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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了解 AutoCAD for Mac



S1_01 关于 Apple macos

 对于普通用户，特别是设计行业用户，Apple 公司的 macos 作为其硬件产品的操作系统，是
除 Windows 操作系统之外，最常用的操作系统。

 由于 Apple 公司在移动设备领域强大的市场地位，并在2020年11月推出适用于桌面系统的 
arm 架构 M1 CPU ，广泛的应用于macbook pro，macbook air，mac mini，imac，ipad 
pro等硬件设备上。M1芯片以其高性能，低功耗的优势，获得了用户与软件开发业界的全面支
持，Apple Silicon 生态圈开始形成。

 Autodesk 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 Rosetta 2 系统，提供了 AutoCAD for Mac 对 M1 架构的
支持，未来也将原生支持 Apple Silicon。

 在目前的 Intel x86 架构的硬件上，Apple macos 经过多年的打磨，以其简洁美观，优秀的互
操作性，极高的易用性等优点，其用户群也在不断增长。



S1_02 关于 AutoCAD for Mac

 在缺席了 macos 平台多年之后，Autodesk 在2010年10月发布了 AutoCAD 2011 for Mac。

 从AutoCAD 2011 for Mac 开始，直到现在的最新版本 AutoCAD 2022 for Mac，Autodesk 开
发团队一直在持续开发与改进 AutoCAD for Mac ，使之在功能上不断接近 AutoCAD for  
Windows，并且具有一些 macos 用户非常喜爱的独有的功能（例如触摸板多指操作，按住
SPACE 键移动鼠标即可平移视图等）。 

 从 AutoCAD 2021 for Mac 开始，加入了简体中文语言支持，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提供了更
加易用的界面。



S1_03 关于 AutoCAD for Mac 的自定义

 AutoCAD for Mac 与 AutoCAD for Windows 一样，都提供了大量的可供用户按照自己的喜好
与习惯自定义的功能。

 由于操作系统层面上的显著差异，AutoCAD for Mac 不仅在功能上与AutoCAD for Windows 
有差异，在用户界面与自定义上，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 
 macos 用户相对 Windows 用户，确实是少数，同样的， AutoCAD for Mac 用户相对

AutoCAD for Windows 用户也是少数。

 如何自定义 AutoCAD for Mac？相关的资料或文档至今都非常稀少。作为 AutoCAD for Mac 
的长期用户，我参与了 AutoCAD 2011 for Mac 至今所有版本的测试，对于这个问题，希望通
过这次 AU 2021 的课程，为大家提供一些个人的经验，帮助更多的 AutoCAD for Mac 用户提
高工作效率，打造适合用户自己需要的 AutoCAD for Mac 工作环境。

 本课程中讲述的自定义方法与功能基于当前的最新版本 AutoCAD 2022 for Mac。由于 
AutoCAD for Mac 正在不断改进，特别是近年来的 2020～2022 版本的自定义方法变化很大，
本课程中讨论和讲述的内容并不完全适用于之前的版本，这一点请各位同学知悉。



S2.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优化与调整



S2_01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优化与调整

 如果有的同学看过 AU2019 上我讲述的关于 AutoCAD for Windows 自定义的课程，可能会注
意到我在结尾处留了个彩蛋，展示了 AutoCAD for Mac 的用户界面。

 两年后的 AU2021，今天的课程我详细讲述如何调整 AutoCAD for Mac 的用户界面。 

 调整和优化原则是一样的：

1. 在保证易用性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使绘图工作区域最大化；

        2. 兼顾使用各种工具的高效率的基础上，尽可能简化用户界面的显示内容。



S2_02 AutoCAD for Mac 的默认用户界面



S2_03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1）



S2_04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2）



S2_05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3）



S2_06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4）

面板的调整



S2_07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5）
面板的停靠与浮动

对象特性管理器：
自定义对象特性的显示



S2_08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6）



S2_9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7）



S2_10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8）



S2_11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09）
用户界面
调整完成



S2_12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10）
更大的绘图区：
Cmd+0
或：
Cmd+Shift+F



S2_13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11）
更大的绘图区：
Tab
或：
Cmd+Shift+H



S2_14 AutoCAD for Mac 用户界面调整（12）
最大的绘图区：

全屏幕只有
绘图区！

写了个全屏幕
绘图区界面
切换程序。



S3. 
 AutoCAD for Mac

CUI命令



S3_01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1）
 CUI：
 命令：在这一页，左边的
列表框中显示了可用的所
有命令项目及其来源。下
方还有增加，删除，复制
等操作的按钮与搜索输入
栏等。

 点击左侧任意一个项目，
右侧将对应显示其详细的
信息，并可以编辑修改。

 注意：源自 ACAD（也就是 
AutoCAD 提供）的这些命
令是不能在这里修改的。



S3_02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2）
 CUI：
 菜单：在这一页，左边也
是列表框中显示了可用的
所有命令项目及其来源等。

 右侧是下拉菜单的层级显
示。选择左边命令项目
（可多选），鼠标拖拽到
右侧合适的位置，将直接
增加所选项目到下拉菜单
中对应位置。

 右侧已有的菜单项目，也
可以右击在弹出菜单中选
择“删除”，“复制”，“插入分
隔符”等操作。



S3_03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3）
 CUI：
 别名：在这一页，左边的列表
框中显示了当前已经有的命令
别名及其对应的完整命令。

 右击左侧任意一个项目，在弹
出菜单中可选“删除”或“编辑”；
点击下面的“+”增加新的命令
别名定义，点击下面的“-”按
钮也是删除当前选择的项目。

 点击右侧的”加载...”按钮，你可
以选择加载某个 pgp文件中的
命令别名定义。

 点击“在访达中显示”按钮...



S3_04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4）
 CUI：
 别名：

 点击“在访达中显示”按钮会直
接用 Finder 打开 
acaduser.pgp 文件所在的文件
夹。 

    AutoCAD for Windows 中只
有系统级的 acad.pgp 文件，用
户自定义的命令别名（命令缩写）
通常是写在 acad.pgp 文件的末
尾。

    AutoCAD for Mac 则使用了用
户级别的 acaduser.pgp, 用户自
定义的命令别名是写在这个文件
内（定义的格式书写是相同的）。



S3_05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5）
 CUI：
 快捷键：

    这是AutoCAD 2022 for Mac 
的新增功能。

 AutoCAD 2022 for Mac 之前
的版本要修改或新增快捷键定
义，是个比较复杂的操作，如
果有的同学感兴趣，可以参考
我在网上发布的关于这个操作
的文章。

 但强烈建议用户使用最新的 
AutoCAD 2022 for Mac，在 
cui 命令对话框中这一页就能
非常简单的设置完成。



S3_06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6）
 CUI：
 快捷键：

 快捷键的编辑：

    点击某个需要编辑的项目，右
击选择“编辑”，在弹出的子对
话框中左侧的编辑列表框处输入
命令名称（支持模糊输入），注
意是输入本地语言的对应字符，
而不是命令的英语字符串）；然
后点击右侧的快捷键定义输入栏，
按下你需要的按键序列，最后确
定即可。



S3_07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7）
 CUI：
 快捷键：

 快捷键的新增：

    基本上与编辑是一样的，点击
左下角的“+”按钮，在弹出的
子对话框中左侧的编辑列表框处
输入命令名称（支持模糊输入），
注意是输入本地语言的对应字符，
而不是命令的英语字符串）；然
后点击右侧的快捷键定义输入栏，
按下你需要的按键序列，最后点
击确定即可。



S3_08 AutoCAD for Mac 的 CUI 命令（08）
 CUI：
 快捷键：

 在访达中显示：

   点击这个按钮，将打开用户的快捷
键定义文件 Accelerator.cui 所在的
文件夹的访达窗口。

！！！警告！！！

此文件夹内所有文件请勿手动修改！

    
      即使你对 xml 格式的文本文件有
足够的编辑知识与技能，依然不建议
你用编辑器打开这些文件手动编辑！
否则可能出现 AutoCAD for Mac 无
法正常启动和使用！



S4. 
 AutoCAD for Mac 

工具集（Toolset）自定义



S4_01 AutoCAD for Mac 工具集自定义（01）
 工具集 （Toolset）：

 显示宽度可选宽/窄两种

 当前 AutoCAD for Mac 不支持
AutoCAD for Windows 中那种可
浮动，可停靠的工具栏；在
AutoCAD for Mac 中与之类似的
只有工具集。

 工具集（Toolset）是用户自定义
的主要界面工具。



S4_02 AutoCAD for Mac 工具集自定义（02）
 工具集 Toolset：
 工具集内面板的编辑修改：

           
    排列顺序：

    单选面板名称，然后鼠标拖动到需
要的位置。

    



S4_03 AutoCAD for Mac 工具集自定义（03）
 工具集 Toolset：
 工具集内面板的编辑修改：

    
    增加：点击工具集最下面的“+”图
标，即可添加一个新的面板。

    删除：鼠标移动到自定义新增的面
板上，会动态显示出“垃圾桶”图标，
点击此图标，会让用户确认删除或是
取消这个删除的操作。

    注意：AutoCAD内置的面板不能
在这里删除！



S4_04 AutoCAD for Mac 工具集自定义（04）
 工具集 Toolset：
 工具集内面板的编辑修改：

    
    当工具集显示为宽版状态（也就是
展开）时，用户可以设置命令图标的
组合方式。

    有6种排列方式，一般也够用了。



S4_05 AutoCAD for Mac 工具集自定义（05）
 工具集 Toolset：
 工具集内面板的编辑修改：

    
    面板内添加下拉菜单（Flyout）：

    选中项目后拖动左边列表中的下拉
菜单项目中。

    
     注意：下拉菜单（Flyout）的图
标右下角有个小三角形。

     
     下拉菜单（Flyout）的操作方式：

      在图标上按下鼠标左键后不要立
即松开，而是按住左键（大约1秒）,
待下拉菜单显示出来之后再松开，然
后就可以移动鼠标点击你需要的图标
了。



S4_06 AutoCAD for Mac 工具集自定义（06）
 工具集 Toolset：
 工具集内面板的编辑修改：

    
    内置面板内的命令编辑修改：

    点击某个内置面板最右边齿轮图标，
将显示这个内置面板所有可用的命令。

      点击命令前面的勾选标志，将切
换显示状态。

      当前还不能添加或者删除，只能
控制图标是否显示在面板上。

    



S5. 
 AutoCAD for Mac

当前缺少的自定义部分



 S5 AutoCAD for Mac 自定义当前缺少的部分

 1. 右键对象关联菜单：我们知道，AutoCAD for Windows 中，选择特定的某个对象或者某些
类型的对象，点击鼠标右键，右键菜单会随着对象的不同出现特定的操作项目，这些特定的项
目也可以由用户增加和修改。但这个功能目前在 AutoCAD for Mac 上还不支持。

 2. 右键菜单目前尚不支持 AutoLISP 程序中的命令选项关键字：对于 AutoLISP 程序中使用的
各种用户输入函数提示字符串中的命令选项关键字，无法动态出现在右键菜单中，目前只能键
入关键字字符来响应程序的要求。

 3. 不支持 AutoCAD for Windows 版本中的工作空间（Worksapce）/功能区（Ribbon）/临时
替代快捷键（Temporary Override Keys）/快捷特性（Quick Properites）。

 4. 不支持 AutoCAD for Windows 版本中传统的工具栏（不是前面说到的 AutoCAD for Mac 
版本中的顶部水平的那一个工具栏）。

 5. 不支持双击动作（Double Click Actions）/ 鼠标悬停工具提示（Rollover Tooltips）显示
项目的自定义。 鼠标悬停工具提示（Rollover Tooltips）这个功能是有的，但不能用户设置
各个对象哪些特性需要显示。

 6. 不支持用户 cui(x) 文件加载。只有应用程序内提供的系统级的不同功能部分的几个cui文件。



 S6 AutoCAD for Mac 自定义小结

 1. 用户界面调整与优化：通过对用户界面的各个部分的设置与修改，使工作界面中绘图区最
大，且简化不常用的部件的显示。Less is more！

 2. CUI 命令设置自定义的命令，菜单项，别名，快捷键。

 3. 工具集（Toolset）是用户可以做最多自定义的的用户界面部件。



感谢大家来到 AU 2021！
感谢欧特克(中国)软件研发有限公司！
感谢 AutoCAD for Mac开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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