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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編輯器工具 

族群編輯器是 Revit 中的一種圖形編輯模式，可讓您建立及修改要用於您

專案中的族群。若要開始建立族群，請您開啟「族群編輯器」中的樣板。樣板中

包括多個視圖，例如平面和立面視圖。「族群編輯器」與 Revit 中的專案環境具

有相同的外觀和特徵，但族群編輯器在單一「建立」頁籤上則提供不同的工具。 

您可以透過下列幾種方式存取族群編輯器： 

1. 開啟或建立新族群 (.rfa) 檔案。 

2. 於您的專案中選取使用可載入或內建族群類型建立的元素，按一下右鍵，然

後按一下「編輯族群」。(您也可以按兩下族群元素將其開啟，以進行編輯。) 

 工具介紹 

 

圖 1 族群編輯去工具介紹 

 

 

A-1 族群類型：您可在其中建立新族群類型或新例證和類型參數。 

A-2 實體工具：擠出、混成、迴轉、掃掠和掃掠混成可讓您在族群中建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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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圖形。 

A-3 空心型式：提供可讓您用來切割族群中實體幾何圖形的工具。 

A-4 模型線：可讓您在不需要展示實體幾何圖形的情況下繪製二維幾何圖形。

例如，您可將門板和器具或管道繪製成 2D，而不是使用實體擠出。 

A-5 元件：可讓您選取要插入「族群編輯器」的元件類型。選取此工具後，類

型選取器會處於作用中，您可在其中選取元件。如要製作巢狀元件時，可載

入所需的族群加以編輯。 

A-6 模型文字：可讓您將告示板加入建築，也可將文字加入牆。 

A-7 開口：僅提供於主體型族群樣板中 (例如牆型或天花板型的族群)。在參

考平面上繪製開口的造型並修改其標註，即可建立開口。建立開口後，在載

入到專案時，可以選取該開口並將其設定為在 3D 和/或立面視圖中顯示為透

明。您可以在選項列上指定透明度。註:在專案環境中也可以使用「開口」工

具。 

A-8 控制：可讓您將族群幾何圖形加入您的設計後，放置箭頭以旋轉和鏡射該

幾何圖形。下列為「修改 | 放置控制」頁籤「控制類型」面板 (允許多重選

取項目) 上可用的箭頭控制：單垂直、雙垂直、單水平、雙水平等。(如 圖 2

所示) 

 

圖 2 

Revit 會圍繞原點旋轉或鏡射幾何圖形。使用兩個方向相反的箭頭，可以進行

水平或垂直鏡射。這些控制符號可在視圖中的任何地方放置。最好是將它們

放置在其控制目的位置上。 

在建築專案中，控制非常有用，可使用在建立門族群時，雙水平控制箭頭可

改變門鉸鏈位於門的哪一邊。雙垂直控制箭頭可改變開門方向是由內而外還

是由外而內。另外在系統工程專案中，控制一樣非常有用，如在建立管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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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時)，控制箭頭可讓您水平或垂直翻轉配件。 

A-9 參考線：建立類似參考平面，但具有邏輯起點和終點的線條。 

A-10 參考平面：建立參考平面，其為一個沒有界限、可在繪製線條和幾何圖

形時作為輔助平面。 

A-11 載入到專案：您可以將族群直接載入到任何開啟的專案或族群。 

B-1 符號線：可讓您繪製僅做為符號使用的線條。例如，您可能會使用立面視

圖中的符號線表示開門方向，或表示管配件的流動方向。符號線不是族群實

際幾何圖形的任何部分。符號線在其所繪製的視圖中是可見的且與該視圖平

行。 

B-2 詳圖元件：可讓您放置詳圖元件。 

B-3 符號：可讓您放置 2D 註解圖面符號。 

B-4 遮罩區域：讓您建立可遮蔽專案及族群中元素的圖案。(如圖 3 所示) 

 

圖 3 

B-5 文字：可讓您將文字註釋加入族群中。此工具通常用於註解族群。 

C-1 剖面：可讓您建立剖面視圖。 

D-1 可見性設定：因在 3D 視圖中，模型線永遠可見。可控制線在平面視圖和

立面視圖中的可見性。 

*註： 

本操作手冊所使用的 Revit 版本為 2016 版，各版本皆有用字翻譯上的差異，

手冊內截圖畫面有可能會因為軟體版本不同而有差異。 

本手冊所提到的產品規格及資訊僅提供參考，軟體內容會隨時更新，本手冊

視情況更新內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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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注意事項(規畫可載入族群) 

在建立族群的過程中必定有所變更，族群編輯器可讓您進行變更而無須再從

頭開始建立。因此在建立可載入族群之前，使用者須先考慮以下需求清單，降低

未來您變更族群時產生過多不必要的麻煩。 

 決定此族群是否需要具有多種尺寸？ 

例如若為提供數種不同大小的照明裝置，或是可做成任何長度的書架，則可建立

可載入族群(可建立不同族群類型)；若建立僅在一種規劃中出現的自訂設備，如

某一內崁式系統書櫃，則將其建立為內建族群，直接於專案中製作。 

這點非常重要，您必須在建立族群前加以考量，可依物件的大小變化性及複雜程

度，決定建立可載入族群還是內建族群。 

 決定此族群應該如何顯示在不同的視圖中？ 

物件在視圖中的顯示方式決定所需建立的 2D 和 3D 幾何圖形，以及如何定義這

些幾何圖形的可見性設定。決定物件是否應該顯示在平面視圖、立面視圖和/或

剖面視圖中。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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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此族群是否需要主體？ 

族群的主體方式 (或其會貼附或不貼附的物件) 決定應該使用哪一個樣板檔案來

建立族群。對於通常以其他元件做為主體的物件，如窗、照明裝置或鋼筋，請從

主體型的樣板開始著手。 

 決定建立模型時詳細程度為何？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需要以 3D 形式表示幾何圖形。而只需要使用 2D 造型即

可表示族群。同時，還可以簡化模型的 3D 幾何圖形，以便節省建立族群的時間。

例如，與內部彩現中看到的具浮凸嵌板的門及側燈相比，在內部立面圖上從遠處

看到的牆上電源插座所需的詳細程度較低。 

 決定什麼是此族群的原點？ 

例如，柱族群的插入點您可能希望是柱中心，也可能是柱邊。您可決定適當的插

入點協助您在專案中放置族群，欲了解設定步驟請參考本手冊定義族群原點。 

 

圖 5 

 決定此族群可用於房間計算點嗎？ 

任何以族群為基礎的元素，且可回報那個房間或空間用於明細表中者可有房間計

算點。門和窗會有房間計算點的特殊形式。 

如欲了解哪些族群品類具有房間計算點，請詳 Autodesk REVIT2016 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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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族群(關於族群) 

族群是具有共用性質 (稱為參數) 集和一個相關圖形表現法的元素群組。屬

於某個族群之不同元素的部分或全部參數可能具有不同的值，但參數集 (它們的

名稱和意義) 是相同的。族群中的這些變化稱為族群類型或類型。 

 

範例 

 「家具」品類中包括的族群和族群類型可用於建立不同的家具，如桌、椅

和櫥櫃。 

 「結構柱」品類包括可用於建立不同寬凸緣預鑄混凝土、角度和其他柱的

族群和族群類型。 

 「灑水頭」品類包括可用於建立不同乾濕灑水頭系統的族群和族群類型。 

雖然這些族群有不同的功用，並且是不同的材料所組成，但是用途是相關的。

族群中的每個類型都具有相關的圖形表現法，以及稱為族群類型參數的相同參數

集。 

在專案中使用特定族群和族群類型建立元素時，將會建立元素的例證。每個

元素例證都有一組性質，您可以在性質中變更與族群類型參數無關的某些元素參

數。這些變更只會套用至元素例證，即專案中的單一元素。如果對族群類型參數

做了任何變更，該變更會套用至使用該類型所建立的全部元素例證。 

 建立新族群 

關於不同類型的族群，Revit 中的 3 種族群是: 系統族群、可載入族群及內

建族群。在專案中建立的元素大多屬於系統族群或可載入族群。可載入族群可組

合以建立巢狀及共用族群。非標準或自訂元素則使用內建族群建立。 

*註：本手冊以 Revit 最常使用到的系統族群及可載入族群做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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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族群 

系統族群會建立您會在營造敷地組合的基本元素。範例：牆、屋頂、樓板、

管道、管等。 

系統設定 (會影響專案環境並包含圖層、網格、圖紙和視埠等類型) 也是系

統族群。系統族群是 Revit 中預先定義的族群。您無法從外部檔案將它們載入到

專案，也無法將它們儲存在專案外的位置。 

 

2. 可載入族群 

可載入族群是指用來建立以下內容的族群：通常可購買、交付，並安裝於建

築物中或周圍的建築元件，例如窗、門、櫥櫃、裝置、家具和植栽；通常可購買、

交付，並安裝於建築物中或周圍的系統元件，例如鍋爐、熱水器、空氣處理裝置

和衛工裝置，一些慣常自訂的註解元素，例如符號和標題欄框。 

由於具備可高度自訂的本質，可載入族群是您在 Revit 中最常建立和修改的

族群。有別於系統族群，可載入族群建立於外部 .rfa 檔案，然後匯入或載入到

您的專案中。對於包含許多類型的可載入族群，您可以建立和使用類型目錄，讓

您僅載入專案所需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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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族群樣板(關於族群樣板) 

使用適當的族群樣板建立新族群檔案。 

建立族群時，系統會提示您選取族群樣板，該樣板對應於族群將要建立的元

素類型。樣板可做為建築圖塊，含有開始建立族群所需的資訊，以及 Revit 在專

案中放置族群所需的資訊。 

大部分的族群樣板名稱是根據用以建立元素的元素族群類型來命名的，還有

一些樣板則在其族群名稱之後包括下列其中一個描述： 

 基於牆的樣板 

 基於天花板的樣板 

 以樓板為基礎的樣板 

 基於屋頂的樣板 

 基於線的樣板 

 基於面的樣板 

牆型、天花板型、樓板型和屋頂型這四種樣板稱為主體型樣板。只有當主體

類型的元素存在時，才能在專案中放置以主體為基礎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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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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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要使用的樣板 

不限制您依品類選取族群樣板。選取選擇樣板時所需的主體或行為型式，然

後變更品類以符合所需的族群類型。但須注意的是，某些類型的族群需要特定族

群樣板才能正常運作。 

 

若要建立... 從下列樣板類型中選取... 

2D 族群 
 詳圖項目 

 輪廓 

 註解 

 標題欄框 

需要特定功能的 3D 族群 
 欄杆 

 結構框架 

 結構桁架 

 鋼筋 

 樣式型 

作為主體的 3D 族群 
 牆型 

 天花板型 

 樓板型 

 屋頂型 

 面型 

未作為主體的 3D 族群 
 線型 

 單獨 (樓層型) 

 自適應 

 2 個樓層型 (欄) 



 BIM 元件庫展示平台製作參數化元件 v1.0 版 

12 
 

軟體版本不同，在功能上可能略有差異，使用手冊時請注意 

 從樣板建立族群 

若要建立可載入族群，請選取族群樣板，然後命名並儲存該族群檔案。使用

樣板建立族群方法如下： 

1. 從應用程式功能表 →[新建]→[族群]→選定後[開啟] 

2. 若您要建立註解或標題欄框族群 

步驟為 →[新建]→[註解符號] / [標題欄框]→選定後[開啟] 

3. 族群編輯器中大多數的族群，開啟時將會顯示 2 條或更多條的綠色虛線，這

些為參考平面，您可在建立族群幾何圖形(擠出、混成、迴轉、掃掠和掃掠混

成)時使用它們 

 

圖 7 

4. 若選擇主體型族群，也會顯示主體幾何圖形，參考門的族群樣板檔，因門須

依附在牆上，如圖 8 所示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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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族群製作完畢後，點選「儲存」對話方塊中，導覽至您要儲存族群的位置，

輸入族群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建立族群子品類(建立族群子品類) 

建立子品類，以方便控制顯示族群的不同幾何圖形元件。在建立族群時，樣

板會在族群載入到專案中後將族群指定給某個品類，該品類會定義族群的預設顯

示 (線粗、線條顏色、線條樣式，以及族群幾何圖形的材料指定)。若要將不同線

粗、線條顏色、線條樣式和材料指派指定給族群的不同幾何元件，您需要在品類

中建立子品類。稍後，在建立族群幾何圖形時，再將適當元件指定給子品類。 

例如，在門族群中，您可以將門扇、構假/豎框及平面圖打開方向/立面圖打

開方向指定給一個子品類，而將玻璃指定給另一個子品類。然後，您可以將不同

材料 (木材或玻璃) 指定給每個子品類以達成下列效果。 

建立族群子品類的步驟如下： 

1. 開啟族群後，[管理]頁籤→[設定]面板→[物件型式]  

2. 舉例：請點選門板，再[性質選項板]→[識別資料]→[子品類]下拉選單中選取

符合門板的子品類，其餘族群中不同幾何圖形元件以此類推。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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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一開始選取的族群樣板檔中，Revit 已為不同品類的族群提供了一些預

先定義的子品類，同時我們也可以自行定義屬於自己公司內部的子品類。 

1. 開啟族群後，[管理]頁籤→[設定]面板→[物件型式]  

2. 在[物件型式]對話框中[模型物件]→[修改子品類]面板→點選[新建] 

 
圖 10 

3. 在[新建子品類]對話框中輸入欲新增子品類的名稱，並指定子品類屬於哪個

族群品類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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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指定子品類線粗、線條顏色、線條樣式及材料的值： 

在線粗欄位，可設定[投影]及[切割]粗細值 

在線條顏色欄位，可從[顏色]對話框選取顏色，另也可自定義顏色 

在線條樣式欄位，可從下拉式選單中選取線條的樣式 

在材料的欄位，點選 後指定材料、切割樣式、表面樣式或彩線外觀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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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族群框架(骨架) 

族群框架(骨架)由參考平面及族群參數組成，這也是參數化元件的核心概念

之一，大多數族群樣板檔皆有預先載入的參考平面及參數，使用者可依需求加入

更多參考平面及標註參數以描述其他幾何圖形，達到您製作參數化元件的目的。 

若要建立框架，請從定義族群原點開始著手。然後，使用參考平面和參考線

的元素建立框架。接著定義族群參數。您在此階段定義的參數通常可控制元素大

小 (長度、寬度、高度)，並可讓您加入族群類型。 

 定義族群原點及配置參考平面 

首先，在建立元件族群後，緊接著須定義族群原點，它為定義使用族群建立

之元素的插入點，即為載入專案中放置的點，通常大多數族群樣本已預先定義好

原點位置，但使用者可依不同族群品類的特性或個人需求控制哪些參考平面當作

我們族群的原點。例如，一個無障礙洗手盆，在符合法規的狀況下，必須一律放

置距樓地板指定距離，因此可利用定義族群原點及參考平面達到此約束效果，兩

者關係密不可分。 

編輯「族群原點」： 

1. 開啟族群樣板後，在[族群編輯器]中，於[建立]頁籤→[基準]樣板→[參考平面]

繪製參考平面。 

2. 選取參考平面→[其他]→[定義原點]，請勾選並套用，如圖 14 所示。 

3. 選取參考平面→[修改｜參考平面]頁籤→[釘住]。藉由固定平面，可確保繪製

族群元件的過程中不會意外地移動平面(移動平面會改變族群的插入點)，如

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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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圖 14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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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參考平面」步驟為： 

 

參考平面以綠色虛線呈現，建立參考平面和參考線為稍後加入的幾何圖形建

立建構線，用於將草圖和幾何圖形約束(鎖點)在族群中。 

1. 開啟族群樣板後，在[族群編輯器]中，於[建立]頁籤→[基準]樣板→[參考平面] 

繪製參考平面，可指定參考平面的起點和終點。 

2. 選取參考平面→[性質選項板]→[識別資料]中→[名稱]欄位中，為您的參考平

面命名後並套用，如圖 16 所示。 

3. 選取參考平面→[性質選項板]→[其他]中→[是參考]欄位中，設定您的參考平

面的性質，透過設定此欄位，當您將族群放置於「專案檔」中時可指定加註

標註或所點的參考平面。 

 

圖 16 

若要在已放置於專案中的族群上進行標註或鎖點其位置，您需要在族群編輯

器中定義參考。您可設定已對齊至幾何圖形的參考平面，作為[建議參考/次要參

考]。 

 建議參考的標註和鎖點的優先順序最高。例如，建立窗族群並將它放置在專案

中，放置此族群時，暫時標註將會鎖點至族群中的任何建議參考。在專案中選

擇此族群時，暫時標註將顯示在建議參考上。如果放置永久標註，窗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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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建議參考將會先亮顯。建議參考的優先順序高於牆參考點 (例如其中心

線)。 

 次要參考的標註和鎖點的優先順序最低。因為建議參考會先亮顯，所以將族群

放置於專案中並進行標註時，可能需要按鍵盤[Tab]鍵 選取次要參考。 

 無參考不會顯示於專案環境中，因此，您無法標註或鎖點至專案中的那些位置。 

 

若要指定「是參考」值： 

1. [建立]頁籤→[基準]面板→[參考平面/參考線]，然後繪製線條或參考平面。 

2. 選取參考線或參考平面(須同一類別一起選取才可編輯，多重選取擇否)，接

著於[性質選項板] →[是參考] 選取[建議參考/次要參考]。 

*註:所有之後繪製的參考平線及參考線預設參考性質(是參考)均為[次要參

考]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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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參考平面和線進行標註(建立參數、公式) 

已配置好的參考平面及參考線應與規劃的幾何圖形的主要軸對齊，才是制定

好族群框架。接著，我們應給予參考平面定義族群參數，方以指定及控制這些幾

何圖形。可思考如何控制該族群開始著手，如高度、寬度和深度是族群中最常使

用的三種標註，使用者可能須依照使用需求去加入更多標註，以描述其他幾何圖

形。 

建立族群參數的第一步是在參考平面和架構線之間放置標註，以便標記您要

建立的參數式關係，步驟詳如下方： 

1. 選取您已建立好的架構(由參考平面及參考線組成)，[詳圖]頁籤→[標註]面板，

選取標註類型。 

2. 在參考平面之間或是參考線上放置標註。 

3. 若要約束(鎖住)標註的距離，可選取標註會出現鎖頭符號，鎖頭類似切換功

能，因此按一下符號將鎖住或解鎖該約束。 

4. 建議將標註進行約束，確保幾何圖形的參數化行為與調整族群時所設計的行

為方式相同。*注意您可能須要開啟族群中的不同視圖(如平面圖及立面圖)，

才能建立某些標註。 

 

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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