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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中国认证考试大纲 

Autodesk Fusion 360（User）认证考试大纲 

试题说明： 
唌儌刾億週30 佀  
唌傚乿俓週90 亾呯 
傚儌佹圔週冞內儌仯乧內儌 

 

考试内容： 

【考试知识点】 

� （ 3%）基础知识                                  （ 1 题） 

� （ 3%）用户界面                                   （ 1 题） 

� （ 3%）协作                           （ 1 题） 

� （ 7%）草图                                 （ 2 题） 

� （14%）模型                              （ 4 题） 

� （10%）装配                                                                 （ 3 题） 

� （7%）动画                                                                  （ 2 题） 

� （10%）渲染                                                                 （ 3 题） 

� （7%）工程图                                                                （ 2 题） 

� （4%）高级建模                                （ 1 题） 

� （10%）造型                              （ 3 题） 

� （ 3%）3D 打印                              （ 1 题） 

� （ 3%）仿真                              （ 1 题） 

� （ 7%）CAM                              （ 2 题） 

� （ 3%）衍生式设计                          （ 1 题） 

� （ 3%）脚本与附加模块                           （ 1 题） 

� （ 3%）面片模型                             （ 1 题） 

�  

 

丅蔌 圫敾侂嘑［1 道题］ 

1. F360 丂刓俀兒吚 

2. 乪匘哹嘵偘勜圫敾 

 

二、 用户界面［1 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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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刲伈垷囬坋仯乿俓偮 

2. 匞傋匫內囃 

 

三、 协作［1 道题］ 

1. 啟啒丅並囃匱 

2. 乕処俋僉 

3. 廻傤両亁乊丅並囃匱 

4. 刲伈 A360 丳卙偘偼劕仯唓凘俋僉 

5. 凍俥卙偘撖刾嚰亾侾撖宺劅撖嫞佲埶囬 

6. 喬刾嚰凕偘 

 

四、 草图［2 道题］ 

1. 2D 圵僿 

2. 儺伈勪僴 

3. 刲伈圵僿図姽 

4. 嵒埳圵僿 

5. 唓凘圵僿 

6. 偼崜伂岺圵僿 

7. 圵僿厛嘊 

8. 卂刾剤圵僿 
 

五、 模型［4 道题］ 

1. 嗰媏仯嗰  

2. 嘨啟丅並埬嘵丂凟巹 

3. 嘨啟 3D 丂槧嶊凟巹 

4. 嘨啟掅傘 

5. 嘨啟啝懟傘 

6. 嘨啟揙儱傘 

7. 嘨啟丅並儜幗丂兒俴仯洊 

8. 刲伈兾儼嵒埳儅嘇嵒埳佊丠倝凩 

9. 叢蔌嗂億仯憳俴亾徫 

10. 嗸崊 STL 匰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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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刲伈伀攗嶡 

12. 刲伈憘埬 

13. 嘨啟戺 

14. 刲伈嚉掅儅嘇 

15. 刲伈卙佀儅嘇 

六、 装配［3 道题］ 

1. 嘨啟仯卙偘凜嗙峽兌僉 

2. 儉 傘嘨啟峽兌僉 

3. 仴尰仯凜嗙偼劶 

4. 呡摥 

5. 僺兌堣伈峽僉 

6. 嘨啟搼塭丂凜嗙偼劕 

7. 凜嗙傘乨嘨啟峽僉 

8. 凜嗙傘乨偆乶峽僉 

9. 嗇儼啍圔嘵 

 

噿蔌 ⒍幎［3 道题］ 

1. 嘨啟凜嗙刓佲亾徫 

2. ⒍幎丂咊埥 

3. ⒍幎儱吚 

4. 嗠哵償⒍幎 

5. 婳噯嵒埳坋 

八、 佲嗠［2 道题］ 

1. 佲嗠儅俻噾坬 

2. 乿俓洊佲嗠 

3. 峽兌僉丂抙亾 

九、 工程图［2 道题］ 

1. 嘨啟丅並傚僿撖圫敾丂仯勩凐丂撖堅兌噝劶丂 

2. 俇倵劅寗 

3. 嵒埳傚僿 

4. 嵒埳僿槗仯嘊儌 

5. 儅嗐僿嘊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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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嘨啟儅嗐僿 LOGO 

7. 儅嗐僿伀攗嶡 

8. 儅嗐僿嘊嘑撽刯 
 

十、 高级建模［1 道题］ 

1. 慥搥 

2. 倲佺 

3. 抙亾仯儬儸倓傘 

4. 刲伈亾敺俴 

5. 嘨啟槧嶊儧峝  

6. 廘傞倻匰匰厯 

7. 刲伈 McMaster-Carr 搤 
 

十一、 造型［3 道题］ 

1. 嘨啟埬嘵 

2. 嵒埳埬嘵 

3. 傋崋 

4. 兒幯仯侰傘埬厯 

5. 廘傞冎 

6. 拰倲冎 

7. 仴坃図姽 

 

十二、 3D 打印，添加加工［1 道题］ 

1. 嘨啟 3D 俲婁俋僉 

2. 嘨啟厲倄埶囬 

3. Print Studio 嘑偉匰厯 

 

十三、 仿真［1 道题］ 

1. 儜幗亾徫仯巓侴 

2. 儼嶚亾徫圔偉 

3. 慽伅圔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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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CAM［2 道题］ 

1.  儅俻厛嘊劕搡WCS摞 

2. 嬯嘇搤丂咊埥 

3. 乧洊倵儅 

4. CAM 呥匔 

5. 嘨啟 2D 塭澗 

6. 嘨啟 3D 乪哤儺儃岕 

7. 倵儅兒俴內傐 

8. Adaptive 倵儅岼娢 

9. 嘨啟侞噷劑勚 

10. 佔乬嬯嘇傾旘 

11. 伖凕偘 

 

十五、 衍生式设计［1 道题］ 

1. 浂亖厯咊劒儅俻噾坬 

2. 凪唃啍揃旳儴倝凩僿儯 

 

十六、 脚本与附加模块［1 道题］ 

1. 乪僌囸俥偁幒倵埬嘙丂圔偉 

 

十七、 面片模型［1 道题］ 

 1. 垳俴勧匎丂侰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