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4 編輯工具

4-21

4.4.2 鑽戒製作
 範例檔案：ch4 / 鑽戒 

繪製指環

利用 建模工具 (Primitives) 及 元件分割 (Split Solid) 工具繪製出一只鑽戒。

01  於 工具列 選按  建模工具 (Primitives) \ 環狀體 (Torus) 鈕，插入一個 大圓
半徑 (Major Radius)：「7.5」、小圓半徑 (Minor Radius)：「1」 的圓環。

02  於 工具列 選按  變形工具 (Transform) \ 智慧型縮放 (Smart scale) 鈕，選取
圓環後，拖曳中央上方的控點，將圓環的高度拉高為「5.00」。

繪製鑽石

01  於 工具列 選按  建模工具 (Primitives) \ 角錐體 (Pyramid) 鈕，插入一個 半
徑 (Radius)：「5」、高 (Height)：「10」 、邊 (Sides)：「9」的角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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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於 工 具 列 選 按  建 模 工 具
(Primitives) \ 方體 (Box) 鈕，插入
一個 高 (Height)：「6」的方體作為
輔助用 (長與寬使用預設值即可 )，
再使用 移動 / 旋轉 (Move/Rotate) 
工具，移動方體與錐形體重疊。

04  刪除方體及角錐體的尖端部分，只留下底座部分。

03  接著於 工具列 選按  編輯工具 (Modify) \ 元件分割 (Split Solid) 鈕，先選取角
錐體元件，於快速選單選按  鈕，再選取方體的平面以分割出角錐體。

05  按 Ctrl + C 鍵、Ctrl + V 鍵先複製一個底座，拖曳箭頭移動至旁邊擺放，再使
用 智慧型比例 (Smart scale) 工具，利用中央上方的縮放控點，將高度向下變
更為「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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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

06  於工具列 選按  吸附對齊 (Snap) 鈕，先選取右邊底座的底面，再選取左邊
底座的底面，使二個半角錐體元件黏合，這樣就完成鑽石元件的製作。

組合鑽戒

最後於 工具列 選按  變形工具 (Transform)  \ 移動 / 旋轉 (Move/Rotate) 鈕，配
合檢視視角的切換，將鑽石放入圓環的正中央上方位置。

於 工具列 選按  合併工具 (Combine) \ 合併 (Merge) 鈕，將鑽石與戒指合為
一體，詳細操作說明請參照 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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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杜拜帆船飯店
卓美亞帆船飯店也被稱為帆船飯店，是位於杜拜的豪

華飯店，全高 321 公尺，矗立於波斯灣內的一座人
工島上，距離沙灘岸邊 280 公尺，其外型酷似單桅
三角帆船，飯店的頂端設有一個由建築的邊緣伸出懸

臂樑結構的停機坪。

     範例檔案：ch6 / 帆船飯店 

02  於 工具列 選按  繪圖工具 (Sketch) \ 直線 (Polyline) 鈕，在剛剛插入的方體
上按一下滑鼠左鍵設置繪圖網格。

繪製帆型外觀側板

先利用 繪圖工具 (Sketch) 畫出 "帆 " 的平面圖形，方便之後的製作流程。

01  於工作區中插入一個 長度：「10」、寬度：「10」、高度：「70」 的方體，擺放
於旁邊即可，再將檢視切換為 正視 (FRONT)、平視 (Orth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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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工作區網格上先繪製水平直線「20.00 mm」，接著再繪製垂直直線「73.500 
mm」，完成後按一下  即可。

04  於 工具列 選按  繪圖工具 (Sketch) \ 曲線 (Spline) 鈕，在剛剛繪製的線條上
按一下滑鼠左鍵設置繪圖網格，並在垂直線條頂端按一下滑鼠左鍵續繪製。

05  依圖示操作將圖形封閉後，按一下  即完成繪製 (或是按 Enter 鍵也可以 )，
最後利用平面圖形上的節點來微調，讓帆形圖形更完美。(調整節點讓帆形的
弧線略寬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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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繼續使用 曲線 (Spline) 與 直線 (Polyline) 工具繪製內部的線條，由於最底部
沒有底板，所以在繪製時將線條直接超出底線即可，不用連接封閉。(畫面右
側的線條是略有傾斜而非垂直線，最底下是有角度的線條。)

07  使用 直線 (Polyline) 工具在內部
的圖形中繪製 6 條水平線，先大
略將圖形區隔為 4 個大區塊。

08  拖曳圖形中的水平線條，調整 4 個區塊讓它們更平均 (可使用  測量工具 
(Measure) 更精準調整 )，最後於 工具列 選按  繪圖工具 (Sketch) \ 修剪 
(Trim) 鈕，將不要的線條一一修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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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將視角轉至合適位置，於 工具列 選按  建構工具 (Construct) \ 擠出 (Extrude) 
鈕，拖曳箭頭後，在快速選單中輸入「0.8」，按 Enter 鍵完成。

小技巧

在預設中，不管是在繪製平面圖形或是移動元件 ...等動作，
都是以 1 mm 的單位在進行。如果繪製的圖形或元件小於 
1 mm 時，則是在快速選單以輸入數字的方式完成，其實你
也可以在工作區右下角按一下 Linear Snap，再於清單中選
按 0.1，之後就可以 0.1 mm 的單位進行繪製或移動。

繪製側板的支撐結構

完成基礎側板後，接著就要來製作側板間的支撐結構元件。

01  先將檢視切換為 正視 (FRONT)，並使用 曲線 (Spline) 工具，在方體上按一下
滑鼠左鍵設置繪圖網格，在旁邊繪製如葉子外觀的圖形，繪製好後一樣利用

滑鼠拖曳節點修飾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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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於 工具列 選按  繪圖工具 (Sketch) \ 偏移複製 (O�set) 鈕，選按葉子圖形線
條再拖曳，複製內距「0.5」mm的偏移線條。

03  將視角轉至合適位置，使用 擠出 (Extrude) 工具先拖曳出合適的厚度，再將視
角切換至 上視圖 (TOP)，按 Ctrl + C 鍵再按 Ctrl + V 鍵完成複製貼上動作後，
拖曳旋轉控點旋「90.0 deg」，按 Enter 鍵完成。

04  於 工具列 選按  合併工具 (Combine) \ 交集 (Intersect) 鈕，分別選按目標元
件與來源元件後，按 Enter 鍵即可得到交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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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切換至 上視圖 (TOP)，使用 矩形 (Rectangle) 插入一個 長 (Length)：「2.5」、
寬 (Width)：「2.5」的矩形，再將它移動至剛剛製作的元件中心處，再使用 偏
移複製 (O�set)  工具拖曳複製「0.3 mm」的內距線條。

06  使用 擠出 (Extrude) 工具拖曳箭頭擠出「0.30 
mm」的厚度。

07  於 工具列 選按  多重複製工具 (Pattern) \ 陣列複製 (Rectangular Pattern) 
鈕，選取四方框為主要元件後，選按  鈕，再選取當做輔助用的方體垂
直線條，拖曳箭頭複製「8」個元件，距離為「13.00 mm」。

08  將檢視切換為 正視 (FRONT)，選取
所有陣列複製出來的四方框，利用 
移動 / 旋轉 (Move/Rotate) 工具將
它移動至剛剛製作元件的中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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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於 工具列 選按  變形工具 (Transform) \ 比例縮放 (Scale) 鈕，選取支架元件的
四方框元件進行縮放，將超出的部分微調即可，最後於 工具列 選按  合併工
具 (Combine) \ 合併 (Merge) 鈕，將葉子形狀元件及四方框全部合併成單一元件。

10  使用 移動 / 旋轉 (Move/Rotate) 工具將支架元件移至如圖位置，並複製二個擺
放及旋轉至合適位置，選取側板與三個支架元件，於 工具列 選按  變形工具 
(Transform) \ 對齊 (Align) 鈕，接著選按中間的對齊控點完成對齊。

11  最後使用合併 (Merge) 工具，將支
撐架與側板合併成為單一元件，這

樣就完成側板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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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帆船飯店主體

帆船飯店的主體有點像是切成四分之一的西瓜片，以下將利用 旋轉擠出 (Revolve) 
來完成製作，請先把之前做好的元件移至旁邊擺放再開始作業。

01  將檢視切換為 正視 (FRONT)，把之前繪製好的側板平面圖形移至合適的工作
區位置，於 工具列 選按  繪圖工具 (Sketch) \ 修剪 (Trim) 鈕。

02  將平面圖形中一些不要的線條一一刪除，最後只留下左邊的弧線與右邊的垂
直線條，接著使用 直線 (Polyline) 工具，在下方繪製一水平線封閉圖形。

03  繼續使用 直線 (Polyline) 工具，由最底下往上繪製一條「54.000 mm」垂直
線條，接著再繪製一水平線條連接至弧線上，完成後按 Enter 鍵，最後再用 
修剪 (Trim) 工具將不需要的線條刪除，只留下飯店本體部分。

123Design.indb   38 2016/5/18   上午 09:4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