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O 
CAD》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主讲：张立丽

佳木斯大学-美术学院



• AutoCAD课程在本校的环境设计专业已开设15年的时间，2018年之前采用

传统教学模式。2018年春季学期开始对课程进行改革，并着手建设，成立了

专门的建设团队，以“一主体”“二主动”“三结合”“四注重”为教学理

念，课程结合专业定位，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模式、课程价值、课

程评价机制等进行了重构，将教学内容重构为：设计认知、软件认知、设计

实践认知三大教学模块。实现了由传统封闭的知识技能型课堂向现代开放的

能力型课堂的转变。

《AUTO CAD》课程简介



项目1     软件基础知识

项目2     绘制中式元素
项目3     绘制新中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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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
 绘制室内中式元素

01 绘制中式元素·花窗

02 绘制中式元素·屏风

03 绘制中式元素·家具
04 绘制中式元素·灯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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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课选自模块二软件认知中的第二个项目：

CAD绘制室内新中式元素中的任务3-绘制中式

元素·中式家具-绘制回字纹电视柜。

本节课主要是以中国传统纹样“回字纹”为切

入点，学习CAD“多线”命令，并运用“多线

”命令绘制回字纹电视柜。

整个课程的设计思路以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创

新认识和软件操作技能为重点，学习软件知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创新精神。发挥专业

课的育人功能，实现专业课程“掌握知识、训

练能力、塑造价值”的有机统一体。

本节内容简介 课程思维导图



          本课程实施“三步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 第一步走，课前-线上-理论：学生在课前通过在线进行理论知识的自主学习，

为课中的上机实践奠定基础，让学生主动学习。

• 第二步走，课中-线下-实践：主要包括实践性强的教学内容、实施翻转教学，

培养沟通、小组合作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 第三步走，课后-线上-拓展：课后线上答疑、讨论。发布共性与个性的拓展

任务，深化学习内容。

课程实施



• 了解回字纹的应用
• 掌握多线命令绘制图形的方法与步骤01

02

03

• 熟练运用多线命令精确绘制图形的能力

• 逐步培养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
• 逐步养成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
•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 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知识

能力

思政

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

课程
思政
教学
理念



  
   

• 运用“多线”命令精确的绘制

图形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 熟悉“多线”命令



01     多线命令

   课前-线上-理论（自主学习）



【课程说明】

• 本环节实施第一步走，课前-线上-理论的学习模式

• 学生在课前通过在线进行理论知识的自主学习，为课中的上机实践奠

定基础，让学生主动学习

• 主要自学内容为“多线”命令基础知识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1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多线命令



【1·多线命令的特点】

• 多线是一种复合线，由连续的直线段复合组成，多线的一个突出优点是

能够提高绘图效率，保证图线之间的统一性。

• 多线的绘制方法和直线的绘制方法相似，不同的是，多线由两条线型相

同的平行线组成，绘制的每一条多线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对其进

行偏移、倒角、延伸和修剪等编辑操作，只能用分解命令将其分解成多

条直线后再编辑。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1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多线命令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1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多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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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 命令行：ML

• 菜单栏：选择“绘

图”——“多线”

命令

• 快捷键：【ML】

【执行方式】

01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多线命令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对正(J)：用于给定绘制多线的基准。
有3种对正类型：上、无、下 
上（T）表示以多线上侧的线为基
准，依此类推

比例(S)：用于设置多线之间的宽度

样式(ST)：用于设置当前使用的多
线样式

放弃（U）：输入U,则放弃前一段
的绘制，命令不结束

闭合（C）：输入 C，则闭合线段，
结束命令

【选项说明】

01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多线命令



02     实践-绘制回字纹电视柜

        课中-线下-实践（翻转教学）



欲言

【课程说明】

• 本环节实施第二步走，课中-线下-实践

的翻转课堂学习模式

• 主要实践内容为运用“多线”命令绘

制图形，实施翻转教学，培养沟通、

小组合作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 课中主要有3个任务环节：预习检测、

绘制图形、畅所欲言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v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抢答，成绩计入
小组平时成绩

每题2分，老师读完题之后，学生
在微信学习群竞争答题权，输入对
应的组号，第一个发送的，获得答
题权，答对加2分，打错扣2分

任务1·【预习检测】

第一轮·快问快答

1.多线的快捷键
2.多线命令执行方式
3.给定绘制多线的基准
4.对正的类型
5.“上”表示什么
6.多线中的比例（S）选项表示什
么

检测题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v

每组选派一名同学进行上机操作，以组
为单位进行测试，可以进行探究式学习，
成绩计入小组平时成绩

检测速度与准确度，答题时间为5分钟，
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
第四名4分。绘制正确，得相应分数，
绘制错误计0分。绘制完成之后将截图
保存发送至学习群，以发图先后顺序进
行排名，最后组与组之间进行作品检验

任务1·【学预习检测】

第二轮·上机测试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v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绘制的这款新中

式回字纹电视柜，这款电视柜是以中国的传

统纹样回字纹为元素进行设计的，下面我们

就来简单的了解以下回字纹。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v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绘制的这款新中

式回字纹电视柜，这款电视柜是以中国的传

统纹样回字纹为元素进行设计的，下面我们

就来简单的了解以下回字纹。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v

回字纹因其形状像汉字中的“回”字而得名，在

民间被称为“富贵不断头”，有着吉祥绵长的美

好寓意。它是由古代陶器和青铜器上的雷纹演化

而来，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名字由来 寓意



方回单体型

减笔组合型

正反S型

一笔连环型

类    型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在文物上的应用

在家具上的应用

应用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在文物上的应用

在家具上的应用

应用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首饰

建筑  家具

融合创新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服饰  首饰

建筑  家具

融合创新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服饰  首饰

建筑  家具

融合创新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服饰  首饰

建筑  家具

融合创新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

要在传承和弘扬中实现创新

性的发展，构建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

家美学，让我们共同弘扬优

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创新精

神，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复兴中国审美。

融合创新

任务2 ·实践-回字纹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绘制电视柜 1.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结合已掌握的多线命令基础
知识，研究绘制图形的方法，讨论＋绘制时间为10分
钟。

2.接下来请看老师的示范操作（微课视频——绘制回
字纹电视柜，7分钟）

3.接下来大家请结合老师的示范进行精确的绘制。（5
分钟）

任务2 ·实践-绘制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任务2 ·实践-绘制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1.恢复（U):取消当前操作。

2.对正设置(J)

 3.捕捉命令（F3）：用于精确绘制

4.制图的严谨性：精确制图，养成一

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5.作品的创新性：融合与创新，让传

统艺术在当今社会得到合适的体现

绘制电视柜



请同学们总结本节课的学习成果

可以是知识技能层面的

也可以是文化素质方面的

这节课，你们有哪些收获呢？

任务3 畅所欲言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过程性考核评价

02     绘制回字纹电视柜——实践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03     课后拓展

   课后-线下-拓展（巩固深入学习）



03     课后拓展
模块二
软件认知

    项目2

1.请同学们在课后搜集并整理中国传统纹样“回字

纹”的资料         以醉美中国—中国传统纹样“回字纹

”为题进行资料整理，内容包括纹样介绍、历史、寓
意、类型、应用等，图文结合，制作PPT进行汇报。 

2.绘制带有回字纹纹样的家具    自主搜集带有回字纹

纹样的家具1个，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图形绘制，下节

课进行作品展示。



本节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