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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市场上已有多款校审软件，但是仍缺少一款全面的校审软件来帮助解决设计中

遇到的难题，无法灵活的实现设计、绘图与审核的融合。结合当前的市场需求以及实际

用户的使用需求，我们特推出 GCJS 校审系列软件，分别基于 YJK 平台和基于 CAD 平台，

结合全面的模型数据完成对 CAD 图纸的校审。

盈建科结构校审软件（GCJS）是一款基于 YJK 平台开发的，集成对用户 CAD 图纸

识别、校审与计算结果审查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校审软件。该软件针对施工图配筋面积

与构造、计算模型设计结果及地基基础进行规范校审的软件。

盈建科结构校审软件（GCJS-A）是一款基于 Autocad 平台开发的，集成对用户 CAD

图纸识别、校审与计算结果审查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校审软件。该校审软件即可满足图

纸提审前设计师对图纸的自我校对，大大减少出错率；也可满足审图人员结合模型数据

对图纸做出全面的规范审查，并给出完整的校审报告。

GCJS 系列软件从识图与校审两个层级实现了四种不同的校审方式，保证对设计图纸

的直接审核与修改。同时 GCJS-A 的使用减少了图纸转换带来的麻烦，保证了图纸的原

始性及可重复使用性。

图 1 四大校审模式

盈建科结构校审软件执行校审的前提是对用户 CAD 图纸的识别，而图纸识别的基础

是基于各个构件或标注的图层信息，这样以来就要求用户在绘图时尽量保证图层定义的

明确性与标准性，以此来提高识图及校审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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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GCJS-A 使用说明
第一章 软件的启动

GCJS-A 是在原 YASD 结构施工图绘制软件的基础上做出的改进，所以仍保留部分原

YASD 自动绘图及图形编辑的功能，方便用户对 CAD 图纸的编辑修改。以下将对软件的

功能并结合工程实例的方式展开介绍。

GCJS-A 安装完后会在桌面上生成如下图所示快捷键图标：

双击该图标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启动界面：

图 2 启动界面

需要在当前启动界面上完成的操作有：

第一步：指定使用的功能模块，或选择校审模式【CAD 图纸+数据】、【CAD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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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能打开 CAD 图纸所使用的 Autocad 版本；

第三步：【CAD 图纸+数据】包括“CAD 图纸+YJK 数据”和“CAD 图纸+PK 数据”

两种。当采用【CAD 图纸+YJK 数据】的方式进行校审时，需要选择校审使用模型数据对

应的工程路径，当采用【CAD 图纸+PK 数据】的方式时，此时启动前选择的路径应该为

保存校审使用数据的路径（可以与 PK 的工程路径不一致），当采用【纯 CAD 图纸】的

校审模式时，要选择校审数据的保存路径文件。选择形式可以有多种：（1）直接将工程

路径粘贴到“当前工程目录”中；（2）通过点取...打开选择工程路径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3）在最近工程列表中选择工程；（4）启动后在右侧屏幕菜单的【工程设置】

进行指定或者切换；

备注：当采用【纯 CAD 图纸】模式校审时，需要先创建一个空的工程路径，用来保

存识图及校审过程中的部分数据。

第四步：启动。

各步操作之间没有必然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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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后弹出如下图所示操作界面，可在该操作界面上打开已有的 DWG 图纸，或者通

过【模板绘制】绘制施工图，也可以通过【绘图工具】对已有图纸进行编辑修改等，在

【CAD 图纸+数据】或【CAD 图纸】校审模块的右侧菜单功能中完成对 CAD 图纸的校审。

图 3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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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功能概述

GCJS-A 的功能菜单如下图所示，程序按照基本的使用流程对菜单的功能进行排布，

方便用户掌握并使用。

图 4 各个模式下的功能菜单排布

一、校审类型

1、CAD 图纸+模型数据

该处的模型数据包括结构建模数据和计算结果数据。通过启动后的操作界面可知，

GCJS-A 可以结合完整的模型数据完成【梁校审】、【柱校审】、【墙校审】、【板校审】、

【计算结果审查】五大部分内容的审查，前四个部分的功能菜单基本类似，按照操作流

程大致分为“识图”与“校审”两大步。【计算结果审查】包括整体指标审查及构件指

标审查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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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下的校审主要包括图纸本身的一些图面检查功能（编号检查、柱表检查、墙

表检查）、图纸与模型数据一致性的检查、配筋与规范的校审三大部分内容。CAD 图纸

校审的前提是完成对图纸中构件轮廓线以及标注内容的识别，识别的基础是完成对 CAD

图纸中图层的正确分类。

【CAD 图纸+数据】的方式即支持 YJK 数据也支持 PK 数据。YJK 数据即工程路径下

的“工程名.ymd”文件或者工程路径下施工图文件夹中的“dtlmodel.ydb”文件；PK

数据目前无法直接读取，需要先在 PKPM 中导出“模型 SQLite 文件.JWD”、“计算结

果 SQLite 文件.JWD”，然后在 GCJS-A 中将 JWD 文件转换成 YJK 的 ymd 数据文件进

行读取。

2、CAD 图纸

纯 CAD 图纸的校审主要包括“生成模型”、“识图”与“校审”三大部分，校审主

要是根据设置的相关设计参数完成对规范上相关构造要求的审查，以及进行一些 CAD 图

面检查。如果需要对配筋进行校审，还需要结合配筋简图，完成配筋简图的识别后使用

配筋简图的信息来实现对配筋的校核。

二、工程设置

执行工程设置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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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启动 GCJS-A 打开 DWG 图纸后，如果需要切换当前选择的工程路径可以通过该对

话框进行选择，点击“>>”按钮，弹出工程路径选择对话框，可以通过该对话框进行工

程选择，选到工程文件夹级别即可。或者可以在“最近工程”列表中切换之前已经打开

过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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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纯 CAD 图纸】的校审模式时，在工程设置的【工程信息】页面中还需要补

充该 CAD 图纸校审时使用的基本工程信息，补充设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三、选择校审方式

可以通过右侧屏幕菜单的顶部切换校审模式，可以选择的校审模式有：CAD 图纸+

数据、CAD 图纸两种。切换不同的校审模式时，屏幕菜单会相应的切换成该模式下的需

要的功能菜单。

四、模型数据导入

当采用“CAD 图纸+模型数据”方式进行校审时，首先需要完成模型数据的导入，即

将计算模型中的基本构件信息、计算信息完成与 DWG 图纸的对应，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

图纸识别及后续的校审。该项可通过右侧屏幕菜单中的【模型数据对位】功能来实现。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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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对话框中选择CAD平法图对应的计算模型中的楼层数据，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多选时即对选择的多个楼层计算数据进行归并，后面进行校审时会自动按照多个楼层归

并后的配筋数据进行校审，但涉及到内力计算的相关内容仍然按照单层的构件内力进行

计算，每个构件会在当前所选楼层组中循环各层内力进行计算并输出校审结果。该对话

框中楼层选择时可以按照自然层分组，也可以按照钢筋标准层分组显示，钢筋标准层的

定义方式与 YJK-D 中钢筋层的定义相同。

当平面绘图比例与模型比例不一致时可以在此设置模型导入时的缩放比例。平面转

角是用来解决平面绘图角度与模型角度不一致时的问题，是将模型数据进行旋转，保证

与平法图对应，填写正值为逆时针旋转，负值为顺时针旋转。或者通过>>从图面上拾取

两点方向与整体坐标系 X 轴的夹角作为旋转角度。

【确定】后命令行提示“请点取位置[改基点(X)]<回车取消>”，此时程序会自动找

到一个基点，如果基点不方便完成平面对位，可以修改基点后再插入。

【模型数据移动】：在插入模型数据时也可以任意指定插入点插入，插入后再通过

模型数据移动对模型数据位置及角度进行调整。

【Y 向模型数据对位】：当用户同种构件的同一个平面的施工图分成两张图纸进行绘

制时，比如 X\Y 向梁分开绘制、主次梁分开绘制，或者车库与主楼的同层平面图在同一

张 DWG 中分开绘制时，都可以通过该功能来处理，其操作步骤为：

第一步：选择其中一个平面执行【模型数据导入】；

第二步：选择另一个平面执行【Y 向模型数据对位】，注意该功能仅支持两个平面的

情况，即只能在一个 CAD 平面上执行一次该命令；

后续图纸识别、校审时当需要指定平面图范围时，只需要在第一次模型数据导入的

平面内选择即可，程序会自动过滤当前平面上有标注的构件，仅对有标注的构件进行结

果展示。

【模型数据删除】：当需要重新导入新的数据时，或者不需要进行模型数据校对时，

可以执行模型数据删除，将之前导入的模型数据进行删除。如果不删除模型数据，图纸

进行保存时数据也会一起被保存，下次再次打开该图纸时，可以直接使用，程序会自动

切换到当前数据对应的工程路径下，无需重复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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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果 YJK 的模型发生过变化，在 YJK 中执行过保存，重新生成了***.ymd 文

件，再次打开图纸选择相应的工程路径时，如果之前导入过模型数据，此时程序会自动

更新模型数据，不需要删除旧的重新导入。

五、图面处理

AutoCAD 平台本身具有丰富的图形编辑功能，如删除、复制、移动等，这些都可用

于对 CAD 图形文件的修改。在此基础上，右侧菜单下设置了一批更加快捷的对图形、图

层的查看、编辑、修改菜单。

图面处理即在进行图纸识别前对图纸进行降噪处理的一些手段，比如清理未使用的

图层，将不必要的实体进行隐藏，或者图层分类不明确时通过快速选择的方式将同类型

图素的图层进行修改等。

1、快速选择

【快速选择】：对构件或标注进行图层分离操作时，可通过构件的图形特征快速选

择，可根据颜色、线型等图形特征选择图形，并对选出的图形重新定义新的图层名称。

当需要选出特定的文字字符时，在点取字符图形后，弹出如下对话框，应勾选“文

字内容”项，下面弹出“文字匹配通配符含义”文字过滤的说明。可见#（井号）代表数

字字符，@（At）代表字母字符，.（句点）匹配任意非字母数字字符，*（星号）代表任

意字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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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输入#，可选出一位的数字，输入##，可选出二位的数字；输入@，可选出一

位的字母，输入@@，可选出二位的字母。

例如，由于顶部钢束标注含字母“T”，其左侧为数字，可匹配#，右侧为单个或多

个字母或数字，可匹配*，总的通配符为“#T*”。

2、同类修改

【同类修改】：可对相同类型定义的标注图素进行批量的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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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图纸识别

目前程序进行图纸识别是通过图层来实现的，需要明确每类构件对应的图层，以及

每个平法图中的标注对应的图层进行分类，所以在图纸识别之前应首先完成【识图设置】。

1、识图设置

在识图设置中需要完成构件图层以及标注图层的对应，程序起初会根据常用的图层

设置默认图层，如果当前默认图层与 DWG 图纸中的图层定义不一致，可以通过【添加】

的方式图面拾取进行补充定义，或者执行【分析构件图层】由程序自动对当前 DWG 图纸

的图层进行分析，程序可以按照常用的图层定义习惯完成自动分类，对于未能自动分析

出的图层定义仍需结合【添加】进行补充。

备注：该步骤是在进行图纸识别前必须要确认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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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请选择【***】下的实体,程序将添加所有选择实体的图层:”，即将所

选的实体图层归到相应的组内。

【更改】：由于在进行图纸识别时有些情况下要求某些图层必须是严格按照不同的

图层进行分组的，当不同类的分组内容使用了相同的图层时，此时可以通过选择图素的

方式对所选图素进行重新的图层定义。

执行“更改”时，命令行弹出如下所示提示：

请输入要执行的功能[选择图素(S)/按特征选择图素(F)]:s

（1）选择图素

请选择【***】下的实体,程序将修改所选实体图层：

选择完实体后右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不勾选“是否显示所有可用图层”时，则只显示当前构件组内已有的图层名称；当

勾选“是否显示所有可用图层”时，则显示当前 DWG 图纸中定义的所有图层名称。此时

选择需要将选中的图素归属的图层，即强制修改所选图素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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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特征选择图素

请选择样板实体：

选完样板实体后弹出下图所示快速选择对话框，详细的使用可以参考第五部分的介

绍。

确认完筛选实体后后续的操作与（1）选择图素后的对话框相同。

图层设置完成后可以通过【构件显示】功能对已设置的图层进行检查，勾选其中的

某一项会在平面图中显示该项对应的图素，查看选择的内容是否正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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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图设置中除了要设置图层外，还应对相应构件的识图参数进行设置，识图参数的

设置会影响到识图的效果，比如梁施工图中的集中标注最大行数，会影响到梁图纸识别

时集中标注的成组问题。

【加载】

修改定义的图层分组及识图参数设置分别保存在工程路径下的以下两个文件中：

——识图参数文件

——图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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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工程中如果需要使用相同的参数即图层定义，则可以通过【加载】选择已定

义好的这两个文件即可。

2、图面检查

完成图层对应后，在图面检查中的【编号检查】、【柱表检查】、【墙表检查】等

功能即可执行，该类功能不需要执行【图纸识别】，程序会自动获取图面上的标注内容

进行检查。

【编号检查】：用来检查当前平面图中的构件编号是否连续，如果发现有不连续的

编号可以支持对构件编号进行重排，重排后平法标注会自动进行更新。执行该命令时，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要识别的平面标注”，此时在平面图中框选要识别的平面范围，可

以连续框选多个区域，当确定选择结束时右键，此时会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对话框

中会列出查找到的所有构件编号，用户可以通过构件类型等进行选择查看，底部会列出

总的构件数，如果编号不连续还会给出缺失的构件编号供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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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表检查】：柱表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柱表中标注的截面尺寸与

平面图中绘制的构件尺寸是否一致（平面图中使用的是实际绘制的构件轮廓尺寸）；（2）

柱表中截面大样绘制的纵筋根数与表格中标注的根数是否一致。

柱表检查时的命令行操作提示如下所示：

请选择平面图区域:指定对角点: 找到 410 个

请选择平面图区域:

请用窗选方式选择框柱表(多个表格时请依次选取)：

指定第一个角点:

指定对角点:

请用窗选方式继续选择框柱表：

即先选择平面区域，选择完后右键，再选择柱表区域，选择完后右键，弹出如下图

所示检查结果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切换查看“平面图与表格”、“表格大样与文字”的检查结果，

表格中会给出是否一致的提示，可以通过“详细信息”查看具体的结果。

【墙柱表检查】：墙柱表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检查平面图中的构件轮廓

尺寸是否与截面大样详标中绘制的构件轮廓一致；检查详表中的截面大样图中纵筋根数

是否与表格中标注的根数一致。



【第一部分】第二章 功能概述

19

【墙身表检查】：墙身表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检查平面图中绘制的墙厚是否与墙

身表中标注的墙厚一致。

【文字重叠】、【文字避让】：检查平法标注中的文字是否有重叠的现象，如果有

可以结合文字避让的功能对重叠文字进行处理。

【尺寸重叠】、【尺寸避让】：检查平法图中的尺寸标注文字是否有重叠的现象，

如果有可以结合尺寸避让的功能对重叠文字进行处理。

【尺寸原值检查】、【恢复原值】：查看平法标注中的尺寸是否有使用文字替代的

问题，导致尺寸标注与实际的长度不一致，如果需要按照实际长度进行标注，可结合恢

复原值功能使用。

3、图纸识别

执行【图纸识别】时程序自动对 DWG 图纸进行分析，将各类构件的平面标注转换成

模型数据，完成数据的埋入，为后续的校审服务。

图纸识别后可通过对话框查看识别结果，程序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构件线对不同状态

的构件进行显示，标注颜色可以由用户进行修改设置。梁施工图识别时可在左侧识图话

框上可以进行连续梁支座的编辑修改、拆分、合并，并可对未识别的标注进行指定等。

对于能够正确识别的构件程序默认在识别后按照绿色进行显示，当应用并关闭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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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除了未能识别的标注颜色外，其他标注颜色会自动恢复原 CAD 图中设置的颜色，做

到对用户图纸的百分百保留，不做任何调整。

图纸识别完后点击“应用”，才可以将识别的数据写入模型，此时可以通过【钢筋

校对】、或者【配筋面积】查看识别的结果是否正确。

4、图模一致性

即检查图面标注的构件尺寸是否与计算使用的模型数据（如果使用的是 CAD 图纸+

模型数据的形式，则直接读取模型数据中的构件信息；如果使用的是纯 CAD 图纸的校审

模式，此时是对图纸与程序根据图纸转换生成的模型进行对比）一致，主要检查构件的

截面尺寸。当发现图纸与模型不一致时会在平面图中给出提示，如下图所示：

同时窗口中会弹出数据同步修改的提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目前同步修改支持模

型与图纸间的双向修改，如果选择修改用户图纸，此时会将用户图纸中标注的截面尺寸

按照模型截面进行修改，偏心位置不同步修改，这样以来保证用户绘制的底图不变；还

可以选择修改模型数据，此时会根据用户图纸中的标注截面对计算模型做出调整。注意：

当调整计算模型时，此时为了保证后续校审结果的准确性，建议将修改后的模型进行重

新计算再做校审。在结果列表中可以勾选需要同步修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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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的表格类型

在进行平法图纸识别时，程序除了可以识别平法标注外，对于按照表格形式表达的

标注内容也可识别。程序在进行图纸识别时支持各类构件的表格形式绘制，梁施工图中

的连梁表、板施工图中的楼板列表、柱施工图的柱列表及柱详表、墙施工图的墙柱表、

墙身表及墙梁表。表格形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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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审及结果查看

完成识图后即可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楼板与梁、柱、墙不同的是，完成楼板图

纸识别后还需要执行一步楼板计算数据的导入，如果 YJK 中已经进行过楼板计算，此时

可以直接导入，如果 YJK 中没有进行过楼板计算，此时执行该命令后程序会按照设置的

计算参数自动调用盈建科的楼板计算程序完成相应楼层的楼板计算。

1、校审参数

在进行校审前需要先确认校审参数的设置，执行【校审参数】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

话框，该对话框中四项基本设置：校审参数、校审规范、单构件校审条目、结果输出。

“校审参数”中可以设置校审钢筋面积时的容差及经济性指标的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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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类别：环境类别的修改会影响裂缝限制的取值，进而影响校审中的裂缝计

算结果；

（2）当勾选“构造要求考虑容差时”，可以设置钢筋间距的校审容差值；

（3）勾选“梁挠度校审从严”时即执行《混规》表 3.4.3 中括号内的要求；

（4）“考虑同钢筋层内钢筋面积包络”即当一层平面对应多层数据时，进行配筋校

审时取多层包络后的数据进行校审；

（5）“是否记录校审通过项目”：如果勾选，在校审结果输出时，通过的数目也会

进行统计；不勾选时，通过的项目不统计，仅统计未通过的项目数。

“校审规范”中可以设置校审时所使用的规范，以及校审的条文类别。

“单构件校审条目”中可以设置校审的具体内容，以梁为例，如下图所示。除了可

以定义校审内容外，还可以通过“校审条目”按钮查看该条目对应的具体的规范条文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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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输出”中可以设置校审校审结果查看时的文字高度、文字间距，以及校审报

告的输出格式等。

2、进行校审

参数设置完成后即可进行校审，校审完成后程序自动弹出校审结果列表，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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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侧列表

左侧列表会列出当前构件的可校审项，校审结果给出的三组数值分别是【超限项目/

通过项目/未查到规范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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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楼层】处可以设置要查看的楼层的校审结果，比如平面为 4~8 层平面，导入

模型数据时导入的是 4~8 层的数据，在进行校审时，对于配筋等会按照包络后的配筋面

积进行校核，校审结果按照 4~8 层的结果统一输出，但是对于内力相关的计算结果校审

（如裂缝、挠度等），需要用每一层的内力进行计算，此时会按照单层的结果进行输出，

此时可以仅在此处输入该平面楼层范围内的某一层进行结果查看。

【校审简图】的输出可支持两种形式：简化输出和详细输出。

（1）当选择“简化输出”时，此时会在平面图上标注校审对应的编号，结合校审结

果的下部列表进行查看，展示形式如下图所示：

（2）当选择“详细输出”时，此时会在平面图上对每个构件的校审结果的详细内容

进行罗列，如下图所示：

【校审表格】即在 CAD 窗口下的校审列表展示，可以设置不同的校审结果对应的显

示颜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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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校审表格】按钮控制下方校审列表的显示与隐藏。

【批量批注】即将校审结果批量转换成图面批注的形式。

【校审报告】下可以设置校审报告的输出格式（纸张大小、横向竖向等），可以支

持 word 版校审报告的导出。

校审完成后会在平面图上绘制不同颜色的粗线示意校审结果，将鼠标移动到该线上

时会弹出相应的 tip 提示，在 tip 提示中罗列出相应构件的校审结果，在 tip 提示的右下

角可以选择“批注”，直接将 tip 其实内容转换成批注绘制在图面中，如果该项校审内容

已经修改，还可以选择“已修改”来修改批注的状态，方便校对。

3、校审结果

校审完成后程序会自动保存校审结果，如果已经校审过的平面，再次打开后可以直

接通过【校审结果】调出结果进行查看，无需重复校审。

八、图纸状态

关于当前平面图的状态可以通过紫色框左上角的状态记录来查看。当执行数据模型

导入时会在平面上绘制紫色框并设置三个操作的状态记录，分别是：图模一致性、钢筋

识别、校审状态。开始三个的状态都是“未完成”，执行过相应操作后会调整状态记录

为“已完成”并修改文字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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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指定校审区域

在菜单中有指定校审区域的功能，该校审区域的指定主要解决以下几类问题：

（1）对称平面只绘制一半的情况下，指定校审区域后，只对校审区域内的构件进行

图纸识别及校审；

（2）当梁施工图中连梁使用连梁表绘制、墙施工图中平面与墙柱或墙身表不在一个

平面范围内绘制时，可以对相应的表格单独指定校审区域并关联平面范围，在进行图纸

识别时则自动获取相关表格的数据；

（3）当局部平面发生变化时，可以通过指定校审区域，只对区域范围内的构件进行

重新的识别及校审。

十、【系统设置】中的功能介绍

1、工程设置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可以通过该对话框切换工程路径、查看当前

工程路径对应的工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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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关设置

在下图所示对话框中对控制开关的相关功能进行统一设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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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件信息开关

当图形中埋入工程数据时，会在构件线或者标注上写入构件数据，此时鼠标移动到

相应的对象上时会弹出该构件对应的数据信息，以 tip 提示的形式进行显示。比如梁施工

图，当进行完图纸识别后，如果此时构件信息处于开的状态，当鼠标移动到梁线上时会

自动弹出当前位置构件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2）多视口开关

程序对多视口功能进行了扩展。当采用多视口时，可以支持不同视口间的不同内容

进行定位。比如柱列表画法的时，当其中一个视口上的鼠标移动至柱编号上时，另一个

视口会定位到该编号柱的列表位置；其他情况下，可以实现竖向相同位置相邻上层或下

层间的构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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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希望多视口状态下进行自动定位，则可以通过菜单命令将其关闭。

（3）组合快捷键开关

组合快捷键包括：命令组合快捷键和图层组合快捷键。

命令组合快捷键：执行该功能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定义对话框，点击【增加】，可以

对命令进行组合快捷键定义，定义组合形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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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组合快捷键：执行该功能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定义对话框，点击【增加】，可以

定义某一个图层分组的快速操作方式对应的组合快捷键。例如：定义的梁施工图中的水

平标注、竖向标注图层为一个组，对应的快捷键组合是 shift+A，图层操作方式为打开/

关闭，此时执行快捷键命令 shift+A 时，将会控制水平标注、竖向标注图层的关闭或者打

开状态。

（4）页签开关

控制图形窗口右下角的页签栏是否显示。

（5）屏幕菜单

控制右侧屏幕菜单是否关闭，当关闭右侧屏幕菜单后想再次打开，可在命令行中输

入简化命令“PMCD”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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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操作流程

第一节 CAD 图纸+YJK 数据

GCJS-A 在【CAD 图纸+数据】模式下的功能菜单如下图所示，程序按照基本的使用

流程对菜单的功能进行排布，方便用户掌握并使用。

一、梁施工图

1、一般的整个平面校审

第一步：打开 DWG 图纸

打开需要校审的 DWG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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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模型数据对位

点击模型数据对位，在弹出的楼层列表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的数据对应的楼层，-2F

在计算模型中是第一自然层，选择楼层后导入模型中的-2F 数据，如下图所示：

点击确定后在平面图上选择插入点。可以按照默认基点位置插入，如果默认基点位

置不合适，可以在命令行输入 X，修改基点位置后再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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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识图设置

设置图层对应关系，当平面图中存在很多块时，在拾取图层时无法直接拾取块中图

层的定义，需要将图块炸开才能准确拾取。该图面中的墙柱在一个块上、梁在一个块上、

轴线及轴线编号在一个块上，所以需要将各个块炸开后再进行图层拾取。图层设置如下

图所示：

图层设置是否合理，可以通过【构件显示】功能进行查看，在构件显示时会将每个

构件及标注组下的图层进行一一展示，查看结果如下图所示，在结果中可以发现对于轴

线以及竖向构件的定义不正确，需要进行调整，将原来的图块炸开后进行图层的重新拾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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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图纸识别

执行【图纸识别】，在需要识别的楼层平面内点取一点。

执行图纸识别时，对于梁施工图程序自动进行连续梁识别，不需要在左侧列表对话

框中点集中标注与原位标注的自动识别。正确识别到的按照绿色显示，未识别的按照红

色显示，需要连续梁拆分的按照紫色显示，需要连续梁合并或支座调整的按照青色显示，

各个状态的显示颜色可以由用户按照使用习惯进行设置。除了可以用不同的文字颜色显

示外，还可以通过下方的颜色调整后面的勾选项，按照连续梁的形式进行显示，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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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图完成后默认会自动显示当前未识别的标注，可以通过未识别列表实现快速定位，

对于未识别的标注可以进行手动指定，集中标注指定时需要选中集中标注组然后选择梁

线，原位标注指定时选中原位标注文字后选择梁线，会弹出一个标注位置选择对话框，

程序会对当前选中标注自动判断，如果判断的不合理可以进行调整。

在识别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对图面标注进行调整，比如对集中标注或原位标注的调整，

此时可以点取识图弹出的左侧对话框上的【自动】，重新进行识别。

确认识别结果后选择左侧列表对话框中的【应用】，即可将平法标注内容写入到模

型数据中，用户可以通过【钢筋校对】、【配筋面积】两项内容复核识别的结果是否与

平法图一致，比如执行钢筋校对时，平面中会列出识别后的梁跨中通长筋、左支座筋、

右支座筋、底筋、箍筋等各项内容供用户复核。

将识别后的数据直接罗列在平法图中，可以很直观的对识别数据与标注数据进行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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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施工图图纸识别时要灵活使用左侧连续梁编辑对话框中的【自动】，在执行【图

纸识别】时程序是按照 YJK 的初始连续梁穿串信息进行识图，所以在初始识图结果中会

有一部分 CAD 标注的连续梁跨与 YJK 连续梁跨不一致的地方需要进行手动编辑。此时则

可以先使用【自动】，程序会自动根据连续梁图纸中集中标注的位置、数量及表示的跨

数对原连续梁进行自动的拆分、合并、或梁梁相交处支座的调整。

【自动】能处理的几种常见情况有：

（1）连续梁相邻跨的角度大于 YJK 程序使用的默认值 10 度时

如下图所示连续梁的两段相邻梁跨角度为 14 度，大于原 YJK 判断连续梁时使用的角

度值，导致在初次进行图纸识别时连续梁标注显示为青色，即需要进行连续梁编辑。此

时可以先修改识图参数中的“同一梁号相邻梁相差最大角度”的参数，然后点自动，程

序会自动的判断相邻梁跨数与当前梁跨数是否满足归并后与标注一致的条件，满足则程

序自动合并，不满足则不进行连续梁合并。

（2）CAD 中标注的连续梁跨数与模型中的跨数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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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会自动判断连续梁上集中标注的个数与标注中的跨数，完成连续梁的自动拆分、

梁梁相交支座的调整等。

第五步：图模一致性检查

检查当前平面图标注与模型中数据是否一致。当平面标注与模型数据不一致时会在

平面图中对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标注提示，用紫色的椭圆圈进行强调，在圈内列出识别到

的 CAD 标注内容与模型数据，方便用户直观的查看与判断。

当图模一致性检查中存在差异时，用户可以选择根据模型数据修改图纸标注，或者

根据图纸标注截面修改模型数据，完成双向同步修改。注意：此时修改的模型数据是指

的对工程中的***.ymd 文件的数据修改，并不是直接对 yjk 工程文件的修改，所以当需要

使用调整后的模型数据重新完成计算时，需要通过新建文件夹的形式打开该工程下的

ymd 文件对应的模型。

第六步：进行校审

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并对校审结果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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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Y 向梁分开绘制或主次梁分开绘制时的校审

第一步：打开 DWG 图纸

第二步：模型数据对位

对 X 向梁平面执行【模型数据对位】，选择插入点后插入模型数据。选择楼层及插

入点的方式同前述相同步骤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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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Y 向梁平面执行另一个【Y 向模型数据对位】。

注意：执行的这两步不一定是 X 向平面先执行、Y 向平面后执行，只要第一步是【模

型数据对位】、第二步是【Y 向模型数据对位】即可，至于两步操作的对位平面是哪个没

有严格要求是与 X\Y 方向一致。

第三步：识图设置

如果墙和柱使用的是同一个图层，建议在识图前将其分开，防止后续识图时支座关

系判断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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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标注图层拾取时，一定要将 X、Y 向平法图上的标注都拾取，不能仅拾取一个

平面上的平法标注。（如果两个平面上的标注图层使用的是同一个则仅拾取一个即可）。

第四步：图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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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图纸识别时会在命令行提示“请在要识别的平面内拾取一点”，此时只需要在

第一次执行模型数据导入的平面内点取一点即可完成对两个平面标注内容的自动识别，

不需要在 Y 向数据导入的平面内重复拾取点。

第五步：图模一致性检查

检查当前平面图标注与模型中数据是否一致。

第六步：进行校审

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执行校审时会在命令行提示“请在要校审的平面内拾取一

点”，此时只需要在第一次执行模型数据导入的平面内点取一点即可完成对两个平面的

自动校审，不需要在 Y 向数据导入的平面内重复拾取点。校审完后对校审结果进行查看，

校审结果会分别在两个平面内按照标注的构件进行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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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绘制对称位置的局部平面时的校审

第一步：打开 DWG 图纸

第二步：模型数据对位

选择模型数据对应的楼层，完成模型数据对位。



【第一部分】第三章 操作流程

47

第三步：识图设置

进行标注图层及构件图层的拾取。

第四步：指定校审区域

指定校审区域时命令行提示如下：

请输入窗口的第一个角点[多边形(M)]<退出>:

请输入窗口的另一个角点

可以直接指定两个角点确定一个矩形区域，也可以绘制多边形区域进行围区，指定

校审区域时支持对个校审区域的指定，指定后图面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图纸识别

同第一种情况。

第六步：图模一致性检查

检查当前平面图标注与模型中数据是否一致。

第七步：进行校审

同第一种情况。

二、柱施工图

1、截面画法

第一步：打开 DWG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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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模型数据对位

选择模型数据对应的楼层，完成模型数据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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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识图设置

进行标注图层及构件图层的拾取。

第四步：图模一致性检查

检查当前平面图标注与模型中数据是否一致，当柱施工图中有柱表时，在进行图模

一致性检查时使用的是柱表中标注的截面，而不是从平面图中获取的截面。

第五步：图纸识别

对平法图中的标注进行识别，对于不同识别状态的构件标注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当

仅识别到编号没有识别到钢筋时会用紫色显示。

图纸识别完后可通过【钢筋校对】功能对钢筋的识别结果进行查看，执行钢筋校对

时会在平面图中直接将识别后的数据进行标注，包括编号、配筋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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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进行校审

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并对校审结果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2、列表画法（包括柱列表及柱详表）

第一步：打开 DWG 图纸

第二步：模型数据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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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型数据对应的楼层，完成模型数据对位。

第三步：识图设置

进行标注图层及构件图层的拾取，注意此时也应对柱表图层（表格边线、表头、表

格文字）进行拾取，方便程序在进行图纸识别时能自动识别柱表。柱表识别时程序是通

过标高进行的对位，即自动查找平面中标高范围与当前导入的楼层标高范围一致的柱表

数据。

第四步：柱表检查、图模一致性检查等

检查当前平面图与柱表标注内容或柱表绘制的大样截面尺寸是否一致，并给出检查

结果列表，如下图所示，点取详细信息时会给出具体的差异内容。

柱表检查的操作步骤为：

第一步：框选平面标注区域，完成连续选择后右键；

第二步：选择柱表区域，完成连续选择后右键，弹出如下图所示检查结果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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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模一致性检查内容同前述相同步骤。

第五步：图纸识别

对平法图中的标注进行识别，对于不同识别状态的构件标注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当

仅识别到编号没有识别到钢筋时会用紫色显示。

图纸识别完后可通过【钢筋校对】功能对钢筋的识别结果进行查看，执行钢筋校对

时会在平面图中直接将识别后的数据进行标注，包括编号、配筋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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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进行校审

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并对校审结果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三、墙施工图

第一步：打开 DWG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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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模型数据对位

选择模型数据对应的楼层，完成模型数据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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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识图设置

进行标注图层及构件图层的拾取，注意此时也应对柱表图层（表格边线、表头、表

格文字）进行拾取，方便程序在进行图纸识别时能自动识别墙柱表、墙身表、墙梁表。

表格识别时程序是通过标高进行的对位，即自动查找平面中标高范围与当前导入的楼层

标高范围一致的墙柱表数据。

如果表格未能自动识别，可以通过左侧识别对话框进行表格的选择，辅助程序进行

表格数据的读取。

第四步：墙柱表检查、墙身表检查、图模一致性检查等

检查表格标注内容与平面绘制是否一致，并给出检查结果列表，点取详细信息时会

给出具体的差异内容。

图模一致性检查内容同前。

第五步：图纸识别

图纸识别时如果需要平面与各个表格数据一起识别，可以通过指定校审区域的方式，

将平面与表格放在一个校审区域内，此时执行图纸识别时程序会自动读取当前校审区域

内的表格数据。当平面图中的墙柱表未能自动识别时，可通过左侧列表对话框中的墙柱

表功能框选墙柱表范围进行表格数据的读取，如下图所示：

当识别后的构件标注颜色为紫色时，说明没有识别到钢筋，此时可能是表格数据未

正确读取，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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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取墙身表按钮，从图面上拾取墙身表后，再执行一次墙身【重新识别】，方可将

墙身钢筋数据读入。完全识别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纸识别完后可通过【钢筋校对】功能对钢筋的识别结果进行查看，执行钢筋校对

时会在平面图中直接将识别后的数据进行标注，包括编号、配筋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目前墙施工图的钢筋识别仅能实现对纵筋根数的准确识别，尚不能获取纵筋的

排布位置；箍筋只能获取表格中的标注箍筋规格，对于放样中标注的箍筋规格不能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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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当有两种箍筋规格时也只能默认是大箍加小箍的形式。基于现在的结果对于后续

的校审中涉及到的体积配箍率的结果是不可用的。

第六步：进行校审

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并对校审结果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四、板施工图

第一步：打开 DWG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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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模型数据对位

选择模型数据对应的楼层，完成模型数据对位。

第三步：识图设置

进行标注图层及构件图层的拾取，注意楼板施工图绘图时需要将支座负筋与板底正

筋的图层区分开。

需要选择楼板说明文字的图层，以及说明中的填充图层，在识图时程序可自动分析

楼板文字说明，获取支座筋标注长度位置、通长筋设置、填充对应的板厚等信息。

第四步：图模一致性检查

主要检查平面标注的楼板与模型中的板厚是否一致、标注的错层值与模型中的错层

是否一致。

第五步：图纸识别

执行图纸识别选择需要识别的平面后，弹出下图所示识图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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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对话框上需要设置当前平面图绘图特点参数，可以设置未标注的楼板厚度、未

标注的楼板钢筋规格、有钢筋线但未标注的钢筋规格等内容，如果全图面设置了双层双

向配筋还可以直接定义双层双向通筋的规格。

当图面中有文字说明时，程序自动分析文字内容获取通长筋、支座筋长度起算位置、

填充对应的板厚等信息。当需要读取表格或补充说明中的信息时可以通过 进

行定义。当选择设置时，对应三个选项下出现不同的表格。

（1）图纸说明钢筋信息

当图纸说明中有相关板厚与板顶、板底筋的说明，或者有填充样式的说明对应不同

的通长筋或错层值时，可以使用该表格进行定义。表格定义支持两种形式：a.有填充时，

可以选择“增加（填充）”从图面上拾取相应的填充样式后设置填充对应的文字说明内

容；b.无填充时，可以选择“增加（无填充）”，增加行后输入板厚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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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板平法信息

当平法图中用表格表示的楼板编号及相应配筋时，可以通过“楼板平法信息”进行

补充定义。【平法（LB）识别】可以直接框选表格进行拾取，如果表格样式不支持，可

以通过【增加】按钮增加行后对楼板的相关信息进行定义。

（3）钢筋简化标注

当楼板的平法标注使用的是简化标注时，需要先明确简化标注的定义，才能对钢筋

进行正确识别。

当所有转图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识图】，程序自动对支座负筋及板块钢筋

进行识别，并给出识别后的表格，正确识别的按照紫色显示，未识别到的按照红色显示，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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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还可以通过【钢筋校对】、或【配筋面积】对识别后的结果进行复核。

第六步：楼板计算数据

楼板与其他构件不同的是，无法从上部结构的计算结果中获取楼板的计算数据，楼

板的计算数据需要单独导入。所以需要执行一步【楼板计算数据】，执行该步时，如果

工程路径下已经有楼板计算数据，则直接读取，如果工程路径下无楼板计算数据，则程

序自动调用 YJK 的楼板计算程序进行楼板计算。如果需要在校审下完成楼板计算，则计

算前还应该完成楼板【计算参数】的设置。

第七步：进行校审

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并对校审结果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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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CAD 图纸+PK 数据

当采用【CAD 图纸+PK 数据】时，在采用 GCJS-A 软件对 CAD 图纸进行校审前，首

先需要在 PKPM 软件中导出“模型 SQLite 文件.JWD”、“计算结果 SQLite 文件.JWD”，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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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一个工程路径（此时的工程路径选择不需要与 PK 的工程路径相同，可以是

任意创建的工程路径，方便后续校审使用数据的保存）启动 GCJS-A，在 GCJS-A 中通过

【转 PKPM 数据】将 JWD 文件转换成 YJK 的 ymd 数据文件进行读取。

执行【转 PKPM 数据】时弹出下图所示选择对话框，此时需要选择 PKPM 工程路径

下的“工程名.JWS”文件，进行数据的转换，完成转换后会在启动 GCJS-A 时选择的文

件路径下生成转换后的盈建科 ymd 数据文件。

生成 YJK 的 ymd 数据文件后，后续的校审形式即操作步骤均与“CAD 图纸+YJK 数

据”方式相同。

第三节 计算结果审查

计算结果审查即对上部结构计算的整体指标与构件指标进行校核。其菜单功能排布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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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YJK 计算的模型，在进行计算结果审查时首先需要在计算模型中完成数据中心

的导出，即设计结果中的“导出 dsnModel”文件，按照默认的勾选项进行导出即可，确

定后会在工程路径下的“中间数据”文件夹中生成 DsnModel.ydb 的文件。

使用 PKPM 计算的模型，在执行【转 PKPM 数据】时也会自动在当前路径下创建一

个中间数据文件夹用来保存转出的中间数据文件 dsnmodelByPKPM.y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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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生成过以上数据中心文件，在 GCJS-A 下切换到计算结果审查模块时会弹出

如下图所示提示：

计算结果审查的操作流程比较简单，操作步骤主要分三步。

第一步 绘制简图模板

由于在进行上部计算结果审查时，部分内容与楼层、以及构件相关，所以需要绘制

楼层底图，将部分校审结果展示在相关构件上。

【绘制简图模板】时程序自动读取模型数据完成各层模板图的绘制。

第二步 设置校审参数进行校审

校审参数的设置与原 YJK 平台下的工程校审功能参数设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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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参数确认后开始进行校审，校审完后会自动弹出校审结果。

第三步 校审结果查看

按照校审参数中的分项设置，校审结果查看时也可支持分项查看，具体的查看内容

在屏幕菜单上比较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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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CAD 图纸

【CAD 图纸】的校审模式：针对无计算模型情况，所以仅支持对梁、板、柱、墙施

工图中，配筋构造规范审查与配筋面积的校审。为了保证纯 CAD 图纸校审时数据来源的

准确性，需要辅助以基本的模型数据，所以该模式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施工图校审为什么要基于转图生成的模型？

仅通过 CAD 图纸进行校审时，难以保证构件与配筋识别的正确性，未被正确识别内

容很难被发现，且交互修改很不方便。识图转模型的过程，增加了构件识别正确性的可

视化，所见即所得，用户可对生成模型校核并补充修改。读取的钢筋配合模型校审，提

高了施工图校审的准确性，且对于校审内容不局限于本钢筋层，同时可考虑结构整体或

上下层间联系，为施工图提供更加全面的校审内容支持。

GCJS-A 在【CAD 图纸】模式下的功能菜单如下图所示，程序按照基本的使用流程对

菜单的功能进行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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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下图所示图纸为例，分别介绍各个构件平法图校审的操作流程：

一、基本模型的建立

1、创建空的工程路径

首先创建一个空的工程路径，该路径用来保存生成的基本模型、计算模型及后续的

识别的钢筋数据、校审数据。

2、启动 GCJS-A 打开 CAD 图纸进行工程设置

启动软件时在工程路径选择内容中设置第一步创建的空路径，启动后打开需要校审

使用的 CAD 图纸。

当采用【纯 CAD 图纸】的校审模式时，需要在工程设置的【工程信息】页面中补充

该 CAD 图纸校审时使用的基本工程信息，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定义创建的基

本模型中使用的工程名称；（2）补充工程信息，包括楼层数、抗震设防烈度、结构类型、

场地类别、抗震等级校审时使用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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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层组装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下图所示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标准层、组装自然层，楼层组装的信息主要用在后续图纸标

准层的指定上，需要将图纸完成楼层的对应关系设置，方便程序进行识图与校审数据的

保存。如果部分平法图中有标高信息的话（比如梁平法图中标注了梁顶的绝对标高、墙

或柱平法图中详表中标注了竖向构件的标高），在进行楼层组装时，层高与层底标高也

需要进行准确定义。

在该对话框中需要完成以下几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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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标准层号并设置标准层。标准层号定义时如果与前一个标准层号是连续的，

则按照输入的数字作为标准层号；如果输入的数字与当前标准层定义中的最大标准层号

不一致，则按照数字是输入的标准层数来处理。

（2）同 YJK 的模型建立方式一样，完成标准层定义后要按照标准层完成各自然层的

组装，生成一个完整的模型楼层组装表。

以上为手动创建楼层组装表的过程，除了可以手动创建之外，还可以直接通过对话

框下部【识别楼层表】的功能识别 CAD 平法图中的楼层表完成自动组装。

【识别楼层表】后生成的标准层默认都是第一标准层，此时仍需根据平面定义标准

层后对标准层列内容进行调整。

4、楼层信息

通过楼层信息表补充完整校审时使用的各个标准层的楼层数据，包括混凝土强度等

级、钢筋强度等级、保护层厚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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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形导入

在生成基本模型时程序使用的是当前平法图中的梁集中或原位标注中的截面、柱轮

廓、墙轮廓，生成基本构件。这样以来后续在校审时使用的构件截面数据即当前平法图

中的内容，无法准确的将平法图与实际计算模型进行一致性的检查。所以在生成基本模

型时，还可以直接借用导出的“构件编号”中的构件截面、楼板施工图中导出的“恒活

板厚”中的板厚，生成一个准确的计算时使用的模型。因此在生成模型前还可以将这些

借用的图纸导入到当前平法图中。

执行【图形导入】时，即选择需要插入到当前 CAD 中的 DWG 文件，程序自动生成

默认的插入点。

6、识图设置

进行标注图层及构件图层的拾取，其设置方式及图层定义应该注意的问题同【CAD

图纸+YJK 数据】模式下的相同步骤中介绍。如果需要结合配筋简图完成对 CAD 图纸的

校审，在识图设置中还需要完成对计算书的图层对应关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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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指定楼层范围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需要在该对话框中完成平面与楼层组装表中

各层的对应关系，指定时可以选择多个自然层，支持 shift 多选后再点击右上角的【选择】，

实现对多个自然层的同时选择。

指定楼层范围，在该步操作中需要完成以下几项信息的确认：

（1）明确对位基点：保证程序自动创建模型时上下层的对位关系准确。如果在识图

设置中准确的对轴线及轴号的图层进行了分组，在指定楼层范围时程序会自动的搜索第

一根轴线的交点作为定位基点，如果找不到轴线则在范围框的左下角生成定位基点。如

果程序自动生成的基点位置不合理，可以通过菜单上的【修改基点】功能进行调整，基

点的选择在各层平面之间应保证一致，方便在生成全楼模型时保证各层的对位关系是正

确的。

（2）设置其归属的自然层范围或标准层：保证与楼层组装中的自然层完成对应关系，

方便后续识图数据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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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类型平面同层构件按照不同平面绘制（比如 X\Y 向梁分开绘制、主次梁分开

绘制），此时在另一个平面上还需要执行【指定 Y 向范围】，完成相同信息的设置。

【指定 Y 向范围】即对第二个平面图上的标注内容进行借用，所以该功能的使用不

局限于传统的平法图，比如之前介绍的生成模型时要借用构件编号简图上的梁截面时也

可以对该构件编号简图平面通过指定 Y 向范围的方式来实现。但是该功能的使用仅限于

一个平面，当多个平面时目前不能使用该功能。

指定楼层范围时可以对多个平面进行指定，这样以来后续生成模型时即可按照指定

的多个标准层根据楼层设置生成基本的三维模型。

【导入***标注】是指在生成模型前，将需要借用的构件编号图中的梁截面、恒活板

厚中的楼板厚度、模板图中的楼板洞口等信息从其他平面中拷贝到当前识别的平法图中，

为生成模型时使用。

8、生成模型

即生成基本的构件模型。程序内部使用成熟的协同工具中二维图纸转换成三维模型

的手段，自动识别各个楼层范围内的构件以及构件中的标注，完成模型转换。模型生成

是否准确，可以通过【三维模型显示】进行查看。



【第一部分】第三章 操作流程

75

二、计算模型的建立

即对校审使用的计算简图进行识别，识别计算简图中的梁计算配筋、柱计算配筋、

墙计算配筋，将计算信息埋入生成的基本模型的构件中，在进行配筋简图的对位及识别

时，配筋简图对应的 DWG 不要求与平法图对位，也不要求必须与平法图在一个 DWG 文

件中，可以单独对配筋简图的 DWG 进行操作，只要在操作时保证在同一个工程路径下即

可。

1、简图对位

简图对位可以使用多个平面的自动对位，也可以使用单层配筋简图的手动对位。

（1）简图自动对位

执行该命令后需要按照命令行进行如下操作：

请选择分析范围，不选则分析全图<回车全图，ESC 结束>：

此时使用窗口选择要进行自动对位的配筋简图的区域，在选择时需要将配筋简图的

图名一起选进去，因为程序在将模型简图与配筋简图对位时需要通过图名分析完成楼层

的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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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筋简图对位

执行该命令后弹出下图所示楼层选择对话框，选择配筋简图对应的楼层，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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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即可将选择的模型简图插入到当前 DWG 图形文件中，通过基点完成与配筋简

图的对位。

（3）简图移动

当模型简图与配筋简图对位不正确时，还可以通过【简图移动】对模型简图的位置

进行调整。

2、识别简图

配筋简图识别前首先要确认已经在识图设置中完成了计算书图层的分组定义。

识别配筋简图时可以单层识别，也可以对完成对位的多个的简图平面进行同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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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层识别简图

执行该命令后要在识别的平面内点取一点，然后弹出左侧的识别结果对话框如下图

所示。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对识别结果通过列表的形式进行查看，点击列表中的内容后可

以同时实现平面内的位置定位。对于正确识别的内容默认按照绿色显示，未正确识别的

标注按照红色显示，显示颜色可以根据使用习惯进行调整。确认识别结果没有问题后可

以点击对话框中的【确定】，完成计算数据的埋入，然后【关闭】对话框继续其他的操

作。

对于梁的计算结果，在配筋简图中通常只有三个截面的数据：两端+跨中截面。程序

对于梁的 9 个截面纵筋面积提供了三种不同处理方式的选项：

不插值：仅将两端与中间截面赋值，梁跨内只有一个梁段时可以直接与配筋简图值

对应。

线性插值：配筋简图中三个值对应梁段 1、5、9 截面值，然后 2、3、4 根据 1、5

截面的值线性插值，6、7、8 根据 5、9 截面的值线性插值。

拉格朗日插值：配筋简图中三个值对应梁段 1、5、9 截面值，作为 3 个插值节点，

构造二次插值多项式，计算其它截面值。对左、中、右三个数值进行拉格朗日插值，中

间截面计算面积可能出现负数或大于左、中、右三个数值中最大值的现象。出现这种现

象时，小于 0 时取 0；大于最大值时根据截面位置取左、中的较大值或中、右的较大值。

（2）全楼识别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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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该命令后程序自动对完成对位的所有的平面简图进行识别，识别完成后不再弹

出识图对话框。

三、钢筋模型的建立

校审软件的最终目的是对 DWG 图纸中标注的内容进行校核，所以还需要对 DWG 图

纸中的平法标注进行识别，完成规范构造及配筋的校审。

1、梁施工图

该工程中在生成基本模型时使用的是梁施工图平面（因为梁施工图中的构件信息较

全更方便生成全面的模型），所以在进行梁施工图校审时不需要重复进行【模型数据对

位】的操作，即作为生成模型使用的主平面，在进行图纸识别时不需要重复模型数据对

位。

后续的图纸识别、图模一致性检查等操作与【图纸+数据】模式下的操作方式一致。

2、柱、墙施工图

操作方式与【图纸+数据】模式下一致，首先要完成已有模型（前述生成的基本模型、

钢筋模型）数据的对位，然后再进行图纸识别与图模一致性检查等，操作与【图纸+数据】

相同。

3、楼板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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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施工图与梁、柱、墙不同的是需要在板的模块菜单下单独完成楼板的配筋简图

的识别。配筋简图的识别方式同预处理中梁柱墙的配筋简图识别。在识图设置中需要完

成对楼板计算书文字图层的定义，程序不需要区分支座与跨中的计算结果图层，自动按

照计算结果的输出位置完成构件的对位，操作简单。

四、校审及校审结果的查看

钢筋识别完成后即可对当前图纸进行校审，程序自动根据相关规范完成对规范中构

造内容及配筋面积的校核。由于纯图纸模式下无完整的计算数据，所以在该模式下程序

会自动过滤与内力相关的验算项内容，比如梁的裂缝、挠度的验算，梁端混凝土相对受

压区高度的验算等。

校审的操作流程及校审结果的查看方式与【CAD 图纸+模型数据】的模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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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软件优势

盈建科结构校审软件充分利用 CAD 平台的优势，结合 YJK 自身数据的完整性，补充

了其他校审软件的短板，实现了丰富的校审功能。软件本身具有明显的使用优势：

优势一、边画边审、边改边审；

优势二、灵活指定校审、非校审构件；

优势三、可处理 X\Y 向分开绘制的梁施工图校审；

优势四、自动分析图面完成图层对应分类；

优势五、支持多层数据的归并包络；

优势六、数据对位既支持平移也支持旋转；

优势七、楼板钢筋校审可正确识别“通长+附加”的形式；

优势八、可设置图纸修订状态，方便记录修改内容；

优势九、便捷的批注方式，并可修改批注状态；

优势十、支持对校审结果的导出及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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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GCJS 使用说明
第一章 概述

1.1 功能特点
盈建科结构校审软件（GCJS）是一款基于 YJK 平台开发的，集成对用户 DWG 图纸

识别、校审与计算结果审查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校审软件。该软件针对施工图配筋面积

与构造、计算模型设计结果及地基基础进行规范校审的软件。校审结果以校审树与详细

结果配合的方式展示，并可输出 word 格式校审报告。

软件有支持规范丰富、校审内容全面、结果输出详细、操作简单便捷等特点，可被

设计人员、审查人员等迅速掌握并使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上述人员的工作效率。

校审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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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版校审报告

1.2 校审数据来源
软件的校审数据来源：CAD 图纸+配筋简图、CAD 图纸+ YJK 数据。

这里的“YJK 数据”指的是用户已有的模型荷载数据和计算结果数据。

CAD 图纸+配筋简图：针对无计算模型情况，所以仅支持对梁、板、柱、墙施工图中，

配筋构造规范审查与配筋面积的校审。采用此校审数据来源时，需首先通过 CAD 图纸转

图生成模型，再利用模型配合施工图校审。

施工图校审为什么要基于转图生成的模型？

仅通过 CAD 图纸进行校审时，难以保证构件与配筋识别的正确性，未被正确识别内

容很难被发现，且交互修改很不方便。识图转模型的过程，增加了构件识别正确性的可

视化，所见即所得，用户可对生成模型校核并补充修改。读取的钢筋配合模型校审，提

高了施工图校审的准确性，且对于校审内容不局限于本钢筋层，同时可考虑结构整体或

上下层间联系，为施工图提供更加全面的校审内容支持。

特别是，YJK 可提供的 DWG 转模型是更加高效率、操作简便、准确率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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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WG 图纸转模型和转钢筋的操作详见第五-第八章说明。

CAD 图纸+ YJK 数据：此种数据来源，除支持对构件配筋构造的规范审查与配筋面

积的校审，还可对计算模型设计结果进行校审，包括整体指标、构件设计等。有基础数

据时，可对基础进行条文规范的审查。

1.3 菜单布局
工程校审软件菜单分为两部分，转图菜单与校审菜单。转图菜单包括模型荷载输入

与 DWG 转换。校审菜单由混凝土施工图校审、设计结果和结果汇总三个模块组成。

1.3.1 模型荷载输入与校审模式

模型荷载输入：

模型荷载输入菜单对生成模型中错漏部分进行补充建模。模型荷载输入由轴线网格、

构件布置、楼板布置四个子菜单组成，此部分与 YJK 结构计算软件建模部分功能相同。

校审模式：

根据校审数据来源选择校审方式。

1.3.2 DWG 转换

“DWG 转换”模块可将绘制好的施工图转换成 YJK 建模模型。该功能在仅有图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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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校审中使用，因为施工图校审需配合建模模型。工程校审软件“DWG 转换”功能与

协同工具（XTGJ）中的同名菜单功能一致。

1.3.3 施工图校审

施工图校审是针对 CAD 施工图进行校审的模块。该模块可分别对于梁、柱、墙、板

进行规范要求与配筋面积校审。每个子模块分别由读取施工图数据、编辑施工图数据、

校审、辅助工具四个菜单组成。



【第二部分】第一章 概述

86

1.3.4 设计结果校审

设计结果校审模块由上部结构校审与基础校审两部分组成。

上部结构校审是对结构计算模型设计结果进行规范校审，软件支持大部分常用规范

的条文校审，包括：《砼规》、《抗规》、《高规》、《高钢规》、《钢规》、《异形

柱规范》、《组合规范》等等。基础校审针对基础计算结果与施工图进行校审。

上述两个子模块均有校审参数、进行校审、校审结果组成。

1.3.5 结果汇总

提供全部校审内容的报告的汇总输出，模块由汇总参数、校审报告、导出校审文件

组成，报告输出格式为 word 形式。

1.4 校审结果查看

校审结果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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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树

校审树列表会列出当前构件的可校审项，校审结果给出的三组数值分别是【超限项

目/通过项目/未查到规范项】目数。

【校审楼层】处可以设置要查看的楼层的校审结果。施工图校审按照自然层进行，

每次仅能校审一个自然层，所以要显示多层校审结果，需要首先进入目标层完成校审，

方可多层显示。

上部结构校审不受上述限制。

【校审简图】的输出可支持两种形式：简化输出和详细输出。

（1）当选择“简化输出”时，此时会在平面图上标注校审对应的编号，结合校审结

果的下部列表进行查看，展示形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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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输出

（2）当选择“详细输出”时，此时会在平面图上对每个构件的校审结果的详细内容

进行罗列，如下图所示：

详细输出

【校审表格】即在 CAD 窗口下的校审列表展示，可以设置不同的校审结果对应的显

示颜色，如下图所示：

校审结果超限级别颜色设置

可通过【校审表格】按钮控制下方校审列表的显示与隐藏。

校审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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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报告】下可以设置校审报告的输出格式（纸张大小、横向竖向等），可以支

持 word 版校审报告的导出。

1.5 支持规范、规程、标准和图集
施工图校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JGJ3-2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上部结构校审：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上海市）DGJ08-201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JGJ3-2010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广东省）DBJ15-92-2013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2015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149-2017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17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2015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GB51022-2015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程》GB51249-2017

《低层冷弯薄壁型钢房屋建筑技术规程》JGJ227-2011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7-2010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138-2016

《钢骨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YB9082-2006

《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159-2004

《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GB5093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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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校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上海市）DGJ08-201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JGJ3-2010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广东省）DBJ15-92-2013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11-501-2016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08-11-201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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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校审流程

目前根据数据来源不同，校审分为 CAD 图纸+配筋简图与 CAD 图纸+ YJK 数据两种

方式。

初始进入校审工程时，程序会自动弹出“选择校审数据来源”对话框，并自动判断

来源类型，如与实际来源不符，可手动修改。CAD 图纸对应 CAD 图纸+配筋简图的校审

方式。

如果在初始时数据来源未选择或选择有误，可在“校审模式”中进行修改。

2.1 CAD 图纸+配筋简图

CAD 图纸+配筋简图的操作步骤是：

1、在“DWG 转图”菜单下，用 CAD 图纸转出结构模型；

2、在“DWG 转图”菜单下，用 CAD 图纸转出实配钢筋；

3、在“砼施工图校审“菜单下，插入配筋简图，识别配筋简图，然后进行校审；

4、校审功能和流程与 GCJS 的其他模式相同；

具体流程如下：

(1) 新建校审

在启动界面中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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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启动界面

(2) DWG 转图

通过 DWG 转换模块的转图功能，将 CAD 图纸转图生成建模模型。

转图基本操作步骤：

分析图形生成各类构件模型。识别层楼表、混凝土标号信息等。分析标准层范围会

根据图名分析标准层在楼层组装中的范围。

模型转图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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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图生成模型效果

生成模型后，进入模型荷载输入模块补充建模。在工作树中的分组选项卡下，可对

未正确识别而按照默认尺寸生成的构件进行快速定位与修改。

分组选项卡中查看默认尺寸生成构件

默认尺寸生成构件高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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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识别

通过 DWG 转换模块梁、板、柱、墙钢筋识别功能，完成对 CAD 图纸钢筋的识别。

钢筋识别基本操作步骤：

分析图形：分析图中钢筋信息。

分析钢筋层范围：根据图名分析钢筋层与标准层对应关系，分析过程中自动对整套

施工图纸进行拆分，并直接衬图于模型相应钢筋层。

钢筋识别：识别钢筋信息。

钢筋识别操作菜单

(4) 施工图校审

数据准备与施工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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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校审模块后，可以在模型底图中看到识别进来的钢筋，绿色与粉红代表正确识

别，红色代表未正确识别。未正确识别钢筋可通过施工图编辑工具进行手动补充。

未正确识别钢筋显红色

利用衬图功能，插入配筋简图，识别该配筋简图后可启动校审流程。

点击右下侧插入衬图按钮插入配筋简图，衬图需与模型底图对位。

插入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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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插入衬图时，弹出下图对话框，可对衬图进行管理。

衬图管理

校审参数设置与结果查看：

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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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校审参数设置

结果查看：

校审结果查看界面

2.2 CAD 图纸+ YJK 数据

CAD 图纸+ YJK 数据的操作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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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DWG 转图”菜单下，用 CAD 图纸转出实配钢筋；

2、校审功能和流程与 GCJS 的其他模式相同；

具体流程如下：

(1) 打开模型

工程校审软件直接打开 YJK 计算模型。

工程启动路径

(2) 钢筋识别

具体操作流程参见 2.1-（3）说明。

(3) 施工图校审

操作同 CAD 图纸+配筋简图方式。程序可直接读取计算模型设计结果中的配筋简图，

所以不需进行“衬图插入配筋简图”和“读配筋简图” 操作。自然层配筋简图根据钢筋

层设定自动包络。

注意，对于通过计算模型直接校审，需在模型中按照图纸对轴线进行命名，有了各

层的轴线命名，在“DWG 转换”识别钢筋时，各钢筋层图纸与模型的可以自动对位，可

以多个楼层的图纸同时转换。

如果 YJK 模型中没有轴线名称，则可用施工图校审模块的“读 CAD 图”菜单进行施

工图的实配钢筋识别，此时只能分层识别钢筋。

(4) 上部结构校审

进入上部结构校审前需执行设计结果菜单下的“导出 dsnModel”，具体操作方法参

见第四章开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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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参数：

上部结构校审工程参数设置

查看结果：

上部结构校审结果界面

(5) 基础校审

进入基础校审前需执行设计结果菜单下的“导出 dsnModel”，具体操作方法参见第

四章开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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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参数：

查看结果：查看校审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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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砼施工图校审

3.1 梁施工图校审

软件支持两种校审方式：CAD 图纸+配筋简图、CAD 图纸+ YJK 数据。

在 CAD 图纸+配筋简图的校审模式下，这里的工作是三个方面：

1）读前面已经识别出的梁的实配钢筋，并在原图衬图模式下，对软件未能正常识别

的梁钢筋补充修改；

2）用衬图方式插入配筋简图，并读配筋简图，软件将配筋简图识别后导入计算数据，

以供后续梁的施工图校审使用；

3）启用梁校审相关菜单，进行梁的施工图校审。

在 CAD 图纸+YJK 数据的校审模式下，这里的工作是两个方面：

1）读前面已经识别出的梁的实配钢筋，并在原图衬图模式下，对软件未能正常识别

的梁钢筋补充修改；

2）启用梁校审相关菜单，进行梁的施工图校审。

可以看出，这两种方式的差别是在 CAD 图纸+YJK 数据的校审模式下，不必再插入

配筋简图和识别配筋简图，因为此时是直接应用已有的计算结果数据。

以下按 CAD 图纸+配筋简图流程介绍相关菜单的说明。

一、编辑梁施工图数据

读取已有数据：读取前面已经识别出的梁的实配钢筋数据。

读取识别出的实配钢筋后，对于前面未能正确识别的钢筋，可在此对其进行补充修

改。如果校审不满足，也可以通过编辑工具修改，重新校审直至通过。编辑工具用法可

参见 YJK-D 施工图设计软件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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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配筋简图

对于 CAD 图纸+配筋简图的校审方式，读取配筋简图后，可对配筋面积是否满足进

行校审。

对于 CAD 图纸+YJK 数据的校审方式，软件已有计算结果数据，不必进行这一步操

作。

读配筋简图操作步骤：

第一步：插入衬图

点击右下侧插入衬图按钮插入配筋简图，衬图需与模型底图对位。

插入衬图

点击插入衬图时，弹出下图对话框，可对衬图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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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图管理

第二步：点击读取配筋简图按钮，识别配筋数据图层。

点击“读配筋简图”弹出下图左侧对话框，在对话框内将配筋简图图层识别到对应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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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完毕后，点击左侧对话框底部的导入钢筋按钮，然后在右侧弹出的对话框内继

续操作。

在下图识别方式中点击“自动”按钮，配筋面积便被成功识别。可通过“标注列表

显示”查看识别情况。

三、梁校审

1、校审参数

校审参数设置、校审规范选择、校审条目选择与输出结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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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审参数

校审参数设置

设计使用年限与环境类别：按照实际填写，本选项针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校审。

容差：包括钢筋面积校审容差与间距校审容差。“构造要求是否考虑容差”即间距

容差，不默认开启，用户根据需要自行判断勾选与否。填写面积容差值后，校审的钢筋

面积限值乘以（100-容差）%的系数，放宽限值使其通过。填写间距容差值后，校审的

钢筋间距限值乘以（100+容差）%的系数，放宽限值使其通过。

实配钢筋经济指标上限：对于超配钢筋的面积进行控制，防止钢筋浪费。经济指标

默认设置为 1.2 倍钢筋面积，超过会提示不满足要求。

连挠度校审是否从严：依据《混规》3.4.3 条规定，勾选后按表 3.4.3 中括号内的限

值进行校审。

是否记录校审通过项目：勾选后校审详细结果中输出所有校审结果，包括通过项与

未通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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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参数：针对校审参数页内设置进行重置默认，目前对于其他选项卡无效。

2) 校审规范

施工图校审目前支持《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与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三本规范，程序支持对校审规范的选择。

校审规范设置

3) 梁施工图

梁施工图校审项目选择，此处校审项目与校审结果校审树中项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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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条目设置

4) 结果输出

结果输出设置

 校审简图

简化输出：校审简图简化输出时的字体高度。

详细输出：校审简图简化输出时的字体高度与间距。

 校审报告控制

是否只显示超限项目：勾选后校审报告只输出不通过项

是否突出超限项目：勾选后校审报告中对超限内容用特定颜色高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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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校审项目的最大输出细节数量：单个超限项目最多输出条目数量限制，默认为

9999 个。

2、单层校审

点击后对本层施工图进行校审

3、校审结果

本软件校审结果查看方式为校审树配合详细结果，校审结果按钮是校审树与详细结

果的显示开关。

3.2 柱施工图校审

使用说明可参见梁施工图校审。

3.3 墙施工图校审

使用说明可参见梁施工图校审。

3.4 板施工图校审

一、编辑板施工图数据

读取已有数据：读取模型之前导入的板 CAD 图纸配筋等信息，如果无板施工图配筋，

程序会按照参数设置自动计算并生成配筋。对于有计算模型时，可先通过 YJK-D 施工图

设计软件完成板施工图的计算后，再进入工程校审软件中，识别自行绘制的 CAD 图纸进

行校审。对于无计算模型时，通过识别自行绘制的 CAD 图纸与配筋简图进行校审。

导入模型的 CAD 图纸钢筋，对于未正确识别的钢筋，可对其进行补充修改。如果校

审不满足，可通过编辑工具修改，重新校审直至通过，修改后配筋支持直接反写 CAD 图

纸。编辑工具用法可参见 YJK-D 施工图设计软件用户手册。

二、读取配筋简图

操作参见梁施工图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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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板校审

操作参见梁施工图校审。

3.5 通用工具菜单介绍

1、读 CAD 图

插入衬图的 CAD 施工图并识别钢筋。

使用“读 CAD 图”菜单前，需先用衬图菜单插入施工图，即用屏幕右下的插入衬图

菜单，将梁的配筋施工图打开并插入合并到当前层模型下。

点“读 CAD 图”菜单后，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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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菜单是需要用户对施工图识别的内容，如集中标注、原位标注、梁表等，需用

户人机交互方式对图上内容分别进行指定，操作方法与前面 DWG 转换下的梁钢筋识别相

同，具体可见第五-第八章说明。

校审模块中的钢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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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与前面“DWG 转换”都是识别转换梁施工图的实配钢筋，但是区别在于，“DWG

转换”下可成批对梁的平面图进行转换，而这里是对单个梁的平面施工图转换。

如果已经在 DWG 转换中识别钢筋，可忽略此步。

2、已读梁图

对用户导入 CAD 图纸进行管理。数据类型“YJK”代表软件自动生成，CAD 代表用

户外部读取的 CAD 图纸。对话框内还提供数据源路径、校审状态等信息的查看。

已读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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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计结果校审

生成校审数据：

对模型计算结果进行校审，需在 YJK 结构计算软件中导出校审模型的数据中心。导

出流程为“计算结果”-“导出”-“导出 dsnModel”。进行基础校审时，需勾选“导出

基础数据”。如果仅需对施工图进行校审则不需要此步操作。

导出 dsnModel 菜单

生成的数据中心文件存储在工程校审路径下中间数据文件夹内。

数据中心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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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础校审还需在 YJK 结构计算软件-基础模块中完成下列操作：

①计算分析时，在“计算参数”或“分项计算”的高级参数中，勾选“计算结果保

存为 SQLite 文件”；

②基础模块中计算并生成施工图图纸。

基础计算高级参数-其他参数选项卡

4.1 上部结构校审

上部结构校审的工作有三个步骤：

1、参数设置；

2、一键校审；

3、结果查看。

以下按这个流程介绍相关功能。

一、校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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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审参数

校审参数设置

 工程参数

设防类别：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高度级别：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地震类型：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是否为天然基础：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此处影响基础底面零应力区相关条文的校审。

是否有错层：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此处影响到超限审查，程序无法自动判断是否存

在错层，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手动勾选。

是否为住宅：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此处影响《高规》2.1.1 条关于是否为高层的判断。

是否为减震结构：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出屋面小结构面积系数：影响到出屋面结构是否计入建筑总高度。结构高度从地下

一层顶板开始计算，考虑室内外高差，出屋面部分与下层面积比小于填写数值时，局部

突出屋顶部分不计入总高度。

 混合结构

外框架（筒）类型：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此处影响抗震等级的判定。

楼盖梁是否为砼：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此处影响结构最大使用高度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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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砼剪力墙（内筒）：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此处影响《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中最大使用高度与最大高宽比。

 整体指标校审参数

本地原始设防烈度：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是否校审双向地震的位移角：规范中未明确位移角是否需要按照双向地震校审，可

自行考虑是否勾选。

倾覆弯矩算法：提供传统算法、轴力算法与改进轴力三种算法的校审。

《上海抗规》非框架结构刚度比计算是否使用剪切刚度：勾选后按照剪切刚度对非

框架结构刚度比进行校审。

 构件校审参数

钢构件应力比上限：按照需要填写，默认值为 1。

钢构件抗震等级按《抗规》第 8 章取值：针对混凝土结构中局部钢构件抗震等级的

判断。

刚架柱顶位移限值：针对《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底层冷弯薄壁

型钢房屋建筑技术规程》变形相关规定，需自行判断并填写。

 超限审查校审参数

下述为规范中未明确判断标准

扭转偏大判定：扭转位移比超限楼层数超过填写值，或扭转位移比超限楼层数占裙

房以上总楼层比例超过填写值，结构会被认定为扭转偏大。

严重不规则判定时特别不规则项上限：严重不规则判断时，特别不规则项计入个数。

复杂连接相对误差上限：连体两端塔楼整体指标相对误差百分比。

以下参数不自动判断（仅勾选认为超限）：程序无法判断的超限内容，需要自行判

断后手动勾选。

勾选“是否自动识别楼层外轮廓”后，程序可以自动识别是否存在细腰形或角部重

叠形平面，也可自行判断是否勾选“楼层平面是否存在细腰形或角部重叠形”，勾选后

会直接记录超限项目。上述两个选项存在互斥关系。

 是否记录校审通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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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后校审结果中输出通过项。

 重置参数

恢复校审参数页内默认设定，对其余选项卡不起作用。

2、校审规范

校审规范选择。

校审规范设置

3、校审项目选择

上部结构校审针对结构布置、构件材料、构件截面、计算参数、整体指标、构件设

计、超限审查七大类内容进行审查，具体校审项目可选择。

校审条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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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输出

结果输出设置

 校审简图

简化输出：校审简图简化输出时的字体高度。

详细输出：校审简图简化输出时的字体高度与间距。

 校审报告

是否只显示超限项目：勾选后校审报告只输出不通过项

是否突出超限项目：勾选后校审报告中对超限内容用特定颜色高亮显示。

单个校审项目的最大输出细节数量：单个超限项目最多输出条目数量限制，默认为

9999 个。

二、 进行校审

一键开始校审。与施工图单楼层校审不同，上部结构校审针对整体模型。

三、 结果查看

“所有结果”按钮控制结果的开关。点击“结构布置”、“构件材料”、“构件截

面”、“计算参数”、“整体指标”、“构件设计”、“超限审查”按钮，可在校审树

中单独显示相应校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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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础校审

基础校审的工作有三个步骤：

1、参数设置；

2、一键校审；

3、结果查看。

以下按这个流程介绍相关功能。

一、校审参数

1、校审参数

基础校审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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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别：针对承台混凝土标号的校审。

是否记录校审通过项：勾选后校审结果中输出通过项。

2、校审规范

校审规范选择。

基础校审规范设置

3、校审条目

支持独基、地基梁、筏板、承台、桩、条基、柱墩、拉梁、防水板九大类型构件的

校审，支持对校审项目的选择。

4、结果输出

输出 Word 版本校审报告相关设置。

二、进行校审

一键进行基础校审

三、校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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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结构模型和钢筋快速入门

以某住宅结构施工图为例（下图），该图最上面五个平面图是楼板配筋图，中间五

个平面图是梁的平法配筋图，下面五个平面是列表画法的剪力墙配筋图。

我们以中间的五个梁的平法配筋图为例，介绍转出结构模型和梁的实配钢筋的操作

步骤。

操作时，可以阅读第三章的内容理解转图原理。

一、软件架构和主菜单说明

点取屏幕上的 GCJS 按钮 ，即启动软件。新建工程，选择工程子目录，给出工程

名称后，进入软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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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五项，蓝色显示，分别是模型输入、Dwg 转换和砼施工图校审、设计结果校

审、结果汇总。

第一主菜单是模型荷载输入菜单，他是 YJK 最常用的建模菜单，相关操作可见 YJK

相关说明，也可通过 F1 键弹出相关操作说明。

第二主菜单是 Dwg 转换，是操作 Dwg 图转模型和转钢筋的菜单。

第三主菜单是砼施工图校审的菜单，其下分为梁施工图校审、柱施工图校审、墙施

工图校审、板施工图校审。

二、三大步骤完成全楼模型转换

三大步骤即是：分别点三个菜单，分析图形、楼层表识别、分析标准层范围，随后

即可点取“生成模型”菜单完成全楼模型转换。

下面详细介绍操作。

1、打开“DWG 转换”菜单

点主菜单“DWG 转换”后，弹出如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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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 Dwg 文件

点屏幕左上的“打开文件”菜单，选择需要转换的原始 Dwg 图形文件。

查看该图，看到该图最上面五个平面图是楼板配筋图，中间五个平面图是梁的平法

配筋图，下面五个平面是列表画法的剪力墙配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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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用中间的 5 个梁的平法配筋图来转全楼模型，并接着转梁的钢筋。

3、点分析图形菜单

这是打开图形后的第一个大的操作步骤，点右侧的“分析图形”菜单，然后框选需

要转图的 5 个梁平法平面图。

分析图形就是自动找出转图相关构件的图形，省去传统的依靠左侧菜单人工定义各

类构件图形的操作，从而大大提高转图效率。

4、查看分析图形的结果并补充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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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左侧菜单下面的三个选项查看分析结果。

“所有图形”即是原始的图形内容，

分选出的内容通过“已选图形”项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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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右侧“构件显示”菜单，进一步按构件分别查看构件相关图形是否全面。

通过“待选图形”查看剩下的图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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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分析图形的结果，不仅要看“已选图形”，也要看“待选图形”，因为可以通

过“待选图形”查看转图内容是否遗漏。如果有遗漏，需要用左侧的构件选择菜单，补

充选择图形相关内容。

本例中，粉色的挑檐板图形未能识别，可通过左侧菜单“挑檐板”人工补充输入。

5、识别楼层表

这是第二大步，点右侧“识别楼层表”菜单，该菜单在“文字图表识别”菜单的下

级菜单，再在图上框选任一个楼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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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得到如下图的楼层表，表中的“层号”是从下而上的自然层顺序号，“层名”

是图上的楼层表中对各层的命名，“标高”是楼层底标高，“层高”是楼层高度，后两

列分别是墙柱和梁的砼强度等级。

用户可对生成的楼层表进行修改，或者点“重新读表”菜单重新进行识别楼层表的

操作。

软件将把选出的各个平面图上标注的楼层范围，与楼层表上的层名对照，生成全楼

组装表。

注意，本图各个平面图均标注了“层顶”平面图，因此需在“参数设置”菜单，将

绘图习惯项中选择“仰视画法”。

6、分析标准层范围

这是第三大步，点右侧的“分析标准层范围”菜单，再在图上框选那 5 个梁的平法

配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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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经过分析，给出如下对话框。在框中列出了识别出的 5 个平面图的名称，说明

框选的 5 个平面图都已被识别。如果少于或者多余 5 个名称，说明识别不对，还需要检

查框选的平面图的问题。

软件把每个识别出的平面图定义为标准层，标准层是 YJK 建模菜单中的概念，一个

标准层可以代表一个或者多个自然层。比如“二层顶梁配筋平面图”的标准层只代表一

个自然层，而“三层—十九层顶梁配筋平面图”的标准层则代表 17 个自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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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确定”后，软件弹出“生成标准层成功”。

随后，软件对每个识别出的平面图用粉色框框出他的范围，并在粉色框的左下角注

明标准层序号（如第三标准层）。在交叉轴线号的左下角用黄色圆圈给出该层平面的定

位基点，该基点是用于上下楼层组装的定位点。平面图附近的红色框注明了第三标准层

的连梁表，说明该标准层转模型和钢筋时需要读取该连梁表数据。

使用菜单“分析标准层范围”，软件自动进行如下分析：

（1）平面图范围，软件把每个平面图四周的轴线号包围的范围定为该平面图的有效

范围，用粉色框显示。

（2）轴线号定位，软件通过轴线号名称连接上下各层，考虑到工程上全楼各层的轴

线号是统一的，软件将轴线号的平面位置当作全局坐标系来确定各种平面图的定位。软

件把每个平面图上的第一条横轴线与第一条竖轴线的交点定义为该层平面的基点，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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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圆圈表示。如上图中，第 1 轴与第 A 轴的交点自动选定为基点。

（3）平面图名称，软件根据平面图名上标注的所属楼层号、或者标高范围，得出该

平面图归属的楼层范围。

本例中的平面图范围为“三层-十九层”。

（4）与楼层表对照，楼层表上注明了各层层高、底标高、各层层名以及材料等级等，

软件把选出的各个平面图上标注的楼层范围（如“三层-十九层”），与楼层表上的层名

对照，生成全楼组装表。

软件把每个平面图的层名范围都与楼层表对照，然后按照楼层表的排序，给出标准

层号的排序，如“三层-十九层”排序为第三标准层。

另外，对于软件没有自动识别出的标准层，或者识别出的标准层范围需要修改，可

以用“指定标准层范围”人工补充指定或修改。

操作时，需要在左侧菜单上部先选定需要修改的标准层号。

对于软件自动设置的基点，也可以通过右侧菜单“修改基点”进行修改。

7、标准层编辑和楼层组装表

右侧菜单“标准层编辑”和“楼层组装表”可用来查看分析标准层范围的结果，还

可以人工修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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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标准层编辑对话框。

下图为楼层组装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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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成模型

点右侧或者左侧菜单“生成模型”，将最终完成由图纸向三维模型的转化。

点菜单后软件逐层进行转化，全楼转化完成后提示“导入模型完成”。

9、查看生成的各层模型

转图生成模型后，点屏幕左下的“模型显示”菜单，可进入到“模型荷载输入”菜

单下，可以在此逐层查看和修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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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右上的菜单切换显示各个标准层，或者全楼查看，或者局部楼层查看。

显示每一个楼层时，在三维模型下，衬图了该层平面图的原始图形，可以对照查看。



【第二部分】章五章 转结构模型和钢筋快速入门

134

不需要显示衬图时，可以点右下的“显示隐藏衬图”菜单，打开或者关闭衬图。

在 Dwg 转图状态下，屏幕左下的“模型显示”、“DWG 转换”两个菜单是并行的

两个窗口，用户可在这两个窗口间快速切换，并行的两个窗口可方便用户对转图生成的

模型即时快速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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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左下的“DWG 转换”，可即时切换回到转图界面。

对生成的模型可保存退出，为下一步钢筋转换做准备。

10、对未能识别构件的查询

因种种原因，转图中有的构件未能正常识别，软件对未能识别的构件在其尺寸中标

记为“默认”。

软件提供多种方式供用户查询转图结果。

1）利用工作树下的分组功能

点开右侧工作树菜单的“分组”，显示出“默认梁高 600 组”，双击该组，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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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对所有采用了默认梁高的梁显红。

软件识别梁构件的原理是：第一识别梁平行线对的宽度，第二通过识别梁的集中标

注、原位标注或者连梁表找出梁的高度。梁高取默认值就是软件没有能够正常识别到梁

的集中标注、原位标注或者连梁表，其梁截面高只能取参数中设置的默认值。

软件在转图过程中已经将未能识别梁高的梁记录在工作树中的分组之中。

用户看到这样的提示应该补充输入这部分梁的截面高度，或者改进前面的图纸标注

以后再次进行生成模型的操作。

2）点取转图数检菜单

在楼层组装菜单下设置了“转图数检”菜单，点该菜单也将在屏幕上显红取默认梁

高的梁构件，功能同工作树下的分组显示。

3）在梁的输入菜单显示默认梁高构件

如梁构件，在模型荷载输入菜单的“构件布置”菜单下，点梁的截面定义和布置菜

单，梁的截面列表中给出了全楼转图识别出的所有梁的截面尺寸，但是，其中有些标记

了“默认梁高”，软件对未能识别出的梁高采用默认值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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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查看这些未能识别的梁，我们先显示全楼模型，此时可在尺寸列表中点选某一

个默认梁高的截面，再在尺寸列表上方点“显示”按钮，随后在全楼模型中对该截面的

梁都用红色加亮显示。

对照这些红色加亮的梁，可以返回 DWG 转换菜单查看转图步骤，修改后重新转换。

比如此例的红色梁为剪力墙的连梁，可能是连梁表的识别错误导致。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将未识别的梁高改为实际尺寸。

4）使用模型检查菜单



【第二部分】章五章 转结构模型和钢筋快速入门

138

在楼层组装菜单下设置了“模型检查”菜单，使用该菜单可弹出列表框显示各个楼

层的模型检查结果。

11、本例涉及的主要的识别原理

（1）剪力墙通过墙图形的平行线对识别；

（2）梁通过梁图形的平行线对以及梁的集中标注、原位标注或者连梁表识别。从梁

的集中标注可得到连续梁的名称、跨数、悬挑梁、截面尺寸、高差等信息，原位标注补

充截面尺寸信息、高差等。

（2）剪力墙连梁通过梁的图形和连梁表识别，通过连梁表找出连梁的名称、截面尺

寸、高差等；

（3）分析图形时软件可自动找出分析范围内的连梁表，并根据连梁表与平面图的距

离判断连梁表与某层平面图的对应关系。软件从平面图上的标注找出连梁名称，再根据

名称从表内查到该连梁的尺寸和配筋。

12、转结构模型常见问题

1）平面图上没有轴线号

此时，可从其他平面图上拷贝轴线号过来。

注意：在使用 YJK 版的转图时，有的结构施工图的轴线号在打开 Dwg 文件时不显示，

这是由于该图的轴线号采用了天正建筑施工图的自定义实体的轴线号，这种自定义实体

内容在非 AutoCAD 环境下不能显示，而没有轴线号将使转模型很困难。

此时，可在 AutoCAD 下打开该图形文件，炸开这些自定义实体部分，再把该文件存

盘，这样操作后的 Dwg 文件在 YJK 下就可以显示出轴线号了。

2）块的嵌套太复杂

可用炸开命令将图块炸开。

13、指定标准层范围

对于软件没有自动识别出的标准层，或者识别出的标准层范围需要修改，可以用“指

定标准层范围”人工补充指定或修改。

操作时，需要在左侧菜单上部先选定需要修改的标准层号。

指定标准层范围后，需要同时指定该层的基点。

14、衬图补充输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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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在屏幕右下角设置了衬图补充输入菜单，该菜单可在衬图状态下，点取衬图图

形或文字并即时转成相关构件。

点该菜单弹出对话框，上面选择需要转化的构件类别，如梁、柱、墙等，一般应先

“拾取截面尺寸”，即在衬图上点取梁的截面尺寸文字，框中随即显示梁尺寸，然后逐

根点取衬图上梁的平行线对。每点取两条梁线，右键确认，随后模型中出现识别的梁。

三、梁钢筋的识别和查改

转完结构模型后，我们可以接着进行钢筋的识别，在此我们以梁的钢筋识别为例讲

解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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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换到梁钢筋识别菜单

点右侧菜单中竖向排列的“梁钢筋识别”菜单，软件即进入梁的钢筋识别状态。首

先右侧菜单变为与梁钢筋识别相关的菜单，其次左侧构件选择也变为与梁的钢筋识别相

关的构件。

从下图的构件选择菜单看出，除了结构平面布置需要的梁、柱、墙、轴线、轴线名

称、平面图名外，主要是梁集中标注、梁原位标注、墙梁表。

2、梁钢筋识别原理



【第二部分】章五章 转结构模型和钢筋快速入门

141

钢筋识别按楼层分别进行。

楼层中包含钢筋的构件必须完整，比如识别梁钢筋时，作为梁支座的柱、剪力墙必

须存在，轴线、轴线名称、平面图名也是需要的。梁本身的截面尺寸可通过梁的集中标

注、原位标注、墙梁表等得到。

梁、楼板、柱、剪力墙的钢筋识别所需要的构件和菜单都有区别。

梁的钢筋识别主要依靠梁的集中标注、原位标注和连梁表。

梁钢筋识别前，也需要主要的两步菜单操作，一是分析图形，二是分析标准层范围。

不再需要识别楼层表，因为此时全楼的结构模型已经存在。

分析图形是自动找出梁钢筋识别需要的相关构件；分析标准层范围是找出钢筋标准

层与结构楼层的对应关系。

当转结构模型用的平面图和转钢筋用的平面图相同时，以上两步菜单的操作可以省

略，直接运行右侧的梁钢筋识别菜单即可。

对识别出的钢筋，软件在后面的梁钢筋图菜单下显示、修改和统计。在梁钢筋图菜

单下，软件把原图作为衬图显示在下面，把软件识别出的梁的钢筋按平法画在上面，即

新图和原图同时显示，这样方便用户检查对比识别的结果。

特别是，软件把未能识别出的梁标注按红色显示，提示用户对这些梁钢筋需要人工

补充修改。

软件在新图中对识别出的梁的名称保持与原图一致，最多是后缀补充一个序列数字。

补充后缀是由于原图的梁的名称相同，但是软件判断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别，比如跨度不

同等，这些差别导致梁的名称虽然相同，但是梁的钢筋量是不同的。

3、梁钢筋识别操作步骤

一般的钢筋识别需要主要的两步菜单操作，一是分析图形，二是分析标准层范围。

但是本例中，由于转结构模型用的平面图也是梁的平法钢筋图，与需要转梁钢筋用的平

面图相同，分析图形菜单的操作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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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右侧的“梁钢筋识别”菜单，再框选那 5 个梁的平法钢筋图，软件即启动自动钢

筋识别。

识别钢筋后，软件将在原图上把未能识别的梁的标注显红，这样的梁一般可在下一

步人工补充钢筋的定义。

4、切换到梁钢筋图菜单

进入梁钢筋图菜单后，用户需点取上面的“读已有数据”菜单，显示的菜单界面如

下图。



【第二部分】章五章 转结构模型和钢筋快速入门

143

左侧红框内的菜单为梁钢筋的修改、定义菜单，用户可对照衬图中的红色标注，把

软件未能正确识别的钢筋在这里补充定义。

右侧红框内的菜单为统计钢筋的相关菜单，可对梁钢筋按层、按梁名称类别、按钢

筋规格分别统计输出。

上面最右侧为“本层三维”菜单，可对转出的梁的钢筋三维显示。

5、钢筋的查看修改补充

这里，软件把原图作为衬图显示在下面，把软件识别出的梁的钢筋按平法画在上面，

即新图和原图同时显示，这样方便用户检查对比识别的结果。

红色标注是软件未能识别的梁钢筋，需要用户在这里按实际配筋补充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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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在新图中的梁的名称保持与原图一致，最多是后缀补充个序列数字。

点屏幕右下的衬图相关菜单，如图所示，可以在打开显示衬图和关闭显示衬图之间

切换。

6、钢筋统计菜单

屏幕上方的这些菜单是用来进行梁的钢筋工程量统计的。不同的菜单是按照钢筋的

不同分类方式进行统计。

“本层钢筋表”菜单是按连续梁的名称来分类统计的，按 Excel 格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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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为 KL1 梁的钢筋明细表。

表的下侧排列着各个连续梁的名称，点相关梁名称即得到该连续梁的钢筋明细表。

“本层钢筋（按规格）”是输出本层梁的钢筋按直径、等级规格输出的统计表，见

下图。

7、本层三维钢筋显示

点右侧的“本层三维”菜单，即可将本层梁的钢筋三维显示，并进行各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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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停靠在某根梁上即可 Tip 显示该梁的名称。

右侧菜单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某类构件的显示，对于“梁轮廓”，指的是梁的构件

本身，把勾去掉，意味着关闭梁的混凝土部分的显示。关闭混凝土的显示以后，鼠标可

划过任一钢筋，可以 Tip 显示该钢筋的各种属性，如直径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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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钢筋窗口和梁钢筋图窗口是可以并存的两个窗口，可以在左下的按钮来回显示

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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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剪力墙、楼板钢筋识别

一、剪力墙钢筋的识别和查改

转完结构模型后，我们可以接着进行剪力墙钢筋的识别，我们以如上的某住宅结构

施工图中的剪力墙施工图为例讲解操作步骤。

1、切换到剪力墙钢筋识别菜单

点右侧菜单中竖向排列的“墙钢筋识别”菜单，软件即进入剪力墙的钢筋识别状态。

首先右侧菜单变为与剪力墙钢筋识别相关的菜单，其次左侧构件选择也变为与剪力墙的

钢筋识别相关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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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图的构件选择菜单看出，除了结构平面布置需要的梁、柱、墙、轴线、轴线名

称、平面图名外，主要是墙平法标注、墙柱轮廓、墙柱表、墙身表、墙梁表。

2、剪力墙钢筋识别原理

钢筋识别按楼层分别进行。

软件对剪力墙的列表注写法施工图进行识别。

楼层中包含钢筋的构件必须完整，识别剪力墙钢筋时，平面图上剪力墙墙身、墙梁、

边缘构件等必须存在，轴线、轴线名称、平面图名也是需要的。平面图上对墙柱、墙身、

墙梁的标注必须完整。剪力墙的钢筋和相关尺寸还需要通过识别墙柱表、墙梁表、墙身

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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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剪力墙钢筋识别原理如下。

1）按剪力墙的列表注写法识别剪力墙的墙柱、墙梁、墙身的尺寸和钢筋；

2）从平面图上读取墙柱、墙梁、墙身的布置信息和标注；

3）读取墙柱表、墙身表、墙梁表获取钢筋和尺寸信息；

4）因此，识别剪力墙钢筋需要同时分析平面图、墙柱表、墙身表、墙梁表；

5）有的施工图将连梁表放到梁的平法施工图中，这种情况下，剪力墙连梁的尺寸和

配筋应在梁钢筋识别中进行，剪力墙钢筋识别中将不包括连梁的识别；

6）如果剪力墙施工图中包含连梁的标注和连梁表，则墙钢筋的识别不仅包括连梁的

钢筋，还包括连梁的截面尺寸。此时还须操作菜单“矫正连梁截面尺寸”，软件将对模

型中原有的默认连梁截面尺寸按连梁表中识别的进行矫正。

剪力墙钢筋识别前，也需要主要的两步菜单操作，一是分析图形，二是分析标准层

范围。不再需要识别楼层表，因为此时全楼的结构模型已经存在。

分析图形是自动找出墙钢筋识别需要的相关构件；分析标准层范围是找出钢筋标准

层与结构楼层的对应关系。

对识别出的剪力墙钢筋，软件在后面的墙钢筋图菜单下显示、修改和统计。在墙钢

筋图菜单下，软件把原图作为衬图显示在下面，把软件识别出的墙的钢筋按平法画在上

面，即新图和原图同时显示，这样方便用户检查对比识别的结果。

特别是，软件把未能识别出的墙标注按红色显示，提示用户对这些梁钢筋需要人工

补充修改。

软件在新图中对识别出的墙柱、墙梁、墙身的名称保持与原图一致，最多是后缀补

充一个序列数字。补充后缀是由于原图的构件名称虽然相同，但是软件判断他们之间还

是有差别，比如跨度不同等，这些差别导致构件的名称虽然相同，但是相关的钢筋量是

不同的。

3、剪力墙钢筋识别操作步骤

一般的钢筋识别需要主要的两步菜单操作，一是分析图形，二是分析钢筋层范围。

两步操作后，即可执行“墙钢筋识别”菜单。



【第二部分】章六章 剪力墙、楼板钢筋识别

151

4、分析图形相关

操作转图第一大步，点右侧“分析图形”菜单，然后框选所有剪力墙的平面图和墙

柱表、墙身表、墙梁表。



【第二部分】章六章 剪力墙、楼板钢筋识别

152

分析图形的目的是自动找出剪力墙转图相关内容，即构件定义列表中相关内容。

通过查看“已选图形”，可见通过分析图形，软件自动找出了平面图及其上标注的

相关内容，以及墙柱表、墙身表。

点右侧菜单“构件显示”，分别显示各类构件后，查出墙柱轮廓及标注被选到柱构

件，需要人工纠正。

在左侧菜单构件定义中，重新定义如上柱构件图形为“墙柱轮廓”和“墙平法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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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待选图形中，已无墙钢筋相关内容。

5、分析标准层范围

操作转钢筋第二大步，点右侧“分析钢筋层”菜单，然后框选所有剪力墙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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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先给出软件识别出的六个钢筋层的平面图名称。

用户确认后，软件对每个平面图用蓝色框框出平面图范围，标出模型插入基点，基

点是该平面图与模型的对位点。软件还标注该钢筋层的序号，框出该层相关的墙身表、

墙柱表等。

6、矫正连梁截面尺寸

如果剪力墙施工图中包含连梁的标注和连梁表，则墙钢筋的识别不仅包括连梁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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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还包括连梁的截面尺寸。此时还须操作菜单“矫正连梁截面尺寸”，软件将对模型

中原有的默认连梁截面尺寸按连梁表中识别的进行矫正。

7、墙钢筋识别

点右侧的“墙钢筋识别”菜单，再框选那 6 个墙的平面图，软件即启动自动墙钢筋

识别。

识别钢筋后，软件将在原图上把未能识别的墙的标注显红，这样的墙构件一般可在

下一步人工补充钢筋的定义。

8、切换到墙钢筋图菜单

进入墙钢筋图菜单后，用户需点取上面的“读已有数据”菜单，显示的菜单界面如

下图。

左侧红框内的菜单为墙钢筋的修改、定义菜单，即墙柱、墙梁、墙身钢筋的修改，

用户可对照衬图中的红色标注，把软件未能正确识别的钢筋在这里补充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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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红框内的菜单为统计钢筋的相关菜单，可对墙钢筋按层、按构件名称类别、按

钢筋规格分别统计输出。

上面最右侧为“本层三维”菜单，可对转出的墙的钢筋三维显示。

9、钢筋的查看修改补充

这里，软件把原图作为衬图显示在下面，把软件识别出的墙的钢筋按平法画在上面，

即新图和原图同时显示，这样方便用户检查对比识别的结果。



【第二部分】章六章 剪力墙、楼板钢筋识别

157

红色标注是软件未能识别的墙钢筋，需要用户在这里按实际配筋补充输入。

软件在新图中的墙的各类构件的名称保持与原图一致，最多是后缀补充个序列数字。

点屏幕右下的衬图相关菜单，如图所示，可以在打开显示衬图和关闭显示衬图之间

切换。

10、钢筋统计菜单

屏幕上方的这些菜单是用来进行梁的钢筋工程量统计的。不同的菜单是按照钢筋的

不同分类方式进行统计。

“本层钢筋表”菜单是按墙各类构件的名称来分类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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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层三维钢筋显示

点右侧的“本层三维”菜单，即可将本层墙的钢筋三维显示，并进行各类查询。

本例中，墙的施工图中没有包含连梁构件，因此转出的结果中没有连梁，只有墙身

和边缘构件。

鼠标停靠在某根梁上即可 Tip 显示该构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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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菜单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某类构件的显示，对于“边缘构件轮廓”，指的是边

缘构件的混凝土部分，把勾去掉，意味着关闭边缘构件混凝土部分的显示。关闭混凝土

的显示以后，鼠标可划过任一钢筋，可以 Tip 显示该钢筋的各种属性，如直径编号等。

三维钢筋窗口和梁钢筋图窗口是可以并存的两个窗口，可以在左下的按钮来回显示

切换。

二、楼板钢筋的识别和查改

转完结构模型后，我们可以接着进行钢筋的识别，此处介绍楼板钢筋识别的作步骤。

1、切换到板钢筋识别菜单

点右侧菜单中竖向排列的“板钢筋识别”菜单，软件即进入板的钢筋识别状态。首

先右侧菜单变为与板钢筋识别相关的菜单，其次左侧构件选择也变为与板的钢筋识别相

关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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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图的构件选择菜单看出，除了结构平面布置需要的梁、柱、墙、轴线、轴线名

称、平面图名外，主要是板底正筋，支座负筋，拉通钢筋，楼板标注，楼板洞口，以及

图纸说明。

其中板底正筋，支座负筋，拉通钢筋与钢筋识别紧密相关，需要在识别操作时进行

正确分组。楼板标注和楼板洞口多用于对已有模型的补充，用于完善建模模型。基于楼

板施工图多种绘图方法，很多与楼板施工图相关的钢筋信息，楼板错层信息，板厚信息

通常会在图纸说明中进行文字描述，所以在楼板钢筋识图过程中，对图纸说明的文字信

息进行有效信息的提取是能否正确进行钢筋识别的重要步骤。

2、板钢筋识别原理

钢筋识别按楼层分别进行。

楼板生成依赖建模阶段的楼板自动形成，所以模型识别的正确性，围板成功与否，

都将会影响楼板钢筋的识别。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在建模中对转换后的模型进行楼板查看，

对于明显有楼板但由于模型识别误差等原因导致不能正确围板的区域及时进行调整。

板的钢筋识别主要依靠板底正筋，支座负筋，拉通钢筋以及图纸说明中关于未标注

钢筋的描述，各种填充样式对应的钢筋信息等。

由于楼板的各类信息，如楼板厚度、楼板错层高差、楼板上开的洞口、悬挑板挑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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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般是画在楼板配筋施工图上的，因此软件识别钢筋之前，首先识别出相关楼板信息，

并自动把识别出的楼板信息修正了楼板模型。

板钢筋识别前，也需要主要的两步菜单操作，一是分析图形，二是分析标准层范围。

不再需要识别楼层表，因为此时全楼的结构模型已经存在。

分析图形是自动找出板钢筋识别需要的相关构件以及钢筋信息自动归组；分析标准

层范围是找出钢筋标准层与结构楼层的对应关系。

对识别出的钢筋，软件在后面的板钢筋图菜单下显示、修改和统计。在板钢筋图菜

单下，软件把原图作为衬图显示在下面，把软件识别出的板钢筋按平法画在上面，即新

图和原图同时显示，这样方便用户检查对比识别的结果。

特别是，软件把未能识别出的钢筋按红色显示，通常情况下，楼板围区不成功，会

影响本块楼板及其支座钢筋的识别。

对于原图存在钢筋编号的情况，软件在钢筋识别过程中尽量维持识别出的楼板钢筋

和支座钢筋与原图保持一致，部分编号不对应的情况也不影响钢筋统计。

3、板钢筋识别操作步骤

以某住宅结构施工图为例（同上节的梁钢筋、剪力墙钢筋例），取其图纸上部的 5

个楼板配筋图为例，讲解板钢筋识别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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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钢筋识别需要主要的两步菜单操作，一是分析图形，二是分析标准层范围。

这两步完成后就可以执行“板钢筋识别”菜单进行楼板钢筋的自动识别了。

4、分析图形后的处理

点右侧“分析图形”菜单，再框选图上面的五个楼板配筋平面图。

分析图形的目的是自动找出楼板模型和钢筋转图相关内容，即构件定义列表中相关

内容。具体就是将框选的楼层平面内的图素自动归并到对应的板底正筋，支座负筋，楼

板洞口，图纸说明等组中，

通过查看“已选图形”，可见通过分析图形，软件自动找出了平面图及其上标注的

相关内容，以及楼板说明。

我们从“待选图形”项中，可以看到有的平面图的楼板底正筋标注没有自动识别出

来，这里需要用左侧菜单人工补充定义。还有的层楼板洞口未能识别，也应人工补充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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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配筋应同时读取文字说明部分，但是软件不能自动分析识别图纸说明，因此这

部分需要手工指定。

点取左侧菜单构件定义中的图纸说明菜单，并且需要用上面选择方式的“按图素选

择”方式，逐个框选各个平面图中的图纸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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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的图纸说明将被按距离自动划归到距离最近的平面图，参与该层的楼板钢筋识

别。

5、局部平面大样应移出识别范围

从“已选图形”项查看已选出的图形，可以看到 20 层平面图除了楼板配筋平面图、

图纸说明外，还有两个局部平面大样。

这两个局部大样下面也有两个平面图名，分别为“58.450 局部楼板配筋图二”和

“58.450 局部楼板配筋图一”，他们都在框选的识别范围内。这两个局部平面在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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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钢筋层范围”操作中，将被识别为两个独立的楼层，导致错误的识别结果。

用户应将这两个局部平面移动到识别范围以外，不能让他们参与楼层的划分。

其他层的平面图周围也有若干局部大样，他们中的构件都可能参与构件识别，特别

是其中的轴线号可能干扰平面图范围的识别划分，这些内容也都应该移出到分析范围以

外，或者删除这些内容。

6、分析钢筋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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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菜单“分析钢筋层范围”的作用是形成楼板钢筋层，并且自动对应本层平面的

图纸说明，该层图纸对应的所有楼层平面均会被赋予相同的楼板钢筋。

以上两步操作之后的结果： 完成自动分组，钢筋层划分，图纸说明对应关系处理。

如第 3 钢筋标准层的平面见下图。

7、板钢筋识别

点右侧的“板钢筋识别”菜单，再框选那 5 个板的平法钢筋图，软件即启动自动钢

筋识别。

特别注意：楼板钢筋识别过程中，会有一个各层转图重要参数确认的过程，这个对

话框中的信息是程序自动从各层图面中提取并展示给用户的，需要用户对这些重要参数

进行确认，因为这些参数对识图结果影响较大，并且是程序分析得到的，不一定完全符

合图纸的原意，用户可以根据图面和图纸说明文字进行调整。基于楼板施工图绘图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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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较大，各层转图参数独立进行展示。

如第 4 标准层的图纸说明中“图中未注明板厚为 120mm，配筋为双层双向 T&B：

X&Y 直径 10 间距 200”，则软件在这一层的确认框如下。

用户需补充的楼板配筋信息，也可在此输入。

点击“确认参数开始转图”，开始逐层进行楼板钢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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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钢筋后，软件将在原图上把未能识别的钢筋的标注显红（暂时未实现）。

8、板厚，错层等信息补充至模型

楼板钢筋识别阶段，可以对模型进行补充，包含板厚，错层，全房间洞的更新。

在模型转换阶段，如果没有设置楼板厚度，默认生成的楼板厚度为 100mm。

例如上述转图参数中，从图纸说明中分析得到，未标注板厚为 120mm，经过钢筋识

别操作之后，切换至建模楼板布置菜单下，可以查看当前模型中的板厚统一修改为

120mm 了。如果存在错层信息，也可以在此处进行查看。

用屏幕左下的“模型显示”菜单，切换到模型输入状态，可通过楼板菜单查看楼板

的各类信息。

比如上面第 4 标准层从图纸说明中读出的“图中未注明板厚为 120mm”，在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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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可以查看到楼板的厚度被从默认的 100mm 改为 120mm。

第 3 钢筋层板底正筋标注的 h=130mm，在模型显示下可见第 3 标准层的相关房间

的楼板厚度已被改为 1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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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切换到板钢筋图菜单

进入板钢筋图菜单后，用户需点取上面的“打开旧图”菜单。

此时：上一操作识别的本层钢筋将会和图纸通过对位的方式同时在当前文档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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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衬图显示/隐藏切换，去查看钢筋识别的结果

且通过对比，大部分钢筋编号均维持与原图了一致

10、钢筋的查看修改
11、钢筋表

点击“钢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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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层三维钢筋显示

点右侧的“本层三维”菜单，即可将本层板的钢筋三维显示，并进行各类查询



【第二部分】章七章 转图基本原理和主要步骤

173

第七章 转图基本原理和主要步骤

一、基本原理

本菜单可把 AutoCAD 平台上生成的 Dwg 建筑图形文件或结构图形文件转化成结构

平面布置的三维模型数据，从而节省用户重新输入建筑模型的工作量。程序根据 Dwg 图

形文件上的各类图层，分别将它们转为这里标准层的轴线、柱、梁、剪力墙和墙上洞口。

转图的工作原理是：Dwg 图形文件由线条和字符等基本图素构成，没有物理意义，

软件不可能自动从图上识别出建筑各类构件布置的内容，即不可能知道哪些是轴线，哪

些是墙、柱等等。所以用户人机交互操作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各种构件指定其相对应

的图层图素。一般图纸都把不同类别的构件画在不同的图层上，这就方便了程序的选取

识别。比如识别轴线时，用户只要点取某一根轴线，则程序就会把与该轴线相同图层的

图素都选中，把它们都归为轴线的内容。

Dwg 平面图的轴线、墙、柱、梁等不同的构件一定要用不同的图层分开，如果该平

面图上各种构件图层分类混乱，比如把梁、墙画到同一种图层上，则必须通过图形编辑，

对对梁、墙图层重新分层，否则不可能完成正常的转图效果。

各类构件识别规则见第二节。

轴线网格：可将 Autocad 上选中的轴线层直接转成 YJK 的轴线网格；

柱：可将 Autocad 上柱图层中的封闭多边形转化成相应尺寸的柱截面，并将其布置

在最近的轴线节点上；

墙和梁：必须是一对平行的墙线或梁线，且平行线之间的距离满足墙和梁宽度所设

置的范围，即距离在参数中列出的梁（墙）宽度系列中的某一种时自动配为一对，并将

该对平行线转成该种宽度的梁（墙）。当平行墙（梁）线附近有与之平行的轴线，且平

行墙（梁）线的中心线与轴线之间的距离小于所设置“最大偏心距”时该墙（梁）布置

在该轴线上，否则软件在该墙（梁）中心自动生成一条轴线。

软件可识别墙和梁的宽度，但是梁的高度需要人工补充输入，或者读取模板图、或

者读取梁的集中标注或原位标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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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洞口：是一个门窗图块、或是平行的门窗线段，且位于墙上。软件可识别洞

口的宽度和在墙上的位置，但是洞口的高度和窗台高需要人工补充输入，或者读取门窗

表获得。

二、对图层基本要求

1）转图要求各类构件分别处于不同的图层，构件之间不能混用同一图层，比如，墙

和柱要处于两个不同的图层，但实际上常见用户把墙和柱画在了相同的图层上。这种情

况下定义墙图层时，把柱也都并入了墙，这样的柱可能转成了墙，或者被丢失了。

又比如，轴线和轴线号应处于两个不同的图层，但是常见用户把轴线和轴线号画在

了同一图层。这种情况下，定义轴线图层时，把轴线号并入了轴线，这样转换后轴线号

可能丢失。

当不同类别的构件混用同一图层时，需要人工补充定义新的图层，并把两类构件中

的一类放到新定义的图层上，如把柱、墙混用图层中的柱，放到新定义的柱的图层上。

2）某一类构件的图层中，不应有与该类构件无关的图形。但是在实际图纸中，与构

件无关的内容常常使用该类构件的图层，比如用户常常把悬挑板也画在了梁的图层中，

这将导致软件不能分析出正确的梁的宽度。比如。用户常把楼板洞口线画在梁的图层或

者墙的图层上，这些多余的洞口线常常导致梁的识别或者墙的识别困难。又比如，一对

梁的平行线，但是其中的一根画在了墙的图层上，那么这根梁肯定会被丢失。

对于与该类构件无关的图层，一般应该将其删除，特别是如果他确实干扰了该类构

件的转换时，比如悬挑板线，或者洞口线可能干扰梁的正确转换时，应将他们删除。

如果是别的构件类别在某些局部位置错误地使用了本构件类别的图层，可使用单独

指定图素的方式将他们改为别的构件。

三、构件选择的概念

转图首先需要进行构件选择，构件就是需要转图识别的各项内容，如对结构施工图

转图来说，有平面图名、轴线、轴线号、墙、填充墙、柱、梁、钢梁、梁的集中标注、

梁的原位标注等等，构件选择就是对不同构件指定其在图上对应的图形。

构件选择通过左侧菜单进行，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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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件选择的方式

软件对构件选择软件提供三种方式，如下图的三个按钮代表三种选择方式。

第一个按钮 是按照所选图层定义，即鼠标选某一图素后，与该图素图层相同的

所有图形都将被选择定义；

第二种 是按所选图素定义，即鼠标选某一图素后，只是该图素图形被选择定义；

这第三种 是按特征过滤方式定义，这种方式鼠标选某一图素后弹出对话框显示

该图素所在图层的各项特征，用户可根据某项特征选择图形。软件自动调用“特征快速

选择”菜单的功能，然后需要用户确认，即对过滤选出的图形确认。确认后，软件自动

将这些图形定义为相应构件的内容。

可以看出，第三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更加精准，比第二种方式效率高。

与执行上侧的“特征快速选择”的区别是，将确认后的直接定义为构件内容，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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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先要改变选出图形的图层名称，再在按图层选择下定义为相应构件的操作。

举例说明第三种方式：左边对话框中选择一种构件类型如梁，选 ，图形框中选

择一个图素，弹出快速选择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快速选择对话框中选择该图素的参数，选择完成后点确定，与选择图素参数一致

的所有图素全部红色高亮选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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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回车或空格后红色高亮显示的图素全部按梁图层选择到左边梁构件下，图形窗口

中这些图素从待选图形中生成到已选图形中，如下图所示：

在三种选择方式的最右侧的按钮 ，是删除已有的构件选择。当某一类选择出

的构件出现错误，需要重新选择时，可点取该按钮，将已有的选择删除。

五、对文字字符的按特征过滤

当需要选出特定的文字字符时，在点取字符图形后，弹出如下对话框，应勾选“文

字内容”项，下面弹出“文字匹配通配符含义”文字过滤的说明。可见#（井号）代表数

字字符，@（At）代表字母字符，.（句点）匹配任意非字母数字字符，*（星号）代表任

意字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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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输入#，可选出一位的数字，输入##，可选出二位的数字；输入@，可选出一

位的字母，输入@@，可选出二位的字母；

例如，由于顶部钢束标注含字母“T”，其左侧为数字，可匹配#，右侧为单个或多

个字母或数字，可匹配*，总的通配符为“#T*”。

六、对图形常用的操作菜单

转图操作前，常需要对图形进行各类编辑、删除、修改、隐藏等操作，图形平台本

身具有丰富的图形编辑功能，如删除、复制、移动等，这些都可用于对 Dwg 图形文件的

修改。在此基础上，右侧菜单下设置了一批更加快捷的对图形、图层的查看、编辑、修

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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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选层显示”、“按特征快速选择”两个菜单。

1、选层显示

鼠标点选图面上的某一图素，软件将把与该图素相同图层的所有内容单独显示在屏

幕上。因此使用此菜单可判断图层分类是否合理。

例如点选某一个梁的图素，如果屏幕上显示的是所有梁线的图形，没有与梁线无关

的内容，且梁线本身没有遗漏、断开的现象，这样的梁线图层是满足转换要求的。

如果还显示了其他构件的图形，说明该图层被多个构件类型混用，此时应定义新的

图层，把其他的非梁线的图形放到新的图层上。

如果显示的梁线内容不全，说明梁线还使用了其他的图层，此后选梁构件时需要选

择多个包含梁线的图层。

2、按特征快速选择

需要根据某种图形特征快速选择所有该特征的图素时，可使用本菜单。这样的特征

包括颜色、线型、直线或者曲线、填充等属性，以及文字的不同属性。

鼠标点选图形中符合特征的某一图形，软件首先弹出该图形的属性特征表，确认后

当前图形上的所有符合该特征的图形加亮标记，如果符合要求，用户可对选出的图形进

行图层修改，或者删除、隐藏等操作。

最常用的是对构件进行图层分离的操作，即对原来内容混用的图层，通过特征选出

需剥离内容的图形，再为剥离的内容建立新的图层，也就是说对剥离内容的图形重新定

义新的图层名称。

为了方便用户定义新的图层，软件在启动桥梁转图软件时，自动在图层定义中增加

了十二种新的图层，新图层名称与左侧菜单的构件定义中的名称对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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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新定义新的图层实例

如下图例，需要对钢束定义指定图层。

在横截面原图上，用“选层显示”菜单点取某个红色钢束图形，得到如下的图形。

从中可见，改图把钢束、截面轮廓线、标注等很多内容放到了同一图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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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取“按特征快速选择”菜单，点取红色圆图素，弹出如下对话框。注意框中应勾

选“全图”。

随后，在弹出的框中，对图层，选择“横截面钢筋位置”，这样这些钢束图形被重

新定义为新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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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是对剥离的图形赋值了新的图层，还尚未对他们进行构件定义。用户还需要

在左侧的构件定义菜单下，用选择图层定义构件的方式对这个新赋值的图层定义为相关

构件。

八、其他常用的图面操作

1、炸开裁剪块

AutoCAD 图形中常出现图块是被裁剪后显示的，即该图块范围很大，但在当前图中

只被裁剪出某一部分显示，其余部分隐藏不显示。

由于转图识别中常需要把图块炸开，比如“分析图形”菜单将炸开很多图块，而一

旦把这些被裁剪显示的图块炸开，则该图块的隐藏部分将被显示出来，而新显示的内容

常干扰转图的操作。

为此，软件提供菜单“炸开裁剪块”，该菜单虽然也炸开了图块，但是保持原图块

中的隐藏部分不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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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分析图形”后或者手动炸开图形后，如果发现出现大量多余的图素，可

以退回炸开操作，先执行“炸开裁剪块”菜单，再继续后面的操作。

2、清理图层

删除无关图形后，应点取“清理图层”菜单，软件将把当前图形中所有无关的图层

清理删除，使所剩图层更加简便，方便了这以后的图层增删、查看等的管理。

3、选层显示

上节已讲。

4、选层关闭

把选出的图层关闭显示。

5、实体隐藏

对于转图无关的图素，可以删除，以方便挑选相关构件的图形。原有图纸自动保留

在转图结果的子目录下（YJK 转图时把原图转换成 YJK 文件，原图未作改动），需要时

可以恢复。

实体隐藏菜单可以把转图无关的图形暂时隐藏，而不是删除。需要时可用下面的“实

体显示”菜单恢复。

6、实体显示

恢复显示已经实体隐藏的图形。点菜单后，在图形去点击鼠标右键即可。

7、自动拼图

可以选中某一 Dwg 图形文件，自动将其拼接到当前图中。该菜单简化了人工拼图的

操作。

全楼转图常需要将多个平面图拼接到一张图中，这样操作可以大大提高转图的效率，

因此可用“自动拼图”菜单进行拼图操作。

转图时常需要“借用他图”，比如转某一层的平面图时，常需要从其他平面图借用

相关内容，此时可以将需借用的图形“自动拼图”进来。

8、删除图面上和转图无关的内容

平面图以外的图形可以直接删。

对于平面图以内的、与转图无关内容，直接的逐个删除比较麻烦，可以使用若干快

速选择的方法，单独把无用图形选出后再删除。常用的快速选择图形的菜单命令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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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显示”和“快速选择”。

“选层显示”的操作是，点选其中某一图素后，可将所在图层所有内容在屏幕上单

独显示。此时注意观察其内容是否与转图相关，如果不相关，则可将其全部删除。如果

有相关内容，那么删除无用内容时需谨慎操作，或者用其他菜单删除无用图素。

“快速选择”是将某一图层中的某种属性相同的图素单独在屏幕上显示，因此他比

“选层显示”选出的图形更有针对性，比如可根据颜色、形状、线型、是否圆弧、是否

填充等特征单独显示某一类图形。

逐个查看各类构件的图层状况，确定转图方案

九、分析图形菜单可大大提高识别效率

打开 Dwg 文件，转图工作的第一步是点取“分析图形”菜单，见下图。点菜单后，

框选需要转图的相关平面图，如下图，框选了图中的全楼各层的平面图。

分析图形就是根据各类构件常常采用的图层名称来自动找出相关的图形，比如轴线

常采用的图层名称为 dash、axis 等，梁常采用的图层名称带有 beam 字样，柱常采用的

图层名称带有 column 字样，墙常采用的图层名称带有 wall 字样，等等。软件通过分析

图形自动从原图中选出转图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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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图，软件可通过分析选出轴线、轴线号、平面图名、剪力墙、填充墙、门

窗布置、楼梯、房间名称等，对于结构图，软件可通过分析选出轴线、轴线号、平面图

名、剪力墙、梁、柱、梁的集中标注、原位标注等。

通过分析图形，可大大减轻人工指定各类构件图形的工作量。

下图是分析图形之前的原图。

再下图是经过分析图形由软件选出的图形，软件通过分析图形自动从原图中选出了

转图需要的内容，如轴线、轴线号、平面图名、剪力墙、填充墙、门窗布置、楼梯、房

间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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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图层匹配

软件右侧菜单“图层匹配”是分析图形的基础数据，也就是构件常用图层的名称表。

其左侧是转模型需要的构件列表，右侧是某一种构件对应的常用图层。比如，点左侧的

“墙”构件，右侧列出墙的常用图层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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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右侧列表中没有列出待转图中的构件图层名称，可以在此人工补充，即使用

“添加”按钮。

因此图层匹配是提高转图识别效率的重要措施。

在图层匹配框中设置的“读取图层表”菜单，可用来读取用户自己单位规定的施工

图图层名称表。比如，框选如下图中的某单位制定的图层及线性控制标准，即可读入相

关构件对应的图层名称，并加入到图层匹配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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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分析标准层范围可得到全楼组装表

使用菜单“分析标准层范围”，可自动生成全楼组装表。

如下图，点右侧菜单“分析标准层范围”，再框选该图上的各层平面图。

“分析标准层范围”菜单自动进行如下分析：

（1）轴线号定位，软件通过轴线号名称连接上下各层，考虑到工程上全楼各层的轴

线号是统一的，软件将轴线号的平面位置当作全局坐标系来确定各种平面图的定位。软

件把每个平面图上的第一条横轴线与第一条竖轴线的交点定义为该层平面的基点。

（2）平面图范围，软件把平面图四周的轴线号包围的范围定为该平面图的有效范围。

（3）平面图名称，软件根据平面图名上标注的所属楼层号、或者标高范围，得出该

平面图归属的楼层范围。

（4）楼层表，楼层表上注明了各层层高、底标高、各层层名以及材料等级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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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识别的平面图名称，软件自动生成全楼组装表。

由此可见，软件进行各个平面图统一分析并自动组装全楼的要素是：轴线名称、平

面图名和楼层表。

操作此菜单前，应操作“楼层识别表”菜单，得到识别出的楼层表。

菜单运行结束时，首先弹出下表，列出识别出的各个平面图的名称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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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提示：生成标准层成功。

可点右侧菜单“楼层组装”，弹出得出的楼层组装表。

此后点“生成模型”菜单，即可生成全楼模型。

十二、转结构模型和全楼钢筋

1、钢筋按构件类别分别转换

梁、柱、剪力墙、楼板都是结构的主要构件，一般来说，梁、柱、剪力墙、楼板的

施工图是分开画的。软件对梁的钢筋靠读取梁的平面画法的平面图，对剪力墙钢筋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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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剪力墙的列表画法施工图，对楼板的钢筋靠读取楼板配筋平面图，这样分别得到梁

的实配钢筋、剪力墙实配钢筋、楼板的实配钢筋等。

2、全楼结构模型常靠梁柱板墙的钢筋识别逐步完成

理想的模板图，应该能够在一张平面图上全面地画出梁、柱、楼板、剪力墙、连梁

以及楼板构造等，但是在目前结构施工图中，很难见到能够这样完整表现结构构造的模

板施工图。

为了得到完整的全楼结构模型，我们需要依靠梁、柱、楼板、剪力墙的分别的钢筋

识别，在识别钢筋的同时，分别得到梁、柱、楼板、剪力墙的截面尺寸、构造等，并把

识别结果修正结构模型，因此结构模型常常不是靠某一类构件的转图一次完成，而是依

靠梁、柱、楼板、剪力墙的分别转换、逐步完成的。

常见的转模型步骤是：

1）用梁的平法配筋平面图转模型，梁的截面尺寸靠梁的集中标注、原位标注识别，

柱的尺寸、剪力墙的厚度靠平面图上的线条识别。而楼板厚度取默认值，且无楼板错层，

剪力墙连梁高度取默认值。

2）转剪力墙钢筋时，通过连梁表读出连梁截面尺寸，再通过菜单“矫正连梁截面”，

修正原模型中连梁的截面尺寸。

3）转楼板配筋施工图时，识别出楼板厚度、楼板错层值、楼板开洞等，并修正原模

型中的楼板相关信息。

4）楼梯转图，通过识别楼梯平面、剖面图，得到楼梯的详细构造，并将他们写入全

楼模型。

十三、对转图结果的自动检查
1、利用工作树下的分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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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右侧工作树菜单的“分组”，显示出“默认梁高 600 组”，双击该组，屏幕上

即可对所有采用了默认梁高的梁显红。

软件识别梁构件的原理是：第一识别梁平行线对的宽度，第二通过识别梁的集中标

注、原位标注或梁表找出梁的高度。梁高取默认值就是软件没有能够正常识别到梁的集

中标注、原位标注或连梁表，其梁截面高只能取参数中设置的默认值。

软件在转图过程中已经将未能识别梁高的梁记录在工作树中的分组之中。

用户看到这样的提示应该补充输入这部分梁的截面高度，或者改进前面的图纸标注

以后再次进行生成模型的操作。

2、点取转图数检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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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层组装菜单下设置了“转图数检”菜单，点该菜单也将在屏幕上显红取默认梁

高的梁构件，功能同工作树下的分组显示。

3、在梁的输入菜单显示默认梁高构件

在模型荷载输入菜单的“构件布置”菜单下，点梁的截面定义和布置菜单，梁的截

面列表中给出了全楼转图识别出的所有梁的截面尺寸，但是，其中有些标记了“默认梁

高”，软件对未能识别出的梁高采用默认值 600mm。

为了查看这些未能识别的梁，我们先显示全楼模型，此时可在尺寸列表中点选某一

个默认梁高的截面，再在尺寸列表上方点“显示”按钮，随后在全楼模型中对该截面的

梁都用红色加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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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模型检查菜单

在楼层组装菜单下设置了“模型检查”菜单，使用该菜单可弹出列表框显示各个楼

层的模型检查结果。

十四、衬图补充输入模型

软件在屏幕右下角设置了衬图补充输入菜单，该菜单可在衬图状态下，点取衬图图

形或文字并即时转成相关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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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该菜单弹出对话框，上面选择需要转化的构件类别，如梁、柱、墙等，一般应先

“拾取截面尺寸”，即在衬图上点取梁的截面尺寸文字，框中随即显示梁尺寸，然后逐

根点取衬图上梁的平行线对。每点取两条梁线，右键确认，随后模型中出现识别的梁。

框中下侧有两个选项，“转图”即是如上说明的、从衬图上读取线条图形即时生成

构件；另一个选项“布置”则是从衬图上选择截面尺寸后，直接在模型上布置构件，类

似于建模的操作，可以在轴线节点上布置构件，也可以替换原有的构件，区别在于不是

从截面定义表中选择构件截面，而是直接从衬图上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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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构件识别转换原理

按图层选择各类构件时，软件只识别该类构件转换所需的相关图素，而忽略与该类

构件转换无关的图素。比如轴线是由直线或者弧线绘制的，当用户选择“轴线”所在图

层时，如果该图层中还有 DIM、图块等，软件将自动忽略这些内容。软件只识别该图层

中的直线或弧线。

一、轴线

软件转换直线或圆弧线，并将自动忽略短的轴线线段，当小于参数“轴线最小长度”

中的数值的轴线线段将被忽略。

二、轴线号

圆圈及圆圈中的字符，与圆圈相连的线段，如果没有该线段，则寻找与该圆圈相连

的轴线线段。

轴线、轴线号、平面图名这三者结合是软件自动识别平面图的范围、楼层号，并自

动组装到全楼的主要依据。

软件认为全楼的轴线和轴线号是统一的，是各层平面统一定位的依据，也是各个专

业、各类施工图协同定位的依据，因此轴线和轴线号是整个工程的平面整体坐标系。

注意：在使用 YJK 版的转图时，有的结构施工图的轴线号在打开 Dwg 文件时不显示，

这是由于该图的轴线号采用了天正建筑施工图的自定义实体的轴线号，这种自定义实体

内容在非 AutoCAD 环境下不能显示，而没有轴线号将使转模型很困难。

此时，可在 AutoCAD 下打开该图形文件，炸开这些自定义实体部分，再把该文件存

盘，这样操作后的 Dwg 文件在 YJK 下就可以显示出轴线号了。

三、梁

软件对梁图层中的所有线段自动进行平行线段的配对，当平行线之间距离满足参数

中列出的梁宽度系列中的某一种时自动配为一对，并将该对平行线转成宽度为该种宽度

的梁。当多于两条平行线均满足配对条件时，软件按优化条件自动进行两两平行线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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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为了避免平行线对的判断失误，应将与梁线平行的无关的梁线尽量删除。

注意：参数设置中的梁的宽度系列对于梁的识别优先起作用，当选出的平行线对在

宽度系列中找不到时，如果该宽度小于宽度系列中的最大宽度，软件也会采用。

为了提高转图效率，可在转图前查看图纸中存在的梁的宽度有多少种，再据此修改

参数中梁的宽度系列。

对于梁高的识别：当没有集中标注或原位标注时，生成的梁高取参数中的“梁高”

值。当读到集中标注或原位标注时，生成的梁宽和梁高集中标注或者原位标注中的数值。

当梁的截面范围内已有轴线，且最大偏心距离满足参数设置时，该梁直接布置在已

有轴线上；

默认参数是：偏心距不超出截面范围。当该梁截面超出已有轴线时，则在该梁中重

新设置轴线。

当梁线与其他构件相交时，该梁所在轴线延伸到其他构件的节点或轴线。如梁与柱

截面相交时，该梁延伸到柱所在的节点；当梁与其他梁或墙线相交时，该梁延伸到其他

梁或墙所在的轴线交点。

当梁线没有与上述其他构件相交时，在该梁线端部生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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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墙

1、一般说明

软件对墙图层中的所有线段自动进行平行线段的配对，当平行线之间距离满足参数

中列出的墙宽度系列中的某一种时自动配为一对，并将该对平行线转成宽度为该种宽度

的墙。当多于两条平行线均满足配对条件时，软件按优化条件自动进行两两平行线的配

对。为了避免平行线对的判断，应将与墙线平行的无关的墙线尽量删除。判断墙的平行

线对时，软件还对墙线中门窗洞口两端的垂直于墙长方向的墙线自动忽略，以避免干扰

墙平行线对的判断。

注意：参数设置中的墙的宽度系列对于墙的识别优先起作用，当选出的平行线对在

宽度系列中找不到时，如果该宽度小于宽度系列中的最大宽度，软件也会采用。

为了提高转图效率，可在转图前查看图纸中存在的墙的宽度有多少种，再据此修改

参数中墙的宽度系列。

当墙的截面范围内已有轴线，且最大偏心距离满足参数设置时，该墙直接布置在已

有轴线上；

默认参数是：偏心距不超出截面范围。当该墙截面超出已有轴线时，则在该墙中重

新设置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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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墙线与其他构件相交时，该墙所在轴线延伸到其他构件的节点或轴线。如墙与柱

截面相交时，该墙延伸到柱所在的节点；当墙与其他墙或梁线相交时，该墙延伸到其他

墙或梁所在的轴线交点。

当墙线没有与上述其他构件相交时，在该墙线端部生成节点。

2、墙、梁、和填充墙厚度系列参数的应用

如上设计参数中，梁宽、承重墙厚和填充墙厚分别给出了厚度系列值，软件应用说

明如下：

如果梁或墙的平行线对厚度小于厚度系列中的最小值、或者大于厚度系列中的最大

值时，该构件不能识别转化，此时应在厚度系列中补充该构件厚度值；

软件根据平行线对优先选用厚度系列中的值；

对于非短墙（梁）的平行线对，其厚度如果在厚度系列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软

件也可完成识别转化；

对于图上过短的平行线对，如果他的墙厚不在厚度系列，转出结果可能异常，此时

应厚度系列中补充该构件厚度值。

五、平行线对的使用

对于梁、墙、填充墙这类构件，软件首先用平行线对找出对应构件，但是在图中，

平行线对常出现多义的情况，如多根平行线（多于两根）在一起，其两两之间存在多种

构件宽度可能，伸缩缝处就是一种典型情况；再有是平行线对的构件方向判断有歧义，

比如一个长宽之比不大的矩形，矩形宽、高的两对平行线对都可生成构件，但是应该用

哪个方向的线对？

对于有歧义的平行线对判断，软件时常判断错误。

对于软件判断错误的构件，可以使用右侧的“平行线对”菜单，人工指定某两道平

行线为一个平行线对，此后，软件将按照用户指定的平行线对，优先形成构件。

六、柱

识别柱图层中的封闭的矩形、圆形，且其尺寸在参数设置中柱的最小和最大尺寸之

间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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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梁的集中标注

识别梁的集中标注中梁的截面尺寸和高差，识别出后赋值给该集中标注指向的连续

梁。

梁的集中标注一般由多行字符和引出线两部分组成，有引出线时，按平法标注规则

要求字符的标注角度垂直于引出线，软件按引出线终点的指向把梁的尺寸赋值给该连续

梁。

当集中标注中没有引出线时，软件判断出该集中标注距离最近的连续梁并赋值。

八、梁的原位标注

识别梁的原位标注中的梁的截面尺寸和高差，并将其赋值给该原位标注就近的梁段。

如果与该梁段相邻的梁没有原位标注，且其平行线宽度和本梁原位标注的梁宽相同，则

把相邻梁段也作相同赋值。

梁的原位标注优先取用，即某梁段按集中标注赋值的截面尺寸和高差将被该梁的原

位标注值替代。

九、楼板标注

识别按平法标准图标注的楼板的厚度和当板面标高不同时的标高高差。

软件按楼板标注字符位置寻找其所在的房间，并赋值给该房间的楼板数值，因此这

个过程需在房间生成之后才能进行。

十、填充墙

转换原理和墙相同，只是对填充墙的平行线配对时，当平行线之间距离满足参数中

列出的填充墙宽度系列中的某一种时自动配为一对。

但是，软件可在转出填充墙时，不在填充墙下设置网格和节点。因为在 YJK 的建模

中，网格节点主要用于承重结构的定位，即梁、柱、剪力墙的定位，如果在填充墙下也

设置节点，可能使平面混乱。

计算参数框中设置了参数“填充墙是否依赖网格”，默认不勾选，需要在填充墙下

设置网格节点时，可勾选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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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门和窗

一般在建筑施工图中画出门和窗，一般由门窗名称、门窗表和门窗图形组成。门窗

表包括了所有门窗的名称和对应的宽高尺寸，平面图上在门窗所在位置标注了门窗名称

字符串，并画出门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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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首先通过右侧菜单“表识别”下的“识别门窗表”菜单，框选图上的门窗表后

弹出识别出的门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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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平面图上标注的门窗名称得出每个门窗的宽高尺寸。软件对门窗名称中含有

“M”字符的识别为门构件，含有“C”字符的识别为窗构件，对既不包含“M”又不包

含“C”字符的也识别为门构件。对门构件的“窗台高”一项取值为 0，对窗构件的“窗

台高”一项取用参数表中默认的窗台高度值。

当没有找到图纸上的门窗表时，如果平面图上标注了门窗名称，软件仍可按以上规

则识别门和窗构件，只是该门窗构件的宽度取平面图上门窗图形的长度，门窗高度取参

数表中默认的门高度和窗高度值。

如果既没有找到门窗表、平面图上又没有标注门窗名称时，软件只能根据门窗图形

判断门窗洞口，均判断为窗洞，窗宽度取图形所在墙或填充墙端线之间的距离，窗高窗

台高取参数表中的默认值。

十二、楼梯

软件分析梯跑中平行线的间距确定楼梯台阶宽度，平行线根数确定梯跑数量；根据

“上”或“下”标识和标线确定梯跑上下方向；软件根据楼梯所在位置找出楼梯间周边

的构件，并得出第一跑的起始位置。

软件可以识别双跑楼梯和交叉楼梯。

详细识别过程如下述：

1.收集数据

（1）收集所有网格线图层数据，软件可筛选出符合要求，能围成封闭房间的网格线

组，并生成房间外轮廓。

（2）收集所有楼梯图层数据，将楼梯线按照已划分好的房间外轮廓进行区分。如果

此楼层有多个楼梯，软件会自动进行分组，根据房间找到楼梯线和文字并确定楼梯数量。

（3）所有数据以楼梯为单位进行分组，每一组数据中包含此楼梯所对应的房间外轮

廓、楼梯线、楼梯文字等信息。软件会自动排除不符合条件的楼梯数据，这些数据不参

与接下来的楼梯数据处理。

2.处理数据

软件会根据所得的楼梯线及文字自动识别楼梯类型、楼梯梯跑数据、楼梯踏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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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起始点位置数据等。其中楼梯类型是根据识别楼梯文字进行判断。用户需标出楼梯

上跑下跑中通用的“上”、“下”标识符，软件可根据标识符所处楼梯房间的相对位置

判断双跑楼梯、交叉楼梯等常用的楼梯类型。若出现缺少标识符的楼梯，软件会生成默

认楼梯。楼梯梯跑数据、楼梯踏步数据、楼梯起始点位置数据等楼梯参数会根据楼梯线

通过几何算法自动生成。

将识别到的楼梯数据按照楼梯绘制方法进行结果处理，并结合层高、房间尺寸等其

他参数得到楼梯建模数据，最后传给建模楼梯接口，即可生成建筑施工图中楼梯图层所

对应的三维楼梯模型，完成楼梯转图相关内容。

十三、轴线图素是转换中优先起控制作用的图素

Dwg 平面图上的轴线图素是转换中优先其控制作用的图素，完整的轴线对于整层的

转换效果作用很大。

转换梁和墙的图素是平行梁对和平行墙对，当平行梁对或平行墙对中间或附近有轴

线时，生成的梁或墙将自动布置在该轴线上。这里说的附近就是参数中的最大偏心距离。

每一根轴线不仅在它的两端范围内起作用，而且在它两端的延伸空间内也起作用。

当平行梁对或平行墙对中间或附近没有轴线，但是该图上有其它轴线的延伸线在平行梁

对或平行墙对中间或附近时，软件将把该轴线延伸到这里，使生成的梁或墙将自动布置

在该轴线上。

柱截面内或者附近有轴线相交的节点时，该柱将自动布置到该节点上。柱截面内有

多个节点时，该柱将布置到距离柱形心最近的节点上。

十四、梁、墙、柱图素中没有轴线时自动生成轴线的处理

梁、墙、柱图素中没有轴线时，软件必须依靠一系列的自动处理才能完成合理的转

换。

当平行梁对或平行墙对中间或附近没有轴线，且没有任何其它轴线的延伸线可到达

这里，软件在平行梁对或平行墙对中间自动生成一条轴线。这里说的附近就是参数中的

最大偏心距离。

不同角度的平行梁对或平行墙对相交或者接近时，它们中间自动生成的轴线将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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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相交，以避免生成多余的节点。

平行梁对或平行墙对与柱连接时，它们中间自动生成的轴线将自动延伸到柱截面内

和其它方向的轴线相交，以避免在柱边生成多余的节点。

柱截面内没有原图轴线节点或者自动生成的轴线的节点时，软件将自动在该柱形心

处生成节点。

十五、钢结构截面表

钢结构转模型的操作与混凝土结构转模型的操作基本相同，主要的区别是钢结构的

梁柱杆件主要画在钢构件截面表中，同时平面布置图上标注构件名称，因此软件将做出

适应性的调整。

钢结构识别的相关构件在左侧构件定义中是钢梁、刚接符号、钢梁名称、钢柱名称；

在上部菜单和右侧菜单中的“识别钢构件截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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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右侧菜单“识别钢结构截面表”，再连续框选各个钢结构截面表。当图中在各层

平面分布着多个钢结构截面表时，用对话框中的“增量识别”连续选择，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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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楼层表和平面图名

1、识别楼层表

各个自然层的标高、层高，标准层与自然层之间的对应关系，都是生成全楼模型时

必不可缺的信息，为了获取这些信息，图纸中楼层表格数据的识别与解析是关键的一环，

识别楼层表功能应运而生。下面将对“识别楼层表”功能进行详细介绍。

操作步骤如下：

1）使用 Y-XTGJ 软件打开图纸之后，点击右侧菜单中“文字图表识别->识别楼层表”

命令，根据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表格范围：”，在视口范围内框选需要分析的楼层表；

2）程序“自动分析”菜单中用户框选的楼层表内容，并将分析结果在“楼层表”对

话框中展示，数据支持修改、插入、追加、删除等多种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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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户确认楼层表格数据识别无误后，点击上述对话框中“确定”按钮，分析结果

将以扩展词典数据的方式存储在当前图纸中。

注意：执行完上述操作流程后，数据已经完成存储，如果再次执行“识别楼层表”

命令，将直接弹出楼层表对话框，显示之前分析的楼层表结果数据，如果需要重新识别

楼层表数据，需点击对话框中的“重新读表”按钮，再次框选楼层表，进行识别解析。

另外，一张图纸目前仅能存储一份楼层表数据。

2、楼层表识别原理及条件

楼层表格识别的原理，是在获取用户框选的所有图素后，采用对所选内容进行关键

字匹配的方式，根据表格表头关键字代表的含义，区分每列数据的属性，按列获取不同

属性的数据之后，再逐行拆分组合，以实现对楼层表格数据的解析。

因此，为了实现识别楼层表功能，并保证解析结果的准确性，需要用户所选择的楼

层表格表头数据完整，不同列的表头数据可以明显的区分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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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获取楼层数据后，在“分析标准层范围”、“楼层组装”等功能中，将应用到

该楼层数据，以准确的解析标准层与自然层的对应关系，准确的生成全楼模型，因此楼

层表识别功能在模型生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们对大量的用户图纸例题进行了楼层表格的识别解析，已具有极高的识别

准确率。但是关键字匹配的方式，难免会遇到我们从未见过的情况，我们将持续优化楼

层表格识别程序，不断提高楼层表格的识别解析能力，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3、识别立剖面标高

一些建筑施工图中，没有提供明确的楼层表，这种情况下，“识别楼层表”功能将

无法使用。为此，软件提供了“立剖面标高”菜单，可从立面、剖面图上的各层标高的

标注上提取各个楼层信息，并生成和“楼层表识别”同样的楼层表。

使用 Y-XTGJ 软件打开图纸之后，点击右侧菜单中“文字图表识别->识别立剖面标高”

命令，根据命令行提示“请选择实体：”，在视口范围内框选需要分析的剖立面标高图，

仅框选相关楼层的标高标注即可实现解析；

程序自动分析步骤 1 中用户框选的立剖面标高内容，并将分析结果在“标高表”对

话框中展示，数据支持修改、插入、追加、删除等多种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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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确认标高表数据识别无误后，点击上述对话框中“确定”按钮，分析结果将以

扩展词典数据的方式存储在当前图纸中。

注意：执行完上述操作流程后，数据已经完成存储，如果再次执行“识别剖立面标

高”命令，将读取图纸数据并直接弹出标高表对话框，显示之前分析的剖立面标高数据，

如果需要重新识别剖立面标高数据，需点击对话框中的“重新读表”按钮，再次执行上

述操作，进行识别解析；另外，一张图纸目前仅能存储一份标高表数据。

4、立剖面标高识别原理及条件

获取用户所选的剖立面标高标注以及楼层信息标注后，程序对数据的位置进行对应

的解析组合，分析不同楼层的标高之后，用标高值计算出楼层的层高值，再将分析结果

展示出来，供用户查看修改。

用户所选择的剖立面标高标注信息，必须含有楼层名称与楼层标高标注两个关键信

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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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用户需要手动添加缺少的关键信息。

5、平面图名

平面图名就是在每个平面图的下面标注的平面图的名称字符串。

在自动分析标准层范围时，软件要求该平面图名的字符串内必须包含有“平面”字

样，如果没有，软件判断不出该图为平面图。

软件从平面图名中识别出该平面图的楼层号，如首层、二层、三-十层等。

转钢筋进行钢筋识别时，软件还将识别该平面的梁钢筋、板钢筋或剪力墙钢筋等的

平面图属性。

十七、斜柱

如下图工程，他的外框柱都是斜柱，粉红色显示，他们即 YJK 中的斜撑杆件，软件

在构件类别中设置了“斜柱”菜单，可将这类杆件识别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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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层平面图中，可将周边圆柱定义为斜柱，软件对定义为斜柱的按紫色显示。

斜柱在各层平面图中的平面位置是变化的，软件对斜柱是按照他的本层平面坐标和

上一层的平面坐标、以及层高来定义他的空间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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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幕墙

下图中建筑外围均为幕墙，蓝色显示。软件在建筑施工图转图中设置了“幕墙”菜

单，可将幕墙构件识别转出。

在转出的模型中，幕墙下也不设置网格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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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平面图中，蓝色线条即为选出的幕墙。

软件也可以识别倾斜面的幕墙，斜幕墙在各层平面图中的平面位置是变化的，软件

对斜幕墙是按照他的本层平面坐标和上一层的平面坐标、以及层高来定义他的空间位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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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钢筋表格识别

很多施工图内容由图表实现，比如剪力墙连梁，其尺寸和配筋常在连梁表标注；柱

的尺寸和配筋常在柱的列表画法的列表中实现；剪力墙的边缘构件、墙身常在剪力墙的

列表画法的列表中实现；钢结构的梁柱截面常在钢结构构件的截面表格中标注；等等。

软件转模型和钢筋常需要把平面图和表格一起识别，在平面图上找出构件名称，在

表格中找出对应的截面尺寸和配筋等。

1、表格自动识别的流程及相关操作

1）使用 Y-XTGJ 打开用户图纸（以王四营项目为例），执行模型转换工作的第一步

“分析图形”命令：

框选所要分析的图纸内容，包括钢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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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框选内容后，程序自动分析框选范围内的钢筋表格类型，并对分析出来的钢筋

表格进行内容的解析与保存，绘制钢筋表格边框与名称，如下图所示：

2）分析标准层范围，选择上一步骤分析的平面图，生成标准层范围之后，步骤 1)

分析得到的钢筋表格，会按照就近原则自动关联标准层，分析标准层范围时即便未框选

钢筋表格，也可实现钢筋表格与标准层的关联。如下图所示：

分析标准层范围：

分析标准层范围完成，钢筋表格按照就近原则自动关联标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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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钢筋表格

对于以上分析图形中遗漏的钢筋表格，软件提供了“添加钢筋表”功能，支持用户

手动添加钢筋表格数据。

执行该命令，用户需按照提示，框选即将添加分析的钢筋表格；注意框选范围合适，

不要遗漏表格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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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选择的表格后，程序会自动分析出钢筋表格的类型并进行解析，解析完成后自

动弹出展示解析结果的对话框，供用户查看和修改钢筋表格解析数据，如下图：

用户查看、编辑过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实现和“分析图形”功能分析出来钢筋

表格相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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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辑钢筋表格

执行右侧菜单命令：

按照命令行提示：“请选择一个表格外框：”，在图面上选择之前分析出来的表格

的红的外边框（存储表格数据的实体），即可获取所选表格的解析结果数据，供用户进

行查看和修改编辑，表格类型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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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话框中，用户可实现对表格数据的添加、删除，逐条修改数据内容，以及添

加或删除关联的标准层等相关操作。

执行完编辑操作后，点击确定，数据完成修改并存到当前图纸的数据库；如果做了

关联的标准层的相关修改，表格左上角边框名称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进行钢筋识别时

用到的数据，也是修改过后的钢筋数据，但是目前未做到对图纸上的内容进行修改。

4、删除钢筋表

执行菜单命令“删除钢筋表”

图面选择钢筋表格红色外边框，清除此表格数据。

5、识别原理及条件

自动分析图形分析表格与手动分析钢筋表格，两种方式的实现原理不同。

自动分析图形：采用关键字匹配的方式，对连梁表、墙身表、墙柱表、柱表进行分

析，要求自动分析图形，框选的表格需要有表头字符（墙柱表如果无表头数据，但是在

一个标准图纸边框范围内时，也能够分析出来）。

手动分析钢筋表：无需表头字符串，程序会根据所选内容信息，自动完成表格类型

的判断与解析。

二十、可同时转换多个楼层的原理

通常一个建筑图文件包含了所有楼层平面、立面、剖面、详图、门窗表、楼梯等全

部内容。利用建筑图这种成批放置的特点，YJK 软件可同时完成所有楼层转换，生成全

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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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之前应指定好平面图上的轴线和轴线号所在的图层。

使用菜单“分析标准层范围”，软件自动进行如下分析：

（1）轴线号定位，软件通过轴线号名称连接上下各层，考虑到工程上全楼各层的轴

线号是统一的，软件将轴线号的平面位置当作全局坐标系来确定各种平面图的定位。软

件把每个平面图上的第一条横轴线与第一条竖轴线的交点定义为该层平面的基点。

（2）平面图范围，软件把平面图四周的轴线号包围的范围定为该平面图的有效范围。

（3）平面图名称，软件根据平面图名上标注的所属楼层号、或者标高范围，得出该

平面图归属的楼层范围。

（4）楼层表，楼层表上注明了各层层高、底标高、各层层名以及材料等级等，结合

前面识别的平面图名称，软件自动生成全楼组装表。

由此可见，软件进行各个平面图统一分析并自动组装全楼的要素是：轴线名称、平

面图名和楼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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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按照识别出的平面图名，自下而上排序，给出各标准层范围。

对于用户自动生成的各标准层范围可以人工修改，修改范围是直接修改各层外侧红

框的图素，“修改基点”菜单可用来修改基点。

点开左上标准层列表，得到各标准层的所属楼层属性，再结合“各层层高表”，即

可完成楼层组装表。

点右侧菜单“楼层组装”，即可弹出如下的楼层组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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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可对识别出的所有平面楼层逐个完成转换，再根据楼层组装表完成全楼组装，

这样转换后的是一个完整的全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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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根据“平面图名”和“分析标准层范围”识别图上所有平

面图及属性

因为结构图中常包含各类构件配筋图，如梁配筋图、楼板配筋图、模板图、剪力墙

配筋图等。转图时需选择某一构件种类对应的平面作为标准层生成的基准，其他构件平

面可作为借用。

菜单“分析标准层范围”可同时识别当前图上所有的平面图。如果用户指定了当前

平面图上的“平面图名”，则软件根据“平面图名”识别当前图上所有标注有平面图名

的平面图，并识别每个平面图的楼层属性和构件种类属性，如平面图名为“第 3-20 层梁

配筋图”时，3-20 层是该平面图的楼层属性，梁配筋图是该平面图的构件配筋属性

构件类别属性识别可对“梁”、“墙、墙柱”、“柱”、“楼板”、“模板”五种

类型的平面图属性自动识别。

软件接着把同样或者相近的楼层归并到相同的标准层，即每个标准层可能包含多个

类型平面图，比如第 2 标准层包含“2-10 层梁配筋平面图”、“2-5 层墙柱配筋平面图”、

“2-10 层楼板配筋平面图”、“2-10 层模板平面图”。

注意：平面图名中必须包含有“平面”字样。

二十二、转模型用平面图和借用平面图

“分析标准层范围”时，如果软件识别到同一结构标准层中包含了多种类型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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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提示用户指定“转模型用平面图”，其他平面图为借用。比如将“X 向梁图”指定

为转模型用平面图，“Y 向梁图”为“借用用平面图”。

点取如上提示中的“X 向梁图”，确定后，弹出如下各层识别结果。框中左侧为转模

型用的平面图，这里选择所有的梁的各层平面图转模型；右侧为借用的平面图。

软件对借用标准层的范围用黄颜色外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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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转模型用平面图标注为“第*标准层”，对借用平面图标注“标准层号+引用”。

二十三、 对借用平面图的自动拷贝构件功能

借用是将借用平面图上选择的相关内容拷贝到转模型用的相对应的标准层平面图上。

借用时，借用平面图的序号必须与标准层的序号相同。

当软件已经建立了多个结构标准层和借用层的关系以后，再操作“借用”时，可把

在具有借用关系的平面上定义的内容自动拷贝到转模型的平面图上，拷贝可自动对所有

楼层进行。

比如某例梁的平法图分为 X 向和 Y 向两种，把“X 向梁钢筋平面图”作为转模型平

面时，转梁的钢筋必须将 Y 向梁的标注拷贝到 X 向平面图，因此这里采用“借用功能”。

借用功能是将引用平面图上的转换内容拷贝到标准层平面图上，操作步骤是勾选左侧菜

单上的“是否借用”项。

勾选“是否借用”后，再在 Y 向梁平面上选择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这样这些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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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动拷贝到相应的标准层平面图上了。

二十四、转模型和钢筋主要技术亮点小结

1）智能分析图形，自动识别图纸内容，图层匹配可通过导入各单位图层标准、常用

图层库等提高识别准确率；

2）以轴线及平面图名为核心自动组装全楼模型和协同各专业图纸；

3）平面图、图表、说明联合识别，从而转换内容全面；识别各类图表，如楼层表、

门窗表、钢结构截面表、连梁表、墙柱表、墙身表等；识别各类图纸说明，如总说明、

各平面图说明等；

4）提供各平面图之间的借用手段，如识别梁的 X 向平法图时可借用 Y 向平法图，从

而一次完成全部梁钢筋的识别；

5）可逐级搭建完整的全楼模型，如结构模型转换时，通过转换梁、剪力墙、楼板、

楼梯图逐步完成梁、剪力墙、楼板及板洞、挑檐、楼梯模型的搭建；

6）提供方便的转模型数据检查功能，加亮未正常识别构件；

7）提供衬图下的交互补充建模方式，还提供对转出模型方便的修正功能；

8）识别钢筋各类钢筋准确率高，并明确标出未能正常识别的构件供用户补充，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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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钢筋表达，即时统计钢筋工程量，并接力后续的钢筋统计、校审、鉴定加固等。

9）细部构造识别

可识别结构挑檐、建筑凸窗、楼梯剖面等细部信息，使三维模型显示更加完整。


	结构校审软件GCJS
	前 言
	第一部分 GCJS-A使用说明
	第一章  软件的启动
	第二章  功能概述
	一、校审类型
	1、CAD图纸+模型数据
	2、CAD图纸

	二、工程设置
	三、选择校审方式
	四、模型数据导入
	五、图面处理
	1、快速选择
	2、同类修改

	六、图纸识别
	1、识图设置
	2、图面检查
	3、图纸识别
	4、图模一致性
	5、支持的表格类型

	七、校审及结果查看
	1、校审参数
	2、进行校审
	3、校审结果

	八、图纸状态
	九、指定校审区域
	十、【系统设置】中的功能介绍
	1、工程设置
	2、开关设置


	第三章  操作流程
	第一节  CAD图纸+YJK数据
	一、梁施工图
	1、一般的整个平面校审
	2、X\Y向梁分开绘制或主次梁分开绘制时的校审
	3、只绘制对称位置的局部平面时的校审

	二、柱施工图
	1、截面画法
	2、列表画法（包括柱列表及柱详表）

	三、墙施工图
	四、板施工图
	第二节  CAD图纸+PK数据
	第三节  计算结果审查
	第四节  CAD图纸
	一、基本模型的建立
	1、创建空的工程路径
	2、启动GCJS-A打开CAD图纸进行工程设置
	3、楼层组装
	4、楼层信息
	5、图形导入
	6、识图设置
	7、指定楼层范围
	8、生成模型

	二、计算模型的建立
	1、简图对位
	2、识别简图

	三、钢筋模型的建立
	1、梁施工图
	2、柱、墙施工图
	3、楼板施工图

	四、校审及校审结果的查看

	第四章  软件优势
	第二部分 GCJS使用说明
	第一章 概述
	1.1 功能特点
	1.2 校审数据来源
	1.3 菜单布局
	1.3.1 模型荷载输入与校审模式
	1.3.2 DWG转换
	1.3.3 施工图校审
	1.3.4 设计结果校审
	1.3.5 结果汇总

	1.4 校审结果查看
	1.5 支持规范、规程、标准和图集

	第二章 校审流程
	2.1 CAD图纸+配筋简图
	2.2 CAD图纸+ YJK数据

	第三章 砼施工图校审
	3.1 梁施工图校审
	一、编辑梁施工图数据
	二、读配筋简图
	三、梁校审

	3.2 柱施工图校审
	3.3 墙施工图校审
	3.4 板施工图校审 
	3.5 通用工具菜单介绍
	1、读CAD图
	2、已读梁图


	第四章 设计结果校审
	4.1 上部结构校审
	4.2 基础校审

	第五章 转结构模型和钢筋快速入门
	一、软件架构和主菜单说明
	二、三大步骤完成全楼模型转换
	三、梁钢筋的识别和查改

	第六章 剪力墙、楼板钢筋识别
	一、剪力墙钢筋的识别和查改
	二、楼板钢筋的识别和查改

	第七章  转图基本原理和主要步骤
	一、基本原理
	二、对图层基本要求
	三、构件选择的概念
	四、构件选择的方式
	五、对文字字符的按特征过滤
	六、对图形常用的操作菜单
	七、重新定义新的图层实例
	八、其他常用的图面操作
	九、分析图形菜单可大大提高识别效率
	十、图层匹配
	十一、分析标准层范围可得到全楼组装表
	十二、转结构模型和全楼钢筋
	十三、对转图结果的自动检查
	十四、衬图补充输入模型

	第八章  构件识别转换原理
	一、轴线
	二、轴线号
	三、梁
	四、墙
	五、平行线对的使用
	六、柱
	七、梁的集中标注
	八、梁的原位标注
	九、楼板标注
	十、填充墙
	十一、门和窗
	十二、楼梯
	十三、轴线图素是转换中优先起控制作用的图素
	十四、梁、墙、柱图素中没有轴线时自动生成轴线的处理
	十五、钢结构截面表
	十六、楼层表和平面图名
	十七、斜柱
	十八、幕墙
	十九、钢筋表格识别
	二十、可同时转换多个楼层的原理
	二十一、根据“平面图名”和“分析标准层范围”识别图上所有平面图及属性
	二十二、转模型用平面图和借用平面图
	二十三、 对借用平面图的自动拷贝构件功能
	二十四、转模型和钢筋主要技术亮点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