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于金属结构和幕墙工程设计的AutoCAD专业应用软件
ATHENA



A T H E N A作为金属结构和幕墙工程领域里领先的设计绘图软件不是偶然的。20年
来我们的软件在不断发展, 现有11种语言版本, 并在38个国家的幕墙工程公司，
设计所和专业院校得到广泛应用。

ATHENA是一个完全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软件包, 它可以满足设计者日常设计工作
的所有需要:

• 带有大量实用计算子程序和数据库的二维绘图界面用来完成节点视图，剖面图
和加工图

• 多样性的三维设计功能提供了由三维节点自动生成零配件列表和施工图的可能

• 高效的静力学和建筑物理学计算工具

• 金属薄板加工子程序用于金属薄板的设计和展开

ATHENA是跟型材系列无关的独立软件，但可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型材。

规划设计高档次的幕墙其实所需甚少: 一位有经验并且能
迅速解决技术问题的设计师和一个高效的能精确满足设计
师要求的CAD应用软件. 这个软件支持专业, 快速和正确
的设计, 并且可大大减轻设计师的工作量。

这里特介绍我们开发的AutoCAD应用软件ATHENA(雅典
娜), 它可以在以下领域为设计提供完整的软件解决方案:

• 金属结构

• 幕墙工程

• 玻璃建筑

• 工业建筑

• 轻钢结构

非常适用于国际项目设计: ATHENA可全自动标注
所有对象, 并且可通过点击鼠标将标注翻译成目
前ATHENA软件所含10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

4倍好！
ATHENA包含 4个功能组，其涵盖了幕
墙设计绘图的方方面面，这 4个不同
的子程序是日常设计工作必需的。

功能组1：二维设计

二维绘图功能包括节点剖面图, 平面
图和大样图的绘制。

特别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是众多小
型辅助工具，如：半成品，防水膜，
隔热层，焊缝或面板标准操作程序，
大量的标准件库，其除了零件的描述
和标签外，还提供了有关批准和安装
提示的信息。或者材料，层和块的管
理工具。

尤其具有优势的包括：所有的ATHENA
对象都是智能化的ARX对象，并且通
过双击鼠标即可贴标签和编辑。

功能组2：三维设计

三维设计可用于规划设计复杂几何形状的
幕墙，如斜屋顶幕墙，金字塔，玻璃屋
顶，拐角等。为此只需将型材或型材组的
轴线构成一个网架模型。型材的截取可自
动计算，每个带有截取尺寸的单独构件 (
如型材) 均可列入零配件总表或施工图。

用户已有数据也可这样操作，包括型材几
何尺寸，材料属性, 建筑设计准则或要
求。以已有数据为基础，除了进行空间单
元设计外，还可进行平面单元设计如门窗
等。三维节点可同时考虑构件组，连接形
式和截取尺寸，加工方式，金属薄板，玻
璃镶嵌和小配件。它们既能三维显示，也
能通过任意截面进行二维显示。最后均作
为零配件总表或施工图提交。可以选择使
用一台NC-X发生器，通过其可以为型材加
工中心生成NC数据。

同样的存在相对LogiKal（Orgadata）和
ERPlus（T.A.Project）的接口。

功能组3：金属薄板加工

ATHENA有一个功能全面的薄板加
工子程序服务于可自动展开的薄
板快速设计。我们对提高薄板设
计工效的贡献在于: 直观的对话
框用于输入薄板的基本数据和加
工薄板。简单可控的三维视图，
各种绘图数据的导入和输出。

功能组4：工程设计

ATHENA中的静力学和建筑物理学
计算功能是规划设计时估算的有
用工具，可以计算重心，面惯性
矩及阻力矩，挠度，热传导阻力
或隔音。还可进行热工分析和湿
度分析（ 等温线计算）。在规划
设计时即可避免出现热桥。



层控制

通过对话框能对层的数据灵活处理，在此过
程中ATHENA构件能插入所需的图层中。保温
材料能显示为软的或者硬的材料。不同的形
状亦可图示如: 直线，曲线，楔形，环形和
平面，也可画出岛状。 

螺丝紧固

快速绘出和修改螺丝紧固的子程序
由多个ATHENA功能构成 (螺丝，垫
片，螺母，钻孔等 )。经常需要的
螺丝紧固可存入数据库，可快速继
续调用。紧固子程序能将六个不同
方向视图和3D对象导入图中。成型薄板

成型薄板发生器可快速导入不同生产厂
家的阶梯形和波浪形薄板。薄板参数在
对话框内写入 。

外观

ATHENA提供多条命令用来展示窗户、门和幕墙外观。这些
可以方便地生成，并且随后通过型材和填充物铺上。可以
分段生成，摘要也是如此。

二维设计
在设计师的日常工作中绝大部分是二维的设计 – 画出立面图，剖面
图, 作详图和提交加工图。谁在这里采用专门软件优化其工作，则不
光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提高了设计的质量，预计对此不会很快
就有变更。该软件将使设计师非常愉快，不但弥补了工作条件的不
足，而且为其提供一个能干助手，极大地减轻了工作负担。 

该软件的实用性使ATHENA多年来一直享有良好口碑。特别是通过精心
维护及持续开发在二维设计绘图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大量的子程序服务于绘图，例如盖板，保温层，防水膜，焊缝，金属
薄板和玻璃横断面等。直观的对话框询问重要的信息并借助定位辅助
功能将对象置于图中的指定位置。其余的由ATHENA来完成。

多个已装满并随时可扩展的数据库，在绘图时导入对象后可被联用: 
如型材系统，标准件，螺丝和其它小配件等。不同的国际标准与规范
也包括在内。

在标注时ATHENA也同样令人兴奋: 除了AutoCAD的尺寸标注功能以外，
还有高效的链尺寸标注，全自动物体尺寸标注，标高和撕裂标注尺寸
功能，这些也是通过可视窗口，在版面编排中实现，并与几何变化相
关联。

所有的ATHENA对象都是ARX对象，通过双击鼠标即可编辑。对象的文
字说明在尺寸改变时会自动调整大小。

ATHENA中高效的二维工具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工作时间和开支，
可使设计师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

标准零件/制造商零件

标准件可以采用DIN，ISO，EN，GOST（俄文）
，GB/T（中文）和AISC（美国）标准。标准零
件或制造商零件的选择，通过插图或列表框在
对话框中完成。描述可以受标签的类型
和中心线的显示、隐藏线、螺纹线和钻
孔轴的影响。重要的：这些零件不是“
呆板的”块，而是智能的“变体”。例如：一
根螺丝的延伸，使其能够在符合标准的分层中
完成。非标准长度同样也是有可能的。

零件的数量是巨大的，定期会继续增加。通过
便捷的搜索和过滤功能，能够很容易处理。标
准件有六种不同的视图并作为三维零件提供。
型材（例如钢型材）可以立刻采用三维模型。

目前可提供的是：针对制造商零件，目前提供
了更多的信息，例如批准，安装提示等。

零件标注/指引

所有零件都是智能的，可以全自动被
贴标签，也可提供双语。如果有标签
的零件被改变，则指导文本自动进行
相应调整。同样编辑也极其简单。

金属薄板横剖面

可任意生成与材料相关的金属
薄板横断面，也可处理复合板
如Alucobond等，单独的折边
可以直线或者圆弧线延伸。使
用金属薄板展开子程序可展开
与材料相关的薄板横断面（包
括复合板）。

硅酮密封层

可生成任意形状的硅酮密封
层。只要点击两条线 (多段
线亦可 )，即可在两线之间
自动生成硅酮密封层 (并完
成密封 )，通过拖拉鼠标即
可得到所需的形状。 

镶嵌管理

任意的镶嵌管理，如玻璃或镶嵌框架，可通过对话框进
行。这种镶嵌能存入数据库中，可在任意的图件中继续
使用，三维模式同样如此。也可使用其它填充，如多层
玻璃或者厚层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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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

可以生成任何的填充物，其由不同的层组
成，例如面板。这些填充物借助可自由定
义的单柱，归类为边界物体，例如柱子和
横梁。也可以是阶梯状玻璃。

组件

除了杆件式的三维构件组（型材）和平面单元（玻璃
和盖板）之外，现在还能生成局部构件组，进行连接
和加工，例如固定玻璃的单元。所有的ATHENA标准件
（螺丝，螺母等），钻孔 /长孔和金属薄板剖面以及
自己设计的轮廓均可应用。构件组能单独或者按照三
维型材网格来定位。在三维型材的二维处理时（生产
图纸）构件组的部件可跟着自动定位。在加工明细表
中构件组按照型材，填充等来分类，在EPR系统中可
进一步处理。

三维设计
幕墙三维设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简单. 斜屋顶的幕墙，金字塔，玻璃屋顶，拐角和
其它复杂几何图形均可方便快速的生成。特别是自动生成的截取可节省大量手工工作
和时间。

作为创建大规模三维设计结构的基础，是一个轴模型，可以在其轴线上设置单个配置
或者完整的配置文件组。通过一个简单的功能，即可进行轴模型分析，在分析时也定
义了外侧。

只需要几个步骤即可完成一个具有型材组的完整轴模型，包括连接件和小型零件，削
减节头，填充，就像眼镜或者面板一样放置，并生成图纸或者零件清单。也有可能，
型材组，构件组以连接，钻孔和或其他零件形式给出，ATHENA可自动将其导入三维设
计的杆件连接中并可以利用。

ATHENA的三维功能应考虑到，能构建一个复杂的立体幕墙，并且能为施工需要提供准
备。提供一个转移到核算和ERP/PPS系统的接口。新产品目前是一个可选的用于生产
的NC-X或SAT-输出。

构件组的形成与加工

杆件组管理器可将多个型材组成一个构件组，如带
有密封层，隔热层和盖板的横梁。部件组合内的部
件均可更改。该部件可旋转和镜像投影，还可移动
嵌入点。

玻璃镶嵌

从基本设计中可分离出带有盖板，隔条和橡胶密
封的玻璃镶嵌组。该组可在立柱或横梁的三维设
计中进行，特别的优点在于，幕墙采用不同的立
柱或横梁型材，玻璃镶嵌可同样进行。不同的玻
璃深度也可以。

零件列表 
从三维设计中可列出所用零部件的零件列表。该列表包括带有型材切割尺寸的杆件
明细表和镶嵌单元明细表。同时，使用进行一个同类件检测，也就是说，即使复杂
的三维零件，在相同的情况下，也会获得同样的标志，并且件数也会增加。该列表
是为Microsoft Excel提供的，除了包括型材，薄片和玻璃以外，还包括了所有的小
零件，例如连接件和螺丝。

NC-X-或者SAT-导出（可选）

这两个可选程序可生成NC-X格式的ATHENA三维型材的NC数据。除了所有的几何信息之
外，NC数据还包含了例如用于生产的切割和加工，订单和零件订单的信息，例如，在
型材加工中心。另外可以输出ATHENA三维型材的SAT文件，也可以在一个型材加工中
心通过后处理程序进行加工。

加工图 

在自动完成型材切割后（例如绘制剖面图或者斜切）可形成型材图示。自动生成带有
长度，角度，加工，零件编号和订单日期的型材的二维生产图纸。同样也会输出填充
物（例如玻璃和面板）的生产图纸。

简化图件

剖面能根据需要选择显示详细或简单的图像。本程序具有四级不同的图
示等级。最简单的图示(如图中右侧所示)可缩小文件内存 (仅为原文件
的十五分之一)并可大大提高工作速度。

BIM界面

ATHENA包括一个BIM（IFC）界面。IFC代表“工业
基础类”，在建筑领域作为数字建筑模型描述的
标准，也称为BIM（建筑信息模型）。使用该界
面，可将ATHENA三维立面外观模型转移到BIM程序
中，如Autodesk Revit，并与其他项目分部进行碰
撞检查。同时转移3D实体以及特定作业数据，例
如项目或位置编号等。

此外，实体可以从Revit转移到ATHENA，然后配置
剖面图、镶嵌、板材等。这些配置物之后也可返
回至Revit。



金属薄板加工
ATHENA中新增加的部分是金属薄板加工子程序。该程序可加速
设计并带有薄板展开功能。

基本数据如材料。薄板厚度和弯曲半径是设计金属薄板的基
础。薄板的基本形式可通过对话框或者任意的ATHENA薄板轮廓
给出。然后确定不同的折边并按最简单的方式往相邻和相对处
复制。

可提供许多不同的折边类型。可在基面上形成折边和通过给定
角度确定斜边。

通过动态三维视图进行薄板形式的图形控制可准确工作。 

随时可对薄板模型体钻孔和切割。可提供的基本图形为圆形。
矩形或者任意的轮廓(如钳形等)。还可生成自己的轮廓并存入
数据库供今后继续使用。薄板加工可单个或组合进行。也能冲
切。

用于薄板展开的接头形成的重要描述由对话框输入。例如尺寸
和边角等。薄板展开的计算按照金属加工工业中常用的系数表
进行并能任意保存计算结果。

生成的薄板可以展开或插入或者将三维模型加入到图纸中。薄
板展开也可做为DXF或者XML文件保存。也可输出到MS-Excel。

成型薄板

除了标准的金属薄板外，成型
薄板也可加工，例如: 
Alucobond，Reynobond，可提
供不同折边方式。

金属薄板加工子程序的主要优点如下：

·任意的基本面，折边，加工，显示和接头方式

·薄板显示可通过二维横剖面或者对话框

·简单的图形控制由带变焦功能的三维视图进行

·薄板展开计算按照金属加工业的系数表

·金属薄板可由数据库管理（合同，子合同等）

·薄板展开可自动形成DXF格式文件用于数控机床
控制

·跟ATHENA 3D全兼容

·如果没有特别复杂的金属薄板加工，也就不会有
获得"薄板延展软件"的要求。

型材板的铺装规划

通过该工具可以实现在任何空间（比
如墙体或顶面）全自动铺装型材板，
并进行详细评估。

创建一份带有标签的型材铺装规划：
首先，确定铺装方向（水平或垂直）
，然后从ATHENA数据库中挑选型材，
并通过两个对角顶点确定出轮廓。在
该流程中可以确定板材余块值、公差
与厚度。通过型材板铺装规划，仅需
一步就可以生成将同类零件分类列出
的零件清单。还可以通过“物体具体
化”命令将板材转换为3D物体，以便
用于BIM项目。

立面网格划分
使用“立面网格划分”功能。可
以通过自定义的一个起点，在一
个任意的角度，划分任意面积的
矩形幕墙立面网格。该功能方便
实用，典型应用范围如外墙板，
盖板，单元式幕墙，金属薄板幕
墙和双层地板等。输出时可以输
出一个位置计划，零件列表和零
件图纸。

阶梯
“阶梯”模块可以实现一个阶梯的设计结构，并随后评估各
个零件。评估结果可以以二维和三维两种格式输出，并且包
括平面图，运行线，侧面和台阶。对于阶梯的结构设计，不
再需要额外的楼梯软件！

热学分析和湿度分析

ATHENA有一个带热学分析软件（flixo）的版本。
该分析软件是一个行业领先的热学湿度分析和隔
热计算软件。热桥现象在规划设计阶段即可了解
并能通过修改设计来消除。

ATHENA中加入flixo程序
的特别之处在于: 一个
在ATHENA中设计完成的
部件，能进一步在flixo
中继续进行分析。分析
时部件的面积和材料（
如已知）视为已知，圆
弧视为多边形。在flixo

的对话框中还能
改换材料和预设
条件。给定室内
室外温度之后即
可进行温度计
算，结果可作为
插图插入ATHENA
图件中。



传热阻力

任意建筑构件传热阻力测定。该构件可由多层(或多种建筑材料)组成，
可从对话框中由扩展的数据库选出。

工程设计

载荷静

使用这个静态程序可以通过选择具有高自由度的条件，
来对棒材的载荷情况进行计算。通过对话框定义要求和
条件。结果可以作为报告添加到图纸中。功能如下：

• 支柱的任意数量

• 不同的轴承类型

• 任意组合的载荷（点和线的载荷）

• 使用和持续载荷的区别

• 安全因素的考虑（也可以自由定义）

• 检查输入值是否符合要求或可受理

• 显示是否满足要求标准

• 负荷率百分比

• 屈曲应力和屈曲力的计算

• 报告：作为表格或图 
形的计算结果（例如最
大偏转、横截面中的最
大应力、反作用力等）

物体厚度计算

在一定的荷载作用下薄板和
厚板厚度的计算。BACH薄板
公式作为计算基础。

重心和力矩

采用此子程序可计算一个或多个剖面的重
心，静力矩，重心轴，惯性矩，和横剖面
信息，如面积，外轮廓和重度。型材重心
被画出来，并自动标出尺寸。对特殊型材
的发展很适用。

平均热传导系数

采用此子程序能计算窗户或者幕墙的平
均热传导系数。计算成果表可方便导入
图中。

平均噪声估算

使用该子程序可估算建筑设计的平均噪声。

计算成果表可方便导入图中。

接口

ERPlus接口

ATHENA通过一个ERPlus接口，具有以下功能：

• ATHENA-标准件（例如标准件）可以与ERPlus同步并查询（例如查询库存
情况）。

• 从一个通过ATHENA设计的三维模型中，可以将零件（棒材、填充物、小零
件）转移给ERPlus。

IFC-接口（BIM）

通过自己的IFC-接口可将ATHENA三维模型（玻璃屋顶、幕
墙、元件等）以所需的显示质量(LOD)包括所有相关的信
息，转移到BIM相关软件，例如Revit或Navisworks。非图
形部分也可进行转移。因此ATHENA可以理想地在BIM进程
中使用。

LogiKal和ERPlus的元件接口（平面
元件）

向ATHENA用户提供了一个三向接口， 
ATHENA、LogiKal和ERPlus可通过其进
行实时通信。特别的是，所有三种产
品都访问相同的数据。在其中一个程
序中，幕墙元件的更改，会导致其他
两个程序中进行自动更新，无论是更
换型材，好还是更改分格（例如用于
旋转 / 旋转倾斜），几何形状或数量
的改变。这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并消除
了错误的根源。

设计结构-LogiKal接口（三维模型）

借助LogiKal型材主数据，可以在
ATHENA中创建复杂的和智能的三 
维模型。在生产完成后可以转移 
到LogiKal并且在那进行评估。

可以在ATHENA中选择三维模型进 
行补充，例如底层结构、墙壁连 
接、薄板等，然后通过IFC接口 
连接到“BIM-软件”，例如Revit 
或Navisworks转移。

BIM的Revit应用程序（可选）

为了使ATHENA和Revit之间的BIM数据交换更加简单和快捷，Revit应用程序 
“Family / DWG Exporter Importer”已经开发完成。例如在Revit建筑师规
划中，窗口 / 幕墙元件已经可以作为“Dummies”(矩形型材)支配。接着将
它们以面向类型的方式转移到ATHENA，在那里被转换成“真实”的智能幕
墙元件，并且再次以相符的类型转换到Revit。同时，将相同类型和相同型
号进行交换。在ATHENA中对“改变的”元件进行评估

App-下载 https://apps.autodesk.com (搜索: ath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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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型材系统无关

• 容易学习

• 具较高的通用性

• 对于符合工程的设计，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绘图，而且还有计算（静态、
等温线等）和建模（三维）

• 大量使用实例列表

• 市场领先的幕墙设计软件,该软件以AutoCAD为基础.特具投资安全性.

• 独立于语言。在设计绘图时可转换语种。下列的语言可提供

系统配置要求：

Windows下运行的AutoCAD

最新情况请您登录以下网址： 
www.cad-plan.com/systemrequirements

硬件： 
ATHENA需要与AutoCAD相同的硬件配置。
AutoCAD, Revit, Navisworks–Autodesk Inc.公司的注册商标 
Windows, Excel–微软公司的注册商标 
LogiKal–ORGADATA AG公司的注册商标 
ERPlus–T.A.Project GmbH公司的注册商标

ATHENA–金属结构工程和幕墙技术设计的解决方案

CAD-PLAN(卡普兰公司)的世界销售网：

迪拜：Orgadata Middle East

印度：Orgadata India

奥地利：Grabmayer & Sommer

立陶宛，拉脱维亚：AGA-CAD

美国，加拿大：CAD-PLAN

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

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DevASI Projektiranje

南非：Orgadata Middle East

埃及：CAD-PLAN Italy

保加利亚：STUDIO CAD

西班牙, 葡萄牙：MEGA Ingenieras

匈牙利：HungaroCAD

马来西亚：IAN Metall Engineering

• 德语 
• 英式英语 
• 法语 
• 意大利语 

• 荷兰语 
• 西班牙语 
• 捷克语 
• 波兰语 

• 俄语 
• 汉语

更多信息请登录www.cad-pl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