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DIM CT 3.0 中文手冊 

the complete solution 

We measure it all! 



一般資訊 

著作權 
©  保留所有權力. 除法律規定的例外情況, 沒有事先經由Prodim International 

 BV in Helmond (NL)的允許.此出版物不得進行複製, 存儲在一個自動化的數 

據庫，或由公在任何形狀或形式，無論是電子，機械，影印，拍攝，或以任 

何其他方式,  

免責聲明 
操作者對測量過程的影響是佔主導地位的, 從而使他對量測的準確性和安全性 

需負全面責任. 使用Proliner 測量儀時他必須確認: 
使用測量儀時不可以讓其他人靠近測量儀的測量鋼絲線與主體.測量鋼絲線斷裂 

或測量筆掉落地面都可能造成不可預知的鋼絲線回縮並因而可能使周遭的人受 

傷. 

我們建議在同時進行一次控制測量以確保準確性. 
Proliner是精密的測量儀器. 只有受過訓練的人才可使用Proliner測量儀.  

請勿在有很多建築雜物的地方使用該儀器. 

Proliner®  是Prodim International BV公司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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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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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開始 – 遙控器 

Proliner 遙控器 

 (•)“按鈕1” 

按一次 定義該位置為一單點. 

測量儀會自動地依據測量物物件的輪廓 

特性自動地將點連接成直線或成為 

弧線 

 
結束輪廓最後一點按按鈕1之後  
接著按一次按鈕3(•••). 

(••)“按鈕2” 

按一次 – 定義開始多點連續測量直到按第二次. 

會自動地依據測量物物件的輪廓特性自動地將點

連接成直線或成為弧線. 

按一次放開開始連續點測量, 再按一次放開結束連

續點測量, 不要按住不放. 

    (•••) 
    A. 

  B. 

“按鈕3” 

按一次(短按)- 結束目前 

圖層的輪廓並開此下一 

個新輪廓 

 

 

 

按一次(長按)- 結束目前 

圖層的輪廓並開始新的圖 

層輪廓測量. 

 

你將會聽到不一樣”嗶”(長音)的聲音 

 

(••••) “按鈕4” 

    A.按一次- 刪除輪廓中上一個點 
    B.按住不放-刪除最後一個完整輪廓 

      再按一次不放,刪除前一個輪廓. 

線的位置(測量拉線不能彎曲) 
  • 放置測量儀的位置很重要,不可讓測量筆拉到測量點時造成測量線彎曲 
  • 若要量取彎角的點,可以使用跳躍功能.先量取一邊的點,藉由跳躍功能搬移Proliner測量儀,然後再量取另一邊的點. 此步驟 

    可以重複直到物件的所有部位都能被測量到為止. 

3點成平面 (2D-3D) 
   • 在一平面上任意點取3個點可以形成一個基準平面.此由3各點建構成的三角形可以建構成一平面. 

基本的點到點測量,按鈕1 
   • 將測量筆接觸到要測量物件的邊緣起點然後按遙控器上按鈕1( • ) 
   • 再移動測量筆到下一位置再按一次遙控器上按鈕1( • ) 若要繼續量測直線的輪廓則按( • )鈕.要結束輪廓按(•••) 

連續測量,按鈕2 
   • 按按鈕2(• •)可以連續測量.Proliner測量儀將會連續紀錄點直到再按一次2號鈕(• •). 
   • 若要分開連續測量時可以在按2號鈕時先按一次3號鈕(• • •) 
   • 這是對量測很有用的功能.Proliner測量儀紀錄10點/秒.這意味著你移動的越快則每一米你的到的測量點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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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開始 – 主畫面 

在主畫面, 所有的菜單都是通過按下相對應的選鈕進行. 

電池電量指示 
在螢幕上方你可以看到電池電量指示,它會告訴你電池還剩多少電量.當剩下20%電量時,測量儀會開始發出嗶聲並顯示電量將

要耗盡. 

鈑手圖形 
按此處可進入一般系統設定.例如你可以選擇語言與單位.你可以更改按鈕的嗶聲音量並且你也可以選擇當測量點時螢幕是否

要閃爍,測量距離太遠時聽不到嗶聲,螢幕閃爍有助於使用者辨識. 

日期與時間 
點選日期與時間可以修改. 

Proliner 標誌 
當按一次右上角落Proliner的標誌,螢幕顯示將會上下顛倒. 
此功能當測量儀放直時很有幫助. 

關於 
進入你可以看到你的Proliner測量儀序號與軟體版本與Prodim合約細節. 

關機 
按此處可以將儀器關機. 

主畫面下方顯示此儀器註冊者之名稱. 
免責聲明將在著作權視窗一併註解. 

測量 – 開啟 – 傳送 將在此操作說明另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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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投影設定 

Proliner測量儀在量測3D的點時可將其投影到一個2D的平面上.為了要定義 

2D的平面你可以選擇某一種的投影設定.  

選擇投影定義將建立如何將測量點投影到平面上. 

平均每一圖層(Average every layer) 

舉例:一個2D模板 

每一圖層的點平均位置定義成2D的投影面. 每一新的圖層都有其自己 

的平均點所產生的平面. 

 

第一輪廓每一圖層(first contour every layer) 

舉例:一個空間有多個2D平面 

每一圖層內第一個輪廓的所有點所投影的平面定義成其他輪廓的投影面.第

一個被測量的輪廓為投影平面.每一個新的圖層將使用它的第一個輪廓為投

影面. 

平均所有點(Average all points) 

舉例:模板上有多個圖層或挖洞 
圖層內所有點的平均位置為投影面. 

每一個新圖層將把全部的點加入到平均平面. 

第一個輪廓所有點(First contour all points) 

舉例:廚房檯面與洗滌槽在一分開的圖層 
將第一圖層的第一輪廓所有點的平均位置定義成所有圖層輪廓的投影面. 第一

個被測量的輪廓作為是投影面. 每一新的圖層將使用第一個輪廓做投影面. 

水平的Horizontal (只有當有傾斜感應器時) 

舉例:房間上視圖 
所有被測量的點被投影到一個水平的2D平面上,Proliner測量儀自動水平在

第一個輪廓上的第一個點建立一水平面. 

 

垂直的Vertical (only with inclino) 

舉例:一面牆 

所有被測量的點被投影到一個垂直的2D平面上,Proliner測量儀自動水平

以第一個輪廓的兩個點建立一垂直面. 

無(None) 

所有的點被擷取在一個3D空間上,不投影到2D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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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投影平面 

1 平面是任何平坦的二維表面. 至少需要3個點才可定義 

  一個平面.當3點定義成平面後,後面所有的點都將投影 

  到此平面. 

2 被定義的3點平面其邊緣將往外無限的延伸.所建立的 

  二維平面以後所測量的點都將投影到此平面上. 

3 當你用3點輪廓建立起此投影面後,按Proliner測量儀的 

  遙控器上按鈕3(• • •)以結束輪廓.然後圖形已經準備開 

  始從三維空間上擷取圖形投影到二維平面上形成圖形 

  無論你是從投影面之上或之下所擷取的點都會垂直的 

  被投影到此平面上. 

4 所有在單一平面的點可將其數據直接傳送2D生產使用. 

  例如: 剪裁機,繪圖儀或CNC機器 

平面可以被設定在任何角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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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 

什麼是補償? 

因為測量筆尖的厚度所以測量時需要設定補償, 它的半徑是 2.5 mm. 所以當你在測量外輪廓時會太大而量內輪廓時會太小.  

依照你量測時的方向,你可以選擇向左或向右補償.當使用無(不補償)時則將不會將圖形做補償而是留待當你做圖形編輯時自 

行補償. 

測量筆是從它的測量頭的絕對中心處擷取測量點. 所以是在測量頭的外側接觸到物件,這使得Proliner測量儀的測量筆頭上到 

物件有著2.5mm的距離. 

從設定畫面可選擇補償的型式 

              補償設定:無 – 測量筆的半徑將不被修正.使用者須手動地在繪圖軟體上設定圖形的正確偏移量. 

右 –受測物件在操作者的右側 

量取輪廓外側時以順時針方向 

進行測量.內輪廓須以逆時針方 

向進行測量. 

左 -受測物件在操作者的左側 

量取輪廓外側時以逆時針方向 

進行測量.內輪廓須以順時針方 

向進行測量. 
備註 – 測量時選錯補償方向將造成 

尺寸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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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補償之測量方向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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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 

受測物表面 

補償設定舉例 

左手 



準備開始 – 測量 

計畫 
你可以建立一個新計畫並附加關於計畫的資訊,例如客戶名稱與地址與操作者等等.一個計劃內可以存在多個測量物, 

所有這些測量物都可以在相同的計劃資訊內 

 

檔名(測量物) 
你可以建立一新檔名(測量物)並加入關於檔案的資訊,例如材料,零件與註解.檔案是計畫的一部分將包含計劃資訊與 

檔案資訊. 

設定 
在畫面底下灰色框內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設定狀態,當按取設定鈕可以進入更改設定內容. 

開始 
當每件事情都已經設定後選取”開始” 

一個彈跳視窗出現(如右圖所示).它會要求你移動測量移黑色的測量臂上下與左右. 

當你做完後就可以開始執行測量. 

當水平地與垂直地移動手臂時,鋼絲線必須完全地縮回.為了要避免在索引搜索時拉到 

鋼絲線,可用一隻手握住測量臂與測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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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畫面 

在編輯功能的下方,有一個下拉式(小三角形)的菜單包含: 

投影(Projection),補償(Compensation),公差(Tolerance),和原點(Origin). 

投影(Projection) 
此選項可讓您設定測量儀的投影方式. 這裡不須時常更改因為投影設定通常會

在測量開始之前就已經設定. 

補償(Compensation) 
此選項可讓您改變您的補償方式:左或右或無.最好是在測量開始之前就選好正確的

補償方向. 您可以改變一個輪廓的補償或者一個圖層的或者全部. 

公差(Tolerance) 
此選項可讓您更改儀器測量的公差.初始設定為該測量儀所能達到的最高精度.更改

公差值可以改變測量圖形的精度以使圖形有更少或更多(較平順)的節點. 

原點(Origin) 
此選項是最重要的功能.此功能可讓您更改圖形的X-軸.為了方便編輯或輸出 

圖形會經常使用此功能來旋轉圖形. 

使用方式:選取畫面中圖形的一點然後左邊方向的一點或者往右方向的點 

         如此整個圖形就會依您選定直線方向定義成新的X軸而旋轉. 

  縮放 

視窗移動 

        顯示設定 

視窗移動(Pan) 
藉由按住螢幕可四處移動測量圖形. 

縮放(Zoom) 
藉由向下移動以放大視窗或向上移動以縮小視窗. 

旋轉(Rotate) 
按住螢幕並拖曳可以旋轉整個畫面. 

上視(Top view) 
測量畫面將顯示被選取圖層的上視圖. 

全視圖(View all) 
會將整個測量物顯示在完整視窗中. 

顯示設定(Display settings) 
顯示功能的選項設定–看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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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 

全部畫面 

上視 



顯示設定 

線厚(Line Thickness) 
更改螢幕顯示線的厚度. 

輪廓(Contour) 
顯示補正後的測量物輪廓. 

物件終點(Element Ends) 
顯示在輪廓內之物件的終點. 

原生點(Raw Points) 
顯示在三維視圖上的原生點,該點是尚未經過補償後插入的原始點. 

尺寸(Dimensions) 
若您有標示尺寸時選取此項目可在圖形上顯示標示尺寸,您也可以更改標示尺寸之字體大小與箭頭大小 

剖面(Profiles) 
若您有套用測量物件之剖面時可以顯示該剖面 

原點(Origin) 
顯示相對應於原點的測量圖形上第一個被測量點. 

機械原點(Machine Origin) 
顯示測量時測量儀所在的位置. 

Z-線(Z-Lines) 
顯示原生點與二維輪廓之間的高度線. 

定義第一輪廓(Identify First Contour) 
以淺灰虛線顯示您的第一個輪廓 

顯示跳躍點(Show Leapfrog) 
顯示擷取跳躍點的測量位置(若有執行該功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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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測量儀 – 跳躍功能 

跳躍功能 – 重新定位測量儀 

Proliner測量儀的跳躍功能提供給使用者無範圍限制的測量大物件或區域. 

Prodim公司研發特殊地跳躍金屬墊可以用來定義與測量物相關連的參考點 

 

開始時您以正常方式先測量物件,將Proliner測量儀放置於您可以量測到物件 

最大範圍的位置,萬一你有少部分區域量測不到(受阻礙),您可以使用跳躍功能 

來定義測量儀與測量物的相對位置 

 

當在螢幕上按跳躍功能之後即啟用此功能.您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跳躍或選取連

結已經定義過的跳躍功能. 

 

您可以測量新的跳躍點(第一次執行)或選取存在目前測量物的跳躍點(已經有移

動過一次以上) 

 

 

 

 在選取”測量薪點”之後您可以輸入一個跳躍名稱然後開始定義跳躍點. 
• 按開始 
• 量取4個點,每一點盡可能的放置準確然後按遙控器的1號鈕 
• 按結束 

現在測量儀可以被搬移到新的位置來完成物件上剩餘部位測量. 在新的位置上

再一次執行跳躍功能.選擇跳躍功能的下拉視窗來將圖形連接, 

按連接 
• 按開始 
• 再次測量4個金屬墊,盡可能的準確 
• 檢查吻合點數值(若吻合點數值誤差若不在允許範圍內則須重作跳躍功能) 
• 按結束 

繼續量測未完成的部分.以上這些步驟若有需要可以沒有次數限制地被重複

執行. 

跳躍功能之規則: 
參考點必須放置於穩定處. 
此4點不能放置為以下三種情形: 1.互相太靠近 
                            2.在一直線 
          3.對稱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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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用內建繪圖功能編輯與檢查圖形 

編輯按鈕被組合在一起 

讓搜尋更容易 

選取Select 畫面顯示尺寸On-screen Dimensioning 

第17頁 第15頁 

測量Measuring 

編輯Editing 

第16頁 

輸入插圖Import cut-outs 
第23頁  第18-19頁 

繪圖Drawing 
第20-21頁 

回復上一次Undo / 回復下一次Redo 

第22頁 
刪除Delete 
 第22頁 

快照Snapshot 
第22頁 

PDF資訊 
 第24-27頁 

任一按鈕左下角處若有白色三角形小按鈕者表示有下拉式選項功能. 

  
按住該三角形即可進入該項目之群組功能並選擇使用哪一項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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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選取選項 

在選取選項的按鈕群組是用來選取單一或多個物件的功能. 

當選娶某一選取功能後會有該功能厚紅色代表圖形出現在灰色工具欄上. 在屏幕底部您可以一次取消全部選擇.  

可以選取多個物件或輪廓來作刪除或者快照的用途. 

選取輪廓 

Select contour 

        選取物件 

        Select element 
選取圖層 

Select layer 

       選取視窗 

       Select window 

 

選取物件(Select element) 
此功能可選取單一線條,或者刪除單一線條 
 

選取視窗(Select window) 
在畫面上拖曳一個視窗被完整選取的物件會被選取. 
 

選取輪廓(Select contour) 
用此功能時在輪廓上點取一線段將立即選取整個完整輪廓. 
 

選取圖層(Select layer) 
用此功能選取圖層上一條線段將會選取整個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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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測量選項 

測量選項群組是用來確認精準度與檢查尺寸之用途. 

測量數據總是顯示在屏幕的底部灰色工具欄內. 

使用這些測量功能所顯示的測量數據不會保留在屏幕上. 

    測量線長 

    Measure line 

測量角度 

Measure angle 

   顯示半徑 

   Find radius 

測量圖層角度 

Measure layer angle 

測量連續線段  

Measure Chain 

      計算面積 

      Measure area 

 

 

測量線長(Measure line) 
顯示選取直線的長度. 
使用方式:選取該功能後先點選直線的一端再點選該直線另一端.共有三個不同按鈕可以測量水平

直線,垂直直線與點到點(傾斜)直線的長度. 

測量Z-線 

Measure Z-Lines 

 

 

顯示半徑(Find Radius) 
顯示弧的半徑. 
使用方式:選取一弧線.其半徑將會顯示於屏幕底部的灰色欄內.  

 

測量角度(Measure Angle) 
測量線與線的角度. 
使用方式:選取第一條線再選取第二條線,其角度會顯示於屏幕底部的灰色欄內. 
 

 

測量圖層角度(Measure Layer Angle) 
此功能讓您可測量兩個不同圖層的角度. 
使用方式:選取第一個圖層上一點,在選取第二圖層上一點. 

角度會顯示在屏幕底部的灰色欄內.  

 

測量連續線段(Measure Chain) 
測量連續線段的長度. 

  
 

計算面積(Measure Area) 
顯示單一圖層內的封閉異形的平方英吋面積. 
使用方式:點選一封閉輪廓,面積將顯示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  

 

測量Z線(Measure Z-Lines) 
給予Z線的長度. 顯示實際測量點到頭影圖層之間的距離. 
使用方式:選取命令.將激活Z線功能.點取Z線詢問.  
距離會顯示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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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屏幕上標示尺寸 

屏幕標示尺寸功能群組按鈕可標示可視尺寸在你的圖形上. 

這些尺寸將可在PDF檔案從測量儀輸出時標示圖形的尺寸. 

          直線尺寸 

      Line Dimensioning 

     半徑尺寸 

Radius Dimensioning 
角度尺寸 

Angle Dimensioning 

 

 

直線尺寸(Line Dimensioning) 
在屏幕上標示直線尺寸. 
使用方式:點選欲標示尺寸的線第一點,在點選線的第二點.第三位置點在你想要標示該線尺寸的位置處.可以選擇標示水平直線,垂直線 

與點到點直線尺寸.  

 

半徑尺寸(Radius Dimensioning) 
在屏幕上顯示弧的半徑. 
使用方式:點選所要標示半徑的弧,再點選你想要標示半徑的位置.  

 

角度尺寸(Angle Dimensioning) 
在屏幕上標示角度. 
使用方式:選取想要標示角度的第一條直線,再選取第二條直線.再點選你要標示角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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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編輯選項 – 第1部分 

在此編輯群組按鈕全部都會改變現有的直線.這些功能包含:連接,分割(分段), 

在圖形上偏移點或線..等等. 

修剪 

Trim 

圓角 

Fillet 

     物件分割 

    Split element 

交叉點分割 

Break on intersect 

  偏移 

  Offset 

偏移點 

Offset points 

 

 

修剪(Trim) 
將兩條已交叉或會交叉的線延伸相交並切除多餘部分. 

使用方式:選取第一條線尾部然後再選取會相交的線尾部.  

 

圓角(Fillet) 
指定一半徑將兩條相交的直線修圓角. 
使用方式:選取第一條直線尾部,然後再選取第二條線的尾部,欲修圓角的半徑可在屏幕底部的灰色欄內輸入修改. 
 

 

偏移(Offset) 
偏移線段到指定的距離. 
使用方式:選取你想要偏移的線段附近與想要往哪一邊偏移一點,再點一次要偏移線段的一邊.偏移的距離可以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 

設定距離.也可以勾選是否要保留原物件. 
 

 

物件分割(Split element) 
以指定之數值平均分割一線段. 
使用方式:先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設定一數值,再點選您想要分割的線段. 
 

 

偏移點(Offset points) 
以指定線上的點距離分割一線段. 
使用方式: 先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設定一數值,再到一條線段附近點選你想要分割該線段的位置. 
 

 

再交叉點分段(Break on intersect) 
使兩條交叉線分成四段,一條線變成兩段線. 
使用方式:選取您想要分段的兩條交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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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編輯選項 – 第2部分 

在此編輯群組按鈕全部都會改變現有的直線.這些功能包含:將不連續的結點修成切線,延伸線長度,修改弧半

徑 

修切線 

Tangential 

延伸線 

Extend line 

   圖層名稱 

   Layer name 

修改半徑 

Modify Radius 

顏色 

Color 

剖面 

Profiles 

 

 

修切線(Tangential) 
建立一完美的切線以連接物件. 
使用方式:點選輪廓上您想要修成切線的點.您可以在屏幕底部的灰色欄內設定最大的絕對偏差值 
 

 

延伸線(Extend line) 
延伸一直線使其能與另一線相交叉. 
使用方式:選取一條您想延伸的線,然後再選取您想要延伸到的線.  

 

修改半徑(Modify radius) 
允許修改弧的半徑成為你設定的數值. 
使用方式:選取一弧線,它的原來半徑會顯示在屏幕底部.可直接輸入您想要更改的半徑數值. 
 

 

顏色(Color) 
更改線,或輪廓或圖層的顏色. 
使用方式:選取您要更改顏色的物件.您可在跳出畫面菜單選取顏色,然後按套用.   

 

圖層名稱(Layer name) 
更改圖形圖層名. 
更改方式:選取圖層上一條線,輸入新名,按套用.  

 

剖面(Profiles) 
加上一剖面到測量物圖形的某一部分. 
使用方式:在跳出菜單上選取您要的剖面,按”OK”按鈕,選取您要更改的物件.剖面建立於Proliner測量儀的設定菜單,剖面有名稱, 

顏色與線厚  
被使用的剖面會顯示在PDF工作頁面上 

 
Prodim CT 3.0 Version 1.0.1 Copyright - Prodim International - 2012 Page 19 



編輯按鈕 

畫圖選項 – 第1部分 

此部分之畫圖群組按鈕全部可以建立新的幾何圖形. 

功能包括:畫線,弧,圓,矩形,與角度. 

直線 

Line 

             垂直線 

         Line perpendicular 

2點成圓 

2 Point Circle 

    水平線 

   Level Line 

3點成弧或圓 

3 Point Arc or Circle 

    以一角度畫線 

   Draw Line at Angle 

 

 

直線(Line) 
畫直線 : 水平直線, 垂直直線, 或點到點. 
使用方式:選取一欲畫直線之起點,再選取該直線之終點. 水平線與垂直線將會分別與水平軸與垂直軸平行. 它是以設定該圖形之原點 

為基礎.  

 

垂直線(Line perpendicular) 
畫一與相鄰線的垂直線. 
使用方式:選取一線的起點,再選取要與之垂直相接的線,再選取一線要讓新線延伸到與該線相接. 
 

 

以角度畫線(Draw Line at Angle) 
以指定的角度畫一線. 
使用方式:在底部灰色工具欄輸入一角度,選取一參考線,在線上某處點選為新線之起點,再點選參考線哪一側要讓新線顯

示.  

 

水平線(Level Line) 
再圖上畫一線顯示水平參考. 
使用方式:選取一起點,選取一終點,該線條將畫成與地面水平相對於其他的圖形. 
 

 

3點成弧或圓(3 Point Arc or Circle) 
以至少3點建立一弧或圓. 
使用方式:選取弧的起點,選取弧的終點,至少選取一個弧的中間點.  
(要畫圓:在屏幕底部灰色菜單填查全圓).結束時選套用.    

 

2點成圓(2 Point Circle) 
以2點建立一個圓形 (中心,半徑). 
使用方式:選取一中心點,選取一點為半徑,按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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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畫圖選項 – 第2部分 

此部分之畫圖群組按鈕全部可以建立新的幾何圖形. 

功能包括:畫線,弧,圓,矩形,與角度. 

            外矩形 

    External Rectangle 

檔板 

Backsplash 

腫脹(兩點弧) 

   Bump-out 

矩形 

Rectangle 

 

 

腫脹,兩點弧(Bump-out) 
在任一兩點設定一距離的腫脹(形成弧度). 
使用方式: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設定想要形成腫脹(弧度)的距離.選取第一點與第二點.點選屏幕要在兩點間哪一側形成腫脹(弧線).  
 

 

檔板(Backsplash) 
使用圖形的任一兩點建立檔板. 
使用方式: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設定想要的高度.選取第一個起點,選取第二點(為終點), 選取點將檔板放置於圖形的正確位置.假如 

檔板顯示在反方向則回復動作選取相反方向的點. 
 

 

矩形(Rectangle) 
畫一指定尺寸的矩形 
使用方式:在屏幕底部灰色欄內輸入矩形的寬與長,選取要放置矩形的位置後按套用. 
 

 

外部矩形(External Rectangle) 
畫一最小尺寸之矩形以包圍被指定輪廓. 
使用方式:選取一物件將自動地畫一外框包圍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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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按鈕 

輸入圖形 

Import cut-out 

回復上一次/回復下一次 

Undo / Redo 

刪除 

Delete 

PDF資訊 

Information PDF 
快照 

Snapshot 

 

 

輸入圖形(Import cut-out) 
輸入 PRL檔案 (Proliner 檔案) 或 DXF檔案到你目前的測量圖形內. 
此功能在23頁有完整的解說  

 

回復上一次/回復下一次(Undo / Redo) 
在你的編輯過程回復上一動作或下一動作, 可以連續多次回復上一動作. 
使用方式:按回復上一次或回復下一次按鈕.  

 

快照(Snapshot) 
選取圖面某些區域快照已建立一份PDF檔案的工作頁面報告. 
使用方式:選取圖面上您想要單獨顯示的物件快照,舉例:線,輪廓與標示之尺寸.按下快照按鈕後輸入名稱再按OK 

  
 

刪除(Delete) 
選取單一或多條線刪除 
使用方式:選取您想要刪除的部分.  

 

PDF資訊(Information PDF) 
進行您的PDF工作報告頁面. 
在PDF資訊菜單內您可以進行所有的快照製作 (可以多個快照),附加/編輯計畫與量測資訊.您可以建立分解視圖並儲存選項. 
這些功能將在第25-26頁另做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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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圖形 

輸入圖形 

Import cut-out 
圖庫Library 

物件Object 

輸入Import 

放置方式

Placement 

Method 

偏移Offset 

顏色Color 預覽Preview 

 

圖庫(Library) 
下拉指令可以進入圖庫內選取預置的圖形. 
 

物件(Object) 
下拉指令可選取被選擇圖庫內之圖形. 
 

輸入(Import) 
你可以使用隨身碟替代圖庫來輸入想要選擇的圖形,PRL或DXF格式. 
 

放置方式(Placement method) 
放置選取的圖形到中心線或參考點上. 
 

偏移Offset  
當使用中心線你可以事先在灰色底欄內設定距離或在輸入後修改;若使用參考點的方式則可自由地移動插入物件. 

顏色(Color) 
選擇你要輸入物件的顏色 

 

預覽(Preview) 
預覽你將要輸入的物件圖形. 

放置物件於測量內 
在按OK後放置,在底部的灰色工具欄內選擇套用. 
再選取套用前您可以移動或旋轉物件透過底部的灰色工具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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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資訊 

快照Snapshots 

一般設定 

General settings 

快照設定 

Snapshot settings 

快照(Snapshots) 
快照可將選取圖形部分個別的顯示. 

分解視圖(Exploded view) 
在一頁面上顯示所有被快照的圖形 
在第26頁有分解視圖預覽. 

概述(Overview) 
快照選項. 
25頁解說 

計劃資訊(Project info) 
計劃資訊顯示在PDF工作頁面上.27頁顯示PDF工作頁面的預覽. 
附加或編輯關於計畫的資訊,例如 客戶名稱與地址 操作者 

測量資訊(Measurement info) 
測量資訊顯示在PDF工作頁面.27頁顯示PDF工作頁面預覽. 
可附加或編輯關於計畫的資訊,例如:材料,零件,備註. 

草圖(Sketch) 
在主要的PDF資訊頁面上同以上顯示. 

簽名(Signature) 
在PDF工作頁面上顯示簽名. 
此功能您可以添加免責聲明與名稱. (你可以讓客戶立即在Proliner上簽名). 

PDF預覽 
PDF 工作頁面. 
顯示當建立PDF檔案時的樣貌. 

備註:影片顯示完整的PDF資訊功能 

Prodim CT 3.0 Version 1.0.1 Copyright - Prodim International - 2012 Page 24 



PDF資訊 

概述標籤 
在概述標籤你可看到所有你做過的快照清單.你可以有以下的選擇: 

DXF 
選取儲存快照成為一個分開的CNC加工用DXF檔案.  

PDF頁 
選取儲存快照成為PDF工作頁面.  

分解視圖(Explode View) 
在PDF工作頁面上選取快照成為分解圖.  

更名(Rename) 
更改輸出DXF檔名 

移除(Remove) 
移除或刪除快照 

自由手草圖(Freehand sketch) 
當你已經開啟一快照你可以用此工具筆畫上多出的訊息或圖. 
按快照鈕然後加入名稱. 

刪除物件(Delete elements) 
在你的編輯上回復上一次或下一步,可以連續回復上一步. 
使用方式:按“回復上一次”以回復上一步或重作. 

改名-此選項也適用於概述標籤(Rename - option also available on the overview tab) 
以指定檔名輸出快照成DXF格式之檔案. 

DXF-此選項也適用於概述標籤(DXF - option also available on the overview tab) 
此功能可將快照儲存成分開的CNC可讀取使用的DXF格式檔案.  

移除-此選項也適用於概述標籤(Remove - option also available on the overview tab) 
移除/刪除快照,當此選項被選中該圖標會變成橙色. 

PDF頁-此選項也適用於概述標籤(PDF Page - option also available on the overview tab) 
選取儲存已有PDF工作表的快照,當此選項被選中該圖標會變成橙色. 

分解視圖-此選項也適用於概述標籤(Expl. View- option also available on the overview tab) 
選取要顯示在PDF工作表上的快照分解視圖,當此選項被選中該圖標會變成橙色. 

備註:影片顯示完整的PDF資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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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資訊 

分解視圖 

選定的快照顯示分解視圖頁面上. 您可以用點選他們來選取快照,它們將被框起來而它們的名稱會顯示在下方 

的灰色工具欄,您可以自由地移動快照安排分解圖. 

分解視圖可以在PDF工作表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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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資訊 

PDF 預視 – 主頁面 

   分解視圖   不同的PDF頁數 

 計劃資訊 客戶簽名     測量資訊 

PDF 預視 – 快照特定頁面 

Prodim CT 3.0 Version 1.0.1 Copyright - Prodim International - 2012 Page 27 



 

              

有任何疑問請洽詢友士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85號20樓 

電話:(02)23934825 分機295/ (07)2692070高雄 

glass@u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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