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光切割与 LaserMaker 建模》是创客名师龙丽嫦、高伟光编写的激光

STEAM 教育书籍。读者阅读本书可以了解利用激光切割技术进行作品设计的常见

思路及工艺模式，能够从零开始制作第一件激光切割作品，并逐步形成对于激光

切割建模的方法的认知，从而体验与实践激光造物在创客教育中的应用。

以下软件教程内容为书籍中选取的可供开源的课程，详细介绍了激光建模软

件 LaserMaker 的功能及其操作方法，非常适合用于软件入门学习。



目 录

第一章 认识 LaserMaker 建模软件..................................................................................................1
1.1 常用激光切割建模软件介绍..............................................................................................1
1.2 LaserMaker 基本介绍..........................................................................................................1

1. LaserMaker 简介............................................................................................................1
2. LaserMaker 的下载、安装和启动................................................................................2
3. LaserMaker 界面............................................................................................................5

1.3 LaserMaker 的基本操作方法...............................................................................................7
1. 工具栏的基本操作........................................................................................................7
2. 绘图箱的基本操作......................................................................................................18
3. 图层色板和加工面板的基本操作............................................................................. 23

第二章 掌握 LaserMaker 绘图方法...............................................................................................26
2.1 简单图形绘制....................................................................................................................27
2.2 复杂图形（组合图形与阵列）处理............................................................................... 29
2.3 文本输入及编辑................................................................................................................31
2.4 图形模板的应用................................................................................................................32
2.5 将位图转化为矢量图........................................................................................................33
2.6 图形素材定义、调用及属性编辑................................................................................... 34



1

第一章 认识 LaserMaker 建模软件

1.1常用激光切割建模软件介绍

激光切割机在多种创客加工工具中，以快速便捷、成本低廉的特点，成为创

客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激光切割机造物过程中，首先要进行激光

建模。目前可用于激光切割建模的软件有 AutoCAD、CorelDRAW、Inkscape、

LaserMaker 等。其中，AutoCAD 和 CorelDRAW 是非常著名的专业平面绘图软件，

已有问世超过 30 年。Inkscape 是一款国外开发的开源矢量图形编辑软件，2003

年首发。LaserMaker 是国内的一款免费软件，由雷宇激光团队开发，主要用于

教育创客作品的建模。LaserMaker 绘图操作简单，属于平面绘图入门级软件，

适合绘图新手使用。LaserMaker 相比于其他绘图软件，还内嵌有设置加工工艺

模式的功能，实现绘图与设置激光加工工艺参数一体化。

1.2LaserMaker 基本介绍

1. LaserMaker 简介

LaserMaker 是一款为创客科教市场研发的激光切割建模软件，面向创客教

育激光造物而生。LaserMaker 有三大核心功能。

（1）快速造物功能：LaserMaker 具有简便、快捷的绘图能力，内含建模模

板、多元图库，可实现从绘图、加工工艺选择、参数设置到激光加工一体化快速

实现的流程。

（2）加工工艺设置功能：LaserMaker 内嵌设置了激光切割加工工艺模式和

参数的功能，目前可设置切割、描线、浅雕、深雕 4种加工工艺。

（3）模拟造物功能：LaserMaker 软件开发了按设定的加工工艺和加工参数

进行模拟激光切割作业的功能，在软件中直接动态呈现模拟效果，使造物者能够

直观、便捷地将设计与制作关联起来，能提升设计的调试效率，减少材料的损耗。

由此可见，LaserMaker 不仅仅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绘图软件，还是融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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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加工工艺模式设置的软件，因此，我们把 LaserMaker 视为激光造物建模软件。

本书介绍的 LaserMaker 软件版本是 V1.5.48。

2. LaserMaker 的下载、安装和启动

(1) 进入 LaserMaker 官网，单击“点击下载”按钮，如图 1.1 所示。

图 1.1 LaserMaker 官网首页

(2) 双击打开下载好的压缩包，双击“Setup.exe”进行安装，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双击“Setup.exe”安装文件

(3) 单击“立即安装”按钮，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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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单击“立即安装”按钮

(4) 单击“下一步”按钮，然后单击“完成”按钮，如图 1.4 所示。

图 3.4 安装界面

(5) 最后在弹出的图 1.5 所示的“安装向导-LaserMaker”对话框中单击“安

装”按钮，开始进行 LaserMaker 的安装工作，待安装进度完成后，

LaserMaker 的安装工作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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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准备安装

(6) 双击屏幕快捷方式图标 ，启动 LaserMaker 软件。

第一次启动 LaserMaker 软件时，会弹出一个对激光切割机进行定期维护的

提示，如图 1.6 所示。等待 10 秒后，单击“确定”可打开 LaserMaker 软件主界

面。这个提示每隔一周会出现一次，提醒使用者对激光切割机进行维护与保养。

图 1.6 机器维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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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LaserMaker 软件界面

3. LaserMaker 界面

启动后的 LaserMaker 软件界面如图 1.7 所示，它主要包含绘图区、工具栏、

绘图箱、图层色板、图库面板以及加工面板 6 部分。

(1) 绘图区

绘图区是绘制图形、编辑图形效果和展示设计图的区域。在此区域，单击鼠

标可以进行绘图和选定对象；滚动鼠标滚轮，可以对图形进行放大和缩小；按住

鼠标右键不放，可以拖动绘图区。

(2) 工具栏

工具栏放置了文件操作选项、编辑快捷键、对象属性、图形图像、外部社区

链接等功能按钮，如图 1.8 所示。

图 1.8 工具栏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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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绘图箱

绘图箱内不仅有常见的绘制图形的工具按钮，包括线段工具、文本工具、橡

皮擦工具等，还有利用布尔函数运算进行图形组合的工具，例如并集、差集、交

集等工具，我们使用这些工具能够快速、简易地绘制出图形。

(4) 图层色板

图层色板中设置有 20 种颜色色标，用于设置和区分选定对象的加工工艺。

完成绘图后，选中图形中相应的对象，在图层色板进行颜色的选择，即是对选定

对象的工艺图层设置了面板颜色，然后双击该对象的工艺图层，弹出“加工参数”

对话框，可根据加工的需求设置工艺模式及其具体参数。这样，该对象的加工工

艺参数不仅已设定好，而且相对于图形中其他加工对象，还以设定的色板区分开

来，有利于设计者辨别。

简单的图形可能只使用了单一的加工工艺模式设置，如果是组合图形且加工

工艺多样化，需要做多次设置，那么用不同颜色来代表加工工艺的设置，有利于

视觉区分和操作辨识。为方便使用常用加工工艺的设置，LaserMaker 软件默认

设定黑色代表切割工艺、红色代表描线工艺、黄色代表浅雕工艺、蓝色代表深雕

工艺，这 4种工艺设置的色板也可在设计过程中由设计者修改。

图层色板本质上属于加工面板的一部分，但在目前的软件版本中，被放置在

绘图箱下面。

(5) 加工面板

加工面板是对绘图区中的对象设置加工工艺和加工参数的功能面板，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是激光工艺图层面板，另一部分是激光造物面板。

1 激光工艺图层面板：双击工艺图层可以进入参数设置，包括加工材料、

加工工艺，以及加工的厚度。设置多个对象的参数后，为了让激光加工的效果达

到最佳，一般设置雕刻工艺对象在前，切割工艺对象在后，单击鼠标可拖动对象

加工参数，对顺序进行上下调整。双击加工厚度的参数还可以调出关于加工速度、

功率等的设置，有利于激光造物设计高手做更精细的设计和调试。

2 激光造物面板：面板操作区有 2个按钮，一个是“模拟造物”，另一个

是“开始造物”。单击“模拟造物”按钮可以进入模拟整个激光加工过程的窗口，

预览激光器工作的过程并查看加工后效果，检查激光加工参数设置得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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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文件操作选项界面

性。单击“开始造物”按钮，输入设计图名称，就可把设计图导入到激光切割机

里，接着操控机器进行加工，就可以真正实现激光造物了。

(6) 图库面板

图库面板是存放图形素材供制作调用的区域。图库目前包含了常用图形、动

物图形、通用素材、机械结构等 8种图形素材，还有一个自定义图库，供使用者

收藏喜欢的素材。软件开发团队将动态更新图库中的图形素材。

1.3LaserMaker的基本操作方法

1. 工具栏的基本操作

(1) 文件操作选项

1 “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文件进行基本操作，集合了新

建、保存、打印等功能，如图 1.9 所示。单击相应的选项可进行

下一步操作。

 “新建”：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保存当前文件做过的任何改动。

 “另存为”：将做过改动后的当前文件保存为另一个文件。

 “保存到自定义图库”：将设计图保存到自定义图库中，

便于后续操作。

 “保存为 U盘格式”：将文件保存为适用于 U盘的格式。

 “导出为通用格式”：将文件保存为绘图软件通用的 plt

格式。

 “打印”：打印绘图区的对象，通常用于输出设计图文件。没有激光切

割机的用户，还可以将设计图打印到 A4 纸上，然后粘贴在瓦楞板上，

使用美工刀或剪刀之类的工具将其裁剪下来进行拼装。

 “用户参数”：用户要使用特殊操作功能时可调整软件和机器的参数，

但调整参数后对软件和机器的影响较大，非专业用户一般不建议修改。

 “厂家参数”：厂家生产设备时需要用到的机器底层参数，禁止用户进



8

行改动。

 “最近使用的文档”：最近打开过的文件。

2 “打开”按钮

“打开”按钮主要用于导入设计好的图形或者照片等，LaserMaker 支持 DXF、

SVG、AI、PLT、LCP 等矢量格式及 JPG、BMP、PNG 等位图格式的文件。如图 1.10

所示，单击“打开”，选中需要打开的图形或照片，单击“打开”，图形或照片

就会出现在绘图区。

(2) “撤消”和“重做”按钮

“撤消”按钮主要用于撤消上一步的操作，也可用快捷键 Ctrl+Z 代替。如

图 3.11 所示，在绘图区依次绘制两个圆，单击“撤消”，则取消了上一步对右

边圆形的绘制操作，效果如图 1.12 所示。

“重做”主要用于重新执行上一步撤消的操作，也可通过快捷键 Ctrl+Y 代

替。如图 1.13 所示，单击“重做”，则取消了上一步撤消的操作，重新绘制出

右边的圆形。

图 1.10 “打开”选项界面

图 3.11 绘制两个圆 图 3.12 单击“撤消” 图 3.13 单击“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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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象属性

1 “对象原点”按钮

“对象原点”的主要功能是在对操作对象进行定位或缩放时要使用的参考

点。通常用于修改图形大小，使图形基于原点来缩放，且到达精准的位置。

“对象原点”包括 9个原点，选择不同的原点作为基准点来修改图形的大小，

位置也会不同。选择以中心为原点，将宽和高各为 200mm 的矩形修改为宽和高各

为 100mm，矩形以中心为原点从四周向中央缩小，如图 1.14 所示。选择以左上

角的点为原点，将宽和高各为 200mm 的矩形修改为宽和高各为 100mm，矩形以左

上角为原点向上方缩小，如图 1.15 所示。选择其他原点以此类推。

图 1.14 以中心为原点缩小 图 1.15 以左上角为原点缩小

2 坐标轴

坐标轴主要用于显示图形在整个绘图区的位置，并且能够通过编辑数值来调

整位置。选中图形，在 X坐标和 Y坐标处会显示相对于原点的距离数值，图 1.16

中圆形所在位置 X坐标为 29.20mm，Y 坐标为 62.06mm；若改变数值，将 X坐标

改为 40mm,Y 坐标改为 40mm，圆形在绘图区的位置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软件里

的 X坐标和 Y坐标支持四则运算，所以也可以在 X坐标处输入“29.20+10.80”，

然后按回车键，软件会自动运算结果，将 X坐标改为 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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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通过编辑数值来调整位置

3 “宽”和“高”显示框

“宽”和“高”的主要功能是修改图形的大小。如图 1.17 所示，选中图形，

“宽”和“高”显示框会分别显示图形宽和高的数值，图中宽和高都为 36mm 的

正方形；若将宽和高都改为 20mm，正方形的大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软件里的

宽和高也支持四则运算，例如，你在“宽”处输入“20*5”然后按回车键，系统

会自动运算出结果，宽的数值改成 100mm。

4 “等比”按钮

“等比”主要用于锁定比例，同时修改图形的宽和高，避免图形变形。如图

1.18 所示，单击“等比”，将直径为 200mm 的圆形的高修改为 100mm，图形的宽

和高同时发生更改，变为直径为 100mm 的圆形。

如图 1.19 所示，取消“等比”的选择，将直径为 200mm 的圆形的高修改为

100mm，只有图形的高发生更改，宽不变，因此原形变为椭圆形。

图 1.17 修改宽、高，调整图形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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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旋转”按钮

“旋转”主要用于改变图形方向，可以输入任意旋转角度数值。如图 1.20

所示，选中图形，输入要旋转的度数，单击“旋转”，图形会按相应角度旋转。

如图 1.21 所示，双击图形，图形四周会出现用于旋转的双向箭头，将鼠标指针

移至双向箭头处，按住鼠标左键，可向左或向右旋转任意角度，旋转的角度也会

显示在下方。

图 1.20 旋转图形

图 1.18 锁定“等比” 按钮 图 1.19 未锁定“等比”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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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双击后旋转图形

6 “水平翻转”按钮

“水平翻转”按钮主要是将图形从左至右进行翻转，翻转后得到一个水平方

向对称的图形。如图 1.22 所示，选中要操作的对象，单击“水平翻转”，图形

将会进行水平方向的翻转。

图 1.22 水平翻转

7 “垂直翻转”按钮

“垂直翻转”按钮主要是将图形从上至下进行翻转，翻转后得到一个垂直方

向对称的图形。如图 1.23 所示，选中要操作的对象，单击“垂直翻转”，图形

将会进行垂直方向的翻转。

1.23 垂直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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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形图像

1 “矩形阵列”按钮

“矩形阵列”按钮是指对选定对象做出矩形阵列的图形复制，可通过设置个

数以及间距，快速复制出多个重复且排列划一的图形。如图 1.24 所示，选中要

复制的图形，单击“矩形阵列”，弹出的“矩形阵列”对话框包括“水平个数”

“垂直个数”“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4个输入框，可设置相应的参数，单

击“确定”，即可复制出多个图形。

2 “图片”按钮

“图片”按钮用于对已在绘图区打开的图片进行编辑，包括“反色”“分辨

率”以及“裁剪”功能，如图 1.25 所示。单击“图片”，弹出“反色”“分辨

率”和“裁剪”3个选项，可分别对图形进行相应的操作。彩色图片被导入软件

后会被自动转成灰度图。

图 1.25“图片”选项下拉菜单

图 1.24 用“矩形阵列”复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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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色：图片反色是黑白色素之间的对调，这是处理位图的方法，主要用于亚

克力等透明材料的雕刻，以及雕刻印章时制作阳雕效果。单击“反色”，则可对

图片进行反色处理，如图 1.26 所示。

图 1.26 反色操作对比

分辨率：推荐分辨率输入值在 80～200，图片的原始分辨率要大于输入分辨

率，否则会出现失真。单击“分辨率”，弹出“分辨率”对话框，显示原始分辨

率，通过输入数值来更改分辨率，单击“确定”，即可得到分辨率合适的图片，

如图 1.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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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更改分辨率前后对比

裁剪：单击“裁剪”，弹出“裁剪”对话框，调整裁剪框，单击“确定”，

即可裁剪出大小合适的图片，如图 1.28 所示。

图 1.28 剪裁前后对比

(5) “快速造盒”

“快速造盒”是框架化的模板功能，用于自动生成自定义大小的盒子设计图。

单击“快速造盒”，进入“快速造盒”对话框，如图 1.29 所示，可对盒子的大

小、宽度、高度、深度进行设置，对材料的厚度、凹槽大小、激光补偿值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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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最后单击“创建盒子”，盒子图形即会出现在绘图区内，如图 1.30 所示。

快速造盒功能的设计，为初学者简化了绘制过程，节省了设计和绘制榫卯结

构的时间成本，提升了设计和制作效率。

图 1.29 快速造盒界面

(6) 外部社区链接

1 “更多设计图”按钮

“更多设计图”按钮用于提供激光切割设计图链接，供设计者参考和下载，

如图 1.31 所示。

图 1.30 新建的盒子



17

图 1.31 设计图下载页面

2 “商城”按钮

单击“商城”按钮，即可跳转至雷宇激光网上商城，如图 1.32 所示。雷宇

激光网上商城主要销售 Laserblock 开源结构件。Laserblock 是由中国电子学会

现代教育技术分会创客教育专家组负责设计和品牌运营，由雷宇激光承制的一款

开源的激光切割结构件。

图 1.32 雷宇激光网上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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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绘图箱的基本操作

绘图箱里主要放置了绘制图形的工具，包括基本图形绘制、文本编辑以及图

形组合等工具。

(1) 选择工具

选择工具用于选择、定位和变换对象。选中对象，拖曳鼠标可以将对象移动

到任意位置。如图 1.33 所示，单击选择工具，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图形边框，出

现十字箭头时单击，拖曳鼠标可移动图形位置。

单击鼠标右键，弹出“撤消”“重做”“复制”“粘贴”和“删除”5个选

项，单击选项即可进行相应的操作，如图 1.34 所示。

(2) 线段工具

线段工具用于绘制直线和折线，也可通过连接首尾线段绘制闭合图形。选择

“绘制线段”，将鼠标移动到绘图区空白处，拖曳鼠标即可绘制直线。按住 Ctrl

键即可绘制 90°和 180°折线，如图 1.35 所示。两点才能确定一条直线，所以

单击鼠标右键即可结束绘制线段。选择“连接线段”，先后单击断开的两个点，

即可将断开的线连接在一起，如图 1.36 所示。

图 1.33 拖曳图形 图 1.34 右键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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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绘制线段 图 1.36 连接线段

(3) B 样条工具

B样条工具通过设置构成曲线形状的控制

点来绘制曲线，而无须将其分割成多个线段。单

击 B样条工具，将鼠标指针移动到绘图区空白

处，移动鼠标指针任意固定 3个点即可绘制一条

曲线，如图 1.37 所示，单击鼠标右键即可结束

绘制。

(4) 矩形工具

矩形工具主要用于绘制矩形。如图

1.38 所示，单击矩形工具，将鼠标指针

移动到绘图区空白处，按住鼠标左键拖

曳即可绘制任意大小的矩形。绘制时同

时按住 Ctrl 不放可绘制正方形。

(5) 椭圆形工具

椭圆形工具用于绘制椭圆形和圆

形。如图 1.39 所示，单击椭圆形工具，

将鼠标指针移动到绘图区空白处，按住

鼠标左键拖曳即可绘制任意大小的椭

圆形。绘制时同时按住 Ctrl 不放可绘

制圆形。

(6) 文本工具

文本工具用于输入文本。如图 1.40

所示，单击文本工具，弹出“绘制文本”

对话框，可在“字体”选项中选择字体

样式，在“字号”处输入数值设定字体

大小，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文本，单击

图 1.37 绘制曲线

图 1.38 绘制矩形

图 1.39 绘制椭圆形和圆形

图 1.40 输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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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即可将文本输出到绘图区。

(7) 测距工具

测距工具用于测量两点之间的距

离。如图 1.41 所示，单击测距工具，将

鼠标指针移动到绘图区空白处，单击确

定要测量的起始点，移动鼠标至终点，

即可显示两点之间的距离。

(8) 网格工具

网格工具主要用于辅助绘制图形，每个小网格

的边长为 10mm，网格大小也可以在用户参数里进

行修改，且具有吸附功能，结合线段工具能够快捷

方便地绘制各种多边形。如图 1.42 所示，单击网

格工具，即可进入网格模式。在绘图完成后，建议

再次单击网格工具，关闭网格模式。

(9) 圆角工具

圆角工具用于将图形的锐角修改为圆角，且可以通过改变半径值来决定圆角

的程度。如图 1.43 所示，单击圆角工具，弹出“圆角工具”对话框，在“半径”

处输入对应的数值，将鼠标指针移动到矩形的右上角，单击即可将其变为圆角。

(10) 轮廓描摹

图 1.41 测距

图 1.42 网格模式

图 1.43 锐角改为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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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描摹用于将位图的轮廓转换为矢量格式，相当于把图形轮廓提取出来。

如图 1.44 所示，单击“打开”，导入需要操作的图片，选中图片，单击轮廓描

摹，然后不勾选工艺图层中位图图片所在图层的“输出”（即设置为不输出），

也可直接把图片拖曳到其他空白绘图区或者直接删除，即可得到图片的轮廓。

(11) 橡皮擦工具

橡皮擦工具用于擦除线段。此功能与轮廓描摹功能及连接段线功能结合，可

以方便地绘制复杂图形。如图 1.45 所示，单击橡皮擦工具，弹出对话框，包括

“擦除线段”和“橡皮擦”两个选项。选择“擦除线段”，将鼠标指针移至要擦

除的对象，双击即可擦除整条线段；选择“橡皮擦”，在输入框中输入需擦除的

线段长度，将鼠标指针移至需擦除的对象，单击与橡皮擦十字线重叠的线段，即

可擦除线段。

图 1.44 轮廓描摹

图 1.45 “擦除线段”和“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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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并集工具
1

并集工具用于将两个或多个图形

合并成单一轮廓的图形。如图 1.46 所

示，同时选中两个图形，单击并集工

具，即可将重叠部分消除，合并成一

个新的图形。

(13) 交集工具

交集工具用于保留两个或多个图形

相交的部分，从而获得新的图形。如图

1.47 所示，选中两个图形，单击交集工

具，即可得到两个图形相交的部分。

(14) 差集工具

差集工具可使用其他图形将

与本图形重叠的部分切除。如图

1.48 所示，选中用来差集的其他

图形，单击差集工具，即可将重

叠部分去除，得到新的图形。注

意，与并集和交集运算不同的是，

不可同时使用两个其他图形对本

图形进行差集，须先与其中一个

图形进行差集，再进行另一个的。

1并集、交集、差集是数学组合的概念，在本软件应用中，具体体现在图形组合加工上。

图 1.46 并集工具

图 1.47 交集工具

图 1.48 差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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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层色板和加工面板的基本操作

(1) 图层色板

图形绘制完毕后，选中一个对象可设置参数，参数设置分为 3 步，一是为对

象选中固定颜色，代表不同加工工艺，区分彼此；二是双击对象的工艺图层，设

置加工工艺模式，包括选择材料、选择加工工艺、选择加工厚度；三是调整加工

工艺的顺序。

首先在工艺图层的色标中任选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加工工艺。本软件默认设定

黑色代表“切割“工艺、红色代表“描线”工艺、黄色代表“浅雕”工艺、蓝色

代表“深雕”工艺，如图 1.49 所示。

图 3.504 种工艺
图 1.49 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加工工艺

接着，双击对象加工工艺图层，弹出“加工参数”对话框，首先选择加工的

材料，再选择加工工艺、最后选择加工厚度。受到材料的自然属性的限制，并不

是所有的材料都可以进行 4种工艺的加工，例如纸张就不能进行深雕刻，镀膜金

属就不能进行切割，布料只能进行切割等。如图 1.50 所示，双击黑色对象，设

置加工材料为椴木胶合板、加工工艺为切割、加工厚度为 3mm。如果需要修改加

工的速度与功率，可以双击“加工厚度”里选中的厚度值，在弹出的“切割参数”

对话框中修改“速度”“功率”“转角功率”等具体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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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 加工参数

最后，按雕刻工艺在前、切割工艺在后的加工顺序，按住对象参数栏不放，

把 4个对象的加工顺序上下移动进行排列，依次是深雕、浅雕、描线、切割，如

图 1.51 所示。

图 1.51 加工对象各工艺图层的模式

(2) 激光造物面板

激光造物面板区，有“模拟造物”和“开

始造物”2个按钮，会显示连接方式和状态。

如图 1.52 所示，单击“模拟造物”按钮进入模

拟造物的预览窗口，可以预览激光切割机加工

的过程及作品加工的效果；单击“开始造物”

按钮，可以将设计图文件传输到机器，机器就

会根据设计图的参数设置进行加工。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只有在通信状态显示为连接状态时，

才能单击“开始造物”。

在完成对象参数设置（见图 1.53）后，单击“模拟造物”，进入“模拟造

图 1.52 激光造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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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话框，单击“开始”，可预览造物过程，也可直接将模拟造物的“进度”

移至 100，即可直接预览最终造物效果，如图 1.54 所示。

图 1.53 对象参数设置

图 1.54 预览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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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掌握 LaserMaker 绘图方法

LaserMaker 可以绘制简单图形，例如运用矩形工具绘制长方形和正方形，

利用线段和网格工具可以绘制等腰三角形；可以单击文本工具输入文本并选定字

体、设置字体大小；也可以利用圆角化、并集、差集等功能绘制自己想要的图形，

还可用 B样条工具、轮廓描摹和橡皮擦绘制曲线；还能调整图形的位置、大小、

方向。

LaserMaker 还能快速绘制图形阵列，例如需要绘制多个相同的图形时，可

以直接使用矩形阵列工具按钮，通过设置图形个数、排形方式，复制多个形状相

同、大小相同的图形；当需要制作六面体模型时，可以直接使用工具栏上的“快

速造盒”功能，生成带有榫卯结构、可嵌接的盒子。

LaserMaker 绘图制作简易、便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功能：

 简单图形绘制；

 复杂图形（组合图形与阵列）处理；

 文本输入及编辑；

 造物图形模板应用（例如“快速造盒”）；

 位图转化为矢量图；

 图形素材定义、调用及属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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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简单图形绘制

1. 几何图形绘制

LaserMaker 设计中的所有元素构成都源于基本的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是激

光切割建模的基本元素，掌握几何图形的绘制是激光切割建模中的基本要求。以

下是 3 种常用的几何图形绘制方法。

 直接使用矩形工具、椭圆形工具可以绘制长方形、正方形、椭圆形、圆形，

如图 2.1 所示。

 使用线段工具和网格工具，可以绘制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等多边形，

如图 2.2 所示。

 在 LaserMaker 本地图库中的“常用图形”分库中直接选取图形，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在“常用图形”分库中选取图形

图 2.1 绘制简单图形 图 2.2 使用线段工具和网格工具绘制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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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单图形编辑

在 LaserMaker 绘制图形后，还涉及对图形的基本编辑，包括调整尺寸、调

整方向、图形的排列等。

(1) 调整图形尺寸

调整图形的尺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可以在宽、高相应框内直接修改数值，

另一种是在相应的百分比框内修改百分比数值，如图 2.4 所示。其中锁定等比，

就意味着图形的高和宽是统一调整的，可以防止图形变形，例如正方形变成长方

形。

图 2.4 修改数值调整图形尺寸

(2) 调整图形方向

调整图形的方向有下面 4 种方法。

1 直接选择“水平翻转”。

2 直接选择“垂直翻转”。

3 任意角度旋转：在对应的框内输入任意数值进行旋转。

4 双击图形旋转：双击图形，把鼠标放在箭头上进行旋转，绘图区会显示

旋转角度，旋转到相应角度，松开鼠标即可，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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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调整图形方向

(3) 多个图形的排列对齐

在建模过程中，对以下情况需要考虑对图形排列对齐。

1 在同一个页面绘制了多个图形，为了减少对空间和材料的浪费，会进行

图形的排列。

2 需要对图形进行布尔运算，图形的对齐只是第一步。

对齐的参考线有中心对齐、上下左右对齐、对角线对齐等，两个图形对齐的

部分，会出现萤光绿色的线条。

例如水平对齐，选中椭圆形，长按鼠标左键拖曳到与矩形水平对齐，对齐后

有荧光绿的线条出现，如图 2.6 所示。

图 2.6 排列对齐图形

2.2 复杂图形（组合图形与阵列）处理

1. 组合图形处理

在 LaserMaker 中复杂图形都是由简单图形通过并集、交集与差集功能组合

而成的，一个非基本图形的设计图纸往往需要在简单图形的基础上通过复杂的加

工形成。

 并集：将两个或多个图形相交的部分删除，多个图形被合并成为单一轮

廓的图形。

 交集：将两个或多个图形相交的部分保留，其他部分删除。

 差集：使用其他图形将与本图形重叠的部分删除掉。

 圆角化：让图形的边角更加柔和。

 B 样条工具：绘制出更多柔性、圆润的线段、图形。

图 2.7 所示的大黄蜂设计图，就是在 LaserMaker 软件里用简单图形通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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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差集等功能的组合绘制的。

图 2.7 大黄蜂设计图

图 2.8 所示的门牌设计图，圆角化的矩形作为门牌的外形轮廓，作品看起来

更加柔和。

图 2.9 所示的兔子耳朵，用 B 样条工具绘制出耳朵的形状，并用并集功能把

耳朵组合到兔子头上。

图 2.8 门牌设计 图 2.9 兔子设计图

2. 矩形阵列

阵列是指排成行和列的数学元素的排列，在绘图软件中，阵列命令是用来快

速、准确地复制一个对象的命令，可以根据对行数、列数、中心点的设定来将物

体进行摆放和排布。

矩形阵列常常用于多个部件的快速建模，例如图 2.10 所示的大卡车设计图，

用矩形阵列来快速复制轮胎；图 2.11 所示的直尺设计图中，用矩形阵列来快速

复制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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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直尺设计图

2.3 文本输入及编辑

LaserMaker 除了可以进行图形设计，还可以设计其他的重要构成要素，如

文字、图片等，文字既可以作为切割雕刻的主体，例如切割或雕刻胸牌；也可作

为图形中的点缀元素，例如在手环中增加文字元素，增强设计感，如图 2.12 所

示。

图 2.10 大卡车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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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雕刻文字

2.4 图形模板的应用

1. 快速造盒

在 LaserMaker 绘制盒子，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矩形工具以及并集、

差集等功能绘制带有榫卯结构的盒子，如图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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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使用矩形工具和布尔运算绘制盒子

另一种更简便和快速的方法则是利用“快速造盒”功能，只需要输入盒子的

参数，就能即刻生成盒子。这种快速设计盒子的方法可以为用户节约大量的时间。

图 2.14 是小台灯灯罩的设计图，就是用“快速造盒”功能建模的。

图 2.14 小台灯灯罩设计图

2.5 将位图转化为矢量图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一张图片的轮廓切割出来或者使用描线的加工方式进行

绘制，但是图片格式只能用于雕刻的加工工艺，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

LaserMaker 的几个便捷功能将图片快速转化为矢量图。

在 LaserMaker 中把位图转换成矢量图，一般需要配合使用“轮廓描摹”“橡

皮擦”“线段”这 3 个工具。如图 2.15 所示，左边是导入的一张画眉鸟的位图，

先用“轮廓描摹”工具提取画眉鸟的轮廓，接着使用橡皮擦工具擦掉一些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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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段，再用“线段”工具把缺失的轮廓描摹出来。经过这样的一系列处理，位

图的转换更加精细。

图 2.15 画眉鸟设计图

2.6 图形素材定义、调用及属性编辑

图库面板里的图库素材，可用于辅助使用者更高效地绘制图形。图库素材包

括常用图形、动物图形、通用素材、机械结构、精彩创意、乐造模块、乐造母版、

自定义图库和开源硬件 9个分库，每个分库有相对常用的设计图。如图 3.70 所

示，将鼠标指针移至“选择图库”，单击下拉选项，选择自己需要的分库，在分

库中选中设计图，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曳至绘图区空白处，即将图库素材添加

到了绘图区。

设计者对图库素材进行二次改良后，也可将其保存到自定义图库，作为自己

设计的常用图库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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