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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器

管理器是一款常用工具，用于管理模型信息、对象属性查询和对象分类。 使用管理
器，您可以在同一位置访问所有模型信息（其中包括 IFC 信息），还可以有效地管理
您的模型信息。 对于设计者、细部设计人员、管理人员、估算人员、承包商或任何
使用模型信息的人员来说，管理器在创建和设计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是一款高效的工
具。

例如，辅助管理器可以查看和报告 Tekla Structures 模型的零件和零件组的关键属
性，如采购包的数量。 设计者可以在设计过程中即时检查对象、构件或浇筑体属性，
以便确保这些属性符合要求。 例如，通过创建类别，可轻松实现自动跟踪，跟踪预
置或过重的钢元素、过长的钢筋，以及状态信息。

您可以将管理器与模型同步，以获得模型更改状况方面的即时反馈并根据需求创建报
告。

管理器由以下两个工具组成：

• 使用对象浏览器可即时查看模型信息，并根据您的选择创建与之相关的报告。

• 使用类别来定义建筑位置，从而自动排列模型对象，并在模型中实现位置的可视
化。您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属性创建类别，并且可以根据对象所属的类别向对象写
入用户定义的属性。您可以使用过滤实现自动更新，这样只要模型中发生变化便
会自动更新类别内容。您也可以手动更改类别内容。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查看对象属性 (网 6 页)

来自管理器的报告对象属性值 (网 16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 (网 21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颜色设置 (网 27 页)

将属性模板输入管理器 (网 28 页)

从管理器输出属性模板 (网 29 页)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使管理器与模型同步 (网 50 页)

从管理器输出类别 (网 53 页)

在管理器中输入类别 (网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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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FC 类别输入到管理器 (网 56 页)

多用户模式下的管理器 (网 56 页)

示例：将模型分组到位置和自定义类别，并查看数量 (网 57 页)

示例：使用管理器跟踪建模和计划问题 (网 69 页)

示例：为管理器中的对象添加一个分类代码，并将该代码输出到 IFC (网 98 页)

示例：在管理器中为结构设计状态创建自定义类别 (网 103 页)

示例：在管理器中为建筑设计状态创建自定义类别 (网 105 页)

示例：用于钢的管理器 - 管理螺栓 (网 107 页)

示例：用于钢的管理器 - 管理构件 (网 109 页)

示例： 用于预制的管理器 (网 110 页)

1.1 在管理器中查看对象属性
可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所选模型对象的属性。对象浏览器列出了您在模型中选择的
对象或所选类别的对象。对象属性显示在列中。您可以更改这些列的顺序和排序方
向，并对属性进行分组以通过结构化的方式查看对象数据。

当您想查看模型中的 新属性值时，请在对象浏览器中单击重新加载视图 。查看
任何对象的属性后，该属性将在管理器数据库中同步更新。

注 同步管理器  会更新管理器数据库中已更改对象的所有属性。如果您在模
型中更改选择、选择另一个类别或属性模板，则无需重新加载对象浏览器。完成
管理器的同步之后，这些对象属性将保持 新状态，直到您在模型中做出更改为
止。

您可以使用 Tekla Structures 选择开关在模型中选择所需对象，例如，选择构件

。

在管理器中查看对象属性：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模型中选择模型对象，或在类别中选择一个类别。

3. 重新加载  对象浏览器以显示 新的对象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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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模型中选择的对象或者类别的对象

默认情况下，在对象浏览器工具栏上会选择自动选择 。对象浏览器会自动显示来
自模型或类别的对象。如果已选择类别，对象浏览器将只显示该类别中的对象。如果
您已选择模型中的对象，对象浏览器将只显示这些对象。

如果您要控制是从模型还是类别显示对象，则可以关闭自动选择：

1. 单击  激活其它选择按钮。

2. 选择要使用的选项： 

• 单击  从模型显示对象。

• 单击  从类别显示对象。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选定类别的对象不会在模型中高亮显示或处于选定状态。

要查看模型中某个选定类别的对象，请从类别底部的列表中选择选择模型中的对象或
高亮显示模型中的对象。

为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对象数量设置限制

对象浏览器不会自动显示您在模型或类别中选择的对象。对于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
对象数量存在预定义的限制。如果您选择的对象数量超过限制，则对象浏览器会显示
已选择的对象数量以及显示对象的限制。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 单击  以显示对象。

对象浏览器会显示管理器数据库中存储的对象和对象属性。

• 单击  可重新加载对象属性并显示对象。

对象浏览器会显示模型中已更新的对象和对象属性。

• 通过在框中输入数字更改预定义的限制，例如 。然后单击 。

在框中输入的数字会用作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对象数量的默认限制。

• 进行其它选择。

您也可以在管理器 设置中设置限制。在管理器右上角单击 ，然后转到同步选项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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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其它属性模板

从模板列表中选择另一个模板，以便通过不同的模板查看相同的对象选择。

设置默认属性模板

1.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2. 从属性模板列表中选择一个模板并单击设为默认值。

3. 单击修改以保存您的选择。

在打开默认模板时，设为默认值按钮处于隐藏状态。选择其他模板后，会再次显示该
按钮。

在对象浏览器中固定当前模板

固定模板可使所选模板在对象浏览器中保持可见状态。

如果您固定了某个模板并选择不同类别以查看对象浏览器中的模型对象，则即使为所
选类别定义了其他模板，仍会显示固定的模板。如果您希望使用某个模板来比较不同
的类别，这一功能将十分有用。

1. 单击  以便在对象浏览器中固定当前模板。 

您仍然可以从模板列表中选择其它模板。 固定功能总是会使 新选择的模板保
持可见状态。

单击  释放模板。

对对象属性进行分组

1. 单击  并选择组 。 

对象浏览器显示分组行。

2. 选择属性列标题并将列拖到分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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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并选择组 以隐藏分组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管理器中为对象属性进行分组 (网 12 页)。

显示构件的内容

1. 单击  并选择显示内容 ，以便显示对象浏览器中当前列出的构件或浇筑
体中的对象。 

构件、浇注体或浇筑体层级显示为不同深浅的蓝色。

2. 单击  并选择显示内容 以隐藏构件内容。 

当您在对象浏览器中排序和分组对象时，还会删除构件、浇筑体和浇筑体层级。
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对象保持不变。

组合相同行

您可以在对象浏览器视图中合并具有相同属性值的行。组合行时，对象浏览器会显示
一个数量列，其中显示已组合的行数。

您也可以选择是显示单个属性值还是显示一列中所有属性值的总和。 值的总和等于
单个值乘以组合行数。

1. 单击  并选择组合相同行 。 

即使您选择了类别中的其他类别，一样会显示组合的行。

2. 如果需要，请单击修改以便在属性模板中包含组合的行。

3. 要在列中显示属性值的总和，请单击管理器右上角的  以打开设置，并在柱
下找到该属性，然后将它结合了行显示选项设置为结果。

4. 单击  并选择  以删除组合的行。

在合计行中显示对象属性值的计算结果

1. 选择对象浏览器是计算所有行的结果还是选定行的结果。 

2. 选择对象浏览器是显示计算的总和、平均值、 小值还是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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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管理器中计算属性值 (网 15 页)。

使用颜色直观显示模型中的对象浏览器组

1. 单击  并选择组 。

2. 选择属性列标题并将列拖到分组行。

3. 单击  并指向颜色设置命令。 

对象浏览器会列出可用的颜色设置。

4. 单击组命令选择当前的设置，或者从可用的设置中选择一个适合的颜色设置。

5. 单击  并选择一个组以外的命令来删除颜色。

管理器可为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组分配颜色。对象浏览器中 顶部的组将获取颜色
设置中的第一种颜色，下一组将获取第二种颜色，依此类推。 低组级别上的对象会
使用已分配的颜色显示在模型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管理器中创建颜色设置 (网 27 页)。

查看类别以及类别的并集和交集

1. 在类别树中选择多个类别。

2. 单击  并选取以下任意选项： 

•  自动为默认值。

自动会显示同一类别根下类别的对象内容并集，以及不同类别根中类别的对
象内容交集。

•  单独类别按类别显示对象。

自动可向对象浏览器中添加类别结构。

•
类别的并集

对象浏览器会显示所选类别的对象内容的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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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的交点

对象浏览器会显示所选类别的对象内容的交集。

您也可以在类别的底部单击 。选择窗体将显示所选类别的并集或交集，具体取决
于您选择的对象。在框之间拖动类别可修改并集和交集。

使用选择窗格查看并集和交集时，请确保在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类别  按钮未激活。

列出对象类别

1. 在对象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行。

2. 右键单击并选择列出类别。 

类别列表会显示所有至少包含一个所选对象的类别。

3. 在列表中单击一个类别，以便在类别中高亮显示该类别。

在对象浏览器中保持当前视图，并从该视图中删除对象和类别

1. 单击  并选择  以保持当前视图。 

您在模型或类别中的新选择会添加到对象浏览器视图中。

2. 从视图中删除对象和类别： 

• 要删除对象，请右键单击一行并选择从视图中删除。

• 要删除类别，请单击  并选择  单独类别。右键单击类别并选择从视
图中删除。

3. 单击  并选择  以释放视图。

选择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命令按钮

1.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2. 转到工具栏选项卡。

3. 选择要显示在对象浏览器工具栏上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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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闭设置对话框。

更改列的顺序

选择属性列标题，然后将其拖到列标题行上的所需位置。

更改排序方向

1. 单击列标题以显示排序方向。 

默认方向为升序。您可以在设置中更改默认方向，只需单击管理器右上角的

。

2. 再次单击该列标题可更改排序方向。

另请参见

设置管理器中的单位 (网 16 页)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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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器中为对象属性进行分组
您可以根据对象属性对对象分组，从而对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对象进行排序。在对象
浏览器和管理器 设置中均可对对象属性进行分组。当您保存属性模板时，该模板将
采用您在设置中定义的分组方式。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模型中的对象或选择一个类别，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这些对象。

3. 单击  并选择组。

4. 将一个或多个属性列拖动到分组行。 

对象根据分组行中属性的顺序（从左至右）进行分组。

在管理器 设置中，分组行始终可用。要打开设置，请单击管理器右上角的

。

在设置中对对象属性进行分组时，如果分组行可见，则分组情况会同时显示在对
象浏览器中。

在下面的示例中，第一个分组级别为名称，第二个级别为材料，第三个级别为截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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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a. 在分组行中拖动对象属性可更改分组顺序。

b. 单击分组行中的对象属性可更改排序方向。

c. 单击删除分组  可从分组行中删除对象属性。 

您也可以将对象属性拖回列标题行中。当您拖动属性时，它会被放置到您将
其拖到的位置。

6. 单击修改将分组情况包含到模板中。

7. 要在模板中永久保存该分组，请保存 Tekla Structures 模型。

提
示

在对对象浏览器中的对象分组后，您可以创建饼图以查看分组中包含的对象数量的比
率。按 Alt + F12 可创建饼图。使用 Ctrl+C 和 Ctrl+V 复制命令，可以将饼图复制
到任意文档。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 (网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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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器中查看对象属性 (网 6 页)

在管理器中计算属性值
对象浏览器会显示合计行中计算出的对象属性值之和、平均对象属性值、 小或 大
对象属性值。您可以选择显示哪些值，以及是显示从所有行计算得到的值还是从对象
浏览器中的选定行计算得到的值。

当您要查看模型中的 新属性值时，可在对象浏览器中单击重新加载视图 。在查
看任意对象的某个属性后，将在管理器数据库中同步更新该属性。

注 同步管理器  会更新管理器数据库中已更改对象的所有属性。如果您在模
型中更改选择、选择另一个类别或属性模板，则无需重新加载对象浏览器。完成
管理器的同步之后，这些对象属性将保持 新状态，直到您在模型中做出更改为
止。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模型中的对象或选择一个类别，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这些对象。

3. 选择对象浏览器是计算所有行的结果还是选定行的结果。 

全部为默认值。

4. 如果您选择已选择，则请选择对象浏览器中的行。

5. 从列表中选择值选项： 

值将显示在底部的合计行中。值是精确对象属性值的舍入值。

注 默认情况下，对象浏览器会显示对计算结果有用的属性的计算值。如果您不想显示属性

的计算值，请单击管理器右上角的  以打开设置，并将在合计行中显示选项设置为

-。重新加载 对象浏览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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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查看对象属性 (网 6 页)

设置管理器中的单位 (网 16 页)

设置管理器中的单位
Tekla Structures 中的默认单位取决于 文件 --> 设置 --> 选项 --> 单位和精度
中的设置。您可以在管理器中更改这些默认设置，以查看对象浏览器和类别中的其他
单位系统、单位类型和精度。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转到单位选项卡。

4. 从列表中选择单位系统。

5. 从列表中选择单位。

6. 从列表中选择精度。 

如果要为距离、面积、体积或重量之外的数量定义精度，请使用其它精度选项。

注 您可以通过单击列中的  来设置管理器 设置  中的单个属性列的单位。这些
单个设置会覆盖单位选项卡设置。例如，如果您希望在一个模板中以英制和公制单位显
示长度，则单个设置会很有用。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查看对象属性 (网 6 页)

在管理器中计算属性值 (网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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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来自管理器的报告对象属性值
您可以将对象属性值从对象浏览器输出到 Microsoft Excel 以供进一步处理。对象
浏览器中的属性列在输出后与所显示的完全相同。您可以使用预定义的默认 Excel
模板，也可以自行创建 Excel 模板输出。

确保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 Microsoft Excel。

如要自行创建模板，首先在当前模型文件夹、工程文件夹、公司文件夹或系统文件夹
下创建 \ProjectOrganizerData\ExcelTemplates 文件夹，然后在文件夹中

保存模板。这样您即可从将数据输出到 Excel 对话框的可用模板列表中选择模板。

提
示

• 如果您想将对象属性放置到 Excel 模板中的某个位置，则可通过在您想要
放置数据的起始单元格中键入 %&O%& 来修改模板，然后保存该模板。

• 您也可以在 Excel 模板中定义摘要行的显示方式：在对象行上方或下方显
示。转至 Excel 模板中的数据选项卡，单击轮廓区域

 中的小箭头，选择所需设置，单击确认。然后保
存模板。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模型或类别中的对象，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对象及其属性。

3. 选择一个合适的属性模板。

4. 单击  并选择输出。

5. 从可用模板列表中选择 Excel 模板，或单击浏览以选择其他模板。 

如果未选择模板，则会在输出中使用默认 Excel 模板。

对象浏览器会列出以下文件夹中可用于输出的所有 Excel 模板：

• 当前模型文件夹

• 项目文件夹 (XS_PROJECT)
• 公司文件夹 (XS_FIRM)
• 系统文件夹 (XS_SYSTEM)

6. 选择一个或更多输出选项： 

• 默认情况下，会选择更新模型的对象属性。

此时会将模型中的 新对象属性更新至对象浏览器以供输出。

• 不带列标题输出

选择输出时是否不带对象浏览器列标题行。

如果 Excel 模板中有预定义的列标题，则此选项很有用。

• 仅输出摘要行

选择是否仅输出对象浏览器摘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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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输出。 

Microsoft Excel 会自动打开。 分组、组合行以及计算值（总值、平均值、
小值和 大值）也会一同输出。

示例：输出工程属性

您可以在对象属性输出中自动包含任何工程属性。可以通过为工程属性单独创建一
个属性模板并将其命名为 W_Project_data 来执行此操作。

注 您必须使用 W_Project_data 作为该模板的名称。

1. 在文件 --> 工程属性中定义工程属性。在本示例中，可在用户定义的属性中输
入工程名称、工程建立者和工程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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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管理器中，为您按上述方法定义的工程属性创建工程模板 (网 21 页)。在此
例中，只能将工程属性添加到模板中。

您可在模板中添加任何属性。但请注意，管理器将在报告中添加它为此属性找到
的第一个随机值。因此，仅在模板中添加对所有对象都具有相同值的此类属性。
例如，如果您想要包括在报告内的所有对象均属于同一状态，则您可添加 PHASE
至模板。

a. 单击管理器右上角的  以打开设置，然后单击模板。

b. 将该模板命名为 W_Project_data 并选择空白模板。

c. 单击创建。

d. 将 PROJECT.NAME、PROJECT.BUILDER 和 

PROJECT.USERDEFINED.PROJECT_COMMENT 工程属性拖至属性列。

e. 单击修改保存模板。

3. 将工程属性添加到您要在输出中使用的 Excel 模板，然后保存该模板。

您可从属性模板复制列标题，并将其添加至 Excel 模板中的任意位置，如下例
所示。

注 如果您添加 DATE 类型的属性至 Excel，更改 Excel 单元格的格式为日

期，以正确显示日期。DATE 类型的属性是指名称中带有 DATE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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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要添加 DATE 属性至您的属性模板以添加当前日期，必须将列标题名

称更改为除 DATE 以外的名称。例如，将其更改为 DATE1，在 Excel 模

板中使用相同文本 (DATE1)。

4. 从管理器输出对象属性和工程属性。

a. 选择模型中的对象或选择类别，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这些对象。

b. 选择要在输出中使用的属性模板，例如默认值或钢筋。

c. 单击  并选择输出。

d. 选择之前修改过的 Excel 模板并单击输出。

您添加到 Excel 模板的工程属性值将显示在输出的 Excel 中。

另请参见

从管理器输出属性模板 (网 29 页)

1.3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
您可以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以便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选中的模型对象的属性。
例如，可以为不同对象类型和对象组创建模板，并在模板中包含所需对象属性。可以
对模板中的属性进行分组和排序。您也可以修改现有的模板。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如果您希望基于当前模板创建新的属性模板，请从模板列表中选择该模板。 

通过从模板列表中选择模板并更改其中包含的属性，您可以修改现有模板。

4. 单击 。

5. 为属性模板输入唯一的名称。 

如果您输入现有模板名称，创建会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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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是基于当前模板创建模板还是创建为空白模板。

7. 单击创建。 

属性模板会保存到模型文件夹下 \ProjectOrganizer 文件夹中的

ProjOrg 数据库。已保存的属性模板会显示在属性模板列表中。

8.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可定义模板中包含的属性： 

图片中的选
项

描述

1 创建新属性列。

2 为新属性列输入一个名称，或重命名属性列。

3 将一个或多个对象属性从属性列表拖到属性列。

属性是从模型文件夹中的 environment.db 文件读取的。

如果您需要列表中不可用的属性，例如参考模型对象属性，则可以在
管理器中将这些属性创建为自定义属性 (网 24 页)。

使用搜索框可以方便地查找相关属性。

在组列表中，您可以选择一个选项，以仅显示某些特定属性，例如：

• 选择 新以查看 近使用和创建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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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的选
项

描述

• 选择自定义以查看输入的属性以及在管理器中创建的属性。

• 选择属性模板可以查看模型的属性模板中使用的属性。

4 单击升序或降序可以更改属性列中的排序顺序。

5 将属性列拖到分组行。分组图标  显示在属性列中。

6 删除属性列。

7 在对象浏览器中选择合计行中显示的属性值：

• -（减号）不会显示任何值。

• 单个值显示单个属性值。如果列中所有对象都具有相同的属性值，
则会显示单个值。

• 结果会显示列中所有属性值的总和。

8 在对象浏览器中选择组合行中显示的属性值：

• 单个值显示单个属性值。

• 结果会显示属性值总和。

9 单击  以设置属性列的单位和单位的精度。

10 为模板选择一个颜色设置 (网 27 页)。

9. 单击修改将属性保存到模板。

10. 要永久保存模板以及您对模板所做的更改，请保存 Tekla Structures 模型。

使用多个对象属性的示例

有时需要在一列中包含多个对象属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为不同对象类型显示
相关属性值。

例如，您可以在名称列中包含不同的名称属性。对象浏览器会显示零件的 NAME、构

件的 ASSEMBLY_NAME、浇筑体的 CAST_UNIT_NAME，依此类推。

在搜索属性时，对象浏览器使用属性在列中显示的顺序（从左向右）。找到值之后，
便会忽略列中的其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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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定义公式 (网 25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定义属性
您可以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己的属性，并像使用任何其他属性一样使用属性列中的这些
属性。如果您要在模型中使用这些属性，则可以将这些属性添加到属性类别内的模型
对象中。

某些对象属性（例如，参考模型对象的属性）不会在管理器中自动提供。要在管理器
中使用这些属性，请将这些属性创建为自定义属性。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单击自定义。

4. 选择属性。

5. 在名称框中，输入属性名称。 

此名称会显示在属性列表中。请确保该名称前后没有空格。

6. 在属性框中输入属性的准确名称。 

管理器 使用此名称搜索属性值。请确保名称前后没有空格。对于 UDA 类型属
性， 大长度为 19 个字符。

注 对于参考模型对象属性，您必须在属性名称开头添加 EXTERNAL.，例如 

EXTERNAL.Tekla Reinforcement.Rebar Mark。例如，您可以从查

询目标对话框中复制属性的准确名称。

7. 为属性选择单位类型。 

管理器会自动选择单位类型的默认数据类型值。您可以更改数据类型。

8. 为属性选择数据类型。

9. 为属性选择属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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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要写入到模型的属性时，请使用 UDA。

10. 单击确认。

自定义属性显示在自定义组中的属性列表中。UDA 属性还显示在 UDA 组中。您可以
通过右键单击该属性来修改和删除自定义属性。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 (网 21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定义公式
您可以使用管理器中提供的对象属性创建简单的数学公式。例如，您可以计算特定对
象类型的区域，可以采用与对象属性相同的方式向属性列添加公式。也可以在创建属
性类别时在对象属性中使用公式。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单击自定义。

4. 选择公式。

5. 输入公式的名称。 

确保名称前后没有空格字符。

6. 在设置对话框的搜索框中输入属性名称，以查找属性。 

您也可以从组列表中选择相关选项，来缩小显示在属性列表中的属性的选择范
围。

7. 将所需属性拖动到创建公式对话框中的公式框。

8. 将所需数学运算符拖动到公式框，并将它们置于属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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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主要数学运算符。

•  用于添加圆括号。

•  用于添加可以在其中输入数字的框。

9. 如果需要，可在公式框中拖动属性和运算符以修改公式。 

管理器会自动检查公式的数学计算是否正确。如果公式不正确，创建将处于灰显
状态，并且不正确的部分会以红色显示。

10. 选择适用于公式中使用的属性的单位类型。

11. 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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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式将显示在自定义组中的属性列表中。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属性列表中的公式来
修改和删除自定义公式。通过将公式拖到属性列中，可以使用属性模板中的自定义公
式。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 (网 21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颜色设置
您可以使用颜色来可视化模型中对象浏览器组的内容。颜色包含在您可以创建并修
改的颜色设置中。您可以在属性模板中包含一个颜色设置，这样属性模板将始终使用
特定颜色。颜色可视化是为了便于查看。您无法在模型或对象浏览器中保存颜色。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转到颜色选项卡。

4. 单击 。 

颜色设置是基于当前选择的设置而创建。

5. 请为该颜色设置输入一个唯一性名称。

6. 单击创建。

7.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以定义颜色设置中包含的颜色： 

• 双击颜色对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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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动颜色以按不同顺序排列它们。

在对象浏览器中使用颜色时将按照其在颜色设置中列出的顺序。对象浏览器
中 顶部的组将获取颜色设置中的第一种颜色，下一组将获取第二种颜色，
依此类推。

• 右键单击颜色并选择添加、删除、剪切或复制该颜色。

• 双击已添加的颜色对其进行修改。

您可以使用 Ctrl 和 Shift 键选择多种颜色。

• 单击重置颜色以恢复默认值设置的颜色。

8. 如果需要，请单击设为默认值以使用该颜色设置作为管理器中的默认设置。

9. 单击修改。 

管理器会保留您在新颜色设置中定义的设置。如果未单击修改并关闭设置对话
框，则新的颜色设置将具有与新设置的基础颜色设置相同的设置。

提
示

可以从管理器中以 xml 格式输出颜色设置，并在其他模型中使用这些设置。一次可以

输出一个设置。颜色设置文件具有 .colorset 文件扩展名。

您可以输入已经从当前模型或其它 Tekla Structures 模型中以 .xml 格式输出的颜

色设置。一次可以输入几个文件。

参看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 (网 21 页)

在管理器中查看对象属性 (网 6 页)

在管理器中删除属性模板
您可以在管理器 设置中删除属性模板。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从模板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模板。

4. 单击  以删除所选的属性模板。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模板 (网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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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将属性模板输入管理器
您可以将已从当前模型或其他 Tekla Structures 模型输出的属性模板输入到管理
器。属性模板采用 xml 格式。您可以一次输入一个或多个模板。

您可以将属性模板保存到 \ProjectOrganizerData 系统文件夹，以使它们自动

在所有模型中可用。有关如何将管理器与公司、工程和系统文件夹配合使用的信息，
请参见管理器的自定义默认设置 (网 48 页)。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单击输入。

4. 选择要输入的属性模板文件。 

属性模板文件具有 .propertytemplate 文件扩展名。

5. 单击打开。 

该文件会输入并显示在管理器的属性模板列表中。如果现有模板的名称与输入
的文件相同，管理器会向输入文件的名称中添加一个运行编号。

如果所选文件不是有效的属性模板文件，则管理器会显示错误消息，且不会输入该文
件。

如果输入的模板包含的属性不在管理器的属性列表中，则这些属性会添加为自定义属
性。

另请参见

从管理器输出属性模板 (网 29 页)

1.5 从管理器输出属性模板
您可以将属性模板从管理器输出为 xml 格式文件，并在其他模型中使用输出的模

板。一次可以输出一个或多个模板。输出模板还可以确保您具有自己创建的模板的
备份副本。

有关如何将管理器与公司、工程和系统文件夹配合使用的信息，请参见管理器的自定
义默认设置 (网 48 页)。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如果您要输出特定的属性模板，请从模板列表中选择该模板。

4. 单击输出。

5. 选择是输出当前属性模板还是输出所有属性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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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浏览以选择目标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模板输出到当前模型文件夹中的 \ProjectOrganizer 文件夹

中。

7. 单击输出。

每个输出的模板都会创建一个单独的 xml 格式文件。文件的扩展名

为 .propertytemplate。

另请参见

来自管理器的报告对象属性值 (网 16 页)

将属性模板输入管理器 (网 28 页)

1.6 管理器中的类别
您可以对位置类别中的模型和可以根据需求（例如对象属性）创建的其它类型的类别
进行分类。

• 使用位置类别，您可以创建位置分解结构，将模型拆分为工程、工地、建筑、截
面和楼板。工程包含类别属性中选定的模型的所有对象，可能是 Tekla
Structures 模型或者参考模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工程中，一个模型对象一
次只能从属于一个 低级别位置类别。

对于根据您设定的位置定义无法包含于任何其它类别的对象，管理器总是会在工
程中为其创建一个未分类的类别。您可以修改定义，将这些对象包含在位置类别
中。

• 属性类别允许您向模型对象添加用户定义的属性 (UDA)。在属性类别内，一个模
型对象一次只能从属于一个 低级别类别。

• 自定义类别是根据您定义的规则创建的。对象会根据这些规则添加到类别中。您
也可以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手动创建类别。

管理器中默认类别设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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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类别中包含了对象时：

• 对于位置类别和属性类别以及 低级别的自定义类别，类别中对象的数量显示在
括号中。

• 对于自定义类别，类别中对象的数量以及类别及其子类别中包括的对象总数量显
示在括号中，如下图所示。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创建位置类别 (网 31 页)

在管理器中手动创建位置类别 (网 36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类别 (网 37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定义类别 (网 40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 (网 42 页)

在管理器中修改类别 (网 44 页)

在管理器中删除类别 (网 47 页)

管理器的自定义默认设置 (网 48 页)

从管理器中排除对象类型 (网 49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位置类别
您可以通过定义类别的边界框来创建位置类别。 此功能允许您将模型对象组织到截
面和楼板。 对象会根据自己的位置和定义的边界自动更新到类别。 如果对象不在
边界框之中或其范围内，系统会将其放置在一个自动创建的未分类类别中。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类别树中选择建筑。

3. 右键单击并选择定义位置的边界框。

4. 在建筑选项卡上，定义建筑的边界框。

a. 如果模型中有多条轴线，请从模型中的网格原点列表中为此建筑选择一条轴
线。 

仅当存在多条轴线时，轴线选择才可用。

轴线选择可以显示轴线原点的全局 x、y 和 z 坐标以及轴线相对模型原点
坐标的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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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需要更改建筑的默认名称。

c. 通过在列表中选择边界坐标，或者在边界坐标框中输入合适的坐标，来定义
建筑边界框的 x、y 和 z 坐标。

d. 单击建筑前面的  图标以查看模型中的边界框。 

下面的图片显示建筑坐标的示例。

e. 在模型中单击右键并选择更新窗口，从模型视图中删除边界框。

5. 在截面选项卡上，定义截面的边界框。

a. 单击  以创建一个或多个截面。

b. 根据需要更改截面的默认名称。

c. 通过在列表中选择边界坐标，或者在边界坐标框中输入合适的坐标，来定义
截面边界框的 x、y 和 z 坐标。 

确保截面不发生重叠并位于建筑边界框内。如果边界框发生重叠，坐标前方
会显示一个红色感叹号。当边界框不重叠时，可以保存位置定义。

d. 单击截面前面的  图标以查看模型中的边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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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片显示剖面坐标的示例。

e. 在模型中单击右键并选择更新窗口，从模型视图中删除边界框。

6. 在楼板选项卡上，定义楼板的边界框。

a. 单击楼板系统按钮。 

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多个楼板系统。添加的楼板系统会出现在列表中。

b. 根据需要输入楼板系统的名称。

c.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  向楼板系统添加顶楼板。

您可以在按钮旁边的框中输入顶楼板的高度。

• 单击  基于轴线高度自动创建楼板。

d. 根据需要更改楼板的默认名称。

e. 通过在列表中选择边界坐标，或者在边界坐标框中输入合适的坐标，来定义
楼板的 z 坐标。

f. 选择一个建筑或者一个剖面，其楼板系统是从位于右上角框中的列表中选
用。 

如果您没有定义剖面，会显示建筑。建筑或剖面会添加到框。

楼板系统可以在多个建筑和截面中使用。如果楼板系统用于了某个其它建
筑，而您想从该建筑删除楼板系统，则需要打开该建筑的边框定义，然后在
这里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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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单击楼板前面的  图标以查看模型中的边界框。 

下面的图片显示楼板坐标的示例。

h. 在模型中单击右键并选择更新窗口，从模型视图中删除边界框。

7. 在设置选项卡上，定义如何在类别中放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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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器按顺序从上到下检查设置选项卡上显示的选中选项。

在默认情况下和根据选中的选项设置而无法包含在类别中的对象将被放置在自
动创建的无法识别类别中，该类别在相关级别上创建。您可以修改边界坐标或手
动将对象移动到正确的位置。

请注意，如果您有多个工程，您无法将一个工程的对象移动到另一个工程。

8. 单击修改和关闭。

9. 右键单击工程中的任何类别并选择同步类别，以刷新模型中的类别内容。 

您也可以单击  以同步管理器。

如果您创建了类别，类别树中各个类别前方的图标将显示为蓝色。

将工程复制到属性类别或自定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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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任何工程从位置类别复制到属性类别或自定义类别。

1. 选择要复制的工程。

2. 将工程拖到类别树中的属性类别或自定义类别。

管理器会在相应位置显示一条粗线，您可将工程复制到该位置。

3. 选择适当的复制选项：

• 复制，用于复制工程树结构和对象

当您使用此选项复制工程并且稍后在位置类别的工程工程中进行更改时，更
改会自动显示在复制的工程中。

• 仅复制树结构，用于复制工程树结构

注 如果在类别属性中选择 Tekla Structures 模型，则将包括所有构件或浇筑体。

如果您在类别属性中选择任何参考模型，则将包含参考构件或参考对象。如果参
考模型中没有构件，则将包含参考对象。

另请参见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在管理器中修改类别 (网 44 页)

在管理器中删除类别 (网 47 页)

在管理器中手动创建位置类别
您无需通过定义类别的边界框来手动创建位置类别。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工程，右键单击并选择新工地。 

您还可以选择新工程使管理器自动在工程下创建工地和建筑。

3. 右键单击工地并选择新建筑。

4. 右键单击创建的建筑，然后选择新截面或新楼板。

5. 右键单击创建的截面，然后选择新楼板。 

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多个工程、工地、建筑、截面和楼板。

6. 向类别添加对象。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工程中选择一个类别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相应的模型对象，然后选择您
要移至新类别的对象。然后将对象拖动到新类别。

• 在模型中，选择您要移动的对象，右键单击新类别并选择移动所选对象。

注 您无法将对象从一个工程移动到另一个工程。在工程中，您可以 低级别的
类别之间移动对象。每个对象一次只能从属于一个 低级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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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手动创建类别后，类别前的图标将在类别树中显示为黑色。

另请参见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在管理器中修改类别 (网 44 页)

在管理器中删除类别 (网 47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属性类别
您可以创建属性类别以将属性添加到模型对象。您可以在类别中使用已有的用户定
义属性 (UDA) 并向其添加值，或者您可以在管理器中将 UDA 创建为自定义属性，并
在属性类别中使用这些属性。

注 如果您有多个属性类别，则只能在一个根级属性类别使用特定的 UDA。这可以确
保其它类别不覆盖 UDA。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类别中，选择根类别级别的属性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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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内容到类别 (网 40 页)。 

属性已添加到类别中的对象。通过在模型中选择对象并将其插入到类别，或通过
定义将对象自动插入到类别的规则，您可以手动 (网 44 页)添加类别内容。

您也可以向类别添加子类别 (网 42 页)。基于属性，可以手动或自动添加子类
别。属性值会从 低级别类别中写入到对象。

选中请不要删除空的自动划分子类别复选框可使所有子类别保持同步。如果不
选中该复选框并更改模型，以使某些或所有子类别不包含任何对象，则在同步根
类别或整个管理器时将删除空的子类别。

如果您想确保仅 高层次构件对象插入到类别，请选择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
次。

4. 在对象属性下，选择一个自定义属性或现有 UDA。您可以添加多个属性。

5. 定义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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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值类型，并在值框中定义值。 

该类型定义您可以使用哪种值。

UDA
的类
型

类型 值

字符
串

文本 输入文本或编号。

类别名称 管理器会自动将类别的名称添加到值框。

组合的类别名称 管理器会自动将类别的名称添加到值框。

整数 不带小数的数字 输入数字。

双 带小数的数字 输入带小数的数字。

公式 从值列表中选择一个公式。公式在管理器设置中定
义。

日期 日期 输入日期或从日历中选择日期。

b. 从单位列表中为该值选择一个单位。 

仅可能的单位选项可用于该属性：

• 属性的单位是在 contentattributes_userdefined.lst 或
object.inp 文件中定义。

• 当创建属性时，会定义在管理器中创建的自定义属性的单位。

c. 如果您希望同一属性的子类别具有不同的属性值，请修改子类别中的属性。

• 如果您希望属性使用在更高属性类别级别定义的属性值，请选中属性名
称后的继承值复选框。

• 如果您选中了继承值复选框，但在类型框中选择了一个类型，或者在值
框中输入一个值，则会自动清除继承值复选框。

注 属性值会从 低级别的子类别写入到对象。

当您将在管理器中创建的自定义属性写入到模型时，您可以在模型中
将这些属性用作任何其它 UDA。

例如，在相应属性写入到模型后，您可以在可视化和 IFC 输出中使用这些
属性。 您也可以在对象对话框中查看这些属性并将其与 Tekla Model
Sharing 共享。

6. 如果希望在同步整个管理器与模型时不更新类别，请清除同步时更新类别复选
框。

7. 单击修改。 

管理器为尚未包含到 低级别的类别的对象创建一个无法识别类别。如果基于
类别规则，同一对象将属于多个子类别，管理器会为这些对象创建碰撞类别。您
需要修改类别规则以清空碰撞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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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  以同步管理器，或者选择属性类别树中的任意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
同步类别。 

当同步管理器或类别时，属性及其值会写入到模型对象。无法识别和碰撞类别不
会修改现有 UDA 值。

您可以查询写入到模型的属性，并且将其报告为任何其它属性。

注 如果您删除了一个属性类别及其子类别，已写入到模型的属性不会删除。

带有选项的 UDA

如果您在向对象写入属性时向属性类别添加带选项的 UDA，您必须使用 UDA - 
<property name> 格式。

要在对象浏览器中获取正确的报告结果，您可使用名称中不带 UDA - 的同一属性。

参看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示例： 用于预制的管理器 (网 110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定义类别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类别以便对模型对象进行分组，例如根据对象属性分组。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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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以创建新类别。 

如果您已选择类别，新类别将在与所选类别相同的级别上创建。如果您选择了多
个类别或没有选择任何类别，新类别将在根类别级别创建。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
任意多个类别。

3. 右键单击新类别并选择属性。

4. 键入类别的名称。

5. 定义类别内容设置规则：

a. 在自动对象内容下，选择模型、过滤和类别，以便向类别中自动添加对象。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 单击选择模型列表，并选择要将其对象添加到类别的模型。

要在类别中包括所有模型对象，请选择 Tekla Structures 模型。

• 将某个类别从类别树拖动到类别和过滤规则框，或者在框中单击或键
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

• 单击对象组为管理器定义过滤。

这时，对象组 - 管理器对话框会在 Tekla Structures 主视图中打开。
当您保存该过滤时，再次单击或在规则框中键入，然后选择该过滤。

管理器过滤保存在模型文件夹的 \attributes 文件夹中，文件扩展

名为 .OrgObjGrp。您只能在管理器中使用这些过滤。

您可以根据需要向同一规则框中添加任意多种过滤和类别。

如果您向同一规则框中添加了多种类别或过滤，类别内容将是其中所有对象
的并集。

如果您向不同的规则框添加类别或过滤，请选择类别内容是否是框内容的交
集还是差异。

注 您可以在创建任何类别之前单独为管理器创建过滤。这些过滤采用与
Tekla Structures 选择和视图过滤相同的方式创建，您可以在类别规

则中使用它们。在创建过滤时，单击过滤设置中的  并将管理器
设置为过滤类型。然后定义过滤中需要的设置。

b. 在自动划分子类别下，选择用于创建子类别的属性。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

要使用此选项，请将一个或多个属性列拖到对象浏览器中的分组 (网 12
页)行。管理器在创建子类别时使用这些列中包含的属性。

您也可以向规则框添加属性模板列或对象属性。

• 单击规则框并选择属性模板列或对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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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您首先向规则框中添加属性模板列或对象属性，则您无法
使用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选项。

您可以向同一规则框中添加多个列或属性。

当已经向规则框中添加了一个列或属性后，管理器会向属性对话框添加
一个新子类别级别。如果您希望该类别具有新子类别级别，请在新子类
别级别向规则框添加列或属性。

• 选中请不要删除空的自动划分子类别复选框可使所有子类别保持同步。

如果不选中该复选框并更改模型，以使某些或所有子类别不包含任何对
象，则在同步根类别或整个管理器时将删除空的子类别。

c. 如果您想确保类别中只包含构件级对象，请选择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
次。 

选择此选项后，当您向类别添加模型对象时，对象所属的构件将添加到类
别。

6. 如果希望在同步管理器与模型时不更新类别，请清除同步时更新类别复选框。

7. 在属性模板列表中选择类别的默认属性模板。 

这是显示在对象浏览器属性表格中的属性模板。

8. 单击修改。

提
示

您可以手动向自动类别中添加类别和子类别。 选择某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新类别
或新子类别。 手动添加的类别不会在同步时被删除。 同步手动创建的子类别时，只
会同步该类别。

参看

管理器的自定义默认设置 (网 48 页)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在管理器中修改类别 (网 44 页)

在管理器中删除类别 (网 47 页)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

您可以一次为一个或多个自定义类别创建自动子类别树结构。要创建自动子类别的
类别不能有现有的子类别。如果您使用尚未包含对象的空类别，则将仅保存类别规
则。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某个自定义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 

管理器会在类别属性对话框中打开自动划分子类别部分。

3. 执行以下操作，选择用于创建子类别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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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

要使用此选项，请将一个或多个属性列拖到对象浏览器中的分组 (网 12 页)
行。在创建子类别时，管理器会使用列中包含的属性，相关示例如下图中所
示。

您也可以向规则框添加属性模板列或对象属性。

• 单击规则框并选择属性模板列或对象属性。

请注意，如果您首先向规则框中添加属性模板列或对象属性，则您无法使用
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选项。

您还可以在框中键入属性的名称，例如，PROFILE，然后按 Enter。您可以

向同一规则框中添加多个列或属性。

当已经向规则框中添加了一个列或属性后，管理器会向属性对话框添加一个
新子类别级别。

4. 如果您希望该类别具有新子类别级别，请在新子类别级别向规则框中添加列或属
性。

5. 选中请不要删除空的自动划分子类别复选框可使所有子类别保持同步。 

如果不选中该复选框并更改模型，以使某些或所有子类别不包含任何对象，则在
同步根类别或整个管理器时将删除空的子类别。

6. 单击修改。

提
示

您可以手动向自动类别中添加类别和子类别。 选择某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新类别
或新子类别。 手动添加的类别不会在同步时被删除。 同步手动创建的子类别时，只
会同步该类别。

另请参见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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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定义类别 (网 40 页)

在管理器中修改类别 (网 44 页)

在管理器中删除类别 (网 47 页)

在管理器中修改类别
您可以修改类别规则，并对类别内容进行手动更改。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目的 操作步骤

重命名类别 选择一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重命名。

向类别添加对象 您可以手动向类别添加对象。

1. 选择模型中的对象或选择一个类别。

2. 通过选择行在对象浏览器中选择对象。

3. 将所选对象拖到类别。

如果要添加您在模型中选择的所有对象，您也可以右键单击类
别并选择添加所选对象。

单击  以便在对象浏览器中保持视图。在保持视图时，您
可以在模型或类别中进行选择，而不更改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

内容。要在对象浏览器中按类别显示对象，单击  并选择

 单独类别。

在位置类别中，当您在一个类别中选择了对象，并将其添加到
另一个类别时，对象也会移动到其它类别。在工程中，一个对
象只能位于一个 低级别位置类别中。

从类别中删除对象 您可以从类别中手动删除对象。

1. 选择一个类别。

2. 在对象浏览器中选择对象。

3. 单击右键并选择从所选类别移除所选对象。

在类别中管理手动更改 您可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每个对象是如何包含在类别中的，
或者为什么没有包含它。对象可以包含在类别中，包含的方式
可以是基于类别规则自动包含，也可以是您手动进行添加和删
除。

1. 选择自定义类别。

2. 右键单击类别并选择属性查看类别中使用的规则。

属性显示类别中是否有手动添加和删除的对象。您可以
控制对象浏览器中对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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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3.
单击  并选择  管理手动更改。

管理器将一个紫色的边框放置在对象浏览器和类别周围，
并且将状态列添加到对象浏览器。在手动更改模式下，一
组有限的管理器命令可用。

每个对象有一个状态图标：

•

已基于类别规则将对象自动添加到类别。

•

已从该类别自动添加添加和手动删除对象。

•

已自动和手动将对象添加到类别。

•

已手动将对象添加到类别。

•

已从类别中手动删除对象。

请注意状态会在所选类别中应用。对象在另一个类别中
有不同的状态。

4. 右键单击对象浏览器中的对象以更改状态：

• 添加会手动将对象添加到类别。

• 删除会从类别中手动删除对象。

• 删除手动更改会从对象中删除手动状态，但是如果对
象是自动包含进来的，则会将对象保留在类别中。

修改类别规则 1. 选择某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2. 在自动对象内容下修改类别内容规则。

自动对象内容按钮中的  图标显示该类别已经定义了
自动对象内容规则。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 从模型列表中选择一个模型。

单击模型列表查看规则中已使用的模型。

• 将类别从类别树中拖到规则框。

• 单击或在规则框中键入，并从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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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 单击对象组为管理器定义过滤。当您保存该过滤时，
再次单击或在框中键入，然后选择该过滤。

您可以添加多个类别和过滤，然后创建它们的并集、
交集或差异。

3. 修改自动划分子类别下的子类别规则。

自动划分子类别按钮中的  的图标显示该类别已经定
义了自动划分子类别规则。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 单击规则框可向规则添加更多属性模板列或属性。

您可以向现有子类别层级或现有级别下的空层级添加
更多属性。

• 从规则删除属性。

• 从规则删除整个子类别层级。

4. 单击修改。

您可以同时修改若干子类别的子类别规则，前提是这些子类别
具有相同的子类别规则，另请参阅 在管理器中创建自动划分
子类别 (网 42 页)。

更改类别的默认属性模
板

1. 选择某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2. 从属性模板列表中选择另一个属性模板。

3. 单击修改。

修改多个类别属性 1. 选择要修改的类别。

2. 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您可以修改的属性取决于所选类别。例如，您可以更改默认属
性模板或子类别规则。

更改类别内容以包含
高的构件级别

1. 选择某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2. 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

3. 单击修改。

如果您向仅包含构件的类别添加了零件，构件信息将显示在类
别中。

修改建筑、截面或楼板类
别的边界框

1. 选择您使用边界框创建的类别。

2. 右键单击并选择定义位置的边界框。

3. 修改边界框定义。

如果您修改建筑坐标，并且剖面具有相同的坐标，则剖面
坐标会更改为已修改的建筑坐标。

类别树中使用边界框创建的类别用蓝色图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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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手动向已经具有自动位
置分解结构的建筑添加
楼板。

您可以向自动建筑手动添加楼板，例如，将建筑内特殊结构的
对象收集到单独类别。手动添加的楼板没有自动对象集合的
边界框。您可以从建筑的任意零件添加对象。

您可以使用手动楼板类别，例如，将升降机井与建筑的其余部
分隔离开。

1. 在具有自动位置分解结构的建筑下选择一个剖面。

2. 右键单击并选择新楼板。

3. 向楼板添加对象。

4. 选择工程根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写入到模型以进行报
告，将新的位置信息写入到模型对象。

手动向自动类别中添加
类别。

您可以手动向自动类别中添加类别。手动添加的类别不会被
同步删除，即使它们不包含任何对象。

1. 选择一个自动类别。

2. 右键单击并选择新类别或新子类别。

复制或移动类别 您一次可以复制或移动一个类别及其子类别。

1. 选择一个类别，将其拖动至类别树中的合适位置，可以是
类别的顶部，也可以是两个类别之间。

2. 从列表中选择合适的选项：

• 复制会将类别中的类别属性和对象复制到目标类别
中。

• 仅复制树结构在复制树结构的同时，不包含对象及其
属性。

• 移动会将类别连同对象及其属性移动到新的位置。

另请参见

使管理器与模型同步 (网 50 页)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在管理器中删除类别
您可以在管理器中删除类别。请注意，在管理器类别树中必须至少有一个位置类别、
一个属性类别和一个自定义类别。您无法删除 后一个类别。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一个类别。 

您可以选择多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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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右键并选择删除。 

如果您已经使用了其它类别的属性规则中的所选对象，管理器显示了这些类别所
在的对话框。

4. 单击是以删除。 

注 要永久删除通过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命令创建的类别中的子类别，您必须从主类别中删
除子类别对象。如果您没有从主类别中删除对象，子类别会根据主类别规则在您同步管
理器时再次创建。

另请参见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管理器的自定义默认设置
您可以通过创建设置，在所有新模型中打开相同的模板和类别，对管理器进行自定
义。 如果您有需要在所有模型中使用的模板和类别，自定义设置会很有用。 这样您
就不需要为每个模型单独创建或输入模板和类别。 当您在模型中第一次打开管理器
时，将会用到自定义设置。

您还可以使用 ExcludedTypesFromOrganizer.xaml 文件从 Organizer 中排除

某些对象类型 (网 49 页)。排除的对象类型不显示在 Object Browser 中，并且它们
也不包括在类别中。

要使自定义属性模板和类别在所有模型中可用，请将模板保存在
\ProjectOrganizerData\PropertyTemplates 文件夹，将类别保存在

\ProjectOrganizerData\DefaultCategoryTrees 文件夹。模板和类别以

xml 格式存储。属性模板文件具有 .propertytemplate 文件扩展名，类别具

有 .category 文件扩展名。

注 定义的位置类别将自动导入，但在行为上与手动创建的类别相同。 自动类别需要在各个
模型中单独定义。

您可以在下列任意或全部文件夹下创建文件夹：

• 当前模型文件夹

• 工程文件夹，在 XS_PROJECT 高级选项中定义

• 公司文件夹，在 XS_FIRM 高级选项中定义

• 在 XS_SYSTEM 高级选项中定义的文件夹

文件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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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模型中第一次打开管理器时，这些文件夹中的所有模板和类别都会加载到管理
器。如果不同的文件夹中存在许多文件名相同的文件，将加载第一个找到的文件，其
它文件名相同的文件将被忽略。搜索顺序始终是：模型、工程、公司，系统。
roles.ini 不影响此顺序。

例如，如果系统文件夹 \ProjectOrganizerData\DefaultCategoryTrees
中有 rebar.category、category.category 和 material.category，这

些文件将全部自动加载到类别中。如果在 \PROJECT\ProjectOrganizerData
\DefaultCategoryTrees 文件夹和 \model\ProjectOrganizerData
\DefaultCategoryTrees 文件夹中都有 rebar.category 文件，将只使用找

到的第一个 rebar.category 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模型文件夹下的文件将会是

第一个被找到的文件。

注 您可以使用 roles.ini 控制多个设置。例如，在公司文件夹下创建一个 \Concrete
\ProjectOrganizerData 文件夹和 \Steel\ProjectOrganizerData 文件夹。

然后在 roles.ini 文件中定义读取的文件夹和/或读取文件夹的顺序。这样您可以只

读取 \Concrete 文件夹文件，或者先读取 \Concrete 文件夹。在这种情况下，钢

文件夹中名称相同的文件将被忽略。

加载的模板和类别保存在模型文件夹下的 \ProjectOrganizer 文件夹中的

ProjOrg.db 内。当您第一次打开管理器时，将创建 ProjOrg.db，并读取模型、

工程、公司和系统文件夹中的文件。ProjOrg.db 数据库存储了模型中使用的所有

模板和类别信息。当您对文件夹中的模板和类别进行更改时，它们不会在
ProjOrg.db 中自动更新。数据库不会重新读取模板和类别 xml 文件，因此将不

会自动应用对文件的更新。

如果您想要将更改的模板和类别应用于 ProjOrg 数据库，有两个选项可用：

• 删除管理器中的旧模板和类别，输入更改的模板和类别。 我们建议您使用此选
项。

• 从 Organizer 输出所有您要保留的模板和类别，然后关闭模型。删除模型文件夹
下 \ProjectOrganizer 文件夹中的 ProjOrg.db 数据库，然后重新打开模

型。将输出的模板和类别重新输入 Organizer。

注 第二个选项将完全重新设置管理器。 如果没有输出所有数据将丢失。

另请参见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在管理器中输入类别 (网 54 页)

将属性模板输入管理器 (网 28 页)

从管理器输出类别 (网 53 页)

从管理器输出属性模板 (网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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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器中排除对象类型
有些对象类型可以从管理器中排除。这些对象类型列在默认情况下位于公共环境下
\system\ProjectOrganizerData 文件夹中的

ExcludedTypesFromOrganizer.xaml 文件中。具体位置视您的环境可能有所

不同。排除的对象类型不会显示在对象浏览器中，而且不会包含在类别中，即使您在
类别规则中选择将模型及其所有对象包含到类别。例如，荷载、切割和接合列在
ExcludedTypesFromOrganizer.xaml 文件中，但不会显示在管理器中。

您可以修改 ExcludedTypesFromOrganizer.xaml 文件使其包含或排除对象类

型。在您修改文件之前，建议您将其复制到模型文件夹下的
\ProjectOrganizerData 文件夹。您可能需要创建

\ProjectOrganizerData 文件夹，因为默认情况下，模型文件夹中并不存在该文

件夹。

例如，要排除接合，请如下更改其值：

<Fitting>true</Fitting> 更改为 <Fitting>false</Fitting>
要重新包括接合，请将 false 值改回 true。

要应用更改，请单击类别中的 ，以便将管理器与模型完全同步。

注 请不要向 ExcludedTypesFromOrganizer.xaml 文件添加任何行或从中删除任何

行，否则管理器将无法使用该文件。

您还可以通过创建可在所有新模型中打开相同模板和类别的设置，来对管理器 (网
48 页)进行自定义。 如果您有需要在所有模型中使用的模板和类别，自定义设置会
很有用。

1.7 使管理器与模型同步
您可以将管理器与模型同步，以确保类别保持 新状态，并确保对象浏览器显示模型
中 新的对象属性值。您还可以同步单个类别或重新加载对象浏览器视图。

同步将位置信息 (网 52 页)添加到模型对象属性。 您可以在创建报告和查询时使
用位置信息。

同步管理器

同步管理器  会更新管理器数据库中已更改对象的所有属性。如果您在模型中更
改选择、选择另一个类别或属性模板，则无需重新加载对象浏览器。完成管理器的同
步之后，这些对象属性将保持 新状态，直到您在模型中做出更改为止。

管理器进行同步：

• 当您单击  与模型同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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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开管理器并选择对其进行同步时。

要更快地进行同步，请将 XS_COLLECT_MODEL_HISTORY 高级选项设置为 

TRUE。 如果 XS_COLLECT_MODEL_HISTORY 设置为 FALSE，则在同步时会加载

所有对象以查看模型中已删除的内容。

在同步管理器时，将删除撤消上次操作时使用的 Tekla Structures 操作历史记录。

这意味着，在完成同步后，您不能立即使用撤消 (Ctrl + Z)  命令。否则，撤消
正常生效。

请注意，在您同步管理器时，撤消历史记录列表  将被清除。撤消历史记录列表
会显示您运行的所有命令以及在模型中进行的修改。保存模型也会清除列表。

您可以在管理器 设置 中定义，管理器在打开时始终同步。转到同步选项卡并选
中打开时总是将管理器与模型同步。复选框。

当您打开管理器并在同步对话框中选中不再显示此对话框。复选框时，在使用管理器
的任何模型中，管理器都将不再显示同步对话框。要重新显示同步对话框，请浏览到
\users\<user>\AppData\Local\Trimble_Solutions_Corpora 文件夹并

删除以 ObjectBrowser 开头的所有文件。请注意，删除这些文件会删除默认管理

器单位设置。在管理器 设置中检查单位设置。

更新整个管理器数据库
您可以更新整个管理器数据库，以便您在对象浏览器中查看的属性或在类别中使用的
属性更新到管理器数据库中的所有模型对象。

管理器数据库进行更新：

• 当您按下 Ctrl +  与模型同步。时

• 当您打开用更早版本的 Tekla Structures 保存的模型并单击 与模型同步。
时

• 当您更改 XS_ENABLE_POUR_MANAGEMENT 高级选项的值并打开管理器时。现

场浇筑层次替换为浇筑体层次。

• 当您更改任何特定于模型的高级选项并在接下来单击 与模型同步。 时

• 当您用另存为保存模型并在接下来单击  与模型同步。时

• 当您更改材料目录并在接下来单击  与模型同步。时

重新加载对象浏览器

当您要查看模型中的 新属性值时，请单击对象浏览器中的  重新加载按钮。在
管理器中查看任意对象的某个属性后，将在管理器数据库中同步更新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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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查看对象时在模型中进行了更改，请重新加载对象浏览器。

注 在模型或在类别中选择对象时，对象浏览器会显示管理器数据库中已存在的属性，然后
将新值从模型加载到管理器数据库中尚不存在的属性。

您必须在对象浏览器中重新加载视图 ，才能用新值更新视图。

同步类别

管理器进行部分同步：

• 当您选择某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同步类别时。

要查看同步日期和时间，请再次右键单击该类别。

• 当您在输出时同步类别时。

部分同步：

• 当同步任意位置类别（例如楼板）时会同步整个工程。

• 在同步其它类别时，会同时同步这些其它类别的类别规则中使用的类别。

• 当您同步树中的子类别时，会同时同步自动子类别规则创建的整个类别树。

• 同步属性类别树中手动创建的子类别时，将会同步整个类别树。

注 部分同步不会更新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属性。您需要重新加载  对象浏览器以显示
更新的类别内容。

从同步中排除类别

1. 选择一个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2. 清除同步时更新类别复选框。

即使没有选择同步时更新类别选项，也会从相应类别中删除从模型中删除的对象。

1.8 报告管理器位置类别
您可以在报告中使用位置类别属性。如果您在模型中使用了多个工程，您需要选择在
报告过程中使用哪个工程（包括该工程中的子类别）。您一次只能使用一个工程。当
您在同步工程时，报告属性将始终写入模型。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一个工程。

3. 单击右键并选择用于报告。 

出于报告目的所选的工程前的图标会显示为黑色 。

4. 再次右键单击工程，并选择写入到模型以进行报告。 

管理器 52 报告管理器位置类别



报告属性会更新到模型。

模型中构件层次对象的位置属性是：

• LBS_PROJECT
• LBS_BUILDING
• LBS_SECTION
• LBS_SITE
• LBS_FLOOR
• LBS_FLOOR_ELEVATION
• LBS_HIERARCHY_LEVEL_NUMBER
• LBS_HIERARCHY

5. 要更改用于报告的工程，请选择另一个工程，右键单击并选择用于报告。

6. 再次右键单击工程，并选择写入到模型以进行报告。 

报告属性会更新到模型。

注 在报告模板中使用位置属性时，您需要将 LOCATION_BREAKDOWN_STRUCTURE 添加

到属性名称，例如 LOCATION_BREAKDOWN_STRUCTURE.LBS_FLOOR。

另请参见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使管理器与模型同步 (网 50 页)

1.9 从管理器输出类别
您可以将类别从管理器输出到 xml 格式文件，并在其他模型中使用输出的类别。可

以一次输出所选类别或所有位置类别、自定义类别和属性类别。即使您一次输出了多
个类别，管理器也仅创建一个 .category 输出文件。通过输出类别，可以确保您

具有自己创建的类别的备份副本。

有关如何将管理器与公司、工程和系统文件夹配合使用的信息，请参见管理器的自定
义默认设置 (网 48 页)。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取一个或多个类别。

3. 单击  并选择输出管理器类别。

4. 定义输出设置。

a. 选择所有类别或带有子类别的选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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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位置类别：即使您只选择了工程中的一个子类别（如楼板），也输
出整个工程。

• 输出使用规则创建的类别：输出整个类别树。如果您选择一个子类别，
则该类别树中的主类别和其他子类别也会输出。

• 输出属性类别：输出整个类别树。如果您选择一个子类别，则类别树中
的主类别和其他子类别也会输出。

• 输出已手动创建的类别：只输出所选类别。

b. 选中包括类别属性复选框以在输出中包括类别属性。 

• 如果类别属性中的规则包含过滤，并且您计划使用另一个模型中的类
别，则过滤必须在该模型中可用。否则，该类别将不会拥有正确的内
容。

• 如果不选择包括类别属性，则仅输出类别名称。属性模板在输出中会设
置为默认模板。

c. 选中包括对象复选框以在输出中包括对象 GUID。 

如果所输出的类别用于其他模型，则类别将为空。

d. 如果您想要确保 新的模型更改包含在输出中，请选中输出前同步类别复选
框。

5. 单击浏览以选择目标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类别输出到当前模型文件夹中的 \ProjectOrganizer 文件夹

中。

6. 单击输出。 

如果您正在输出的类别在类别属性规则中包含其他类别，而且您没有在输出时选
择其他这些类别，将显示输出类别结构的引用对话框。

a. 输出有效引用输出类别并包含类别中定义的规则。 

当您没有选择输出规则中定义的类别时，此选项是灰显的。单击取消并选择
要输出的类别以及规则中使用的类别。当您执行此操作时，根本不会显示输
出类别结构的引用对话框。现在，在输入时，所有输出的类别都将输入。

b. 如果您在输出类别结构对话框中选中了包括对象复选框，那么无引用输出
会输出类别中的对象 GUID。 

如果您没有选择包含对象，将只输出类别名称。在输入过程中，管理器将此
类别视为手动创建的类别。

7. 单击确认。

另请参见

在管理器中输入类别 (网 54 页)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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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在管理器中输入类别
您可以在当前模型或其他 Tekla Structures 模型中输入已从 管理器输出的类型。
类别输入文件采用 xml 格式，并具有 .category 文件扩展名。一次可以输入一

个 .category 文件。该文件可包含多个类别。

有关如何将管理器与公司、工程和系统文件夹配合使用的信息，请参见管理器的自定
义默认设置 (网 48 页)。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单击  并选择输入管理器类别。

3. 单击浏览。

4. 选择要输入的 .category 文件。

5. 单击打开。

6. 单击输入。 

如果您输入的类别与现有类别名称相同，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 您可以输入该类别并替换现有类别。

• 您可以选择不输入该类别。

• 您可以在输入类别的同时保留现有类别。如果您输入的类别与现有类别名称
相同，管理器会向类别名称中添加一个运行编号。

位置类别添加在位置类别的末端，属性类别添加到属性类别的末端，自定义类别添加
到自定义类别的末端。

注 如果输入的对象不包含任何类别，请检查类别属性中的规则是否包含模型中不存
在的过滤。当您向模型添加过滤时，类别内容将会更新。另一个原因是模型中没
有与规则相匹配的对象。

如果类别中只有手动添加的内容，而对象未包含在输出中，则类别也可能为空。
如果是从其他模型输入类别，则不会输入手动添加的内容。

另请参见

早期 Tekla Structures 版本中创建的类别 (网 55 页)

从管理器输出类别 (网 53 页)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早期 Tekla Structures 版本中创建的类别
如果您在早期 Tekla Structures 版本中的相同模型内使用了模型管理器工具，模型
管理器中创建的类别将自动转移到管理器。模型管理器类别显示在管理器的自定义
类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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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使用早期 Tekla Structures 版本创建的模型中使用管理器时：

• 如果您从未在早期 Tekla Structures 版本模型中打开模型管理器，将不输入类
别。

• 如果您在早期 Tekla Structures 版本模型中打开并关闭了模型管理器，工程和
工地合法区域类别将输入管理器。

• 如果您至少向对象管理器合法区域类别添加了一个对象，合法区域类别将输入管
理器。

• 如果您至少向模型管理器对象类型类别添加了一个对象，所有类别将输入管理器。

模型管理器属性集输入到管理器，转换至属性模板并以类别命名。 如果多个类别的
名称相同，将向属性模板名称添加运行编号。

参看

在管理器中输入类别 (网 54 页)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1.11 将 IFC 类别输入到管理器
您可以将 IFC 模型的位置分解结构作为 IFC 类别输入到管理器中的位置类别。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工程，右键单击并选择新建 IFC 工程。

3. 选择 IFC 模型。

4. 单击输入。 

IFC 类别会输入到位置类别的底部。输入的 IFC 模型的对象自动包含在 IFC
类别中。

5. 如果 IFC 模型发生变化，您可以将模型的 新版本更新到类别中。 选择类别树
中 高的 IFC 类别级别，右键单击并选择更新。

提示 如果您输入的 IFC 类别与现有的 IFC 类别名称相同，管理器会为该类别名称添加一
个顺序号。您可以重命名该类别。

参看

管理器中的类别 (网 30 页)

1.12 多用户模式下的管理器
在多用户模式下使用管理器时，每次只能有一位用户可以保存更改。第一位打开管理
器的用户将成为主用户，而且是唯一可以保存更改的用户。在主用户关闭管理器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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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模型之后，其他想要保存更改的用户必须先关闭管理器，然后再打开才能保存更
改。

如果在其他用户打开管理器时管理器中已存在主用户，其他用户将收到一条消息，指
出数据库已锁定，无法永久保存更改。请注意，即使每次只能有一位用户可以保存更
改，其他用户仍可以选择、创建和修改类别和属性模板。其他用户也可以输出他们更
改的类别和属性模板，并将其重新输入管理器进行保存。

注 管理器数据不在 Tekla Model Sharing 中共享。

参看

管理器 (网 5 页)

1.13 示例：将模型分组到位置和自定义类别，并查看数量
该示例将简要介绍设置管理器和生成混凝土及钢筋估算的基本工作流。

您将根据模型中的位置，使用管理器将模型组织为建筑、截面和楼板。您将创建类别
树结构和自定义类别。如果您已经创建了位置和自定义类别，则可以在对象浏览器中
快速方便地查看和报告数量。

在该示例中，使用默认环境中提供的现现现筑示例模型作为模型模板来完成设置。 您

可以删除现有设置或者只创建新工程，然后开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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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将模型组织为建筑、截面和楼板

现在，您可以将模型组织为位置类别 (网 31 页)。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选择工程下的建筑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定义位置的边界框。

3. 通过选择或输入坐标调整建筑的边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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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到剖面选项卡，使用下图中显示的值向您的建筑中添加两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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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单击截面名称前面的蓝色方框来显示模型中的剖面。下面的图片显示边
框部分。

5. 转到楼板选项卡，并根据轴线为边框截面创建一个楼层系统。 

6. 单击修改并关闭。 

您现在已根据位置将模型组织到剖面和楼板。

7. 框架截面的基础上有三个斜坡对象。 您必须将这些对象手动移动到斜坡截面：

a. 选择基础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在模型中选择以查看模型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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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模型中选择三个斜坡对象。

c. 右键单击斜坡类别并选择移动选定的对象。

示例：根据管理器中的对象名称，创建具有自动划分子类别的自定义
类别

此时，您将为构件创建一个自定义类别 (网 40 页)，并按构件名称将该类别划分为各
个子类别。

1. 单击  以创建新的自定义类别。

2. 右键单击自定义类别并选择属性。将该类别重命名为对象。

3. 在自动对象内容下，将材料过滤 Material - Concrete 和 Material -
Steel 添加到规则。还可以选择 Tekla Structures 模型，以便在类别内容中

包括 Tekla Structures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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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修改以将对象添加到类别。

5. 接下来，对对象浏览器中的对象进行分组。单击  并选择组，以便根据名称
列创建一个分组。您在对象浏览器中看到的分组就是自动划分子类别的预览。 

6. 现在，基于对象名称为类别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右键单击新类别，选择属性，
在自动划分子类别下，单击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这会将在分组中使用的对
象属性添加到类别属性。

7. 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 

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以确保该类别中仅包括构件和浇筑体。否则，该
类别中将同时包含零件和构件。按照类别使用构件很重要，因为之后您将选择并
查看多个不同的类别，而此操作需要使用对象的层级从属关系。另外，管理器本
身就可以组织构件。

8. 为对象浏览器选择默认属性模板。

9. 单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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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在对象类别下创建子类别。如果您此时对模型进行更改，该类别和子类别也将
获得更新。例如，根据在模型中发现的名称创建新的子类别并删除旧的子类别。

接下来，您将为钢筋创建自定义类别。

示例：在管理器中为钢筋创建自定义类别

此时，您将为钢筋创建自定义类别 (网 40 页)。

1. 创建一个新类别并将其命名为钢筋。选择该类别以在类别属性规则中使用 

Object type - Reinforcement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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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用于钢筋的过滤，请单击对象组，并如下图所示创建一个过滤。

2. 为对象浏览器选择属性模板。在本示例中，选择钢筋模板。对于此类别，请不要
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如果选择仅包括构件，您将获得所有包
含钢筋的构件。钢筋的 高构件级别是浇筑体。基于公称直径创建子类别。

3. 单击修改创建该类别。

您已经创建了所需类别，现在可以开始创建报告了。

接下来，您将为特定位置中的特定对象创建混凝土工料估算和钢筋工料估算。

注 您可以将类别自定义为打开一组默认类别，以避免为每个工程都要创建频繁使用
的类别。将 xml 格式的所需类别输出 (网 53 页)为 .category 文件。将该

文件保存到 \ProjectOrganizerData 下的公司文件夹中。

示例：使用管理器创建混凝土工料估算

此时您可以获得第一层的柱的数量 (网 6 页)和框架面积。您需要使用准确的数量来
订购材料（框架胶合板和混凝土），或仅仅是规划您的工作。

1. 在类别树中选择 1 层和柱类别。

2. 为工料估算选择属性模板。此时，对象浏览器显示第一层上的柱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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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您有 19 根柱，总体积为 8.7 m3。此时，您可以通过输出创建报
告，也可以分别检查各个对象。或者，您可以使用总体积并通知混凝土供应商为
工地订购所需的混凝土。

3. 为框架选择属性模板。使用不同的属性模板使您能够获得关于您的选择的不同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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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获得了柱的总框架面积。使用公式 (网 25 页)计算框架面积。您还可以
看到每个柱的单独框架面积。

4. 要检查是否存在误差，您可以选择这些柱并在模型中找到它们以进行肉眼检查:

a. 在对象浏览器中选择柱。

b. 右键单击所选择的行并选择在模型中选择。

c. 按 Ctrl+5 仅显示选中的柱。其它对象几乎完全透明。

d. 再次按 Ctrl+4 以显示对象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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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您要创建第一层柱的钢筋工料估算。

示例：使用管理器创建钢筋工料估算

此时，您将获得第一层柱的钢筋数量 (网 6 页)。

1. 依次选择第 1 层、钢筋类别以及柱子类别。

2. 单击 ，以便在选择窗体中按照并集和交集查看类别，如下图所示。在本例
中，您需要类别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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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浏览器会使用所有选定类别的属性模板组合显示第 1 层上的柱所具有的钢
筋。您可以选择其它属性模板查看其它属性，并更改属性的分组和排序。

您可以更改类别选择，以获得不同的并集和交集组合。例如，您可以添加多个楼
板类别，以获得类别的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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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输出 ，为您的选择创建一个 Excel 文件 (网 53 页)。

如果您需要经常使用同一份报告，则可以将您的选择保存为一个新的类别，并将所需
模板设置为默认属性模板。您可以使用规则中的类别来定义新类别的内容。如果您
正在建立模型，并且希望在类别中自动包含模型更改，此功能将非常实用。

1.14 示例：使用管理器跟踪建模和计划问题
您可以使用管理器来高亮显示具有某些属性的对象。对于细部设计人员和承包商，或
是在建模或规划期间需要检查异常的所有人员，此功能都非常实用。

示例：使用管理器跟踪钢筋长度
在本示例中，您的原料中的钢筋 大长度为 12 米。因此，您的模型中的所有钢筋长
度均应小于 12 米。您可以使用管理器来跟踪长度大于 12 米的钢筋。

1. 创建新类别并在类别属性中将其命名为钢筋长度超过 12 米。单击对象组为该
类别创建过滤，并如下图所示进行设置。该值按毫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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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另存为以唯一名称保存过滤。

3. 在类别属性中，将创建的过滤添加到规则框，需要的话还要添加对象浏览器属性
模板。请注意，如果选中了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您将获得包含长
度大于 12 米的钢筋的构件和浇筑体。

4. 单击修改。 此时，该类别中已包含长度大于 12 米的钢筋。在本示例中，长度
大于 12 米的钢筋有 208 条。

5. 在对象浏览器中选择该类别并查看其内容。 例如，您可以在类别中根据钢筋的
长度或位置对其进行分组。您还可以通过类别在模型中选择它们，或者在对象浏
览器列表中选择它们并单击右键以便在模型中选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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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楼板开始制造之前，您可能需要进行一次 终检查。您可以选择 2 层和钢筋
长度超过 12 米这两个类别，以检查楼板是否存在任何过长的钢筋。本例中存在
9 条这样的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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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可能的使用案例

您还可以检查包含钢筋的参考模型。在本示例中，IFC 模型是通过 Tekla
Structures 创建的。

1. 首先，请如下图所示创建过滤。单击  将过滤类型设置为管理器。

2. 然后，使用此过滤创建一个新类别。

3. 确保您已对参考模型进行再划分，以便能够将参考对象加入到类别中。

提
示

如果您有使用其它软件创建的参考模型，则找到该过滤字符串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使
用查询命令。选择一个对象并单击右键。从查询对话框中找出所需的值字符串，复制该
值并将其作为一个属性粘贴到过滤对话框中，并将 EXTERNAL. 添加到属性名称的前

面。

示例：使用管理器跟踪参考模型中过重的预制元素
您可以通过创建选择过滤在管理器中跟踪预制元素的重量。

1. 创建新的类别。

2. 创建过滤来跟踪预制元素的重量。

a. 创建过滤来跟踪超过 10 公吨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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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创建过滤来跟踪 1 公吨以下的重量。 

c. 创建过滤来跟踪特定限制范围内的重量。 

3. 在您创建了类别和过滤后，请将合适的过滤添加到类别属性规则并保存该类别。

管理器 73 示例：使用管理器跟踪建模和计划问题



注 您也可以使用类似的流程处理 Tekla Structures 对象，例如，使用一个过滤同时跟踪
钢构件和浇筑体的重量。下面是这种过滤的示例：

此过滤会选择所有重量小于 13 吨的钢构件和混凝土浇筑体。获取主构件重量需要使用
分层结构属性。

示例：创建重量组类别，以使用管理器跟踪不同的重量。
您可以在管理器中创建选择过滤来跟踪不同的重量。

1. 如下图所示，创建适当的过滤以创建重量类别，例如重量现 5 - 10t。单击

 将过滤类型设置为管理器。 

2. 您现在可以创建重量区间和跟踪位置的类别。您可以像其他类别一样使用这些
类别，例如，您可以跟踪第一层的重量。您也可以对其它属性（如体积、长度和
面积）使用同样的逻辑。根据您需要跟踪的内容调整过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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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管理器跟踪大型混凝土体积
模型中的体积意外超出某些限制时可能会用到此功能。这类限制可以是每日浇筑速
度和给料速度。您可以使用管理器跟踪这些限制。

1. 创建新类别并将该类别命名为浇筑体积超过 140m3。

2. 在类别属性中，单击对象组来创建一个过滤，用于选择超出每日给料 大限制的

体积，并按下图所示进行设置。在本示例中，每日给料限制为 140 m3。单位为

mm3。 

3. 在类别规则中添加创建的过滤，并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保存
类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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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您如下图所示来对浇筑对象进行此操作，请使用浇筑对象过滤，但
不要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

现在，您可以根据结果开始规划。例如，您可能需要一台更大的吊车，或者元素应该
更小一些。也许您的四次浇筑应该分为更小型的浇筑，或者您需要向工地运送更多混
凝土。

1.15 示例：根据管理器中的对象组报告面积
在此示例中，您将使用属性类别为选定的对象组创建有关不同面积计算的报告。

首先，您要创建属性类别以定义需要不同面积计算的对象组。然后，您要创建面积计
算公式， 后添加公式至相对应的类别，以将公式结果写入至模型对象。因此，不同
类别中的对象在报告内具有不同的面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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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创建一个属性类别 (网 37 页)。 

添加所有模型对象至属性类别，然后为所需的不同面积计算创建子类别。您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对象  或构件  类型的类别。要使用构件，在类别
属性中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选项。

3. 创建一个属性 (网 24 页)以报告计算出的面积。 

打开管理器中的设置对话框，

使用以下设置创建属性：

• 名称：Area_calculated
• 属性：Area_calculated
• 单位类型：面积

• 数据类型：带小数的数字

• 属性类型：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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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属性至正在使用的属性模板，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显示为列，然后单击修改。 

5. 为类别创建单独的公式 (网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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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添加您已创建的属性和公式至面积定义类别，以在模型对象中写入 UDA 值。

a. 在根级别面积定义类别的类别属性中添加 Area_calculated 属性。 

在对象属性中搜索属性，选中后单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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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添加值至各 低级别子类别的类别属性中的属性。 

• 类型：公式

• 值：选择以前创建的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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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步管理器，以计算新 UDA 值并将其写入至模型对象。 

8. 查看对象浏览器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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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浏览器中的 Area_calculated 列根据对象所属类别显示其面积。

1.16 示例：根据管理器内的对象类型和工程状态计算并报告面积
在此示例中，您将根据工程状态创建属性类别。在工程实施期间，您会在两个类别之
间移动对象，以反映对象的当前状态。您还需要创建属性类别，以报告所选对象组的
面积计算结果。

您将组合工程状态和面积计算属性类别添加至对象的属性。此报告不会显示处于交
付链早期的对象的任何面积值，但它会显示交付链后期中其余对象的特定对象类型面
积。

要报告面积值，要为特殊面积报告设置两种条件：

• 如果工程状态是批准生现，则不要显示对象的面积，但如果工程状态是其他状态，

则显示面积。

• 基于对象的预定义分类计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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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为工程状态设定规则。 

首先创建属性类别，以定义对象的工程状态。然后创建要添加至这些类别的属
性，以定义特定报告字段是否获取值。

a. 为工程状态创建属性类别 (网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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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所有模型对象或较小的对象组至根级别的类别，然后根据工程状态创建
子类别。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对象  或构件  类型的类别。要使用构
件，在类别属性中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选项。

b. 为计算创建属性 (网 24 页)。 

打开管理器中的设置对话框，

使用以下设置创建属性：

• 名称：Quantity_output
• 属性：Quantity_output
• 单位类型：无单位

• 数据类型：不带小数的数字

• 属性类型：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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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添加已创建的属性至工程状态类别，以在模型对象中写入值。然后您可在后
续的计算中使用这些值。 

• 在根级别工程状态类别的类别属性中添加 Quantity_output 属性。

在对象属性中搜索属性，选中后单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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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 低级别子类别的类别属性中添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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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值框中，在您不希望有任何输出的位置添加值 0，在您希望有输出的

位置添加 1。您必须在各 低级别的子类别中设置值。

3. 为面积计算设定规则。 

首先，您要创建属性类别以定义需要不同面积计算的对象组。然后，您要创建面
积计算公式， 后添加公式至相对应的类别，以将公式结果写入至模型对象。

a. 为面积计算创建属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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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类别中添加与您已添加至工程状态类别的模型对象相同的对象。根据面
积计算类型创建子类别。如工程状态类别中一样，使用相同类型的类别、对

象  或构件 。

b. 创建一个属性以报告计算出的面积。 

打开管理器中的设置对话框，

使用以下设置创建属性：

• 名称：Area_calculated
• 属性：Area_calculated
• 单位类型：面积

• 数据类型：带小数的数字

• 属性类型：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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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属性至正在使用的属性模板，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显示为列，然后单击修
改。

c. 为所有不同的面积计算创建单独的公式 (网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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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需要对每个对象类型执行特殊的计算，您也需要使用对象的默认面
积属性创建一个简单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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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添加 Area_calculated属性和公式至面积定义类别的类别属性，以在模

型对象中写入值。 

• 在根级别面积定义类别的类别属性中添加属性。

在对象属性中搜索属性，选中后单击修改。

管理器 92 示例：根据管理器内的对象类型和工程状态计算并报
告面积



• 添加值至各 低级别子类别的类别属性中的属性。

• 类型：公式

• 值：选择以前创建的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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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面积计算至工程状态类别。 

使用从面积定义类别写入到对象的 Area_calculated 属性和从工程状态类

别写入到对象的 Quantity_output 属性创建公式。

添加新公式至正在使用的属性模板，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显示为列，然后单击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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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计算的属性值显示在对象浏览器中的 Area_for_project_status 列。如果
公式中的 Quantity_output 是 1，在对象浏览器中将显示属性值。如果

Quantity_output 是 0，管理器不添加值至对象属性。当

Quantity_output 值是 0 时，Area_for_project_status 公式等于 

Area_calculated/0。
5. 同步管理器，以计算新 UDA 值并将其写入至模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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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同步管理器，或只同步属性类别树。

6. 查看对象浏览器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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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方的图像中，对象浏览器中选定的 5 个对象有基于结构面积类别中的定义
计算出的面积值。

在批准生产类别中，对象在 Area_for_project_status 列中没有面积值，因此
总和为 0。

注 要按组显示类别，在对象浏览器菜单上选择单独类别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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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器添加的 UDA 也显示在查询目标对话框中。

1.17 示例：为管理器中的对象添加一个分类代码，并将该代码输出
到 IFC
您可以通过管理器中的属性类别向对象的用户定义的属性中添加分类代码，并将该代
码及这些对象输出到 IFC 文件。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创建需要作为属性类别 (网 37 页)的分类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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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类别在类别树中带有圆形图标。

3. 创建要在分类中使用的自定义属性。

a. 单击管理器右上角的  以打开设置，然后单击自定义 --> 属性。 

b. 按下图所示，定义自定义属性。将属性类型设为 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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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需要向 objects.inp 文件中添加该属性，以在用户定义的属性对

话框中查看该属性。

4. 向属性模板中添加自定义属性。 

如果没有合适的属性模板，则创建一个新模板 (网 21 页)。

a. 搜索已创建的自定义属性，并将其拖至所选模板。 

b. 单击修改保存该模板并关闭设置。

5. 向之前创建的属性类别中添加自定义属性。

a. 双击根属性类别以打开类别属性。

b. 在对象属性下，选择您创建的自定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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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修改保存更改。

现在，属性类别下的所有子类别都具有相同的自定义属性。 低级别的子类别将
向具有您接下来要定义的值的对象中添加自定义属性。

6. 设置子类别中的自定义属性值，以将该值添加到对象。 

您可以在所有子类别中添加不同的属性值。

a. 双击一个 低级别子类别以打开类别属性。

b. 添加要写入所选子类别中的对象的自定义属性值。 

c. 单击修改保存更改。

7. 同步属性类别，以将属性值写入模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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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属性类别中的任意子类别，右键单击并选择同步类别。

将同步整个类别树。

您可以在对象浏览器中检查结果，或者通过查询对象来检查结果。

8. 向工程属性中添加分类代码。

a.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工程属性 --> 用户定义的属性。

b. 向分类系统框中添加该分类代码。 

使用您在创建自定义属性时添加到属性选项的名称。

这种方法一次只能添加一个分类代码。

9. 将该分类代码输出到 IFC 文件。

管理器 102 示例：为管理器中的对象添加一个分类代码，并将该
代码输出到 IFC



a.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输出 --> IFC 。 

分类代码将随构件一起输出，即使您已将该代码添加到零件中。

b. 在输出的模型中检查结果。 

1.18 示例：在管理器中为结构设计状态创建自定义类别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创建新类别，右键单击该类别并选择属性。输入设计状态（用户定义的属性）作
为该类别的名称。

3. 将类别规则设置为使用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根据为 UDA 下的每个模型零件
指定的设计状态来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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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以使用这些类别来管理工程的结构设计状态。

另请参见

示例：在管理器中为建筑设计状态创建自定义类别 (网 105 页)

管理器 (网 5 页)

1.19 示例：在管理器中为建筑设计状态创建自定义类别
您的设计团队可能需要就模型中各个零件的设计状态进行交流，以确保其它工程成员
可以仅关注设计已经成熟的领域。

1. 确保建筑团为每个对象放置了 IFC 属性（如 Architectural_Status），此

属性可以包括在他们共享的 IFC 文件中。在 ArchiCAD 中，将 IFC 属性添加到
调用的对象（例如 Status）即可实现这一目的。在 Revit 中，使用每个 Revit

Family Instance 上的 Revit 命令属性即可实现这一目的。

2. 在 Tekla Structures 中，使用添加模型命令将建筑 IFC 模型放置在正确的位
置，并确保对该模型进行细分。

3.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4. 创建一个新类别，右键单击该类别并选择属性。输入 Architectural_Status 作
为类别名称。

5. 将 Object type - Reference Object 过滤添加到类别和过滤的规则框，

或者添加一个本地设置的过滤，用于查找模型中所有参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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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建新的属性以允许 Tekla Structures 阅读来自 ArchiCAD/Revit IFC 文件
的评注。要查找 IFC 文件使用的名称，请选择一个 IFC 对象，右键单击并选择
查询命令。在查询目标对话框中查找属性名称并复制该名称。

7. 创建新的属性模板。单击管理器右上角的  以打开设置 并单击模板。选择
创建空白模板，并输入 Arch_Comments_attribute 作为新模板的名称。保存该
模板。

8. 在设置中创建新的属性：

a. 从组列表中选择自定义。

b. 然后单击自定义按钮并选择属性。 

在本示例中，您将添加 Revit_Comments 属性。

c. 在属性框中属性名称的 前端以大写字母输入 EXTERNAL，然后粘贴或输

入您在查询目标对话框中复制的属性。 

例如，正确的注释可以是 EXTERNAL.Identity Data.Comments。

d. 单击确认，将新属性添加到新模板，单击修改，然后关闭设置。

9. 选择 Architectural_Status 类别。确保对象浏览器显示
Arch_Comments_attribute 分组信息。右键单击 Architectural_Status 类别
并选择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以使用属性值创建子类别。使用在对象浏览器中进
行分组创建子类别，然后单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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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类别如下所示：

现在，您可以在 Tekla Structures 模型中自动跟踪建筑 IFC 对象的状态。

另请参见

管理器 (网 5 页)

示例：在管理器中为结构设计状态创建自定义类别 (网 103 页)

1.20 示例：用于钢的管理器 - 管理螺栓
您可以使用管理器快速获取某个工程所需的螺栓数量。除了原始数量之外，您还可以
通过对象浏览器按螺栓标准、直径、长度以及螺栓的使用位置（商店或网站）进行分
组和小计。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3. 单击模板创建新的模板。输入螺栓摘要作为模板名称，选择空白模板选项，然后
单击创建 以创建新模板。

4. 接下来，从组列表中选择螺栓，然后从列表中的可用属性中将以下属性拖到柱：

• TYPE - 螺栓标准（例如 7990、A325、F10T）。
• DIAMETER - 螺栓的公称直径。

• LENGTH - 螺栓的公称长度。

• SITE_WORKSHOP - 该螺栓要用于何处。

• NUMBER - 螺栓组中的螺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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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DIAMETER 和 LENGTH 将在合计行中显示选项设置为 -，以便不会在合

计行中显示结果。

您还可以添加 CONTENTTYPE，它显示在行中报告的对象的类型。在检查结果

并确定报告中是否包含螺栓以外的内容时，此功能非常实用。

5. 单击修改以保存更改，并关闭设置对话框。

6. 在模型中选择一些螺栓（也可以选择其它对象）。

7. 单击 ，以便在对象浏览器中重新加载视图，从而确保显示的是 新信息，并
验证报告的螺栓信息是否正确。此时，您可以进一步编辑螺栓摘要模板以添加附
加信息（如主零件状态），也可以创建自定义属性以计算并报告螺栓组中螺栓、
螺母和垫圈的重量。 

接下来，您可以使用对象浏览器汇总您的选择中的螺栓数量。

8. 单击对象浏览器中的  并选择组。

a. 将类型列拖到分组行。 

现在您获得了一份用于您的选择的各类螺栓的摘要。

b. 依次将直径列和长度列拖到分组行中类型的右侧。 

此时，对象浏览器将显示依次按类型、直径和长度细分的螺栓数量。

此时您还可以拖动位于分组行末尾的 SITE_WORKSHOP 列，以便按位置进一步细
分这些螺栓，或者将该列拖到分组行的开头，从而依次按位置、类型、直径和长
度对螺栓进行细分。也可使用其他属性对螺栓进行分组和汇总。

9. 对模板进行自定义和分组以满足您的需求，然后单击修改保存模板。现在，您可
以使用模板分组对模型中的所有螺栓进行分类。

10. 接下来，创建新的自定义类别，右键单击该类别并选择属性。输入 Bolts 作为
该类别的名称。

11. 按照如下所示定义该类别的属性：

a. 确保未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

b. 在自动对象内容下，单击类别和过滤的规则框，并从过滤列表中选择 

Object type - Bolt 过滤。 

请注意，Object type – Bolt 过滤会选择所有包含仅创建螺栓孔和栓

钉的螺栓组对象。

c. 确保选中同步时更新类别复选框。

d. 从属性模板列表中选择螺栓摘要属性模板。

e. 单击修改。

此时，模型中的所有螺栓对象均已添加到该类别中。在对象浏览器中，螺栓的属
性是使用螺栓摘要模板显示的。

现在，您可以使用与螺栓摘要中相同的细分方式对模型中的所有螺栓自动进行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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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右键单击螺栓类别并选择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

13. 单击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

14. 单击修改。

此时，您的螺栓类别已经根据螺栓摘要模板中的分组细分为树结构。 如果模型发生
任何更改，您只需同步此类别即可自动更新该细分。 系统将找到新螺栓并将其添加
到正确的子类别中，如有必要，会创建新的子类别。 例如，如果模型添加了新的螺
栓标准或直径，当您将螺栓类别与该模型同步时，树结构将自动为该螺栓标准或直径
创建一个新的子类别。

现在，您可以输出螺栓摘要属性模板，以及螺栓类别，以便在其他工程中使用。

另请参见

示例：用于钢的管理器 - 管理构件 (网 109 页)

管理器 (网 5 页)

1.21 示例：用于钢的管理器 - 管理构件
管理器中的类别可以按状态和构件类型对构件进行细分，从而对管理工程的工作量起
到帮助作用。 这样一来，即使是在模型细化之前，您也可以估算出细化和/或制造该
工程所需的工作量。

本示例假设使用状态管理器将模型分为两个或多个状态。 该模型可以是一个没有细
部的设计模型，或是一个完全详细的模型。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创建新的自定义类别，右键单击该类别并选择属性。 输入按状态划分构件作为
类别名称。

3. 按照如下所示定义该类别的属性：

a. 确保选中在模型中包含 高构件层次复选框。

b. 在自动对象内容下，单击选择模型列表，并选择 Tekla Structures 模型，
以避免获取该类别的任何参考模型构件。

c. 确保已选中同步时更新类别复选框。

d. 从属性模板列表中选择安装属性模板。

e. 单击修改。 

此时，模型中的钢构件已添加到该类别，而它们的安装信息显示在对象浏览
器中。

4. 然后，单击对象浏览器中的 ，并选择组：

a. 将状态（或状态名称）列拖到分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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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名称列拖到分组行。

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任何其它属性进一步分组，从而对每个状态的工作进
行细分。

5. 右键单击按状态划分构件类别并选择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

6. 单击在对象浏览器中进行分组。

7. 单击修改。 

此时，您的按状态划分构件类别已经依次按状态和名称细分为子类别。

这样，您可以获得每个状态中构件的数量和种类的细分，用以快速估算每个状态的工
作量。 当模型进行细化或工程发生变化时，您只需同步此类别即可自动更新该细
分。 此举可用于在工程进行过程中针对生产力或可用资源跟踪和检查每个状态的工
作量。

详细设计一旦开始，DrawingsFromModel 对象浏览器属性模板可用于检查每个状态的
构件图纸的可用性和状态。

另请参见

示例：用于钢的管理器 - 管理螺栓 (网 107 页)

管理器 (网 5 页)

1.22 示例： 用于预制的管理器
例如，可以基于自定义和标准属性类型使用管理器查看模型对象的属性。

1. 要打开管理器，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 管理器。

2. 创建交付拆运类别 DeliveryLot_1…n。
3. 使用任务管理器或排序器工具为浇筑体中的对象添加次序。 

例如，如果使用排序器工具，请输入序号作为次序属性。次序可以是安装次序。

可以使用查询目标命令检查该属性是否存在。

4. 在管理器的右上角单击  以打开设置。

5. 为浇筑体创建新的属性模板。

6. 为次序属性创建自定义属性：

a. 将数据类型设置为不带小数的数字。

b. 将属性类型设置为 UDA。

您可以使用查询目标命令查找次序属性。将该属性复制到创建属性中的管理器
对话框。

7. 将该自定义属性作为新属性列添加到新属性模板。

8. 设置自定义属性列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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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存模板。

10. 关闭设置。

11. 在对象浏览器中基于次序属性对浇筑体排序。

12. 选择具有相同次序属性的浇筑体。

13. 从已选择中底部的以下行列表中选择对象浏览器。

14. 例如，从结果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以显示所选浇筑体的总计或平均重量。

15. 在类别中选择一个交付拆运类别，并将所选的浇筑体添加到该类别。

16. 从选择模型中的对象底部的列表中选择类别选项。

17. 将所选浇筑体从设置输出至 Excel 文件。

18. 您也可以创建属性类别以快速管理对象属性数据。创建新属性类别并打开类别
属性。

19. 定义类别属性：

a. 输入制造状态作为类别名称。

b. 从模型列表中选择 Tekla Structures 模型。

c. 利用管理器过滤设置自动对象内容，以选择交付拆运类别中的所有预制混凝
土构件。

d. 选择以前创建的属性模板。

e. 在对象属性下，选择 UDA - FABRICATION_STATU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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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根据 UDA - FABRICATION_STATUS 创建自动划分子类别。管理器会基于对

象的用户定义的属性中已存在的属性自动创建类别。 

您也可以手动创建子类别：预定制造、存储中、已交付和暂停。

21. 现在请打开子类别属性，并为 UDA - FABRICATION_STATUS 将属性的类型

设置为种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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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在，在新的子类别之间移动无法识别的交付拆运对象，以便轻松为对象分配状
态。将类别与模型同步。 

您还可以使用对象浏览器方便地概述在类别和对象属性对话框中同时分配的状
态。

另请参见

管理器 (网 5 页)

排序器 (网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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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是一个面向承包商、分包商和工程经理的工具。使用任务管理器可以将时
效性数据整合到 3D Tekla Structures 模型中，并在整个工程的不同阶段和细节层
次上控制计划。

使用任务管理器可以创建、存储和管理计划任务，并将任务链接到与其相对应的模型
对象。在任务的基础之上，您可以创建工程进度的可定制模型视图和全面的 4D 模拟
图。

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或从外部工程管理工具（如 Microsoft Office
Project 或 Primavera P6）输入任务。您可以使用输入功能保留您在模型环境外部
创建的所有计划，进而维护计划智能和组织。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补充输入计划的
更多详细信息。

上面的工作流与普通工程交付中的内容相互辉映 — 通过加深对活动的了解，可以更
好地支持高级工程目标和里程碑的达成。任务管理器为您提供了一个逻辑存储空间
来存储这些信息，帮您通过强大的 3D 表示更好地实现计划控制。

参看

任务管理器用户界面 (网 114 页)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 (网 118 页)

在任务管理器中查看和过滤任务 (网 128 页)

在任务管理器中输入和输出任务和任务类型 (网 131 页)

从任务管理器中打印任务计划 (网 133 页)

示例：在模型中直观显示任务管理器计划 (网 133 页)

2.1 任务管理器用户界面
任务管理器列出了当前 Tekla Structures 模型中包含的所有任务，并显示工程的时
间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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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任务和任务属性在表格中显示为任务列表。任务管理器包含一组默认任务，而这些任
务取决于 Tekla Structures 环境。默认任务包含推荐的设置。您可以修改和删除
默认任务。

甘特图使用以下符号显示工程的时间刻度：

符号 描述

任务未与任何模型对象链接。

任务已经有计划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任务已经有实际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显示任务的完成进度。

任务为摘要任务。

摘要任务可以包含其他摘要任务作为自己的子任务。

显示任务间的从属关系。

显示里程碑。

任务已锁定。

该任务在任务列表中标记为锁定 。

修改任务管理器视图
您可以修改任务管理器视图以显示相关任务属性和时间刻度。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显示或隐藏任
务 单击  > 任务列表。

任务列表前面的复选标记  表示会显示任务列表。

显示或隐藏甘
特图 单击  > 甘特图。

甘特图前面的复选标记  表示会显示甘特图。

任务管理器 115 任务管理器用户界面



目的 操作步骤

在任务列表中
显示或隐藏任
务属性

1.
单击  > 任务列表项。

2. 选择一个任务属性以显示或隐藏该属性。

属性前面的复选标记  表示会显示该属性。

下次打开任务管理器时，将会使用您在上一次任务管理器会话中所
选的选项。

在甘特图中显
示或隐藏任务
属性

1.
单击  > 甘特图设置。

2. 选择一个任务属性以显示或隐藏该属性。

请注意，您必须为任务定义实际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才能
在甘特图中显示它们。

属性前面的复选标记  表示将在甘特图中显示该属性。

更改日期和月
份在任务管理
器中的显示方
式

任务管理器可显示在 Windows 区域和语言设置中设定的日期和月
份。

1. 单击 Windows 的开始按钮。

2. 单击控制面板。

3. 转到区域和语言设置并选择要使用的格式。

4. 单击确认。

5. 重新启动 Tekla Structures 以使更改生效。

更改甘特图时
间刻度

1.
单击 。

2. 选择时间刻度选项。

适合工程可以自动选择适当的时间刻度选项，以在甘特图中显示完
整的工程计划。

您还可以通过在甘特图上拖动鼠标来更改时间刻度。按住鼠标右
键，向左拖动鼠标可以使时间刻度变窄，向右拖动鼠标可以使时间
刻度变宽。

在甘特图中缩
放

• 要在甘特图中缩放任务，请在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然后
按 Ctrl + 1。

• 要缩放整个方案，请按 Ctrl + 2。

• 要将所选任务的甘特图符号放在图的中部，请按 Ctrl + 3。

更改任务管理
器中按钮的大
小

单击  > 大图标。

更改甘特图符
号的颜色

1.
单击  > 设置颜色。

2. 单击要更改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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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3. 选择颜色。

4. 单击确认。

将任务管理器
对话框保持在
屏幕上其他窗
口之上

单击  > 保持前端显示。

在任务管理器中修改日历
任务管理器中有一个计算任务长度时使用的日历。您可以通过添加、修改和删除假日
和其他非工作周期来修改日历。

非工作周期会自动更改任务持续时间，但不会更改任务的计划结束日期或实际结束日
期。这意味着任务的工作量可能会更改。例如，为工时为一个星期的任务添加额外的
非工作日，会将任务持续时间从 5 天更改为 4 天，导致每天的工作量增加。默认情
况下周末为非工作周期。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设置工作日的长度 1.
单击  > 非工作周期...。

2. 在从和到：框中键入工作时间。

3. 单击设置工作日。

4. 单击确认。

将非工作周期添加到
日历

1.
单击  > 非工作周期...。

2. 单击添加。

3. 在名称框中键入一个描述性名称。

4. 选择起点日期和端部日期。

5. 将重复频率设置为不重复、每周或每年。

6. 为重复的非工作周期设置重复范围。

7. 单击确认。

要修改非工作周期，请在非工作周期对话框中选择一个周期，
然后单击修改。

要删除非工作周期，请在非工作周期对话框中选择一个周期，
然后单击删除。

从 Microsoft
Outlook 输入假日文
件

1.
单击  > 非工作周期...。

2. 单击输入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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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3. 浏览假日文件。

4. 从列表中选择国家/地区。

5. 单击确认。

输入日历 您可以输入日历，例如，从 Microsoft Project 输入。

注 输入的日历会覆盖任务管理器中的现有日历。

1.
单击  > 输入...。

2. 浏览要输入的文件。

3. 选择输入日历选项。

4. 单击确认。

2.2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
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计划的任务，并将这些任务链接到相关模型对象。每个任
务必须至少具有名称及计划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保存 Tekla Structures 模型时，
会保存任务管理器中的任务。

您可以在模型和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
理，然后单击任务。

• 在模型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模型对象，然后右键单击并选择 任务 --> 创建任务 。

该任务即会自动链接到所选模型对象。

• 在 任务管理器 中，单击 。

如果在任务管理器中已选择现有任务，则会在新任务中使用已选择任务的属性。
您可以修改属性。新任务尚未与任何模型对象链接。

您可以通过单击  创建任务的子任务。

如果您创建的任务未显示在任务管理器中，请单击任务列表中的任意位置以更新视
图。

在创建一项任务后，可以向该任务中添加对象以将该任务与模型链接，并定义任务属
性。您可以在任务列表或在任务信息对话框中修改任务属性。请注意，您只能在任务
信息对话框中修改某些属性。

提
示

如果您希望确保不会无意中更改任务属性，则可以锁定任务。选择任务，右键

单击并选择锁定任务。锁定的任务在任务列表中带有一个锁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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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一次性锁定一个或多个任务。如果您选择多个任务，并且一个或多个任

务（不是全部任务）已经锁定，则任务管理器会在锁定任务命令前显示 。

将任务链接到模型
通过任务中包括的对象可将这些任务链接到模型。您可以将对象添加到任务中，从一
个任务中将对象复制到另一个任务，以及从任务中删除对象。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将对象添加到
任务

1. 在模型中，选择要添加到任务中的对象。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 --> 添加至选择的任务 。

• 在任务管理器中，右键单击所选任务并单击添加所选对象。

在将对象添加到任务中后，任务管理器会将甘特图中任务栏的颜色
更改为蓝色，并且选中任务列表中的链接到模型的任务复选框

。

将对象从一个
任务复制到另
一个任务

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将对象从一个任务复制到另一个任务。如
果您想将任务的所有对象移动到另一个任务中，则必须在复制后从
原始任务中手动删除这些对象。

1. 选择要从中复制对象的任务。

2.
单击  会自动在模型中选择对象以查看哪些对象与任务
链接。

当激活后，该按钮会变为 。

3. 右键单击所选任务并选择保持选择。

与任务链接的所有对象都保持选定状态。

4. 选择要向其中复制这些对象的任务。

5. 右键单击并选择添加所选对象。

从任务中删除
对象

1. 选择要从中删除对象的任务。

2.
单击  可自动选择模型中的对象。

您可以从任务中删除所有对象，或选择删除哪些对象。如果不
选择任何对象，则会从任务中删除所有对象。

3. 要从任务中删除所有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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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 在模型中，右键单击并选择 任务 --> 从选择的任务中删
除 。

• 在任务管理器中，右键单击所选任务并单击删除所选对象。

4. 要从任务中删除某些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任务管理器中，右键单击所选任务并选择 任务信息...
--> 对象 。选择要删除的对象并按 Delete 键。

• 在模型中，选择要删除的对象，右键单击并选择 任务 --
> 从选择的任务中删除 。

5. 在模型中单击视图，然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再次单击该任务，以
验证是否已成功删除对象。

定义任务类型
您可以为不同类型的任务定义任务类型。在任务类型中，可以定义与任务中对象相关
联的生产率和用户定义的属性。您可以在创建任务之前事先定义任务类型，然后在定
义任务属性时选择一个适当的任务类型。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单击  > 任务类型...。

3. 单击添加。

4. 键入该任务类型的名称。

5. 定义该任务类型的生产率。 

当计算任务持续时间时会使用生产率。使用生产率，您可以定义在某个特定时段
内的生产量，例如，每小时完成的件数或者每小时完成多大面积，1.50 pcs/
hour 或 8.00 m2/hour。当您定义单位、数量和时间时，任务管理器会自动

计算生产率。

a. 在单位列表中选择一个单位。 

默认单位为 PIECES。
默认任务类型单位为列于 WorkTypeProperties.xml 文件中的报告属

性。该文件位于模型文件夹中，当您第一次打开任务管理器时会创建该文
件。该文件中包括的报告属性取决于 Tekla Structures 环境。要更改任
务类型单位或添加新任务类型，请编辑 WorkTypeProperties.xml 文
件。

您可以向文件中添加 Tekla Structures 报告属性、参考模型属性和计算。
文件中定义的显示名称显示在单位列中，并且报告属性名称值将用于任务管
理器。如果您添加计算，属性类型必须是 calc。
任务类型的默认单位取决于文件 --> 设置 --> 选项 --> 单位和精度 中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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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数量框中键入数量。

c. 在时间中键入时间。

6. 选择与任务中对象相关联的计划日期用户定义的属性。

7. 单击确认。

在任务管理器中定义承包商
您可以为任务定义承包商并分配一个承包商。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单击  > 承包商...。

3. 单击添加。

4. 键入承包商名称。

5. 单击确认。

定义通用任务属性
您可以定义任务的通用属性，例如名称、任务类型和承包商。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信息...。

4. 确保位于通用性选项卡上。

5. 在任务名称框中键入任务名称。

6. 如果要将该任务标记为里程碑，请选中里程碑复选框。 

如果将任务长度设置为零，任务管理器会自动选中此复选框。

7. 如果该任务与另一任务有从属关系，请选择该任务在甘特图中的移动方式： 

• 只向前仅在向前移动原有任务时，才会向前移动从属任务。如果将原有任务
向后移动到一个更早的日期，则不会移动从属任务。

• 向前和向后根据从属关系类型和可能的滞后时间，按照与原有任务相同的方
向移动从属任务。

8. 从任务类型列表中选择任务类型。 

如果需要添加新任务类型，请单击列表旁的  并单击添加。定义任务类型属
性并单击确认。

9. 从承包商列表中选择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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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添加新承包商，请单击列表旁的  并单击添加。输入承包商名称并
单击确认。

10. 单击确认。

提
示

• 您可以复制任务列表中的属性值。右键单击一个属性并选择复制值。然后选择另
一个属性，右键单击并选择粘贴值。您可以将已复制的值粘贴到多个任务。

• 您可以一次性地将多个任务标记为里程碑任务。在任务列表中选择任务，右键单击

并选择里程碑任务。里程碑任务以里程碑符号  的形式显示在甘特图中。

如果您选择多个任务，并且一个或多个任务（不是全部任务）已经是里程碑任务，

则任务管理器会在里程碑任务命令前显示 。

提示 可以为从属任务的移动方式设置默认值。单击  > 任务设置... 选择值。默认
值用于所有新任务中。

定义任务计划
您可以为任务制定一个计划。您可以定义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或者输入开始日期和
任务时长，并让任务管理器计算结束日期。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信息...。

4. 转到预定选项卡。

5. 选择预定模式： 

• 固定的开始和结束

如果您向任务中添加对象或者从任务中删除对象，生产率会发生变化，但是
任务时长不变。

• 固定的开始

如果您向任务中添加对象或从任务中删除对象，则任务时长会发生变化。

6. 选择计划开始时间。

7. 选择计划结束时间或输入任务的计划长度。 

计划长度会以班次（例如，可以是工作日）的形式显示。转到  > 非工作
周期... 定义工作日。在输入计划长度时，任务管理器会计算任务的结束日期。

如果使用固定的开始预定模式，则可以在计划的工作持续时间中输入任务长度。

任务管理器会自动计算任务的总工作量、生产率和工作持续时间。

8. 单击确认。

任务管理器 122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



提示 可以设置预定模式的默认值。单击  > 任务设置... 选择值。默认值用于所有
新任务中。

提
示

您也可以在甘特图中修改任务的持续时间。将鼠标指针放在甘特图中任务栏的边缘
上。鼠标指针将变为双头箭头。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向右或向左拖动边缘。

若要检查子任务的日期是否在摘要任务日期范围内，请单击  > 检查日期。冲突
的日期会以红色显示。

管理任务中对象的计划日期
您可以管理与任务中每个对象相关的各项活动的计划持续时间。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确保任务中有对象，并且您已经为计划日期定义了与相应的用户定义的属性关联
的任务类型。

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信息...。

4. 转到对象选项卡。

5. 单击  功能按钮，以便为任务中的对象计算计划日期。 

计算日期会写入对象属性中相应的用户定义的属性。

6. 单击确认。

提示 要一次性计算多个任务的日期，请在任务列表中选择任务并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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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任务计划
通过定义实际计划和任务完成进度信息，您可以跟踪任务的进展情况。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信息...。

4. 转到跟踪选项卡。

5. 选择完成情况跟踪模式： 

• 自动

如果任务中没有对象，则自动与任务级别跟踪模式的工作方式相同。

如果任务中有对象，则自动与对象级别跟踪模式的工作方式相同。

• 任务级别

为任务管理器中的任务定义实际计划和任务完成进度。

• 对象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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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的对象属性中定义各个对象的实际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任务管理
器会计算任务长度以及任务完成进度。

在更改模型中对象的日期时，请在任务管理器中刷新任务，以确保任务管理
器中显示更改的日期。

6. 单击确认。

提示 您可以设置完成情况跟踪属性的默认值。单击  > 任务设置... 选择值。默认
值用于所有新任务中。

定义任务中对象的次序
您可以定义和保存对象在任务中的存储次序。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信息...。

4. 转到对象选项卡。

5. 设置对象的排序次序：

a. 单击  以选择表格中的所有对象，或选择要修改的对象。

b. 单击 。

排序次序列显示对象的次序。

您还可以通过在模型中按所需的次序选择对象，来设置排序次序。在表格中选择

对象，单击  并按所需次序在模型中选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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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需要，可更改表格中对象的次序： 

• 通过手动拖动将表格中的对象行调整为所需次序。

一次可拖动多个对象行。

• 单击表格列标题可对对象进行排序。

按住 Ctrl 的同时选择多个列标题可以按多列排序对象。

7. 单击确认。

提
示

您可以在模型中显示次序。

1. 在表格中选择对象。

2. 在播放  按钮旁的框中以秒为单位键入对象选择的速度。

例如，如果您输入 2，则 Tekla Structures 会等待 2 秒，直到它选择次序中的
下一个对象。

3. 单击 。

对象在模型中的选择次序与它们在对象选项卡上的次序相同。对象在模型中会保持选
中状态，直到您在模型中的某处单击为止。

提
示

要在模型中显示次序信息，请在表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并单击 ，或按 Ctrl
+ D。次序信息显示在模型中的选定对象上。例如，2-1 表示该对象属于任务列表中的
第二个任务，该对象是任务中的第一个对象。

要清除模型中的数字，请右键单击并选择更新窗口。

当您定义任务中的当场浇筑工作次序或工作组时，可以使用管理器为每个组或拆运计
划适当的数量 (网 57 页)。

定义任务间的从属关系
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定义任务间不同类型的从属关系。您一次可以为一个任务定
义从属关系。

在甘特图中从属关系用箭头表示。根据其关系，箭头可以指向另一个任务的开始或结
束。任务还可以取决于里程碑。

原有任务是必须在从属任务之前完成的任务。您还可以在任务之间定义滞后，例如，
任务 1 必须在任务 2 开始前五天完成。在任务管理器中不能创建循环从属关系。

定义任务间的从属关系：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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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信息...。

4. 转到从属关系选项卡。 

如果您选择了多个任务，则不会显示任务信息...选项卡。

5. 从任务名称列表中选择原有任务。 

您不能选择当前任务的摘要任务，或已经与当前任务有从属关系的任务。

6.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从属关系类型。选项有： 

• 完成到开始 (FS):必须完成原有任务后，才能开始从属任务。

您可以在甘特图中将一个任务栏拖放到另一个任务栏处，以便创建基本的完
成到开始 (FS) 从属关系，即任务之间没有延迟天数。

• 开始到开始 (SS):原有任务必须开始后，从属任务才能开始。

• 完成到完成 (FF):原有任务必须完成后，从属任务才能完成。

• 开始到完成 (SF):原有任务必须开始后，从属任务才能完成。

7. 如果想在任务间增加延迟，请在滞后列表中输入一个值。 

请指定 1 到 100 之间的值。延迟的时间单位始终是天。

8. 如果需要，请转到通用性选项卡，并检查甘特图中决定任务移动方式的带原有任
务移动设置是否恰当。

9. 单击确认。

提示 您还可以在甘特图中修改从属关系。右键单击从属关系箭头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列表中选择从属关系。

• 输入一个新的滞后值，并按 Enter 键。

在甘特图中可以立即看到更改。

定义任务的附加信息
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定义任务的附加信息，例如，网页链接、相关文档、工程计划
和合同。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信息...。

4. 转到附加信息选项卡。

5. 单击添加。

6. 选择文件并单击打开。

7. 请在说明框中输入附加说明。

8. 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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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方案
任务包括在方案中。您可以创建不同的方案以定义备选工作流，例如，用于帮助您进
行工程规划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计划。您还可以创建单独的每周方案，以方便进行工
程跟踪。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单击 。

3. 单击添加。 

任务管理器会将新的方案命名为方案并在名称中添加一个次序号，例如，方案
1。您可以重命名该方案。

4. 单击打开将任务添加到新方案。

5. 单击  创建任务。

6. 如果需要，可从其他方案中复制任务。

a. 在方案列表中选择一个方案并单击打开。

b. 选择要复制的任务。 

所选任务的子任务也会一同复制。

c. 右键单击并选择复制或无对象复制。

d. 转回到新方案，在任务列表中为复制的任务选择位置，右键单击并选择粘
贴。 

当选择一个位置时，复制的任务将与所选任务位于同一级别。如果您未选择
任何位置，则复制的任务会位于所有现有任务之后。

提示 要一次性修改整个方案的开始日期，请单击  > 更改工程开始日期并选择新的
开始日期。

要删除方案，请右键单击方案列表中的相应方案并单击删除。

2.3 在任务管理器中查看和过滤任务
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以不同的方法查看、选择、高亮显示和过滤任务。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选择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选择多个任务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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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 按下 Ctrl 键并选择任务。

• 选择第一个任务，按下 Shift 键并选择 后一个任务。

• 选择第一个任务并拖动鼠标以扫过您要选择的任务。

在甘特图中选择
多个任务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甘特图中选择一个区域。

• 在甘特图中的标题行上拖动鼠标以选择一个时间段。

任务管理器会高亮显示选定区域内的任务。

在任务列表中仅
显示选定任务

1. 在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任务。

2.
单击 。

3.
单击  重新显示所有任务。

管理任务列表中的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更改任务的顺序
选择一个任务并单击  或 ，直到该任务处于所需的位
置。

您可以一次移动多个任务。当您移动任务时，相关的子任务也会
移动。

保存任务的顺序
单击  并选择保存当前次序。

如果更改任务的已保存次序并且希望任务管理器再次显示保存的

次序，请单击  并选择返回到已保存的次序。

更改任务的层级 选择一个任务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增加层级，请单击 。

您可以将任务更改为子任务。

•
要降低层级，请单击 。

您可以将子任务更改为任务。

您可以一次修改多个任务的层级。

展开和折叠任务
层级

选择一个任务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  以折叠选定任务的层级。

单击  折叠与选定任务位于同一级别的所有任务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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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按 Ctrl +  可以折叠所有任务的层级。

• 单击  以展开选定任务的层级。

单击  展开与选定任务位于同一级别的所有任务的层级。

按 Ctrl +  可以展开所有任务的层级。

更改排序方向 单击列标题以更改排序方向。要翻转方向，请再次单击该列标题。

在模型中查看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选择模型中任务
的模型对象

在任务管理器中：

1. 从任务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

2.
单击 。

高亮显示模型中
的任务

在模型中：

1.
激活选择任务  选择开关。

2. 将鼠标指针放在一个模型对象上。如果该对象属于一个任
务，则 Tekla Structures 会高亮显示该任务。

在模型中绿色框显示任务的边界。

查看与模型对象
相关的任务

在模型中：

1.
确保未激活选择任务  选择开关。

2. 选择模型对象。

3. 右键单击并选择任务 --> 显示设计的任务 。

任务管理器会在任务列表中选择相关任务。在模型中，属于相关
任务的模型对象会高亮显示，但处于未选中状态。

过滤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在任务列表中过
滤任务

您可以按状态、承包商、任务类型及开始和结束日期对任务进行
过滤。您可以将过滤功能设置为仅显示模型中选定区域内的任
务。

1.
单击 。

2. 选择要使用的过滤。

3. 单击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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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4. 单击显示全部显示所有任务。

您还可以在任务管理器的搜索框中输入过滤条件来过滤任务。搜
索会涵盖任务列表中可见的所有任务属性。

提
示

您可以使用 Tekla Structures 选择和视图过滤功能为任
务创建过滤。过滤将决定在模型中显示哪些对象，以及可以
选择哪些对象。当您使用选择和视图过滤功能时，当前方案
中的任务将用于过滤。

参看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 (网 118 页)

任务管理器用户界面 (网 114 页)

2.4 在任务管理器中输入和输出任务和任务类型
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将任务及任务类型定义输入和输出为 .xml 文件。

输入任务和任务类型
您可以从外部工程管理软件将任务和任务类型输入到任务管理器。例如，您可以从
Microsoft Project 输入通用建筑计划，并在任务管理器中进一步修改它们。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输入任务 (网
118 页)

您可以一次输入一个任务文件。该文件可以包含多个任务。

1.
单击  > 输入...。

2. 浏览要输入的文件。

3. 选择输入计划日期的基线日期以输入任务的基线日期作为计
划日期。

默认情况下，会将规划的日期作为计划日期输入到任务管理器
中。

4. 选择将任务输入到任务管理器的方式：

• 将输入的任务附加到案例可将输入的任务添加到任务列表
末尾。

• 覆盖现有任务会用输入的任务替换现有任务。

不得修改现有任务和模型对象之间的链接。输入任务从属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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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 覆盖现有任务的所选属性可输入任务属性。

选择此选项时，任务管理器会显示一个列表，您可以在其
中选择属性。

不得修改现有任务和模型对象之间的链接。输入任务从属
关系。

5. 单击确认。

输入的任务在任务管理器中将标记为已输入  和已锁定 。

输入任务类型
(网 118 页)

您可以一次输入一个任务类型文件。该文件可以包含多个任务类
型。

1.
单击  > 任务类型...。

2. 单击输入...。

3. 浏览要输入的文件。

4. 选择将任务类型输入到任务管理器的方式：

• 使用相同名称覆盖任务类型可替换与输入任务类型具有相
同任务类型名称的现有任务类型。

• 附加输入的任务类型可将输入的任务类型添加到任务类型
列表的末尾。

5. 单击确认。

输出任务和任务类型
您可以从任务管理器将任务和任务类型输出到外部工程管理软件。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目的 操作步骤

输出任务 1.
单击  > 输出...。

2. 浏览要输出的文件。

3. 单击保存。

输出任务从属关系。

如果任务仅包含计划日期，则会将这些日期输出为规划的日
期。如果任务包含计划日期和实际日期，则会将计划日期作为
基线日期输出，将实际日期作为规划的日期输出。

输出任务类型 1.
单击  > 任务类型...。

2. 单击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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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操作步骤

3. 浏览要输出的文件。

4. 单击保存。

2.5 从任务管理器中打印任务计划
您可以从任务管理器打印任务计划。默认情况下，将打印甘特图中可见的第一个日期
到 后日期的计划。

1. 要打开任务管理器，请单击功能区上的管理，然后单击任务。

2. 单击 。

3. 选择适合的打印选项： 

• 单击页面设置...以修改页面设置。

• 选择打印到工程结束日期以打印整个计划，即使结束日期在甘特图中不可见。

• 根据需要选择调整为正常尺寸的百分比或适合页面。

4. 如果需要，请单击打印预览...以查看计划的打印方式。 

您可以从打印预览...对话框打印计划。

5. 单击打印...打印计划。

6. 必要时修改打印机设置。

7. 单击打印。

提示 您可以用任务管理器中的任务信息创建报告，并列出有关任务的各种详细信息，例如，
任务名称、任务类型、计划日期和实际日期以及任务完成进度。

参看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 (网 118 页)

2.6 示例：在模型中直观显示任务管理器计划
您可以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工具查看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的任务计划。

在本示例中，您将首先创建对象组以定义在模型中显示哪些任务。对象组与当前任务
管理器方案相关。然后，您将创建对象表示设置以定义对象在模型中的显示方式。
后，您将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工具查看任务计划。

1. 为任务创建对象组：

a. 在 Tekla Structures 中，转到视图选项卡，然后单击表示法。

b. 单击对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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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对象组 - 表达对话框中，用以下设置创建对象组： 

d. 在另存为按钮旁边的框中输入组的名称，例如 Completed，然后单击另存

为。

e. 重复步骤 1c - d 以创建名为 Started 的对象组。可以使用以下设置：

f. 重复步骤 1c - d 以创建名为 NotStarted 的对象组。可以使用以下设

置： 

g. 重复步骤 1c - d 以创建名为 All 的对象组。可以使用以下设置： 

h. 单击关闭。

2. 为任务创建对象表示设置：

a. 在目标表示对话框中，从对象组列的列表中选择对象组 Completed。
b. 在颜色列中，选择对象组的颜色，例如，蓝色。

c. 在透明度列中，选择对象组的透明度设置，例如可见的。

d. 单击添加行可添加新行。

e. 重复步骤 2a – d 以定义其他对象组的颜色和透明度设置（Started、
NotStarted 和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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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使用以下设置：

输入对象表示设置的名称，例如任现，然后单击另存为。

f. 单击确认。

3. 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查看任务计划：

a. 在 Tekla Structures 中，转到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工程状态。

b. 从目标表示列表中选择任现。
c. 单击步长按钮更改检查日期：并查看模型中的更改。

参看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 (网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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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状态管理

使用状态管理可将模型拆分为多个部分。

状态通常用于指示安装顺序。您可以根据对象的状态编号创建报告和视图、隐藏和锁
定对象以及从其他模型复制对象。

例如，您有一个大型工程，几个用户以单用户模式同时工作。首先创建一个例如包含
柱的基本模型。此为状态 1。然后将此基本模型复制给所有用户。

然后，每个用户单独设计该建筑模型的一部分。当模型的某个部分完成后，您可将其
以单独状态（状态 2、3 等）复制回基本模型。

注 使用状态在模型之间复制对象时，必须已使用与源模型相同或更新版本的 Tekla
Structures 创建目标模型。您无法从新版本复制到旧版本。

3.1 将模型拆分为多个状态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状态。 

将显示状态管理对话框。

2. 单击添加以创建新状态。

3. 单击设置为当前选择(S) 以使所选状态成为当前状态。 

从现在起，Tekla Structures 将为您创建的所有对象分配当前状态。状态编号
前的字符 @ 指示当前状态。

4. 将模型拆分为多个状态。

a. 要识别对象的状态，请选择对象并单击零件状态。 

Tekla Structures 将选择对象的状态。

b. 要查看哪些对象属于特定状态，请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状态，然后单击对象
(按阶段)(O)。 

Tekla Structures 将在模型中高亮显示相应对象。

c. 要更改一个或多个对象的状态，请选择对象，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状态，然后
单击修改状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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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认保存所做更改。

3.2 锁定和解锁特定状态的对象
要确保模型对象免遭意外修改或删除，您可以将其锁定。例如，您可以在 Tekla
Structures 模型中根据对象状态锁定零件、螺栓、焊缝和参考模型。

锁定对象后，您无法修改其属性或删除该对象。您只能更改该对象的对编号没有影响
的用户定义属性。如果您尝试修改或删除锁定的对象，Tekla Structures 将显示以
下警告消息：

“存在锁定的对象，请查看报告。无法执行操作。”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状态。

2. 在状态管理对话框中，选择要锁定或解锁其对象的状态。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锁定对象，请单击锁定对象。

Tekla Structures 会将处于所选状态的对象的用户定义属性锁定设置为是。

• 要解锁对象，请单击解锁对象。

Tekla Structures 会将处于所选状态的对象的用户定义属性锁定设置为
否 。

有关如何在多用户模式下防止对象模型遭到意外修改的信息，请参阅多用户模式下的
访问权限。

3.3 定义自定义状态属性
您可以添加自定义状态属性，这些属性在状态管理对话框中显示为额外列。

状态属性的名称在 objects.inp 文件中定义。要在报告和模板中使用状态属性，

请在状态属性字段名称中使用语法 PHASE.ATTRIBUTE_NAME。
默认 objects.inp 文件包含带语法示例有状态属性部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Properties of the objects.inp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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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拆运

使用拆运可以将构件分组以便运输到工地。拆运指您根据运输工具能够承载的单位
数量评估特定模型零件。

例如，您可以计算需要多少辆混凝土运输车以满足浇筑模型特定部分的基础或板的需
要。了解此信息后可以更容易地确定范围需求并创建安装计划。

定义拆运时，您必须考虑车辆的承载量，因为拆运不能超过 大总承载量。您可以根
据材料重量和模型数量计算卡车荷载大小。对于多数模型零件，重量取决于零件的尺
寸、长度和材质。

提示 要查看某个零件的属性，请双击该零件，或单击查询目标  并选择该零件。

您可以将拆运与排序器工具结合使用。例如，您可以根据零件的安装顺序将模型的每
个零件装载到特定卡车上。

钢零件和混凝土零件的基本拆运过程相同。不过，如果您要使用现场浇筑，请记住使
用定量容器（例如使用十立方码的卡车）运输混凝土。在这种情况下，定义拆运数量
之前您必须计算混凝土运输车的承载量。

4.1 创建拆运
创建拆运可以将构件分组以便运输到工地。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拆运。

2. 单击属性... 以显示拆运属性对话框。

3. 在该对话框底部的框中输入名称。

4. 在编号：框中输入拆运编号。

5. 在 大重量框中输入拆运的 大重量。 单位取决于 文件菜单 --> 设置 -->
选项 --> 单位和精度 中的设置。

6. 单击添加(D)。 

Tekla Structures 将用定义的属性创建空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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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向拆运中添加零件
创建需要的拆运后，您必须选择模型的每个零件并将其分配给拆运，直到拆运的总承
载量达到指定目标。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拆运。

2. 从列表中选择现有拆运。 

Tekla Structures 将高亮显示拆运中包括的零件。拆运的总重及其所含构件数
量显示在应用的值下面。

3. 按住 Shift 并选择要添加到拆运的零件。

4. 单击应用所选项(A)。 

所添加零件的重量和数量显示在当前值下面。如果超过拆运的重量限值，Tekla
Structures 将显示警告消息。

5. 单击确认以关闭对话框。 

当您重新打开该对话框时，应用的值将包含您所添加的零件的重量和数量。

警告 零件一次只能属于一个拆运。如果添加的零件已经在另一个拆运中，则会从拆运中删
除这些零件。

4.3 从拆运中删除零件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拆运。

2. 从列表中选择现有拆运。 

Tekla Structures 将高亮显示拆运中包括的零件。

3. 按住 Ctrl 并选择要从拆运中删除的零件。 

如果要从拆运中删除所有零件，请在不按住 Ctrl 的情况下单击模型中的某个位
置。

Tekla Structures 将取消选择这些零件。

4. 单击应用所选项(A)。

5. 单击确认以关闭对话框。

4.4 删除拆运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拆运。

2. 单击属性...。

3. 从列表中选择现有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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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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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序器

使用排序器工具可创建次序并为零件分配递增编号。

您可以针对不同用途定义多个次序，一个零件可以同时属于多个次序。例如，您可以
通过创建安装顺序来定义零件的安装次序。

排序器的工作方式是将次序编号分配给零件的用户定义的属性 (UDA)。如果您要在
以后查看和修改次序编号，则必须首先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定义的属性并为其分配次序
编号。

限制

排序器对于参考模型内部的对象不起作用。

5.1 创建次序

1. 首先，创建一个要为其分配次序编号的用户定义的属性 (UDA)。 

在 objects.inp 文件中，搜索 Part attributes 部分以添加新的用户定义

的属性 (UDA)。value_type 必须为 integer，并且 field_format 必须

为 %d。
例如：

attribute("SEQUENCE_1", "Sequence 1", integer, "%d", no,
none, "0.0", "0.0")

2. 在 Tekla Structures 中，转到管理选项卡，然后单击排序器。 

将会打开程序装置属性对话框。

3. 在次序名称中，输入次序的名称。次序名称必须与 objects.inp 文件中定义

的 UDA 名称完全相同。 

例如 SEQUENCE_1。
4. 单击应用。

5. 选择要包括在次序中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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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零件获得次序编号 1，第二个零件获得次序编号 2，以此类推。

程序装置属性对话框列出了您在次序名称框中输入的次序。 大编号显示所选
次序中正在使用的 大编号。

如果您选择了一个已包含在次序中的零件，Tekla Structures 将询问您是否要
覆盖现有编号。如果单击是，Tekla Structures 将为零件分配下一个可用编号。

6. 要完成将零件添加到次序的过程，请右键单击并选择中断或按 Esc。

5.2 向次序中添加零件
您可以将新零件添加到已有次序的末尾。如果要在次序中间添加零件，必须重新定义
整个次序。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排序器。

2. 从列表中选择次序名称。

3. 单击确认或应用。

4. 选择您想添加到次序中的零件。

5. 要完成将零件添加到次序的过程，请右键单击并选择中断或按 Esc。

5.3 检查零件的次序
您可使用查询目标命令检查零件的次序名称和编号。

1. 在功能区上，单击查询目标 。

2. 选择零件。 

Tekla Structures 将显示该零件的属性。次序名称和编号显示在更多的下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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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修改零件的次序编号
您可以修改已分配给零件的用户定义的属性 (UDA) 的次序编号。

1. 双击零件以在属性窗体中打开零件属性。

2. 单击更多。 

当前次序编号显示在您为其分配了次序编号的 UDA 的旁边。例如，Sequence
1。

3. 修改次序编号。

4. 单击修改(M)。

5.5 删除次序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排序器。

2. 从列表中选择次序名称。

3. 单击删除，然后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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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状态可视化

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工具可查看特定时段内模型对象的状态。

例如，您可以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显示使用各种颜色的零件组的安装时间表，还可以
标识计划在特定时间段内制造的零件。

创建工程状态可视化设置前，需要定义一些颜色和透明度设置，这些设置根据日期规
则选取对象组。

您也可以使用任务管理器为零件和构件定义任务。之后，工程状态可视化可以基于这
些任务 (网 133 页)。

6.1 创建可视化
创建可视化设置可以查看特定时段内模型对象的工程状态。

1.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工程状态以打开工程状态可视化对话框。

2. 修改可视化设置。

a. 在目标表示列表中，选择一个预定义的对象表示设置。

b. 定义时间刻度滑块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c. 定义时间步长的长度。

3. 选中自动刷新视图复选框。

4. 在另存为按钮旁边的框中输入唯一名称。

5. 单击另存为保存可视化设置。

6. 要查看模型中的可视化设置，请单击步长按钮。

6.2 将可视化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模型
您可以将工程状态可视化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模型。可视化设置位于模型的
\attributes 文件夹中，它们的文件扩展名为 .4d。
1. 在模型的 \attributes 文件夹中，选择要复制的可视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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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将设置复制到的位置。 

• 要使设置在另一个模型中可用，请将设置复制到目标模型的 \attributes
文件夹中。

• 要使设置在所有模型中可用，请将它们复制到高级选项 XS_PROJECT 或 

XS_FIRM 所定义的工程或公司文件夹中。

3. 在 \attributes、工程和公司文件夹中加入对象表示设置文件 (.rep) 和对

象组文件 (.PObjGrp) 的副本以确保所有文件都能正常工作。

4. 重新启动 Tekla Structures。

6.3 删除可视化设置
删除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工具创建的工程状态可视化设置。

1. 删除模型的 \attributes 文件夹中的可视化设置文件。 

工程状态可视化设置的文件扩展名为 .4d。
2. 重新启动 Tekla Structures。

6.4 工程状态可视化示例：可视化工程的安装计划
此示例演示如何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工具可视化安装计划。

1. 使用计划开始时间用户定义的属性定义零件的安装计划。

a. 双击零件以在属性窗体中打开零件属性。

b. 单击 UDA。

c. 在工作流程选项卡上的安装部分，修改计划开始时间用户定义属性的值。 

d. 选中计划开始时间复选框。

e. 确保清除所有其他复选框。

f. 选择您要对其使用同一安装日期的所有零件。 

提示 为便于选择零件，可为每组零件创建一个单独的选择过滤器。

g. 单击修改(M)。

h. 对模型中的每组零件重复这些步骤。 

可以为每组零件使用不同的安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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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一个对象组来定义在可视化过程中在模型中显示哪些对象，从而选择要可视
化的对象。

a. 在视图选项卡上，单击表示法以打开目标表示对话框。

b. 单击对象组...以打开对象组 - 表达对话框。

c. 创建一个对象组，使其包含计划开始时间用户定义属性早于或等于检查日期
的所有对象。 

定义以下设置：

• 在种类列表中，选择对象。

• 在属性列表中，选择 PLANNED_START_E。
• 在条件列表中，选择早于等于。

• 在值列表中，选择选择日期...。

• 在选择日期对话框中，选择检查日期并单击确认。

d. 在另存为按钮旁边的框中，输入组的名称。例如
plan_same_or_before_review_date。

e. 单击另存为。 

3. 使用颜色和透明度设置（用于定义可视化过程中对象的显示方式）定义所选对象
的颜色和透明度。

a. 在视图选项卡上，单击表示法以打开目标表示对话框。

b. 为您在步骤 2 中创建的对象组定义颜色和透明度设置： 

• 单击添加行。

• 在对象组列表中，选择您刚创建的对象组。

• 在颜色列表中，选择按等级区分颜色。

• 在透明度列表中，选择可见的。

c. 定义另一组颜色和透明度设置，以便在模型中隐藏其余零件： 

• 单击添加行。

• 在对象组列表中，选择对象组 All。
• 在颜色列表中，选择按等级区分颜色。

• 在透明度列表中，选择隐藏。

d. 在另存为按钮旁边的框中，输入设置的名称。例如
planned_start_erection_date。

e. 单击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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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可视化定义时间段。

a.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工程状态以打开工程状态可视化对话框。

b. 定义时间步长的长度。

c. 定义时间刻度滑块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d. 在目标表示列表中，选择您在第 3 步中创建的对象表示设置。

e. 选中自动刷新视图复选框。

f. 在另存为按钮旁边的框中，输入可视化设置的名称。

g. 单击另存为保存可视化设置。 

5. 使用工程状态可视化工具查看安装计划。

a. 在管理选项卡上，单击工程状态以打开工程状态可视化对话框。

b. 在读取按钮旁边的列表中，选择您在步骤 4 中创建的可视化设置。

c. 单击读取。

d. 要查看模型中的可视化设置，请单击步长按钮。 

工程状态可视化 147 工程状态可视化示例：可视化工程的安装计划



下图显示您更改检查日期时对象的显示方式：

检查日期 可视化

11 月 2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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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日期 可视化

11 月 11 日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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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日期 可视化

11 月 17 日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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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免责声明

© 2019 Trimble Solutions Corporation 及其授权方。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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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关于 Tekla Structures ，然后单击 第三方许可证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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