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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网络受限部分 

6、技术支持 

 

 

1、软件简介 

《3DSource 零件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客户端，另一个是服务端；所以必须基于

互联网在线使用。辅助设计师调用常用的标准件、非标件模型，提升设计效率。 

 

 

2、运行环境 

支持 Windows 7、Windows 10、Windows XP 简体中文系统。 

 

3、功能介绍 

3.1 常用功能介绍 

3.1.1【打开】 

当点击【打开】按钮后，直接将模型在 CAD 软件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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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打开】功能时，请先启动 CAD 软件。 

 

3.1.2【插入】 

当点击【插入】按钮后，直接将模型插入到 CAD 软件当前打开的装配体中，且被插入的

模型也会保存到与装配体文件相同的文件夹下。 

 

 

注意：使用【插入】功能时，请先启动 CAD 软件，并打开已经保存的装配体文件。 



提示：可以在【打开/插入设置】中，设置模型的保存方式。 

 

3.1.3【下载】 

当点击【下载】按钮后，会将模型下载到本地，然后使用 CAD 软件将之打开。 

 

注意：从《3DSource 零件库》下载的模型，支持导入到大部分 CAD 软件中。 

 

3.1.4 二维图 

主要是使用【插入】功能，将 3 维图转换为 7 视图，导入到 Auto CAD 软件中。 

 

 

 

 

3.2 CAD 插件介绍 

支持 SOLIDWORKS、PTC Creo/Proe、UG/NX、CATIA、Inventor、Fusion 360、中望 3D 

2018、Auto CAD“软件的【打开】、【插入】功能。 

注意：必须安装 CAD 插件后，才能正常使用【打开】、【插入】功能。 

 

3.2.1 安装/卸载插件 

可以在安装界面安装，也可以在设置中找到【CAD 插件安装】卸载/安装。 



 

 

注意：安装/卸载插件时，请先关闭 CAD 软件。 

 

3.3 辅助功能介绍 

3.3.1 BOM 属性 

在设置中有【打开/插入设置】选项，可以自定义 BOM 属性，设置好的 BOM 属性会与打

开的模型同时生效。 

 



 

注意：只有使用【打开】、【插入】功能，BOM 属性才会生效。 

 

3.3.2 使用上网代理 

当公司部分网络被限制时，可以在局域网内找一台网络没有限制的电脑安装《制造云上网

代理》工具，然后设置好上网代理就可以使用《3DSource 零件库》客户端了。 

 

 

4、操作流程 



第一步：安装《3DSource 零件库》客户端 

 安装《3DSource 零件库》客户端时，如果是 Windows 7 及 Windows 7 以上的操作系统，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 

 当安装完《3DSource 零件库》客户端后，请查看设置中的【CAD 插件安装】，确认 CAD

插件已经安装成功。 

第二步：启动常用的 CAD 软件 

 将常用的 CAD 软件启动，如 SOLIDWORKS、PTC Creo 软件。 

第三步：在 CAD 软件中启动《3DSource 零件库》 

 在 CAD 软件的标签页中找到《3DSource 零件库》的启动按钮，并单击启动。如果在 CAD

软件中找不到启动按钮，也可以找到桌面快捷图标来启动。 

第四步：在《3DSource 零件库》页面搜索想要的模型 

 在搜索框中输入：“国标代号”（JB/ZQ4389、GB/T837 等）、“产品型号”（SLFTB、

MGW7C 等）、“产品名称”（电机、齿轮等）。 

第五步：打开搜索到的模型库并选型 

 当搜索模型后，会列出相应的模型列表，将最接近的那个模型打开，并且在【参数配置】

中选择好相应的参数。 



 

注意：【物料描述】会随着修改的参数而变化。 

第六步：设置 BOM 属性 

 找到设置中的【BOM 属性自定义】，设置好需要的 BOM 属性。 

第七步：将选好的模型导入到 CAD 软件中 

 使用【打开】、【插入】或【下载】功能，将模型导入到 CAD 软件中。 

5、常见问题 

5.1 安装与注册部分 

 安装和使用时要注意什么？ 

win 7 及 win 7 以上系统尽量使用右键图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和启动【3DSource 零件

库】客户端。 

 非中国大陆手机如何注册账号？ 

联系零件库客服协助处理。 

 零件库安装过程中一直卡在“正在安装 CAD 插件中”怎么办？ 



请先关闭 CAD 设计软件，并用管理员身份安装，您也可以选择跳过插件安装，在零件库

设置【CAD 插件安装】中，卸载/安装插件。 

 安装后，CAD 软件中怎么找不到【3DSource 零件库】插件的菜单？ 

首先请确认是否有管理员权限，在【3DSource 零件库】客户端界面的右上角下拉 设置中

找到【CAD 插件安装】项，重新卸载/安装插件。 

 

 

5.2 零件库使用部分 

 【3DSource 零件库】的【打开】或【插入】功能支持哪些 CAD 软件？\ 

SOLIDWORKS：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  

Pro/E Creo：Pro/E 5.0、Creo1.0、2.0、3.0、4.0（M010）  

UG NX：NX 6.0、7.0、8.0、8.5、9.0、10.0、11.0  

CATIA：V5R17、V5R18、V5R19、V5R20、V5R21、V5R22、V5R23、V5R24  

Inventor：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AutoCAD：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中望 3D：2018 

 【3DSource 零件库】 CAD 插件如何安装？ 

零件库客户端安装时会自动安装 CAD 插件，您也可以在设置中找到【CAD 插件安装】

项，卸载/安装插件。 

 使用【3DSource 零件库】“打开”/“插入”功能时提示“请确认您已经打开了 CAD 软件并安装

了插件”怎么办？ 

请确认零件库插件是否安装成功，可以通过客户端右上角“CAD 插件安装”功能来卸载或重

装插件；或直接重装（管理员身份）零件库客户端。 

 【3DSource 零件库】中下载的模型是哪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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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库中下载的所有模型都是 STEP 格式，因为“STEP”中性格式支持大部分 CAD 软件打

开，如 SOLIDWORKS、PTC Creo、Por/E、UG/NX、CAXA、Inventor、CATIA 等。 

 【3DSource 零件库】中下载的模型支持在 CAD 软件中编辑尺寸吗？ 

不支持，您可以在下载模型之前，选择好您需要的尺寸即可。 

 【3DSource 零件库】发现模型尺寸错误或者缺少模型怎么办？ 

您可以联系零件库官方客服或者直接在页面上点击“反馈意见”，我们将第一时间验证问

题，如有错误将及时更正。 

 【3DSource 零件库】如何生成二维工程图？ 

可以通过“插入”到 Auto CAD 软件中，支持 Auto CAD 2010 及以上的版本。 

 零件库支持在 AutoCAD 中打开和插入 3D 模型吗？ 

目前在 AutoCAD 中只支持打开/插入二维视图，不支持打开和插入 3D 模型。 

 同时在一个装配体中使用 2 个零件库同类模型时出现模型尺寸问题怎么办？ 

同种类型的零件库模型如果保存为装配体格式，模型的子零件名称会发生重复，请手动修

改子零件名称。 

 

 Solidworks 使用零件库插入/打开功能时提示“solidworks 启动超时，错误码：1001”怎么

办？ 

这个问题是由于 solidworks 软件本身的句柄问题，需要重新安装 solidwords 软件。 

 如何收藏常用的零件？ 

在零件下载按钮下方，有一个爱心按钮点击即可收藏。 

 

5.3 零件库收费部分 

 零件库是收费的吗？如何收费的？ 

目前零件库中的【标准件库】是免费库，【厂商件库】为收费库，可以按单个零件付费下

载，也可以购买零件库 VIP 会员，购买 VIP 会员可在有效期内任意下载 3DSource 零件库

中的所有零件模型。 



 购买零件库 VIP 可以开发票吗？ 

可以，购买后可在线申请开具发票，发票支持增值税“普票”和“专票”。申请开票网址：

http://www.3dsource.cn/invoice.html 

 

5.4 网络受限部分 

 【3DSource 零件库】能否离线使用？ 

【3DSource 零件库】需要通过账号登录，在线使用。 

 公司网络受限制想用【3DSource 零件库】怎么办？ 

只要公司局域网内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可以通过【制造云上网代理】工具

（http://www.zhizaoyun.com/proxy/download.html）连接【3DSource 零件库】服务器 

 【3DSource 零件库】客户端的默认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是什么？ 

服务器地址：plib.3dsource.cn          端口号：80 

 

6、技术支持 

 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通过以下方式获取免费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 

 

   服务电话：400-0919-606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 

 

    服务 QQ：304579923 

 

 服务邮箱：support@zhizao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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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微信号：3DSource 零件库 

 

微信号：i-3dsou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