多
工程人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而 ＮＸ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
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功能体系，用户可以轻而易举地

利用这个平台将企业知识和标准嵌入到 ＮＸ 环境中。
本文通过实例介绍如何在 ＮＸ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平台上直
接对模具标准件进行二次开发定制。

１

标准件库的系统结构

由于采用 ＮＸ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建立模具标准
件，所以标准件库的系统结构必须符合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的文件结构规则，系统结构包括三部分：模型驱
动参数数据库、参数化模型和标准件预览图片。

中
２ 注册企业的 ＮＸ 标准件开发项目到标准库
在安装了 ＮＸ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后，会在 ＮＸ 安
装目录下找到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文件夹，在．
．＼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文件夹下有 ｅｎｇｌｉｓｈ 和 ｍｅｔｒｉｃ 子文件夹，这
２ 个 文 件 夹 分 别 用 于 管 理 英 制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和 公 制
（ｍｅｔｒｉｃ）的标准项目，由于中国采用的是公制单位，
所以在 ｍｅｔｒｉｃ 文件夹下建立企业标准文件夹 ＮＥＷ，
文件夹的名字可以由开发者自行决定，但由于 ＮＸ
软件不能识别中文目录，因此文件夹的名字不能为
中文。 在自建的名为 ＮＥＷ 文件夹下，要建立 ３ 个
文件夹，分别为 ｍｏｄｅｌ， ｂｉｔｍａｐ 和 ｄａｔａ，分别用于放
置标准件的参数模型（ｍｏｄｅｌ）、位图文件（ｂｉｔｍａｐ） 及
数据库电子表格（ ｄａｔａ）；还要建立标准件开发项目
注册文本文档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ｃａｔａｌｏｇ．
ｔｘｔ，并在文档中添
加如图 １ 所示的内容。

类别、标准件数据库电子表格文件和参数化模型文
件的 路 径 及 文 件 名 （ 如 图 ２ ）。 该 文 件 主 要 由
ＮＡＭＥ， ＤＡＴＡ＿ＰＡＴＨ，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ＰＡＴＨ， ＭＯＤ－
ＥＬ 几个项目组成，分别用于指定标准件名称、标准
件参数驱动数据库文件路径、标准件参数驱动数据
库文件名称、参数化模型模版文件路径及模版文件
名称，通过指定以上文件就可以将标准件注 册到
ＮＸ 软件的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下。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情况在标准件名称中对标准件进行分类，这样分
类的好处就是在标准件非常多的情况下，可以快速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标准件。 如果是新建一个标准
件，那要在 ＮＥＷ 文件夹下建立文件名为 ＮＥＷ．ｘｌｓ
文件。 如果是在已有的标准件库里面去添加的话，
可以通过直接打开已有的注册表进行修改的方式。
举个实例来说明：图 ３ 为注塑模加入工件也就是模
仁的对话框。 点击工件库进入图 ４ 对话框。 点击
就是打开当前的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ｒｅｇ．ｘｌｓ 注册电子表

格文件，添加 ｎｅｗ 一行内容再保存即可。

图２

标准件注册电子表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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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ａｒ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ｅｘｃｅｌ ｆｉｌｅ

图３

图１

加入工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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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件注册文本文档

Ｆｉｇ．
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ａｒ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ｆｉｌｅ

其中 ＮＥＷ 是标准件开发项目目录，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ｍｅｔｒｉｃ ／
ｎｅｗ ／
ｎｅｗ．
ｘｓ４ 是标准件电子表格注册文件路
径及文件名。

３

建立企业的标准件注册电子表格文件

标准件注册电子表格文件的实质是标准件的登
记文件，其主要作用就是注册和管理标准件的名称、

２６９

图４

工件库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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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立标准件的驱动数据库和 ｂｍｐ 预览图片
标准件的数据库电子表格文件，是标准件参数
化模型主控参数和属性的寄存文件，用于管理标准
件的驱动参数、零件属性、装配方法及标准件位图文
件的位置等数据，这些数据会随着被调用的标准件
的更改而变化。 由于 ＮＸ 对标准件电子表格文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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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建模功能，建立可由表达式驱动的标准件模
板模型，并利用数据库电子表格文件对其进行驱动，
实现零件尺寸参数的变更。 标准件的调用过程其实

质就是调用被选中参数组驱动的 ＮＸ 的标准件模板
模型。 构建如图 ７ 所示的 ２ 个草图，使用表达式的
参数进行驱动（图 ８），拉伸也要用公式驱动。

严格的数据内容和格式规则定义，经过了宏处理，因
此用户不能使用自己建立的 Ｅｘｃｅｌ 电子表格文件作
为标准件的驱动数据库文件，只能使用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自带的电子表格文件进行更改，使其符合使用
要求。

是自带的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ｘｌｓ 文件，需要另存为

ｎｅｗ．
ｘｌｓ 文件，再作修改，如图 ５ 所示。 添加的第 １７
行即为变量是需要控制的参数，它下面行的数字为
下拉列表数据。 预览图片可以先用 ２Ｄ 软件作个简
图，用变量标注出来（ 图 ６），存成 ｎｅｗ．ｂｍｐ 图片文
件，放置到相应的 ＢＩＴＭＡＰ 目录。

图７

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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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标准件的驱动数据库电子表格文件

Ｆｉｇ．
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ａｒｔ ｄｒｉｖ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ｘｃｅｌ ｆｉｌｅ

图８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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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预览图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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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建立标准件的参数化模型
标准件的 ＮＸ 参数化模型的建立利用了 ＮＸ 的

实体创建完毕，接下来就是区分开 ２ 个实体。
引用集的设置如图 ９。 ＦＡＬＳＥ 是用来建腔用的，这
样在建腔命令（图 １０）后，快速挖掉相关零件中干涉
的位置，克服了以前建腔命令会出现失败的 ＢＵＧ。
模板上 ４ 个角由避让孔作出，更符合实际使用。
二次开发后的模具标准工件调用对话框如图
１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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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７１

引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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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Ｆｉｇ．
１１

加入工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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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的工作量，避免重复劳动；可以大大缩短产品
的设计周期，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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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立体标准件实现了与 ＮＸ 环境的无缝集
成，交互性好，操作简单方便。 相对于 ＮＸ 其他的二

次开发方法，运用 ＮＸ ＭｏｌｄＷｉｚａｒｄ 模块开发标准件
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开发方法简单，开发人员不需要
计算机编程知识；二是对于结构较为复杂的标准件，
建立更加方便、快捷；三是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定
制，增加需要的功能；四是标准件库体积小，调用零
件快速、准确。
企业通过使用三维标准件库，可以减少工程设

邓敬东．ＵＧ 标准件库开发实例教程［ Ｍ］．北京：清华
陈福兴，张秋菊，徐骅．ＵＧ 二次开发技术在叶片型面

误差分析中的应用［Ｊ］．
汽轮机技术，２００６，４８（２）：１４７－
１４９．
［３］

缪丽燕，邢建国．
基于 ＵＧ 二次开发的零件设计可重用
技术研究［Ｊ］．
机械，２００８（４）：４１－
４５．

［４］

唐霖，范植坚．
ＵＧ 二次开发在炮管膛线电解加工中的
应用［Ｊ］．电加工与模具，２００８（５）：５４－
５７．

［５］
［６］

杜宏伟，姚进．ＵＧ ／
ｏｐｅｎ ＡＰＩ 在包装容器 ＣＡＤ 中的应
用［ Ｊ］．机械设计与制造，２００３（４）：７１－
７３．

吕彦明，王庆福．
ＵＧ 二次开发功能在刀具设计中的应
用［ Ｊ］．工具技术，２００５（３９）：４４－
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