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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完成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描述零件、装配体和工程图之间的关系；

识别 SolidWorks 用户界面的主要构成；

下载并解压所需的配套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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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手册

SolidWorks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化设计简介帮您学习 SustainabilityXpress
和 Sustainability 的基本使用方法，该方法是饱含创造性和重复性的设计过

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此项目中，您将“边学边做”，完成一次结构分析。

什么是 SolidWorks 软件？

SolidWorks 是一款设计自动化软件。在 SolidWorks 中，通过易于学习的

Windows® 图形用户界面，您将想法转化为草图，然后采用不同的设计来创

建 3D 模型。

SolidWorks 的用户包括学生、设计师、工程师和其它专业人员，不管是构

建单个简单的零件还是复杂的装配体和工程图，它都是您的理想选择。

先决条件

在开始 SolidWorks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化设计简介之前，您应该完成

SolidWorks 软件中集成的下列联机教程：

第 1 课 - 零件

第 2 课 - 装配体

第 3 课 - 工程图

可通过依次单击帮助、SolidWorks 教程、所有 SolidWorks 教程（第 1 组）

来访问联机教程。联机教程会调整 SolidWorks 窗口的大小并在其旁边运行。

或者，您也可以完成 SolidWorks 工程设计简介中的以下课程：

第 1 课：使用界面

第 2 课：基本功能

第 3 课：四十分钟入门

第 4 课：装配体基础

第 6 课：工程图基础
使用本手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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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使用的约定

本手册使用下列排印约定：

在您开始之前（Before You Begin）
在开始本课程之前，如果尚未将本课程配套的文件复制到计算机上，请先

进行该操作。

1 开始 SolidWorks。
使用开始菜单启动 SolidWorks 应用程序。

2 SolidWorks 内容。

单击设计库  以打开设计库任务窗格。

单击 SolidWorks 内容以显示其下的文件夹。

单击 SolidWorks Educator Curriculum
（SolidWorks 教育用户课程）。

单击 Sustainability。

注释 : 除 Sustainability 之外可能还列出了其它课程文

件夹。

下面的窗格中将显示代表包含本项目的配套文

件的 Zip 文件的图标。

约定 含义

Sans Serif 加粗 SolidWorks 命令和选项采用此字体显示。例如，插入、

凸台表示从插入菜单中选择凸台选项。

打字机字体 特征名称和文件名称采用此字体显示。例如，Sketch1。

17 执行本步骤 课程中的步骤号以 sans serif 粗体显示。
本手册使用的约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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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该 Zip 文件。

按住 Ctrl 并单击该图标。

系统将提示您选择用于保存该 Zip 文
件的文件夹。

请向教师询问应该将该 Zip 文件保存

在哪里。通常 C:\Temp 文件夹就是

个不错的选择。

单击确定。

提示 : 记住保存的位置。

4 打开该 Zip 文件。

浏览到您在步骤 3 中保存 Zip 文件的文件夹。

双击 Sustainability.zip 文件。

5 单击 Extract（解压缩）。

单击 Extract（解压缩）并浏览到将用于保存该文件的位置。系统

会自动在您指定的位置创建名为 _Sustainability_Project_ENG
的文件夹。例如，您可能想将其保存在我的文档中。请向教师询问应该将

该文件保存在哪里。

现在您的磁盘上有一个名为 Sustainability Project 的文件夹。在练习时

将使用此文件夹中的数据。

提示 : 记住保存的位置。
在您开始之前（Before You Begin） 4



SolidWorks
工程设计和技术系列
课程 1
SustainabilityXpress

完成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下载 SustainabilityXpress
添加 SustainabilityXpress 插件

从装配体中打开单个零件

在 SustainabilityXpress 中导览

生成 Sustainability 报告

进一步改进可持续化设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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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ustainabilityXpress
SustainabilityXpress 是一项 SolidWorks 插件，它使用户可以根据材料类型、

制造过程、材料使用和环境影响来创建更具可持续性的设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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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 SolidWorks 2009 用户

本部分仅适用于 SolidWorks 2009 用户。SolidWorks 2010 出厂时已经加载了

SustainabilityXpress 插件。

1 下载 SolidWorks 2009 的 SustainabilityXpress
访问 http://labs.solidworks.com 并单击页面底部的 Sustainable（可持续化）

图标。

2 下载。

单击 SustainabilityXpress 页面顶部的 Download（下载） 。这将带

您到另一个网页。

3 选择选项。

在页面底部有三个链接，分别是 Download 32bit（下载 32 位）、Download
64bit（下载 64 位）和 Download Tutorial（下载教程）。如果您不知道

您的计算机是 32 位还是 64 位的，请按照下列指示操作。

1. 依次单击开始菜单和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

2. 双击“系统”然后单击“属性”。

3. 在系统摘要中，有一个信息列表。在系统类型下，会显示您的计算机是

基于 x86（32 位）还是基于 x64（64 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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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

查明这一点之后，返回到下载网站并根据您的系统类型单击相应的下载

链接。

在下载屏幕上，单击保存文件。在浏览器完成该 .exe 文件下载之后，打开该

.exe 文件并单击运行。

5 自解压文件。

会出现一个自解压文件窗口。单击解压，然后单击确定。

会出现另一个下载窗口。继续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结束。SustainabilityXpress
将下载文件。下载完成后，单击关闭退出下载向导。

6 激活插件 。
依次单击工具、插件。单击如图所示的两个

SustainabilityXpress 复选框。

注释 : 如果您是在下载完 SolidWorks 2009 的 SustainabilityXpress 之后将其激活，

它会出现在其它插件中，如图所示。否则，它将出现在活动插件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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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零件和装配体

在本部分中，您将从装配体中打开一个零件，并显示装配体的两种不同类

型的查看方法。

注释 : 在此装配体中有一个现成的爆炸视图。下面介绍如何在不创建爆炸视图的

情况下访问此爆炸视图。

1 打开装配体。

从 Brake Assembly 文件夹中打开装配体 Brake Assembly（制动器装

配体）。

爆炸视图

首先介绍如何访问装配体的爆炸视图。爆炸视图是装配体的一种表示方

式，在这种视图中各个零件之间间隔了一定的距离。看起来就像在将该装

配体炸开的时候拍的照片一样。

2 爆炸视图。

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右键单击 Brake 
Assembly，然后选择爆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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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缩放。

接下来，使用放大所选范围来

聚焦到 Rotor（转子）。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展开 
Brake Rotor Assembly（制

动器转子装配体）零部件。

单击 Rotor（转子）零部件。

单击视图、修改、放大所选范围。

从装配体中打开零件

现在我们将打开 Rotor（转子）零部件。若要单独编辑装配体中的某个零

件，可以单独打开该零件，进行编辑，保存并关闭该零件，然后重建该装

配体。

4 打开零件。

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用右键单击

Rotor（转子），然后选择打开零件 。

注释 : SustainabilityXpress 只能处理单个零件。完整版 Sustainability 可处理多

个零件或装配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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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Xpress 选项

下面我们逐一介绍 SustainabilityXpress 的界面和各个菜单，并定义该 SolidWorks
插件中采用的各种术语。主菜单有四个，分别是材料、制造、运输与使用

和环境影响。

首先，启动 SustainabilityXpress。

1 启动 SustainabilityXpress。
单击工具、SustainabilityXpress。

注释 : 首次打开该插件时，除地理区域以外的所有界面元素都应该是黑色。

材料

在此选项中，可通过下拉菜单为特定零件选择各种

材料。还可以使用查找类似选择来搜索替代材料。

还可将您选择的材料指定给零件。

制造

制造部分包含用于定义地理位置的工艺和使用。

工艺

在此选项中，有一个名为工艺的下拉菜单，用户可

在该菜单中选择用于制造该零件的各种生产技术。

这里也有一幅世界地图。该世界地图供用户用于定

义将生产该零件的地点。可从四个不同的区域中选

择：北美、欧洲、亚洲和日本。

使用

此菜单中也使用世界地图。您可以在此选择您的产

品生产出来以后将运输到哪里。制造商和用户距离

越远，环境友好性越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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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

此区域包含四种量：碳足迹、总能源、空气酸化和水体富营养化。每个图表

向用户显示材料影响、运输与使用、制造和寿命结束的图形化分类细目。

碳足迹

二氧化碳和诸如甲烷等其它温室气体（采用 CO2 当量 CO2e 作
为量度单位）排放的量度标准，这些温室气体主要是由燃烧化

石燃料产生的。全球升温潜能（GWP）也被称作碳足迹

能量消耗

与零件的生命周期相关的不可再生能源的衡量标准，单位为兆

焦 (MJ)。这种影响不仅仅包括产品生命周期期间所使用的电

力或燃料，而且还包括获取和处理这些燃料所需的上游能源，

以及材料在燃烧时所释放的隐含能源。能源消费量表示为不可

再生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等）的能源需求净热值。能量的转

换效率（如：电力、热力、蒸汽等）也被纳入考虑。

空气酸化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其它对空气的酸性排放引起雨水酸性增

加，而这反过来又使湖泊和土壤成酸性。这些酸可使土地和水

对植物和水生生物有毒害。酸雨还可以慢慢分解人造建筑材

料，如混凝土。这种影响通常以公斤二氧化硫当量（SO2e）
或克分子 H+ 当量来衡量。

水体富营养化

当过多营养成分被添加到一个水生态系统时，会发生水体富营

养化。废水和农业化肥中的氮和磷引起藻类过度生长，然后耗

尽水中的氧气，从而导致植物和动物生命死亡。这种影响通常

使用千克磷酸盐当量（PO4e）或千克氮（N）当量来衡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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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在 SustainabilityXpress 的 底部，有生成报告  和 Email Report（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报告）按钮。单击“生成报告”，SolidWorks 会自动创建关于

当前分析的 Word 文档。此分析可对单个材料类型和环境影响进行，也可用

于比较两种不同的材料类型。单击“Email Report（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

告）”会打开 Microsoft Outlook 以供用户将该 Word 文档发送到某个电子邮

件地址。

基准 
报告按钮的右边是设定基准  和输入基准按钮。单击“设定基准”，

SustainabilityXpress 自动将 近使用的材料类型设定为其它每种材料的比较

基准。否则，每次用户单击其它材料时，SustainabilityXpress 会自动将比较

它们并动态计算环境影响。此外，如果当前和之前的设置与材料之间无差

异，则所有的环境影响将自动变为绿色。然后，用户可以通过单击“输入

基准”来从其它零件输入已保存的 SustainabilityXpress 基准。

材料

在 SolidWorks 中，材料用于为诸如 SimulationXpress 和 SustainabilityXpress
等插件提供模型颜色、纹理剖面线和机械属性。

2 类别。

单击包含 14 种材料类别的类别下拉菜单。

选择钢。

3 名称。

对于名称下拉菜单，将其保留为称为 1023 碳
钢板 (SS) 的默认钢材。

提示 : 您可能会注意到，一旦选择钢材后，环境影响菜单

即开始刷新。每次选择新材料、工艺或区域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每种环

境影响都应该已更改并变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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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基准

当您将某材料设定为基准时，SustainabilityXpress 会将随后选择的每种材料

与该基准材料比较。通常，每种材料会与之前选择的那种材料比较。

为了显示材料之间更恰当的比较情况，我们会将钢材 1023 碳钢板 (SS) 设
定为基准材料。

4 设定基准。

单击设定基准 。

设定完基准之后，环境影响应该再次刷新并看起来

类似右图。

颜色编码

单击基准时，环境影响会转变颜色以表示各种状态。

黑色表示基准材料。

绿色表示当前材料比基准材料具有更好的环境友好性。

红色表示当前材料比基准材料具有更差的环境友好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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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查找类似”

现在我们将学习搜索替代材料。您在此处定义并搜索具有相似的材料属性

的材料。

5 查找类似。

在该对话框中，单击查找类似。将出现一个新对话框。

查找类似材料菜单具有多个不同选项。如您所见，有一个包含多种材料属

性的列表，开头的属性是“热膨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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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属性

下面是各种量及其简短说明。

注释 : 每种材料的材料属性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属性类型取决于材料。例如钢有

热膨胀属性，而木材没有。

属性 说明 单位

热膨胀
温度每变化一度时，单位长度的长度变化

（每单位温度的正应变的变化） 
K

比热
将单位质量的材料的温度提高一度所需的

热量。

J/kg K

密度 单位体积的质量。 kg/m3

弹性模量 特定方向上的应力和对应的应变之比。 N/m2

抗剪模量 平面上的抗剪应力与对应的抗剪应变之比 N/m2

热导率
每单位温差下，每单位厚度材料传导热能

的速率。

W/m K

泊松比

垂直于施力方向的收缩量（横向应变）与

施力方向上的拉伸量（轴向应变）之间的

比率。泊松比是无量纲的量。

---

抗拉强度 材料在失效前能承受的 大拉应力。 N/m2

屈服强度 使材料开始发生永久形变的应力。 N/m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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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搜索条件

该对话框包含两列：条件和值，它们显示默认材料数据。您可能注意到这

些列可以更改。第一列名为材料类别，无值选项。在该选项中，可选择要

在特定类别还是所有材料中搜索材料。

其它列从热膨胀开始，请注意条件列下面有一个下拉菜单。单击向下箭

头，会出现四个不同的选项。出现的四个选项为任意、>、< 和 ~。其意思

是您希望您搜索的新材料是任意值还是大于、小于还是约等于设定值。

6 设定条件。

将材料类别设定为任意。

单击 ~ 将热膨胀设定为约等于默认值 1.2e-005 K。另外，选择 > 以将比热设

定为大于 486 J(kg*K)。

7 搜索。

单击查找类似。

SustainabilityXpress 根据我们设定的属性条件和值来查找与钢材 1023 碳钢

板 (SS) 属性相似，但又具有所添加变化的所有材料。出现五种不同的材

料。这些材料符合我们指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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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测试材料。

单击名称铸造碳钢。

注释 : 本屏幕底部也有一个环境影响画面。当您单击铸造碳钢时，该画面动态重

新计算我们的环境影响与设定的基准的比较情况。

查看该四种影响，可注意到此材料在某些方面的环境友好性好些，但在某些

方面又差些。考虑到有许多材料可供选择，我们可以进一步缩窄材料范围。

9 编辑搜索。

单击编辑。这会带我们回到前一屏幕，该屏幕上具有我们已经为条件和值

选择的设置。回到此屏幕后，我们将更改对抗拉强度的要求。

单击条件下拉菜单并为抗拉强度选择 <。同样，在相应的值列中将值更改

为 4e+008 N/M^2。

10 新搜索。

单击查找类似。搜索结束后会找到两种材料。单击名为灰铸铁的第一种材

料。请注意，所有的环境影响比较结果均为绿色。我们成功找到了环境友

好性全面优于 1023 碳钢板 (SS)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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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接受该材料。

单击接受。单击接受后，SustainabilityXpress 会将材料更改为灰铸铁。

12 环境影响。

在环境影响菜单中，我们可以采用条形图取代饼图来查看影响。单击能源

消耗环境影响。环境影响菜单会自动刷新并只显示能源消耗的条形图分类

细目。可通过单击向左箭头  返回到包含所有四种影响的原始屏幕。

提示 : 可对所有四种环境影响进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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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告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生成 Microsoft Word 文档格式的报告。该报告将材料

1023 碳钢板 (SS) 与灰铸铁比较。

注释 : 为零件创建第一份报告后，生成报告图标变为更新报告。

1 生成报告。

单击生成报告 。该文档自动打开。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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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有什么内容？

报告采用特殊方式组织。下面是对内容的说明。

提示 : 在第二页底部，有一个指向 SolidWorks 网站的链接。单击此链接（或者 ctrl+
单击以打开）。此网站会计算我们使用灰铸铁可节省多少能源（用混合动

力汽车可行驶的英里数来表示）。您可以比较材料或仅仅查看我们的材料

的分类细目。在靠近页码底部的地方有对应于每种环境影响的选项卡。当

我们打开该页面时，默认设置为碳足迹，显示我们的设计等价于使混合动

力汽车行驶 20 英里。若您单击“能源消耗”选项卡，则显示它等价于看电

视 11-23 小时。

页码 说明

1 我们 终选择的材料的属性，例如材料、体积、表面积、重量和

制造类型。

2 环境影响。它提供每种影响的材料类型、制造、材料使用和生命

周期结束的直观图表和数值分类细目。

3 与第一页中的信息相同，不过显示的是基准材料的信息。

4
所有影响的完整分类细目，以及 灰铸铁与 1023 碳钢板 (SS) 基
准的比较。5

6 报告中的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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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评估 (LCA)
在报告的第六页上有一幅 LCA 图。

您可能会问什么是 LCA。LCA 使我们可以分析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生

态和环境的影响，并采用透明方式显示这些信息。LCA（也称为“生命周

期分析”、“生态平衡”和“从摇篮到坟墓分析”）的目标是比较可归因

于产品和服务的全面环境和社会损害，从而选择 具可持续发展性的一种

产品或服务。

其部分优点如下：

可在早期确定您的产品的战略风险和与环境相关的问题领域，并采用

“早期警告系统”的形式将其标识出来。

鉴别产品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均衡性和相关性。

将您的生态需求实现为具体的措施，并改善您与竞争对手的形象对比。

在生命周期评估 (LCA) 的帮助下改善与政治决策者和公众机构的沟通。

通过实施生命周期评估 (LCA) 为生态创新作贡献。

可访问 http://www.pe-international.com 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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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善可持续化设计

我们将通过改变工艺和区域来进一步更改设计。

工艺更改

工艺是指制造工艺。这说明零件的生产方式，并可从中看出其对环境的

影响。

1 工艺。

在制造菜单的顶部，工艺标题的旁边有一个下拉菜

单。它当前设定为机加工砂型铸造。我们想更改此

工艺看是否能更具可持续发展性。

不选机加工砂型铸造，单击碾磨。

更改制造工艺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式可在查找类似菜单中访问。还可在

进行类似材料搜索时使用此方法。

我们将展示的第二种方法在 SustainabilityXpress 插件的制造菜单中。

注释 : 该工艺下拉菜单显示的选项集并非一直不变。根据材料类型，选项可有不同。

请注意环境影响已刷新且均比以前稍有改善。

制造与使用区域更改

在工艺下拉菜单下方有两幅世界地图前面已解释过。这些地图代表生产零

件的地域以及将其运输到的地域。当前我们保留其默认地域，即在亚洲制

造，运输到北美。

让我们更改此设置并告诉 SustainabilityXpress 我们希望在同一个地域制造和

运输该零件，以节省运输费用。

2 区域。

在第一幅地图上单击北美。

区域变化再一次改善了我们的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性。

所有的环境影响仍然是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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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件中设置材料

后但并非 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设定材料。我们已经讲解了整个

SustainabilityXpress 插件并发现适用于汽车制动系统的转子的正确类型的

材料。

3 设定材料。

单击材料菜单中的设定材料按钮。这会自动将转子设定

为灰铸铁，可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发现这一点。

如果您愿意，可生成另一个报告以查看工艺和区域的

改变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

4 关闭 SustainabilityXpress。
单击 SustainabilityXpress 菜单上的红色 “X” 将其关闭。

5 不要保存。

在零件中，依次单击文件、关闭以关闭零件。当出现是否将更改保存到转

子中？消息时单击否。

在装配体中，依次单击文件、关闭以关闭装配体。在保存修改的文档对话

框中单击不保存。

您成功完成了 SustainabilityXpress 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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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2
Sustainability

完成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在装配体直观工具中导览；

区分 SustainabilityXpress 和 Sustainability ；

在 Sustainability 中导览；

集成 Sustainability 和装配体直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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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是一项 SolidWorks 插件，它使用户可以根据材料类型、制造过

程、材料使用和环境影响来创建更具可持续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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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体直观

装配体直观是现有的 SolidWorks 工具，用于根据多种排序类别（例如密度和

体积）来组织装配体中的零件并进行颜色编码。它已与 Sustainability 集成。

开始

1 打开装配体。

从 Brake Assembly 文件夹中打开装配体 Brake Assembly（制动器装

配体）。

注释 : 这是与第 9 页的“打开装配体。” 中所用的相同 Brake Assembly（制动

器装配体）。

2 启动装配体直观工具。

单击评估选项卡，然后单击装配体直观。

装配体直观工具会作为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上方的侧栏打开。

颜色渐变 
装配体直观工具初始设置为拥有从红色到蓝色的色

谱。我们将更改此设置以使其符合先前在第 14 页
的“颜色编码”中看到的红色和绿色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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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定颜色渐变。

单击颜色栏将其打开。右键单击装配体直观工具窗口底部的蓝色标记。选

择更改颜色。如图所示选择绿色。单击确定。这会向该装配体中的零部件

应用颜色。

选择属性和排序零件

有许多种不同的 Sustainability 属性。这使我们可以选择哪个选项对装配体

的环境影响的影响 大，以优化我们的设计。

4 选择属性。

单击向右箭头，然后选择更多。

选择 Sustainability 能源，然后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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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序。

下一步，我们必须根据零件的环境影响程度或能

源消耗程度对其排序。单击 Sustainability- 能源

列选项卡以使其下面的箭头指向下方。

还可使用平坦／嵌套视图  来在显示零件及装配

体与仅显示装配体之间切换。

注释 : 此时，Sustainability- 能源列是空白的，因为尚未运行 Sustainability。零件

按照名称排序。

打开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启动，看起来很像 SustainabilityXpress（第 11 页的

“SustainabilityXpress 选项”）。我们将看到， 大的区别在于在 Sustainability 
中可以访问并编辑装配体。

1 启动 Sustainability。
单击工具、Sustainability。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显示生命周期评估图。它

介绍 SolidWorks 可如何帮助我们评估各种环境影响

以采用 SolidWorks 创建更具可持续发展性的设计。

单击继续。
打开 Sustainabilit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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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材料 
当 Sustainability 出现对话框时，任务列表显示我们的四个零件未设定材料。

Sustainability 告诉我们哪些零件需要材料、制造工艺和区域以及运输区域。

请注意，装配体仅显示尚未分配材料的四个零件。那四个零件还列出在对

话框中。

图钉

因为我们将多次使用此菜单，所以希望它保留在屏幕上。可通过使用菜单

右上角的小图钉达到此目的。

2 图钉。

单击右上角的图钉 。

注释 : 当此图钉钉入页面中后，该菜单将一直显示在屏幕上。当图钉呈水平方向

时，该屏幕会在未获得焦点时隐藏。

Sustainability 中的零件和装配体

当使用 Sustainability 时，可以像在 SustainabilityXpress 中一样打开任何零件。

Sustainability 插件与 SustainabilityXpress 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上面的

标题叫 Sustainability 而非 SustainabilityXpress。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的

“从装配体中打开零件”。
打开 Sustainabilit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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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与 SustainabilityXpress 对比

现在已准备好装配体直观工具，我们将打开 Sustainability 并解释 Sustainability
Xpress 与 Sustainability 的差异。如您所见，Sustainability 和 SustainabilityXpress
的主要差异在于 Sustainability 支持装配体。

功能
SolidWorks 
SustainabilityXpress

SolidWorks 
Sustainability

集成到 SolidWorks 软件界面

分析零件

选择材料

查找类似材料

在环境影响仪表板中显示实

时反馈

设置并输入基准

生成并发送可自定义的报告

每个环境影响方面都显示一

个详细比较窗格

分析装配体

支持装配体直观工具

支持配置

“使用阶段”能量消耗输入

指定运输类型
Sustainability 与 SustainabilityXpress 对比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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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务列表

下一步我们将为任务列表中未设定材料的项选择各种材料类型。该分析中也

排除了零件。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页的“材料”和第 11 页的“制造”。

注释 : 指定材料后，图标由 ? 变为覆盖有复选标记的零件图标。同样，该零件显示

为透明。

1 Oil Seal（油封）的材料。

在任务列表中，单击 Oil Seal（油封）。

选择橡胶作为类别，并选择硅橡胶作为名称。

单击设定材料 。

2 Rotor（转子）的材料。

在任务列表中，单击 Rotor（转子）。

选择铁作为类别，并选择灰铸铁作为名称。

选择碾磨作为工艺。

单击北美作为制造区域。

单击设定材料 。

3 排除 Brake Pad（制动衬片）。

在任务列表中，单击 Brake Pad（制动衬片）。

制动衬片有时由特殊复合材料（例如陶瓷凯夫拉尔和其它塑料）制成。

SolidWorks 的库中可能没有您需要的复合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将

制动衬片排除在分析之外。

注释 : 可以创建具有您所需的材料属性的材料并将其保存到库中。

单击排除。

4 Brake Caliper（制动分泵）的材料。

在任务列表中，单击 Brake Caliper（制动分泵）。

选择钢作为类别，并选择镀铬不锈钢作为名称。

单击设定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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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对任务列表中的四个零件分别指定了材料或排除出分析之

外，接下来转到 Sustainability 工具。

5 查看结果。

在“消息”菜单中单击查看结果。

Sustainability 需要花一段时间分析该装配体和材料。

添加的菜单选项

Sustainability 主页上有三个菜单。制造部分与

SustainabilityXpress 中的基本相同。运输与使用部分添

加了某些功能，例如四种不同的运输选项：火车、卡

车、轮船和飞机。还有一个能源类型部分。可在此处从

六种不同的能源中作出选择并选择我们的装配体将使用

的能源的量。环境影响部分与 SustainabilityXpress 中的

相似。

关于“制造”和“环境影响”菜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1 页的“制造”和第 12 页的“环境影响”。

运输与使用

在设置基准之前，将更改几个运输设置。

6 设置运输类型。

单击飞机。

注释 : 运输类型是独立于能源类型的另外的标准。

7 设定能源类型。

对于能源类型，请选择汽油。

对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耗的汽油量，我们选择

1 加仑。

键入 1，然后单击设定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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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ustainability 与装配体直观工具配合使用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配合使用 Sustainability 和装配体直观工具来创建更具

可持续发展性的设计。

您可能没注意到，我们始终都在更改 Sustainability 的设置，装配体直观工

具则随 Sustainability 的更改自动更新。看看直观工具，应该能注意到它根

据零件的能源消耗对其排序。您可能还会注意到，Sustainability 能源列中许

多零件具有较大的值，而有些零件的值则接近零。我们不需要关注那些影

响小或接近零的零件。

退回控制棒

为了屏蔽不需要关注的零件，我们将收起底部的退回控制棒。该控制棒下

方的零件将被排除在直观工具之外。

1 拖动控制棒。

将光标悬停在下方的退回控制棒上直到出

现手形。单击并向上拖动下方的退回控制

棒到 Wheel Stud（车轮双头螺栓）和 Hub
Washer（毂垫片）之间的位置。释放控

制棒。

同样，将上方的退回控制棒拖动到如图所

示的位置。

这会更加明显地显示出哪些零件的可持续

发展性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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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零件

在装配体直观工具选项卡上，直立的（AP 分泵）可持续发展性 差的零件。

我们将搜索可持续发展性较好的材料来替代当前材料。

2 选择零件。

在装配体直观工具中单击直立的（AP 分泵）。

该零件的颜色将变为蓝色，且 Sustainability 菜单将变为仅此零件的“材料”、

“制造”和“运输与使用”菜单。我们将使用查找类似（请参阅第 15 页的

“使用“查找类似””）搜索可持续发展性好些的材料。

3 查找类似。

单击查找类似。

选择铝合金作为材料类别。

选择 > 作为比热条件。

选择 ~ 作为抗剪模量条件。

选择 < 作为抗拉强度条件。

单击查找类似。

4 缩窄结果范围。

可通过单击我们发现类似的材料并单击只显示选定项图标来缩窄结果范围。

单击 1060 合金、1345 合金、3003 合金和 AA356.0-F。
单击只显示选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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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一种材料。

所有这些材料的可持续发展性都好得多。选择 AA356.0-F，单击接受，然

后单击设定材料。

Sustainability 会带我们回到“装配体”菜单。该零件仍是能耗 高的，但其

值已经低些了。

注释 : 如果您希望在处理选定零件的时候返回到 Sustainability
主菜单，只需在装配体周围的背景上单击即可。单

击单击以更新以更新环境影响。

编辑其它零件

这次，我们将对 Brake Caliper（制动分泵）以及装配体中的其它零件进

行更多更改。

注释 : 退回控制棒可能已移动。如果是这样，请将其拖回到装配体直观工具中先

前的位置：在 Brake Pad（制动衬片）之下，Wheel Stud（车轮双头螺

栓）之上。

6 选择零件。

使用我们刚才用于直立的（AP 分泵）的相同方法，单击 Brake Caliper（制

动分泵）和查找类似。

7 查找类似。

单击查找类似。

选择铝合金作为材料类别。

选择 > 作为热膨胀系数条件。

选择 ~ 作为抗剪模量条件并键入

2.7e+010 作为抗剪模量值。

选择 ~ 作为热导率条件并键入 120
作为热导率值。

单击查找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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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

选择 7079 合金，然后单击接受。

在“制造”菜单中更改工艺。选择碾磨。

单击设定材料。

在 Sustainability 中处理零件

Sustainability 目前专门用于处理装配体，但它也可用于处理单个零件。将采

用 Rotor Hat（转子帽）零件来演示这一点。

1 打开 Rotor Hat（转子帽）。

在装配体直观工具中选择 Rotor Hat（转子帽）。

右键单击 Rotor Hat（转子帽）并选择打开零件 。

注释 : 一旦该零件打开，Sustainability 菜单将发生变化，看起来与 SustainabilityXpress
的相同。将出现所有的菜单（包括零件独立的环境影响）。

2 更改材料。

使用材料菜单将材料名称更改为 7079 合金。

将制造区域设定为北美。

3 装配体。

通过按 Ctrl+tab 并单击装配体图像返回到装配体窗口。装配体将采用新材

料和区域设置自动更新。

4 更改制造区域。

假设制动器装配体将在北美制造。因此将装配体的

制造区域设定为北美。

5 更改运输与使用选项。

先前我们将主运输类型设定为飞机，但进行更改后，

运输类型将变为卡车。

单击卡车。

能源类型将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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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最终结果

此时，看看环境影响。可注意到，与我们 初设定

的基准相比，新设计的环境影响已降低了一半。

可单击各种影响查看条形图分类细目，还可单击生

成报告以获得更详细的结果。

关于各种影响以及生成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2 页的“环境影响”和第 13 页的“报告”。

6 关闭 Sustainability。
单击 SustainabilityXpress 菜单上的红色 “X” 将其关闭。

7 不要保存。

在装配体中，依次单击文件、关闭以关闭装配体。在保存修改的文档对话

框中单击不保存。

在零件中，依次单击文件、关闭以关闭零件。当出现是否将更改保存到转

子帽中？消息时单击否。

您成功完成了 Sustainability 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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