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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说明：

本文档会跟随编辑器的新功能更新而持续更新。
最新版本请前往 立创EDA使用教程.pdf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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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编辑器  

立创EDA专业版与标准版的区别  

立创EDA目前有两个版本，立创EDA专业版和立创EDA标准版。标准版面向学生，教育，功能和使用上
更简单；专业版面向企业，团队，功能更加强大，也约束性更高。

具体的功能差异请查看：立创EDA版本对比

准备工作  

运行编辑器提示无显卡或者显卡性能过低  

当电脑不支持 WebGL 的时候会跳出该提示，因为 PCB 需要使用显卡加速(WebGL引擎)，否则 PCB 无
法正常运行。通常 2015 年之后的电脑和显卡都是支持的。

请尝试以下操作：

1、请使用最新的谷歌或者火狐浏览器，在浏览器设置开启硬件加速。
2、更新显卡驱动到最新版本。
3、如果仍然提示，请在显卡图形设置软件里面把浏览器的图形显示加入到显卡加速列表里面。
4、以上操作无效则需要更新设备，你的电脑可能不支持 WebGL。
5、或者请使用立创EDA标准版。https://lceda.cn/editor

推荐电脑配置：2017 年后的电脑和显卡，CPU i5，内存 8GB，1080P 的显示屏。

提示当前浏览器环境不支持运行立创EDA专业版  

因为立创EDA专业版使用到 indexedDB 技术，如果浏览器不支持时，会有该提示。

1、请使用最新的谷歌或者火狐浏览器
2、如果使用的是火狐浏览器，请不要在隐身模式(匿名模式)打开编辑器

库文件  

如何创建库文件  

1、在编辑器主页，点击新建器件。
2、器件绑定符号和封装，如果没有符号和封装，需要先新建。
3、新建完成后，在底部面板（快捷键 S） ，或者在器件放置对话框（快捷键 SHIFT+F）找到器件列
表，选择器件放置在原理图中。

立创EDA的元件库是怎么区分的  

立创EDA的库分为：器件库，符号库，封装库，复用图块库。
器件 = 符号 + 封装 + 3D模型。可以很好的进行符号、封装、3D库等复用。新建器件需要关联符号封
装等。
只支持放置器件在原理图或PCB，当器件放置的原理图后，它会带上符号，此时实例化为元件。画布上
的器件为元件。

原理图  

怎么放置网络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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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创EDA专业版不再支持网络标签，请绘制导线后，给导线设置一个名称属性，导线名称就是网络名。
也可以在悬浮小工具放置网络标志符创建网络，并给网络标志符设置名称。

怎么在网络名上方添加横线  

在导线的网络名最前面输入波浪号，比如 ~VSS 。

如果需要需要同时存在有上横线和无上横线的网络名则再次输入一个波浪号，比如： ~VSS~/GND , 那么 

VSS 上方有上横线，斜杠后面没有。

符号引脚名称也是同理。

怎么创建层次图  

在顶部菜单 - 放置 - 复用图块，输入图块的名称，完成后，选中图块右键，展开，此时可以放置端口，
器件符号等，再通过顶部菜单 - 设计 - 更新图块符号，来创建复用图块符号的引脚信息等。
创建完成后，可以在底部面板(快捷键S打开)的工程库，切换到复用图块，进行放置在原理图。

可以支持多层次嵌套的层次图。

怎么批量旋转电路  

当批量选择电路有包含导线的时候，是不允许整体旋转的。不包含导线时按空格键旋转。

怎么在一个工程创建多个子项目  

在顶部菜单 - 新建 - 板，将自动创建新的板子，原理图，PCB，此时即可支持多个板的设计。

PCB  

怎么设置设计规则  

在顶部菜单 - 设计 - 设计规则

怎么生成PCB下单文件  

在顶部菜单 - 导出 - PCB制板文件Gerber

怎么修改铺铜的热焊  

在设计规则修改铺铜的规则即可。

怎么显示隐藏铺铜  

在右侧过滤选项卡，把“铺铜区域(填充)”隐藏。或者点击铺铜，右键隐藏。快捷键 SHIFT + M 显示
或隐藏全部。

添加常用字体  

支持设置自己的常用字体。这些字体需要均已经安装在本地电脑才可以被编辑器调用，否则编辑器会自
动使用浏览器提供的默认字体进行渲染。

添加自定义字体：
1）先安装自己需要的字体在本地电脑，如果已经有字体可以忽略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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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Windows 系统为例，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字体设置，获取字体名称。需要获取准确的显示名
称，不能是字体文件的文件名。

3）根据字体名称添加一个字体。

4）在原理图的或者 PCB 的文本字体切换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字体，此时可以进行字体切换。

该添加的字体可以被原理图，面板，PCB等使用。

导入  

怎么导入立创EDA标准版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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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专业版，在开始页点击“迁移标准版”图标即可导入标准版的文件。

2、在专业版未打开工程时，先在立创EDA标准版 - 工程列表 - 右键 - 下载工程，然后在立创EDA专业
版 - 导入立创EDA(标准版)，选择 ZIP 压缩包导入即可。

如果是库文件，则在立创EDA标准版先导出立创EDA格式，再导入即可。导入原理图库的时候可以选择
导入时生成器件还是符号，还是同时生成。

注意：如果有 PCB 的，请务必把原理图和 PCB 一起压缩后导入。

3、在专业版已打开工程时，可以选择导入立创EDA标准版的单个 JSON 文件，导入后会插入在当前已
打开的工程里面。

怎么导入AD(AltiumDesigner)或Protel或Kicad的文件  

具体请看：导入Altum文件

其他文件的导入请看导入导出章节。

--

客户端  

立创EDA专业版客户端支持三大运行模式：

全在线模式：需要登录，库和工程都存在云端，支持协作，支持自动备份云端工程到本地；
半离线模式：不需要登录，库和工程都存在本地，不支持协作，支持使用云端系统库。推荐使用该
模式。
全离线模式：不需要登录，库和工程都存在本地，不支持协作，不支持使用云端系统库。内置 
1w+ 常用的系统库。

启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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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

关于菜单和顶部栏：

  

安装客户端须知  

1）之前未安装过测试版的，可直接安装；
2）之前安装过测试版的，建议先卸载旧版本再安装，避免缓存影响；
3）请确保你的电脑有显卡，独立显卡更好；
4）仅支持64位，不支持XP系统。

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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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ceda.cn/page/download

「windows版本」因系统兼容性问题，有可能出现安装后启动界面白屏，没有加载到编辑器，或者要等
很久才可以加载出来，如果遇到加载界面白屏请关闭防火墙再试，或者联系技术支持解决，QQ：
800821856。
「Linux版本」请按照下载后的压缩包提示进行安装。
「Mac版本」稍后提供。

加载激活文件  

激活文件免费下载地址：https://lceda.cn/page/desktop-client-activation 

  

*注意：
1）激活文件免费下载，不需要破解，正版授权，注册后即可下载；
2）激活文件包含你的账号信息，请不要对外公开，并妥善保管；
3）激活文件不可修改，修改后导入无法激活。

设置运行模式  

导入激活文件后即可打开客户端界面，点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或开始页的「设置」图标来设置运行
模式。

右上角齿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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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页设置按钮：

运行模式说明：

全在线模式：

需要联网使用，需要登录，支持团队协作。
数据全部存储在云端服务器。
支持自动备份在线工程在本地，编辑器会根据设置的备份间隔把工程压缩包备份在该文件夹
下。

半离线模式/全离线模式：

半离线模式支持使用在线系统库。
个人的库和工程都存储在本地。
支持设置库路径，支持添加多个库路径。



支持设置新建工程的默认存放路径。

新建或打开工程  

新建的工程文件是独立的 eprj 文件

打开的时候也可以选择 eprj 文件进行打开，支持直接双击 eprj 文件直接打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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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左侧工程列表打开工程，打开客户端会自动加载工程路径下的全部工程，也可以右键刷新工程
列表

  

创建元件库  

在开始页点击「新建元件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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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打开文档后」在顶部菜单栏点击【文件】＞【新建 】＞【元件库】

  

新建后在底部左侧元件库列表可以找到

新建器件，符号，封装等的时候选择保存在个人的库即可。

  



数据目录说明  

立创EDA专业版客户端安装后会默认创建数据文件夹在 Documents\LCEDA-Pro，请不要删除或修改
该目录下的文件，避免产生错误。

cache：数据缓存目录
database：数据库目录
example-projects：示例工程目录
libraries：默认的库文件目录。系统库 lceda-std.elib 和 个人创建的库文件存放目录。系统库文
件删除后，客户端重启会自动重新生成。
online-projects-backup：默认的全在线模式时，在线工程自动备份工程 zip 文件存放目录。
projects：默认的工程文件存放目录。目录内有“工程名_backup”文件夹，是该工程的备份 zip 
文件存放目录。
reuse-blocks：默认的复用图块文件存放目录。

右键菜单  

你可以在开始页操作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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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打开文档」后，在顶部菜单栏文字处打开右键菜单。

  

前进/后退：当在客户端打开了其他网页，可以使用这个前进后退进行返回上一页或者下一页
重新加载：重新加载当前编辑器或者页面
放大/缩小/重置/全屏：缩放客户端界面大小。
新开编辑器窗口：和点击编辑器左上角的logo行为一致，可以打开多个编辑器，打开多个编辑器
时你可以分别打开不同的工程，进行文档和元件的相互复制粘贴；分别打开工程的原理图和
PCB（目前不支持相互定位和更新数据，将于V1.5版本支持）
客户端设置：打开客户端的设置对话框。
开发者工具：打开后可以查看控制台console是否有报错，如果编辑器运行出错可以把console的
报错信息(红色内容)截图发给技术支持，再次按 F12 关闭开发者工具。

开启硬件加速  

立创EDA专业版PCB使用GPU渲染，如果电脑有独立显卡可以根据这个教程进行开启GPU加速，否则如
果电脑是双显卡的，会默认使用集成显卡渲染。
【教程】立创EDA专业版开启GPU加速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2369610?spm_id_from=
333.999.0.0

已知问题  

1）目前的版本在半离线模式和全离线模式均不支持3D预览和导出3D文件，预计 V1.6版本将支持。需
要导出step文件的，请先把工程另存为本地，再导入在线版，再导出step文件。
2）暂不支持多屏互动，相互定位选择。
3）设置里面的检测更新暂未实现。
4）Linux版本右上角的最大化区域偏移。 

综上你已经学会立创EDA专业版客户端的运用，剩下的请学习立创EDA专业版编辑器的使用吧：
prodocs.lceda.cn
如果你在使用途中发现了客户端的BUG， 请及时反馈给我们修复，感谢你对立创EDA一如既往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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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Windows：https://image.lceda.cn/files/lceda-pro-windows-x64.exe 
下载地址Linux：https://image.lceda.cn/files/lceda-pro-linux-x64.zip 
激活文件免费下载：https://lceda.cn/page/desktop-client-activation 
在线编辑器访问：https://pro.LCEDA.CN/editor

目前发现部分 Win7 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客户端，无法正常打开界面，原因未知，属于系统兼容性问题。
有时候需要比较长的时候才可以加载显示页面。

如果打开白屏，可以尝试：  

1、先关闭防火墙，再启动客户端。如果关闭后正常运行，则需要把客户端添加进入防火墙白名单。
如何关闭防火墙：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d4c2979d55c41756e6e60a1.html

2、如果关闭防火墙仍然白屏无法加载，请尝试。

先关闭客户端

picture 289
    -    3、回车
    -    4、再打开客户端  

线上工程导入  

如果你想把线上云端的工程导入到客户端的离线模式等，你可以：

1、在浏览器打开工程，在：文件 - 另存为本地，得到工程压缩包文件
2、在客户端的离线模式，开始页：导入专业版。进行导入

不支持批量下载专业版工程，也不支持批量导入。

导出工程到线上  

同上操作，在打开工程后，在：文件 - 另存为本地，得到工程压缩包文件，再把工程导入在在线版编辑
器即可。

-

联系我们  

QQ支持  

工作日(09:00~18:00)

客服专员QQ： 800821856

QQ交流群：加群需要验证客编(在个人中心账号信息可以查看)

-    1、在**管理员权限**打开系统的 cmd 命令窗口  

WIN + R 键，然后输入 cmd，回车  

![picture 288](../_images/Client-20200808033918.png)  

-    2、在打开的 cmd 窗口输入：`netsh winsock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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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支持  

立创EDA公众号：lceda-cn  

立创EDA微信号：lcedacn    

工作日(09:00~18:00)

  

电话支持  

工作日(09:00~18:00)

座机：请联系手机

手机：153 6159 2675

  

邮件支持  

社区支持  

立创EDA为广大用户提供了友好的社区支持。

社区请访问：立创EDA用户论坛  

目前立创EDA和立创社区的账号体系互通，可以直接登录。

1. 你可以在社区直接提问需求帮助，技术支持或资深用户会及时查看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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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你不想别人看到你的问题，你可以联系技术支持。建议使用社区提问，以便作问题记录，方便
其他用户查看和搜索，加速学习进度。

3. 如果你发现了编辑器的BUG，包括使用上的操作BUG，系统库文件的错误，请及时联系我们进行
修复。

其他  

立创商城元件订单问题请联系：https://www.szlcsc.com/contact.html

嘉立创PCB订单问题请联系：https://www.sz-jlc.com/portal/vcontact.html?1

注意： 

如果是使用技巧上面的问题，请先查看本帮助文档后尝试自行解决，本文档已经阐述立创EDA几

乎所有功能。若仍然不能解决，可通过以上方法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由于立创EDA没有太多的人力资源去专门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解决你的问题可能会有一定的滞

后，技术支持人员会尽快回复解决。  
当前技术支持人员更多的是协助新用户对编辑器的熟悉和使用。

介绍  

简介  

立创EDA目前有两个版本，立创EDA专业版和立创EDA标准版。

立创EDA专业版是立创EDA团队花费一年的时间，全力打造的一个全新的版本，在 2019 年末推出，请
以一个新的工具来对待，立创EDA标准版的某些功能和宽松限制不一定会提供。 

立创EDA专业版的数据和立创EDA标准版的数据不互通，请查看最下面的导入章节，导入标准版的工程
文件。

立创EDA专业版  

功能更加强大，标准版的遗留问题都会解决掉，全新的 PCB 绘制。
PCB 基于 WebGL 引擎，可以流畅提供数万焊盘的PCB设计，各种约束也会加强，提供更加强大
的规则管理等。
各种约束也会加强，提供更加强大的规则管理等。
更强大的器件选型功能，不需要频繁在立创商城和立创EDA编辑器之间来回切换。
提供了器件概念，器件 = 符号 + 封装 + 3D模型 + 属性，只允许放置器件在原理图/PCB画布
中。加强库的复用。
支持层次图绘制，可以支持多达 500 页原理图页绘制，PCB 支持五万个元件依然可以流畅缩放和
平移和布线。
支持一个工程多个单板设计。
更强大的 DXF 导入导出，更强大的 PDF 导出。
内置自动布线功能，标准版需要外接自动布线插件。

立创EDA专业版还在不断开发中，立创EDA标准版原有的一些功能将逐步提供。

立创EDA标准版  

立创EDA标准版立项于 2011 年，最先推出海外版本 EasyEDA，2017正式推出国内版本立创EDA
立创EDA标准版的某些功能和宽松限制不一定会在专业版提供。 
立创EDA标准版基于 SVG，在一些大一点的板子会比较卡顿。
立创EDA标准版后续将以修复 BUG 为主，大功能基本不再增加；主推立创EDA专业版，建议尽快
迁移到专业版。

af://n234
https://www.szlcsc.com/contact.html
https://www.sz-jlc.com/portal/vcontact.html?1
af://n245
af://n246
af://n250
af://n271


数据：

立创EDA专业版的数据和立创EDA标准版的数据不互通，提供标准版数据迁移到专业版，在专业
版开始页有迁移入口。
支持导入标准版到专业版。请查看最下面的导入章节，导入标准版的工程文件。

库文件：

立创EDA专业版提供了一个器件概念，器件 = 符号 + 封装 + 3D模型 + 属性参数，以实现高度复
用，只允许放置器件在原理图画布中。
标准版不能进行符号库复用。
专业版暂不支持原理图模块和PCB模块。

具体功能对比  

af://n295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工程 公开分享 V V

 团队协作 V V

 版本切换 V V

 工程日志  V

 多板设计  V

 跨工程复制粘贴 V V

界面 最近工程/库  V

 同时展示工程和文档 V  

 自定义快捷方式  V

 示例工程 V V

 自定义顶部工具栏  V

 底部面板  V

 多窗口定位 V V

导入EDA文件 导入Altium Designer V V

 导入EAGLE V V

 导入KiCad V V

 导入立创EDA标准版 V V

 导入立创EDA专业版  V

 导入PADS  V

 导入Protel  V

 导入LTspice  V

其他 回收站 V  

 文档恢复 V  

 插件/脚本 V  

 文档历史 V  

原理图 另存为模块 V  

 打印 V  

 拖移 V V

 替换  V

 查找相似对象 V V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分配位号 V V

 位号位置调整 V V

 阵列对象 V V

 多种选择对象  V

 全局删除 V V

 清空画布/删除全部 V V

 锁定/解锁 V  

 导线 V V

 总线 V V

 总线分支 V V

 网络标签 V V

 网络端口 V V

 非连接标志 V V

 复用图块  V

 电压探针 V  

 引脚 V  

 画布原点 V V

 文本 V V

 圆弧 V V

 图片 V V

 线条 V V

 贝塞尔曲线 V  

 表格  V

 箭头 V  

 自由绘制 V  

 矩形 V V

 多边形 V  

 椭圆 V  

 打散/组合为元件 V  

 编辑元件引脚信息 V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工程库模板/编辑工程库  V

 旋转/翻转/对齐/分布 V V

 图元上下移 V V

 缩放 V V

 适应全部 V V

 适应选中/框选  V

 全屏 V V

 切换网格类型 V V

 高亮网络 V V

 主题设置 V V

 文档预览 V  

 原理图转PCB/更新PCB V V

 生成/更新图块符号  V

 设计规则/检查DRC  V

 从元件库更新元件 V V

 重置元件唯一ID V V

 工程图纸模板设置  V

 交叉选择 V V

 布局传递 V V

 符号向导 V  

 封装管理器 V V

 电路仿真 V  

 导出BOM V V

 一键元件下单 V V

 上传BOM到立创ERP V V

 画布显示元件属性  V

 全局元件属性  V

 图元过滤  V

 左侧网络树 V V

 左侧元件树 V V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左侧对象树  V

 左侧常用库 V V

 自定义常用库  V

 底部元件库  V

 高级原理图设置  V

 自动保存  V

PCB 重复  V

 高级吸附  V

 阵列对象 V V

 添加圆角/倒角  V

 锁定/解锁 V V

 2D/3D预览 V V

 3D外壳预览  V

 3D外壳设计  V

 翻转板子视图  V

 轮廓视图  V

 切换单位 V V

 切换网格尺寸/样式 V V

 极坐标系  V

 飞线显示隐藏 V V

 网络高亮 V V

 对象高亮  V

 导入更新 V V

 选择导入更新内容  V

 设计规则 V V

 高级设计规则  V

 实时DRC V V

 交叉选择 V V

 网络类管理器  V

 差分对管理器  V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等长网络组管理器  V

 从元件库更新元件 V V

 打散/组合为元件 V  

 直接编辑封装焊盘 V  

 右键编辑封装  V

 过孔 V V

 盲埋孔  V

 缝合孔/批量过孔 V V

 焊盘 V V

 板框 V V

 铺铜区域 V V

 填充区域 V V

 挖槽区域 V V

 禁止区域  V

 导线 V V

 线条  V

 测试点  V

 文本 V V

 图片 V V

 尺寸 V V

 堆叠表  V

 钻孔表  V

 设置画布原点 V V

 对象过滤 V V

 对象隐藏 V V

 层隐藏 V V

 层锁定  V

 单路布线 V V

 拉伸导线 V V

 差分对布线 V V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等长调节 V V

 自动布线 V V

 导出导入自动布线文件 V  

 布线阻挡 V V

 布线忽略 V V

 布线推挤  V

 布线环绕 V V

 布线拐角 V V

 布线宽度 V V

 移除回路 V V

 清除布线 V V

 清除元件连接  V

 绘制过程中右键菜单  V

 组合对象  V

 属性位置 V V

 互换位置  V

 偏移/对齐/分布/旋转/翻转 V V

 指定间距分布  V

 测量距离 V V

 命令  V

 泪滴 V V

 拼板 V V

 日志  V

 图层管理器 V V

 铺铜管理器 V V

 3D模型管理器 V V

 嘉立创SMT选型工具  V

 焊接辅助工具  V

 导出BOM V V

 导出制造文件Gerber V V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自定义层/对象导出Gerber  V

 导出坐标文件 V V

 导出3D文件OBJ V V

 导出3D文件STEP  V

 导出3D外壳文件  V

 导出测试点报告  V

 导出PDF V V

 自定义对象导出PDF  V

 导出DXF V V

 自定义对象导出DXF  V

 导出Altium Designer V V

 PCB信息 V V

 高级PCB设置  V

 常用字体设置  V

面板 面板设计  V

 2D预览  V

 交集/差集/并集/互斥  V

 导出面板制造文件  V

器件库 新建器件  V

 绑定符号/封装/3D模型  V

 添加图片  V

 自定义分类  V

 添加属性  V

符号库 新建元件符号 V V

 
新建图纸/网络标识/网络端口/无电气

符号
 V

 新建图纸符号 V V

 符号向导 V V

 高级符号向导  V

 图纸符号向导  V



分类 功能
立创EDA标准

版
立创EDA专业

版

 条形/矩形多引脚放置  V

 引脚管理器 V V

 创建多部件/子库 V V

 批量重新编号引脚  V

 添加属性 V V

 绑定封装 V  

封装库 创建元件封装 V V

 添加属性 V V

 绑定3D模型 V  

 焊盘管理器  V

 封装向导 V  

 智能尺寸 V V

 检查尺寸 V V

 查找相似系统封装 V  

 自动裁剪丝印 V V

3D模型库 导入OBJ V V

 导入WRL V  

 导入STEP  V

 替换3D模块 V V

复用图块/层次图
库

新建复用图块  V

原理图模块库 新建原理图模块 V  

PCB模块库 新建PCB模块 V  

仿真符号库 新建仿真符号 V  

    

-

使用界面  

顶部可点击跳转工作区和编辑区，在工作区是用户的工程管理区，工作区可以对工程进行编辑、删除、
添加团队成员等。

af://n1468


立创EDA专业版的左侧面板是显示当前用户的所有工程，包括加入的团队工程，双击可打开工程。

编辑器中间左侧是一下快速创建方式的列表，能够在主页中快速创建工程、符号器件等操作。



中间右侧是一些常用的网站快捷方式，可手动添加自己常用的网站。

点击“+”号进行添加网站



在弹窗中输入名称、网址和更换图标。图标的尺寸建议48x48px的，过大载入图标会显示错误。

底部面板是显示最近设计的工程，还有符号、封装、复用图块。双击可打开相应的工程。



编辑器主页右下是显示我们立创EDA公布的一些信息。



右上侧图标是我们专业版教程的链接，点击是可以跳转至我们立创EDA专业版的使用教程中。



-

设计流程  

简单的设计流程如下：
1、如果没有需要的库，则先画库：器件，符号，封装。器件需要绑定符号和封装。

af://n1489


2、新建工程，放置器件在原理图

3、原理图转PCB

4、导出BOM和Gerber下单。





-

团队协作  

立创EDA是一个很好在线团队协作的EDA，工程成员添加，工程成员权限管理设置。

操作步骤：

点击编辑右上角头像，进入工程管理界面。

在工程管理界面中点击成员进入工程成员管理界面。

在工程成员管理界面中能看到工程的归属人员，创建时间，最后修改的人员和最后修改的时间。

af://n1496


添加成员  

给工程添加成员。

点击添加工程成员。

输入需要添加成员的用户名称

选择成员的权限，点击添加，即可添加成员进入工程。

超级管理员：个人工程的所有者。拥有对工程所有的操作权限
管理者：拥有工程文档，工程设置，工程下载，移除工程成员（除了超级管理员外）工程成员的操
作权限。
开发者：拥有工程文档，附件创建编辑权限。
观察者：拥有对工程文档，附件查看权限。

af://n1507


创建团队  

在工作区中，可以通过创建一个团队来进行协作开发。

  

给团队添加成员，设置团队的权限。

af://n1525


在创建库或者工程的时候，选择团队，那么就可以给团队的成员设置不同的工程权限。

-

个人设置  

立创EDA专业版的个人设置同步至服务器，无论你在哪个浏览器登录都可以自动同步下来，减少多次配
置的操作。

系统  

画布缩放：默认鼠标滚轮缩放，可根据个人喜好修改Ctrl + 滚轮缩放。在绘制过程中，长按鼠标右键移
动画布，绘制时默认单击右键取消绘制。

显示符号/封装更新对话框与提示：勾选后每次更新符号或封装都会弹出提示框。

分类  

对器件、符号、封装、复用图块分类选项的添加和删除设置。

af://n1532
af://n1534
af://n1538


原理图/符号  

对原理图和符号界面的一些个人操作设置。

主题  

对原理图图纸颜色主题进行设置。

af://n1541
af://n1544


PCB/封装  

对PCB和封装绘制界面的设置。

主题  

PCB和封装界面的绘制界面颜色设置。

常用网格尺寸  

设置PCB和封装界面网格的常用尺寸，方便更改。

常用线宽  

设置PCB走线的线宽设置。

常用过孔尺寸  

设置PCB走线的常用过孔设置。

af://n1547
af://n1549
af://n1551
af://n1553
af://n1555


吸附  

支持多种吸附设置，可以很方便进行各种吸附。

面板  

支持定义面板文档相关的设置。

主题  

面板文档的新建时应用的主题。

常用字体  

支持设置自己的常用字体。这些字体需要均已经安装在本地电脑才可以被编辑器调用，否则编辑器会自
动使用浏览器提供的默认字体进行渲染。

添加自定义字体：
1）先安装自己需要的字体在本地电脑，如果已经有字体可以忽略这步。

2）以 Windows 系统为例，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字体设置，获取字体名称。

af://n1558
af://n1560
af://n1562
af://n1564


3）根据字体名称添加一个字体。

4）在原理图的或者 PCB 的文本字体切换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字体，此时可以进行字体切换。

该添加的字体可以被原理图，面板，PCB等使用。文本切换字体的时候可以看到新的字体。

图纸  

设置新建工程时的默认图纸的基本信息。

af://n1572


属性  

对器件，封装，符号的自定义属性添加或删除。

快捷键  

自定义快捷键和命令的查看和修改。

af://n1575
af://n1578


顶部工具栏  

对顶部工具栏的快捷放置添加和删除设置。

保存  

可设置文档自动保存，保存的时间和数量，和工程的自动备份参数设置。

af://n1581
af://n1584


-

快捷键  

立创EDA专业版提供了很多快捷键供用户使用，每一个快捷键均可以进行配置。

进入快捷键配置选项：

顶部菜单栏 - 设置 - 快捷键

修改快捷键  

双击快捷键编辑器，然后输入相应修改的快捷键，点击确认即可修改。

af://n1588
af://n1593


共用快捷键  

相同的快捷键可以使用在不同的文档中，默认的快捷键列表如下。

af://n1596


功能 快捷键

取消绘制状态(默认) /关闭弹窗 鼠标右键(单击)，ESC

打开工程 Ctrl+O

新建工程 Shift+N

保存 Ctrl+Shift+S

保存全部 Ctrl+S

撤销 Ctrl+Z

重做 Ctrl+Y

剪切 Ctrl+X

复制 Ctrl+C

粘贴 Ctrl+V

交叉选择 Shift+X

布局传递 Ctrl+Shift+X

根据中心移动 M

删除所选 Delete

上一页 Page Up

下一页/新建图页 Page Down

上一个部件 Page Up

下一个部件/新建部件 Page Down

全屏 F11

全选 Ctrl+A

查找替换 Ctrl+F

放大 A

缩小 Z

适应全部 K

视图向左滚动 Left

视图向右滚动 Right

视图向上滚动 Up

视图向下滚动 Down

高亮网络 H

取消高亮网络 SHIFT+H



功能 快捷键

单位 Q

展开/收起底部面板：元件库，DRC，查找结构，日志 S

左向旋转 Space

左对齐 Ctrl+Shift+L

左右居中 Shift+Alt+E

右对齐 Ctrl+Shift+R

顶部对齐 Ctrl+Shift+O

上下居中 Shift+Alt+H

底部对齐 Ctrl+Shift+B

对齐网格 Ctrl+Shift+G

水平等距分布 Ctrl+Shift+H

垂直等距分布 Ctrl+Shift+E

左移所选图形 Left

右移所选图形 Right

上移所选图形 Up

下移所选图形 Down

放置元素时显示属性对话框 Tab

选中对象时切换选中范围 Tab

绘制矩形时，保持为正方形；绘制导线时鼠标横向或纵向走向 Shift(长按)

移动画布(默认) 鼠标右键(长按)

重复到光标 Ctrl+D

重复到其它层 Ctrl+Shift+D

组合选中 Ctrl+G

取消组合 Shift+G

原理图/符号快捷键  

af://n1764


功能 快捷键

绘制导线 W

绘制总线 B

绘制引脚 P

绘制圆弧 Alt+A

绘制矩形 R

绘制圆形 Alt+C

绘制折线 Alt+L

绘制文本 T

放置网络标签 N

放置器件对话框 Shift+F

放置引脚元素时显示引脚属性对话框 Tab

放置网络标签时显示网络标签信息对话框 Tab

放置网络端口时显示网络端口名称信息对话框 Tab

PCB/封装快捷键  

af://n1808


功能 快捷键

布线 W

布线时切换常用线宽 Shift+W

布线/放置过孔时切换常用过孔 Shift+V

等长调节时增大间隙 Num+

等长调节时减小间隙 Num-

高亮网络 H

隐藏所选飞线 Ctrl+R

显示所选飞线 Shift+R

取消全部高亮 Shift+H

切换图层亮度 Shift+S

翻转板子 F

放置过孔 V

放置单个焊盘/测试点 P

组合选中 Ctrl+G

取消组合 Shift+G

左右翻转 X

上下翻转 Y

单路布线 W

布线拐角 L

距离 ALT+M

命令 C

切换到顶层 T

切换到底层 B

切换到内层1 1

切换到内层2 2

切换到内层3 3

切换到内层4 4

切换到下一个铜层 Num*

切换到上一个铜层 Shift+Num*

隐藏/显示铺铜区域 Shift+M



功能 快捷键

重建所有铺铜 Shift+B

完成 Enter

取消 Esc

回退 Backspace

选择重叠图元 G

绘制时翻转路径 Space

显示全部图层 Ctrl+L

  

工程  

创建工程  

立创EDA专业版创建工程时会默认创建一个板子、一个原理图和一个PCB，无需再创建工程后再创建
PCB。

注意：需要创建好工程文件和板子才能创建图页。

操作步骤：

编辑器开始页，直接创建工程
顶部菜单 - 新建 - 工程。新建工程会自动创一个板子，里面包含原理图和PCB

  

  

创建/切换工程版本  

自动创建版本  

af://n1927
af://n1928
af://n1939
af://n1940


把工程备份到我们立创EDA专业版的云端，备份可分为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两种。

自动备份需要在设置中先打开，勾选启用，即可开启自动备份，自动备份的备份次数最多为10份，超出
10分会把旧的备份给覆盖。

自动备份的时间可设置为10-120分钟。

手动创建版本  

自动备份则需要手动的讲工程备份到服务器中，手动备份的数量最多只能为15份。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 - 文件 - 创建版本

  

在弹窗中输入名称以及描述，点击确定即可备份在云端。

af://n1945


切换版本  

目前立创EDA专业版暂不支持直接在工程上切换版本，目前的切换版本是以新建工程的方式实现。

把在云端或之前设计的工程恢复

创建方法：

部菜单栏 - 文件 - 切换版本

弹窗中显示的是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的工程、创建时间和描述。

选择需要恢复的工程文件，点击恢复，即可把备份的工程重新导入到编辑器中，导入备份的工程与原工
程不会冲突。

af://n1954


备份管理  

在工作区打开工程详情页面，也可以看到工程的备份列表：

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导出工程到本地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把工程文件另存到本地文件中。创建工程默认在云端保存的，需要存在本地需要用
户自行操作。

导出流程：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另存为（本地）

af://n1965
af://n1969


点击后即可将工程里面的文件压缩到本地，压缩包里包括放置在工程原理图的器件库和封装。

在编辑器开始页可以导入保存在本地的工程压缩包。

修改工程信息  

在工作区打开工程设置页。

af://n1980


入口在开始页的顶部 - 工作区，

支持批量操作。

或头像下拉：

或者打开工程后，工程名称右键菜单：



打开后找到对应的工程设置入口：

支持设置基本信息，转移，锁定，删除工程。

当锁定工程后，他们打开工程后无法做任何编辑保存的操作，只能查看。

转移工程支持转移给工程成员，和自己加入的团队。

工程协作  

在工作区打开工程设置页，可以添加工程成员，并设置对应的权限，工程成员即可对工程进行读写等操
作。

通过输入对方用户名进行添加。

af://n1996


如果不需要对方参与，将其移除成员即可。

权限角色：

管理者：可以对工程信息进行编辑，添加或移除成员，删除工程，删除文档等。
开发者：可以对文档进行创建与编辑保存。
观察者：可以对文档尽快打开查看。目前观察者可以导出工程到本地和导出BOM等操作。

注意：当工程进行团队协作时，不能多人同时编辑同一个文档，需要分别编辑不同文档。

工程日志  

在工作区的工程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工程的操作日志，目前仅对几个关键操作进行记录了日志，后面会
支持更细粒度的日志记录。

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设置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置 - 原理图/符号

af://n2011
af://n2014
af://n2015


网格类型：设置默认的画布。

是网点、网格、无。

导线绘制模式：这里可以根据个人绘制导线设置导线绘制模式；

十字光标：设置原理图编辑器的光标大小；



线宽显示：设置线宽整体器件线宽的大小；

开启跟随缩放变化的线条效果会变得比较粗。

默认网格尺寸： 设置原理图打开或创建原理图的网格尺寸，不可更改；

原理图主题设置

这里可以修改原理图图页的背景色或文本的颜色修改。



-

创建原理图/图页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一个工程多个原理图,甚至多页复杂的原理图设计，没有面积限制，且多页原理图可
以同时导入PCB界面。

说明：需要创建好工程文件和板子才能创建图页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新建 - 图页 
工程下右键  - 新建图页

创建完之后图页会自动添加进入你的工程文件下，双击即可打开文件。

af://n2033


若创建后你想修改你的工程信息，你可在板子文件夹右键，选择重命名进行修改、删除。

注意：原理图和PCB必须在一个板子下，才可以进行原理图转PCB，PCB导入更新。
原理图和PCB右键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板子，或者创建新的板子进行关联。



顶部面板-工具栏  

原理图顶部的工具栏的功能与PCB的相似，都是用于放置一些常用的快捷方式。

修改顶部工具栏  

顶部菜单 - 设置 - 顶部工具栏 - 选择原理图

af://n2048
af://n2051


弹窗的左侧是可以放置在顶部工具栏的快捷功能，勾选上的已经是在顶部工具栏中的

右侧是已经放置在顶部工具栏中的快捷方式



弹窗的顶部筛选框是对功能模块的筛选

添加快捷方式  

添加快捷方式进入顶部工具栏 ，操作步骤：先在右侧选中添加快捷方式的位置，然后在选择需要添加的
快捷方式，点击中间的箭头或在弹窗左侧的快捷方式中勾选添加进入顶部工具栏，点击确认，保存当前
配置，即可添加完成。

af://n2061


底部面板-元件库  

使用快捷键 S  调出底部弹窗，选择器件路，器件中库中有立创商城的库和立创EDA的系统库。

说明：系统基础库不支持自定义！

器件库  

器件库是包含了符号 、封装、3D模型、图片的一个器件库，器件库有系统的基础库，个人的器件库以
及团队的器件库。

使用筛选器可快速找到想要的零件，比如输入 0603 可快速搜索出与0603有关的器件。

可以双击器件列表或者选中后点击“放置”按钮进行放置，底部面板会自动收起，取消放置时会再自动
打开。

对于器件列表的具体功能请查看：“器件库 - 器件列表” 章节。

也可以通过器件对话框， SHIFT + F  打开，进行放置。

说明：放置器件独立对话框只能放置器件，不能对器件进行编辑操作。

af://n2064
af://n2067
https://prodocs.lceda.cn/cn/device/bottom-side-panel-library-device-list/index.html


符号库  

符号库只是仅仅有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封装与3D模型，符号库的符号是不能在原理图的画布中，需要
绑定器件才允许放置在画布中。符号库有系统的库、个人的库、团队的符号库，

注意：系统的符号库不可编辑！

封装库  

封装库页是只有一个封装而已，没有符号和3D模型，封装不能单独放入PCB中。封装库也有系统的库、
个人的库、团队的符号库。

底部面板-元件库  

元件库在PCB界面中的底部面板中，元件库中的器件库可以直接在PCB界面中放置器件，符号、封装和
复用图块则不能放置。

元件库中包含了系统库、个人库、收藏库和加入团队的元件库。而元件库中又包含了器件库、符号库、
封装库、复用图块

器件搜索  

器件库顶部的搜索是全局搜索，在整个元件库中搜索

af://n2076
af://n2080
af://n2083
af://n2087


而下面的搜索框是对系统或个人的器件库进行分类搜索

编辑元件  

在元件库中选择任意器件，点击鼠标右键，即可对器件修改。

说明：

系统库不支持修改！

新增器件  

af://n2092
af://n2099


在元件库中点击右上方的新增按键，可快速创建器件，符号和封装操作相同。

工程库  

   工程库是当前放置在工程里所有的器件库，包括符号、封装和复用图块，在工程中添加器件和特殊符
号，都可以在工程库中显示，在工程里面删除的器件工程库不会跟着删除，会保留在工程库里面，做一
个历史记录，记录着放置在这个工程里面的器件，同时也可以再次点击使用或者修改，在工程库中修改
的器件只能应用于当前工程下，对元件库没有影响，但是不能再工程库里面删除工程里面已经放置的器
件。

title:  底部面板-工程库

    PCB的与原理图的工程库相同，工程库是当前放置在工程里所有的器件库，包括符号、封装和复用图
块，在工程中添加器件和特殊符号，都可以在工程库中显示，在工程里面删除的器件工程库不会跟着删
除，会保留在工程库里面，做一个历史记录，记录着放置在这个工程里面的器件，同时也可以再次点击
使用或者修改，在工程库中修改的器件只能应用于当前工程下，对元件库没有影响，但是不能再工程库
里面删除工程里面已经放置的器件。

af://n2102


左侧面板-图页  

创建的工程和图页都在左侧面板中的 - 图页中可以查看，双击可打开创建的文件，并且编辑。

  

选择文件，点击鼠标右键，编辑创建好的工程或图页。

工程名右键：

af://n2107


  

原理图右键：

  

图页右键：



  

菜单说明：

设置为新板子：把当前原理图设置到新的板子下。
脱离板子：把原理图脱离板子，成为游离的原理图。
生成/更新图块符号：根据当前原理图生成复用图块符号，或更新图块符号。当是生成图块符号
时，当前原理图将成为层次图模板，可以被多次复用。
复制/粘贴：支持复制粘贴原理图。也可以跨工程复制粘贴文档，工程需要是同一个浏览器的窗口
打开。
重命名：修改文件名。
清除位号：清除当前原理图的位号。
属性：根据点击的图页等右侧属性面板显示对应的属性。

左侧面板-对象  

在原理图中放置的器件、导线、特殊符号以及一些图形等可以在左侧面板中的 - 对象查看。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导线或者特殊符号可高亮选中的元素，双击可以在原理图中跳转当前器件的位置并且
高亮。

af://n2133


左侧面板-元件  

原理图编辑器界面的左侧面板与PCB界面的左侧面板功能相似，用于显示放置在原理图中的器件信息和
数量。

af://n2137


点击相应的器件可跳转到原理图中高亮显示出来。



左侧面板-网络  

原理图中左侧面板网络是显示原理图中连接的网络和网络的数量，网络中连接的引脚。

点击之后在原理图中高亮显示网络和连接网络的引脚。

af://n2142


右侧面板-属性  

选中一个零件之后，可以在右边属性面板查看或修改它的属性参数。

元件属性： 你可以修改元件的名字和编号，并设置它们是否可见。还可以修改器件信息。请不要用中文
设置编号，在PCB中封装编号不支持中文。

 在这里你可以修改元件的供应商，供应商编号，制造商，制造商编号，封装等。

也可以批量选中之后再右侧的属性面板批量修改属性。

af://n2146


属性名和属性值可以勾选显示在画布中。

添加自定义属性： 当你选中一个元件或其他图元，可以它新增参数，

如果不需要元件在BOM或者转为PCB，可以在属性里面把“加入BOM”和“转为PCB”设置为否。当
把转为PCB设置为否时，该器件符号将不会在封装管理器里面显示。



在选择整体电路时，可在右侧面板 - 属性中单独选择需要修改的对象属性值。

af://n2159


右侧面板-过滤  

过滤  

在筛选你想选择的器件其他元素，勾选则是可以在原理图中选择，取消勾选则在原理图中无法进行选
择。

  

图纸属性：可以选中A3等图纸的属性名和属性值。

引脚对：会选中两个引脚之间的导线

网络：会根据导线的名称选中全部相同名称的导线

右侧面板-状态  

打开文档后，右侧面板右下角区域显示当前画布和光标状态。

af://n2159
af://n2160
af://n2166


参数说明：
S (Scale)：画布缩放倍数；
G (Grid)：画布格点 X，Y 尺寸，原理图只有一个值；
X (X)：光标当前坐标 X；
Y (Y): 光标当前坐标 Y；
dX (Distance X)：当前光标在 X 轴移动的距离；
dY (Distance Y)：当前光标在 Y 轴移动的距离。

关闭全部  

关闭全部打开的工程文件图页，关闭后跳转到编辑器的主页面。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关闭全部

最近工程  

显示最近编辑过的工程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最近工程

af://n2170
af://n2177


撤销/重做  

能记录用户的一系列操作过程，并能根据记录恢复到当时的状态，用户在进行某个操作过后，能通过撤
销回到操作之前的状态，用户在撤销之后，也能通过重做恢复前一次撤销的操作。

撤销  

撤销当前的操作，回退当上一步的操作。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撤销
快捷键 Ctrl  + Z

af://n2184
af://n2186


重做  

通过重做恢复前一次撤销的操作。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重做
快捷键 Ctrl  + Y

复制/粘贴  

目前立创EDA专业版的复制/粘贴只能应用于在同一个浏览器下进行复制/粘贴，不能跨浏览器进行复制/
粘贴。

复制  

操作步骤：

选择需要复制放内容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复制 - 选择复制参考点
快捷键 Ctrl  + C ；
选择器件 -  按住 Ctrl  + 鼠标左键往拖动即可复制；

af://n2195
af://n2204
af://n2206


粘贴  

将选择的内容复制到需要放置的地方。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粘贴 
快捷键： Ctrl  + V

af://n2218


剪切  

    剪切是指把你选中的器件剪切剪切板中，后续操作一般是“粘贴”，在一个新地方完成“粘贴”步骤
后，原来地方的信息自动删除，剪切板中的信息会在新地方中出现。

操作步骤：

选择需要剪切的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剪切 
快捷键： Ctrl  + X

删除  

在原理图中选择的元素删除

删除所选  

af://n2227
af://n2236
af://n2238


操作步骤:

选择需要删除的对象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删除 - 所选
选择需要删除的对象 - 快捷键 Delete

删除对象  

删除对象是可以选择需要删除的内容的，而这个删除是整体在原理图中整体删除的。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删除 - 对象

弹窗选择弹窗，勾选需要删除的对象，点击确定，即可将勾选的对象在原理图中全部删除。

af://n2246


删除全部  

把原理图放置的所有元素删除。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删除 - 全部；
快捷键 Ctrl  + A  全选 - 点击删除快捷键 Delete

选择对象  

af://n2255
af://n2264


全部选择  

选择原理图中的全部元素。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选择对象 - 全部
快捷键 Ctrl  + A

就可以将原理图中所有的元素选中。

连续选择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连续选择

af://n2265
af://n2275


矩形外部  

在矩形外部的元素被选中，矩形内部的则不被选中。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 矩形外部

af://n2282


多边形内部  

在绘制的多边形图形内部的元素被选中，外部的则没有被选中。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 多边形内部

af://n2290


多边形外部  

在绘制的多边形图形内部的元素被不被选中，外部的则被选中。

af://n2298


接触到线条的  

接触到线条的选中。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 接触到线条的

af://n2302


阵列对象  

操作步骤：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阵列对象

af://n2310


在弹窗中输入需要阵列的行和列，还有1行距和列距，这里的行距单位默认为inch，不可修改。填写完
信息后点击确定，即可将符号按照填写的数值进行阵列排序。



查找和替换  

查找  

在原理图中查找元件、导线、总线、符号、文本、引脚等，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 - 编辑 - 查找或者
快捷键 CTRL  + F

af://n2319
af://n2320


2、输入需要查找的内容，选择精确、查找还是模糊查找，查找的工程。

3、选择查找的内容。



4、查找的范围。

5、查找的对象、格式。



使用通配符。勾选后文本输入框均支持通配符 *? 。比如搜索位号： BAT?  或者 BAT* ，可以把全

部 BTA 开头的位号都搜索出来。
区分大小写。根据大小写的不同进行查找。比如查询： max232  和 MAX232  是两个不同搜索词。

使用表达式。支持文本输入框输入正则表达式进行字符匹配。比如查找： /u/ , 则可以查找出全部

带 u 的属性。
具体正则表达式的用法请查看：https://www.w3school.com.cn/js/js_regexp.asp

6、点击查找全部。

就能在底部的菜单栏看到查找的结果了

替换  

将查找的结果替换，操作基本和查找相似。

替换的顺序逻辑为：查找后再替换。

https://www.w3school.com.cn/js/js_regexp.asp
af://n2349


1、输入想要查找的内容。

2、输入要替换的内容。



替换全部：替换工程下所有的查找的内容；

替换当前：只替换当前选中的内容；

查找相似对象  

立创EDA提供了查找和查找相似对象两个查找工具，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查找对象。

入口：顶部菜单 - 编辑 - 查找相似对象。画布选中图元，右键菜单 - 查找相似对象。快捷键 CTRL + 
SHIFT + F

af://n2360


  

通过右键打开的查找相似对象会自动选择该图元类型和填写对应的属性参数。

  



种类：支持了原理图里面全部的图元类型，和元件的属性

  

范围：支持设置查找的范围，当前图页，当前原理图，全部原理图，选中的图元中查找等

  

属性：设置查找的条件和规则。

  



使用通配符。勾选后文本输入框均支持通配符 * 或 ? 。比如搜索位号： BAT?  或者 BAT* ，可以

把全部 BTA 开头的位号都搜索出来。
区分大小写。根据大小写的不同进行查找。比如查询： max232  和 MAX232  是两个不同搜索词。

使用表达式。支持文本输入框输入正则表达式进行字符匹配。比如查找： /u/ , 则可以查找出全部

带 u 的属性。
具体正则表达式的用法请查看：https://www.w3school.com.cn/js/js_regexp.asp

视图缩放  

缩放原理图的界面。

视图缩小  

操作步骤：

1.顶部工具栏 - 视图 - 缩小

2.快捷键“Z”

3.鼠标滚轮后退缩放

视图放大  

操作步骤：

1.顶部工具栏 - 视图 - 放大

2.快捷键“A”

3.鼠标滚轮前滚进行放大

适应全部  

适应原理图设计界面，跟进原理图的图页边框进行适应视图。

操作步骤：

https://www.w3school.com.cn/js/js_regexp.asp
af://n2378
af://n2380
af://n2386
af://n2392


1.顶部工具栏 - 视图 - 适应全部

2.快捷键“K”

适应选中  

将选中的元素放大

操作步骤：

1.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适应选中

2.选择器件 - 鼠标右键 - 适应选中

image-20210106160524051

适应框选  

把框选的地区放大

操作步骤：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适应框选

image-20210106160726338

全屏  

把编辑器整体按照屏幕的尺寸进行放大。

操作步骤：

1.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全屏

2.快捷键“F11”

af://n2398
af://n2404
af://n2409


视图布局  

视图布局是将左右两侧的面板和顶、底部面板收起，让编辑器的界面更加大，简洁。

收起面板  

点击面板旁边的箭头，即可收起面板。

af://n2415
af://n2417


打开面板  

收起的面板都会放置在编辑器的最边缘处，需要打开是可点击边缘处的箭头，就可以打开收起的面板，
底部面板可以使用快捷键“S”来打开或在顶部菜单栏 - 视图中选择打开面板。

af://n2420


特殊符号  

开启后原理图会显示特殊符号的浮动工具条，方便快速放置常用的标志符号。

af://n2424


  

支持拖动工具条的宽度，调整自己需要的大小，可以移动到任意位置。

  

器件  

器件在放置的画布后称为元件。

立创EDA专业版的原理图和PCB均使用模板机制，放置一个器件在画布后，该器件会进入工程库作为该
工程的模板，后续继续放置相同的器件时，会优先使用工程库的模板，不被器件库的更新所影响。

如果想更新工程库模板，可以在：顶部菜单 - 设计 - 更新符号，或者画布元件，右键菜单 - 更新符号进
行更新工程的器件，符号或者封装。

器件对话框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器件。或顶部工具栏 -  放置器件图标。快捷键 SHIFT + F。

  

搜索引擎支持立创商城和立创EDA双引擎，当其中一个引擎不符合搜索期望时，可以进行切换。立创商
城引擎只可以搜索系统库的器件。

af://n2429
af://n2433


默认是详情列表，支持参数筛选过滤。也可以切换到表格列表。

  

表格列表支持预览实物图，符号，封装，3D模型预览图。

点击放置器件时，器件对话框会自动消失，取消放置时再显示等待选择新的器件。在表格列表模式也可
以双击库列表进行放置。

技巧：使用 ESC 键关闭放置对话框。



底部元件库  

同时支持另外一个入口放置器件，底部面板，快捷键“S”

选择一个器件，点击放置按钮，或者双击放置。

在工程库里面，可以编辑当前工程的器件，符号，封装的模板内容，更新后会自动刷新对应图页和
PCB。

在放置器件超过设置的数量时，会有消息提示。

  

目前立创EDA专业版的原理图没有使用和PCB一样的新引擎，故不建议放置超过 150 个元件每页，否则
会比较卡顿。元件数量多建议新建图页。

元件属性  

点击元件后，右侧属性面板可以修改和添加元件的属性。

af://n2444
af://n2452


属性名说明：

名称：这个相当于元件的备注，通常不需要填写。
ID：编辑器内部使用的ID。
唯一ID：和PCB进行关联的ID，通过这个ID确定PCB对应的元件，更新PCB的时候会自动分配，也
可以手动输入。
加入BOM：是否可以导出在BOM中。
转到PCB：是否可以转到PCB中。
位号：元件位号。器件放置的时候默认自动分配位号，可以在设置-原理图里进行设置。多部件或
子库的元件不知道自动分配位号。
器件：这个元件所属的器件。
符号：这个元件所关联的符号模板。
封装：这个元件所关联的封装模板，可以点击替换新的封装。
器件属性：在新建器件的时候填写的属性。
自定义属性：在打开原理图后，给元件添加的自定义属性。新增自定义属性名，可以在：设置 - 
属性，进行添加。

勾选属性名或属性值可以显示在画布。



画布点击属性的时候会出现指示线。这个指示线可以在：设置 - 原理图设置，进行关闭。

当元件进行旋转的时候，默认自动调整属性的位置，也可以在设置里面关闭：

  



也可以通过属性位置功能进行批量设置属性位置： 顶部菜单 - 布局 - 属性位置。

如果你想预设位号等属性的位置，你可以在新建符号的时候，在左侧属性面板把位号等属性显示在画布
后设置位置，放置器件在画布的时候，会根据符号里面预设的位置进行显示，但旋转后会被重新调整。

元件右键菜单  

支持选中元件后，右键菜单，提供常用的一些对元件的操作等功能。

af://n2486


  

查看产品详情：会打开立创商城的产品详情页。

查看规格书：会根据属性“数据手册”的链接进行打开网页。

更新器件：打开器件更新对话框。

导线/网络  

导线绘制  

有三种模式进入绘制导线模式。

在原理图中，你可以绘制任意方向的线条。修改线条样式，颜色，填充颜色等。

   1.顶部快捷栏 - 导线

   2.顶部菜单 - 放置 - 导线

   3.快捷键 W

  

af://n2492
af://n2493


下图是一个已经连线完成的原理图。

在移动元件的时候，导线是否跟随支持设置项设置：

导线属性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放置网络标签的功能，专业版的网络标签功能和直接给导线设置属性名称是一样
的，和标准版的网络标签不一样。

属性说明：

名称：导线的名称，生成网络名的时候根据这个属性生成。当默认没有填写名称时，编辑器会自动
根据导线ID生成一个系统默认的网络名。
全局网络名：因为原理图支持层次图设计。底层原理图的导线名称和全局网络名不一定一致。全局
网络名是转到PCB时所使用的网络名。

导线修改名称支持：

1、直接双击导线名修改

2、点击导线，在右边属性面板修改名称

af://n2503


注意：

立创EDA专业版已经不支持多个网络名同时在一条导线上，如果需要不同网络连接在一起，请使
用短接符进行短接两个网络。
如果需要在导线名称上添加上横线，在导线的网络名最前面输入波浪号，比如 ~VSS 。如果需要需

要同时存在有上横线和无上横线的网络名则再次输入一个波浪号，比如： ~VSS~/GND , 那么 VSS 

上方有上横线，斜杠后面没有。该网络名转到PCB时，也会是 ~VSS~/GND 。

当导线连接了网络标识后，导线名称会优先跟随网络标识的命名。
当导线被拆分或者合并的时候，会弹窗选择操作后的网络分配。

导线拾取选中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两种导线拾取方式：

1、默认单击拾取完整整段导线，再次单击拾取单段导线；或单击选中单线段，再次点击拾取完整导
线。

2、这个拾取方式支持在设置 - 原理图设置里面修改。

3、当点击选中单线段时，支持按 TAB 键选中完整导线。

导线右键菜单  

在原理图设计中，提供了导线的右键菜单，支持多个功能方便设计和检视。

选中导线后，需要在导线上面右键才可以出现导线的右键菜单。

af://n2525
af://n2530


菜单说明：

导线批量重命名：支持多选不同的导线后，重新命名。

  

选择单段导线：当选择的导线是整条导线时，该菜单支持选择单段导线。
选择导线：当选中单段导线时，该菜单支持选择完整的导线。
选择网络：把当前图页的当前导线，其所属网络的全部导线都选中。
高亮网络：把当前导线的网络相同的导线全部持续高亮。左侧网络选项卡，也支持网络名右键高亮
网络。
取消高亮网络：取消全部高亮的导线。

总线  

当你绘制的原理图需要很多网络的时候，对每个网络都进行画线将非常困难和耗费时间，此时你可以使
用“总线”功能。

在立创EDA专业版里，总线功能已经有信号束的走向，可以应用到PCB上。

1.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总线 ；

2.顶部快捷栏 -  总线图标；

3.快捷键  - ALT+B;

af://n2548


注意：专业版的总线命名必须符合规范 NET[0:5] 才能使用。

例如：我们需要连接51单片机的P0.0 - P0.7端口，则需要用总线来连接，则需要把总线命名为P0.
[0:7]，才能命名成功。

然后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线或快捷键w导线连接总线，当总线端出现一个短接符时，就代表总线连接成
功。

总线拉出的顺序是按照你命名的名称来排序放置的，放置超过数目则就会从第一个开始排列。



连接完成后的总线。

af://n2563


网络标签  

因设计上的差异，立创EDA专业版不支持标准版那种独立的网络标签图元，专业版的网络标签是虚拟
的，在放置后对导线进行设置一个名称属性。所以在放置后的交互上和标准版有较大的差异。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网络标签

  

  

放置的时候可以按 TAB 键设置网络标签的名称以及增序规则。

放置后成为导线的名称属性，和直接在导线的属性面板设置名称效果一致。

不支持和标准版那样直接移动网络标签到其他导线上。

支持直接放置在符号的引脚上，会自动生成一段导线，并赋予导线名称。

af://n2563


--

短接符  

立创EDA专业版不支持在同一条导线上同时设置或者放置两个不同的网络名。

可以使用短接符把两个不同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在生成网表的时候，转PCB的时候，会取其中一个网络
名(按字母自然排序)作为最终的网络名。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短接符。

  

如图所示，VSS 和 DGND 将连接在一起，在左侧树的全局网络中可以查看。最终的网络名将取 
DGND。

--

网络标识  

立创EDA内置了五个常用的网络标识符，如果符号样式不满足需要，可以自行新建符号 - 网络标识符进
行创建。

af://n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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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理图上添加一个VCC的网络标签。

GND网络标签  

放置GND网络标签

af://n2588


保护地  

放置一个保护地和GND的网络标签差不多，

模拟地  

用来区分信号地和数字地。

--

网络端口  

网络端口有两个用途：
1、图页内网络的相互连接
2、复用图块/层次图的连接

建议减少使用第一个用途，网络端口常用于层次图连接。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网络端口。

af://n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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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网络端口当成网络标签来使用。

层次图连接：在绘制复用图块的时候，复用图块符号的引脚会和图页上的端口相连，作为连接关系。在
根据复用图块符号生成端口，或者根据端口更新复用图块符号引脚时，会同步更新。具体可以看“复用
图块”章节。

因为网络端口主要是用做层次图连接关系，所以端口的名称和所连接的导线名称可以不保持一致。如
图：

在修改网络端口的名称时，或者第一次放置端口到导线上时，如果导线没有设置名称，会自动给导线设
置相同的名称。

--

非连接标识  

立创EDA专业版的非连接标识和网络标签类似，并不支持标准版那种独立的非连接图元。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非连接

af://n2609


  

  

非连接符号只能放置在引脚端点上。放置后是自动给符号的引脚设置属性“非连接”为是，删除非连接
标识时，属性“非连接”会改为否。

--

复用图块/层次图  

在绘制复杂的原理图时，就需用到复用图块，复用图块的设计与层次原理图的设计相同，详情查看创建
复用图块章节。

af://n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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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用图块分为主原理图和子原理图两个，主原理图用于绘制图块符号，类型流程图，而子原理图里面是
绘制一个模块原理图，整体的概念就是主电路图相当于整机电路图中的方框图，一个方块图相当于一个
模块，主电路图中不能放置器件，只能放置引脚来作为连接到子电路。

一般地子电路图都是一些具体的电路原理图。子电路图与主电路图的连接是通过方块图中的端口实现
的。

复用图块的设计思路常用都是自上向下的设计方法，思路是：先设计复用图块符号，再跟进符号生成子
电路图。而自下向上的设计是先在子原理图中设计电路以及规划端口，再生成一个主图复用图块符号。

折线  

折线于导线不同，折线是没有电气属性的，而导线是带有电气属性的，两者虽然相同，但是实际的用法
不同，折线是不能代替导线放置。

在原理图中，你可以绘制任意方向的线条。修改线条样式，颜色，填充颜色等。

1.顶部快捷栏 - 折线。

2.顶部快捷栏 - 放置 - 折线。

3.快捷键AIT+L 。

圆弧  

支持绘制不同形状的圆弧。

操作步骤：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圆弧或快捷键 Alt + A

af://n2622
af://n2629


圆弧的绘制方式是为三点圆弧绘制，需要先绘制两个基点，然后第三点为拉伸点。

单击鼠标左键，完成当前圆弧绘制，并选中所画的圆弧；



鼠标保持绘制圆弧的状态，再次左键单击，绘制下一个圆弧的起始点绘制，下一个圆弧绘制完成后选中
下一个圆弧。

Esc退出圆弧绘制，回到鼠标选择模式；如果当前有未完成的圆弧，则清掉未完成圆弧的点，恢复鼠标
状态为选择模式。

选中圆弧显示3个点，左键拖动点，修改圆弧。

圆形  

可以在在原理图绘制一个圆,圆形的绘制方式为中心圆。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圆形或快捷键alt + C

先确定圆的中心点，再往外拉伸，鼠标点击左键，即可完成圆形的绘制。

af://n2639


选择圆形还可以再右侧的属性面板修改颜色，线宽等设置。

还可以增加填充颜色。



矩形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矩形或快捷键alt + R

左键单击绘图区任意位置，设置矩形端点位置，移动鼠标显示预览效果，再次单击结束绘制，并选中矩
形。

鼠标移动，左键单击确定下一个矩形的端点位置，Esc退出矩形绘制模式，未完成的矩形被删除，恢复
鼠标状态为选择模式，选中即可才右侧面板设置添加属性。

af://n2649


--

文本  

文本能在原理图里提供文字说明，用于对器件或者原理图的说明设置。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文本或快捷键Alt + T

在同一原理图内，编辑器会记住上一个文本的属性参数，在放置时自动套用上次的属性。

显示文本设置窗（初始化为空）。

af://n2656


在文本框输入文字，点击确定即可生成预览，点击鼠标左键即可放置。

image-20201219142704545

选中文本，即可在右侧的属性面板设置文本的一些属性。



图片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图片

选择好图片后，即可生成预览，单击鼠标左键放置。

af://n2668


选中图片即可在右侧属性面板对图片进行设置。

也可点击图片的四个角中任意一个进行等比例缩放调整。



表格  

在立创EDA专业版中原理图支持放入表格，方便大家的对原理图的说明以及观看。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表格 

af://n2677


选择好 行、列、行高 、列宽。

点击确定，生成预览，单击鼠标左键即可放置表格。



在表格可放置文本或图片来进行对原理图的说明，

更新PCB/转换原理图到PCB  

当你完成了原理图绘制，想要转换为PCB，可以点击 顶部菜单 > 设计 > 原理图转PCB

af://n2687


注意：

要从原理图更新至PCB里，原理图和PCB都必须在同一个板子下。

校验封装

点击 “原理图转PCB” 后，如果编辑器检测到元件与封装的对应信息异常时，会弹出错误对话框，并
且转换动作不会继续进行。你需要在封装管理器修正错误。
因为立创EDA指定封装的时候会将封装的唯一ID记录在符号库及原理图里面，所以报错信息对应的情况
有：

有指定后的封装名，但是指定的封装库标题被创建者修改了的
有封装名，但是未通过封装管理器指定过封装的
符号库引脚编号名称与指定的封装焊盘编号名称不一致的
符号库引脚编号数量大于指定的封装焊盘数量
封装为空未指定封装的

生成PCB

转换成功后会如下图所示，自动生成一个PCB边框，并将PCB封装按照顺序排列成一排，蓝色的飞线表
示两个焊盘之间需要进行布线连接，属于同一网络。



更新PCB

当你已经完成转PCB动作，但是又再次修改了原理图，这时你无需转一个新的PCB，只需点击“更新
PCB”即可将变更更新至现有已保存的PCB文件。

也可以在PCB中直接导入变更：顶部菜单 - 设计 - 导入修改信息。

因为原理图网络名是计算后生成，当你修改了原理图后部分网络如果出现变更，那么更新至PCB
后，原网络已经布好的走线会保持不变。
更新焊盘网络并把焊盘相关的导线会跟随焊盘的网络更新，可能会出现导线网络变化的情况，需要
手动将导线旧的网络名改为新的网络名！
大部分原理图更新网络后都可以更新到PCB。但如果原理图有增删器件，PCB的导线网络需要手动
修改。

af://n2722


设计规则  

设计规则设置  

 设置电气规则检查的提示错误的等级信息。

这里可以看到规则的错误信息等级，并且可以对错误等级进行修改。

af://n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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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进行等级的修改。

设计规则检查(DRC)  

在导入PCB前检查封装、符号、文本等符合规则或者有没有冲突的检查。

检查的结果在底部的日志显示出来。

单击提示信息可高亮，双击提示可高亮并定位错误点。

af://n2730


分配位号  

分配位号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原理图快捷分配位号，不需要一个个进行修改，大大的节省开发的时间。

未分配的位号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 分配位号

af://n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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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分配位号的范围选择。
层次图：分配位号中包括复用图块（层次图）中的原理图器件位号选择。
操作：可选择分配位号的方式。
顺序：选择分配位号的顺序。
位号规则：不可修改，默认器件前添加当前图页编号的前缀。
自定义起始编号：可选择从哪个数字起开始分配位号。

分配好的位号



清除位号

有分配位号当然也会有清除位号。打开位号分配器，点击清除位号，即可清除原理图元件的位号了。

交叉选择  

交叉选择  

在同一个板子下的原理图和 PCB 可以使用这个交叉选择进行相互定位元件，引脚，导线网络。

在原理图选择一个元件后，会根据元件的唯一 ID 高亮并选中 PCB 对应相同唯一 ID 的元件。

使用方法：

选择元件或导线 - 顶部菜单 - 设计 - 交叉选择
选择元件或导线  - 快捷键 Shift + X

af://n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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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传递  

在同一个板子下的原理图和 PCB 可以使用这个布局传递进行把当前图页选中的元件布局，传递到PCB
中，方便快速聚集所需要的元件，快速布局布线。

入口：顶部菜单 - 设计 - 布局传递。或元件右键菜单 - 布局传递。快捷键 CTRL + SHIFT + X。

  

在原理图选择多个元件后，点击“布局传递”，会自动切换到PCB，并根据原理图元件的唯一 ID 高亮
并选中 PCB 对应相同唯一 ID 的元件并悬浮在鼠标，等待放置。

更新符号  

当符号出现图中紫色的虚线框时候，是提示元件库中有更新版本的符号，你可以通过更新符号或器件功
能进行更新。

如果不需要紫框的提示，可以在“设置 - 系统 - 显示符号/封装更新对话框与提示”取消勾选。

在工程库中修改的器件、符号和封装保存后可直接应用到工程中。

af://n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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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 更新符号 ；

  

选择修改过的器件 - 鼠标右键 - 更新符号；



  

弹窗中显示出改过的器件版本信息。勾选最新的器件，点击更新，即可将最新的修改的符号更新至工程
下。支持预览前后差异，对比变更的属性。

更新器件  

当器件库有更新的时候，比如器件的属性变更，可以在更新器件菜单进行更新。

注意，目前的器件更新只会更新属性，不会更新掉符号或封装。

af://n2798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 更新器件 ；

  

选择元件 - 鼠标右键 - 更新器件；

  

弹窗中显示出改过的器件版本信息。勾选最新的器件，点击更新，即可将最新的修改的符号更新至工程
下。支持预览前后差异，对比变更的属性。



工程图纸设置  

在新建的工程中，立创EDA会默认设置一个图纸符号给图页。

如果需要设置自定义的每次新建工程的图纸模板，可以在“顶部菜单 - 设置 - 图纸”设置默认的图纸符
号。

当创建完工程后，会把工程的图纸模板存下来，下次创建新的图页的时候会根据工程图纸信息进行创建
图纸。所以我们设置工程图纸的模板信息。

当前工程图纸模板  

入口：顶部菜单 - 设计 - 工程图纸设置

  

工程图纸设置对话框：

af://n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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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模板：点击后选择所需要的新模板。如果后续的图页不需要图纸，在打开的图纸选择对话框里面勾
选“不使用图纸”。

图纸属性：这里是根据图纸模板展示对应可以修改的属性，在右侧修改属性值，下次创建图页的时候，
图纸的值将根据这里设置的值生成。



当前页图纸模板  

如果需要更换当前图页的图纸模板，只需要在画布右边的属性面板设置新的图纸符号即可。

af://n2826


  

选择新的图纸后应用即可生效到当前图页。

当前图页的图纸替换只对当前图页有效，下个新建图页会根据工程图纸设置创建。

创建自定义图纸模板  

如果没有想要的图纸模板，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图纸符号进行关联。

入口：顶部菜单 - 新建 - 符号，符号类型选择图纸符号。

af://n2832


  

绘制完图纸符号后，需要创建一个同名器件绑定图纸符号。

完成后，即可在系统设置，工程图纸设置，单页图纸切换里面找到，并使用。

对齐  

注意：在原理图对齐操作中，不能对表格、符号引脚、导线进行对齐。

操作：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在顶部工具栏右上角找到对齐图标

快捷键

左对齐： Ctrl  + Shift  + ←

右对齐： Ctrl  + Shift  + →   

af://n2839


顶部对齐： Ctrl  + Shift  + ↑

底部对齐： Ctrl  + Shift  + ↓

左右居中： Ctrl  + Shift  + C

上下居中： Ctrl  + Shift + M

对齐网格： Ctrl  + Shift  + G

左对齐  

左对齐是将选中的器件中最靠左边的器件进行对齐。

右对齐  

右对齐是将选中的器件中最靠右边的器件进行对齐。

顶部对齐  

顶部对齐是将选中的器件中最顶部的器件进行对齐。

af://n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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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对齐  

底部对齐是将选中的器件中最底部的器件作为参考点进行对齐。

左右居中  

左右居中对齐是在选择的器件间找到左右两边的中间点对齐。

上下居中  

上线居中对齐是将选中的器件间找到上下的中间点进行对齐。

af://n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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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网格  

将选中的器件的引脚对齐在原理图设置的网格中。

分布  

选择的多个器件进行等间距分布排列，，等距排列分布的的前提是要在选择两个器件以上才能进行排列
分布。

水平等距分布  

把选择的水平器件进行等距分布排列。

操作步骤：

选择需要排列分布的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分布 - 水平等距分布
选择需要排列分布的器件 - 快捷键 Ctrl  + Shift + H

af://n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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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等距分布  

把选择的垂直方向器件进行等距分布排列。

操作步骤：

选择需要排列分布的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分布 - 垂直等距分布
选择需要排列分布的器件 - 快捷键 Ctrl  + Shift  + U

af://n2897


旋转  

在立创EDA专业版中旋转是不支持拖动旋转的，只能在选择的状态下旋转。

注意：原理图不支持45度旋转

操作步骤：

.选择器件 - 布局 - 旋转
键盘 空格 键进行旋转
鼠标右键

af://n2907


翻转  

将图片、文字、等进行翻转，器件和导线不支持翻转。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翻转
快捷键 X / Y

层级  

元素的放置层级修改。

移动到底层  

选择需要移动的元素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层级 - 移动到底层

af://n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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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到顶层  

选择需要移动的元素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层级 - 移动到顶层

日志  

ERC电气规则的检查提示和备份信息等都会在底部面板中的日志中显示

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日志 

af://n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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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管理器  

封装管理器  

批量修改封装，如果原理图中同样封装的器件很多时，那么批量修改封装将大大减少你的工作量。

在原理图界面打开封装管理器，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封装管理器 

打开后可以看到在工程下所有器件的符号和封装，上边是符号，下边则是封装。

选择要修改的器件，点击更新即可把最新的封装更新至整个工程。

af://n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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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完成后右下角提示。

导出BOM  

导出BOM  

立创EDA支持单独PCB导出BOM表(物料清单)，以便于你购买所需的零件。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导出 - 物料清单BOM 
顶部菜单栏 - 制造 - 物料清单BOM

af://n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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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选择导出工程的PCB还是原理图的BOM表

文件名：导出BOM的文件名

文件类型：只支持XLSX和CSV格式



过滤选项：支持添加过滤规则，把不需要的元件进行过滤。过滤配置会保存在个人偏好，云端同步。

全部属性：

中间则是BOM表的类型或器件的属性。

右侧是可以选择导出BOM表的内容。



选择需要导出的内容，点击添加进去，即可添加进入BOM里面。

移除的操作也是同样的操作，只需要在右侧选中需要移除的分类，点击小箭头，就能将选择的分类给移
除BOM。

添加类型的排序则需要双击右侧需要改的内容，或者选择类型点击顶部的上下箭头改变顺序。

标题：导出BOM的标题；
属性：器件的相关属性类型；
排序：导出BOM表属性的排列顺序；

键值



主键：将相同的属性导出BOM表时值分开排列；
次键：将相同的属性导出BOM表时值合并排列；

导出的BOM表

上传到立创ERP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把工程使用的BOM清单上传至立创ERP系统上，方便管理和查看。只需在导出
BOM页面中选择上传ERP系统即可。

af://n2993


立创ERP访问地址：https://lcerp.szlcsc.com

元件下单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BOM下单，在导出BOM的界面上选择元件下单，系统就会生成BOM数据，点击确
定就可以跳转到立创商城BOM匹配界面上。

https://lcerp.szlcsc.com/
af://n2997


立创商城地址：https://www.szlcsc.com

导出PDF/图片  

原理图和PCB的导出PDF功能有所不同，但操作相似。可单独支持导出图层、和对象，设置导出镜像以
及透明度。

顶部菜单栏 - 导出 -PDF/图片

弹窗设置弹窗

弹窗的上边是导出PDF的文件名称。

https://www.szlcsc.com/
af://n3002


菜单属性

选择后，导出的PDF在PDF阅读器里打开，单击器件是可查看器件的属性。

仅显示轮廓

选择后，将导出的PDF的焊盘、导线、轮廓图元都只显示轮廓。



单个多页PDF：导出多个文件多页图纸。

并且可以选择导出的图层。





多个单页PDF：将PCB的图层单独文件导出，导出为一个压缩包，可选择需要导出的图层、镜像以及透
明度调整，导出的对象选择。





单个单页PDF：将所有的图层导出为一个图纸页，同样可选择导出的图层、透明度调节，导出的对象选
择。



颜色  

可选择导出的PDF图片颜色。

白底黑图

黑底白图

af://n3028


全彩

导出网表  

立创EDA专业版目前只支持导出Allegro和立创EDA的网表文件格式。可导出单一文档网表也可导出整
个工程的网表。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导出 - 导出网表

af://n3036


弹出窗口可以修改导出网表类型以及需要导出网表的页面范围。

元件购买  

元件购买

1、在立创EDA设计好原理图和 PCB。

2、打开原理图，点击“顶部菜单 - 导出- 物流清单（BOM）”或“顶部菜单 - 文件 - 物流清单
（BOM）” 将BOM表导出。

3、点击顶部菜单栏 - 导出 - 元件购买或顶部工具栏最右侧元件购买打开立创商城，上传导出的BOM表
购买元件。

注意：如果需要在嘉立创贴片，贴片元件需要在嘉立创下 SMT 订单时选购，立创商城和嘉立创的元件

购买是独立的，包括库存和价格都是独立的。

PCB下单

1、打开 PCB，点击“顶部菜单 - 导出- 生成PCB制板文件” 菜单，生成Gerber。

2、点击顶部菜单栏 - 导出 - PCB下单，打开嘉立创下单界面，上传导出生成制造文件 Gerber。

3、前往深圳嘉立创 https://www.jlc.com ，可使用立创EDA账号直接登录，无需再次注册。

af://n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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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入下单平台后，在左侧找到：“PCB订单管理 - 在线下单”。

5、填写相关参数后上传当前的 Gerber 文件(压缩包)，然后提交订单，等待嘉立创审核订单

6、审核通过后，确认订单并付款(支持微信支付宝扫码付款)，PCB 开始进入生产阶段。

7、如果需要进行 SMT 贴片的，在绘制原理图时要优先使用“立创贴片”库的元件，在完成第 5 步之
后，在编辑器 “顶部菜单 - 导出 - 坐标文件” 导出坐标文件。然后访问打开嘉立创网站的下单系统进
行SMT下单，将 BOM、坐标文件上传下单。

8、然后访问打开嘉立创网站的下单系统，在左侧找到：“SMT 贴片加工 - 在线下 SMT 订单”，进行 
SMT 下单，将 BOM、坐标文件上传下单。

常见问题

1、在立创商城有库存的元件，但在嘉立创无法贴或者没有库存。因为元件的库存是独立的，只有部分
才可以贴。

2、PCB 下单时，在制造预览提示找不到边框。请检查 PCB 设计，如果是存在边框的，请联系嘉立创客
服。

3、SMT 下单时，在贴片预览图提示封装极性错误。请检查使用的封装极性是否正确，一般是在立创
EDA使用的封装的 0 度和嘉立创封装的 0 度不一致导致，如果是封装错误请联系立创EDA修复，如果
正确的可以忽略，嘉立创会人工修正。

4、在立创商城购买的元件可以和 PCB 一起寄送吗？不可以的，不同公司。

更多信息请查看：嘉立创PCB下单流程

文件源码  

立创EDA支持导出或编辑文件的源码。

顶部菜单栏 - 文件源码

点击下载后即可下载工程的文件源码，然后可以通过文本编辑器或浏览器打开该文件。你也可以复制对
话框内的代码在编辑器中进行编辑。

https://www.jlc.com/portal/2/vplace.html
af://n3065


PCB设计  

PCB设置  

画布属性

PCB中的很多的设置，基本都可以在系统设置查看和修改它的属性。

网格类型：网格、网点、无

af://n3073
af://n3074


十字光标：更改在PCB编辑器里光标的大小。

默认单位：这里修改PCB编辑器的单位，也可以快捷键Q进行修改。可以目前立创EDA专业版只支
持的单位只有mil和mm。
每次旋转角度：器件旋转的角度设置。
移动元件，导线跟随方式： 移动器件时，导线的跟随方式设置。



始终显示十字光标：选中之后鼠标会一直是十字光标形状。
显示效果：速度优先的会使编辑器的性能提升，但质量有所下降。质量优先是开启抗锯齿，开启后
显示会比较平滑对电脑配置有着一定的需求。

显示缩放尺：关闭和开启顶部快捷栏下方的缩放尺。   

     

焊盘显示网络：显示、隐藏器件焊盘的网络。

焊盘显示编号：显示、隐藏器件焊盘的编号。

导线显示网络：隐藏和显示导线上的网络。

过孔显示网络：显示、隐藏过孔的网络。

布线切层是优先放置盲埋孔：在布线切换层放置过孔时，设置对过孔或者盲埋孔进行优先设置。

移动元件时导线跟随：移动器件时可以导线可以跟随着器件的移动跟随过去。

生成制造文件前检查网络连接：导出Gerber文件时候会检查PCB网络的连接是否完成。

粘贴时保留位号：将复制好的器件粘贴在PCB时，保持原有的位号。

使用动态输入框：在绘制板框、圆、铺铜时，会有一个动态输入框，在动态边框输入数据，即可按
照输入的数据生成绘制的元素。

移动封装，导线跟随：勾选上后移动器件，导线会跟随器件移动。

主题设置  

    PCB界面主题设置，用户可根据个人喜好设置PCB界面的一些颜色配置，也可以选择其他PCB软件的
主题。

af://n3127


常用网格设置  

    设置一下常用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网格尺寸，方便布线是切换网格显示的大小。

常用线宽设置  

    设置导线的常用线宽，在布线时刻快捷切换导线的宽度。

af://n3130
af://n3133


常用过孔尺寸设置  

    设置常用的过孔尺寸，在放置过孔时可快捷切换过孔的尺寸。

添加常用字体  

支持设置自己的常用字体。这些字体需要均已经安装在本地电脑才可以被编辑器调用，否则编辑器会自
动使用浏览器提供的默认字体进行渲染。

添加自定义字体：
1）先安装自己需要的字体在本地电脑，如果已经有字体可以忽略这步。

af://n3136
af://n3139


2）以 Windows 系统为例，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字体设置，获取字体名称。需要获取准确的显示名
称，不能是字体文件的文件名。

3）根据字体名称添加一个字体。

4）在原理图的或者 PCB 的文本字体切换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字体，此时可以进行字体切换。

该添加的字体可以被原理图，面板，PCB等使用。

创建PCB  

立创EDA专业版创建PCB界面有两种方式快速的创建PCB页面。

af://n3147


在创建工程后会工程中将会默认的创建好一个原理图、图页、板子文件和PCB。

顶部工具栏 -  点击 - 文件  -  新建 - PCB 
在原理图中通过 设计 - 更新/转换到原理图到PCB即快速生成PCB设计界面板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无原理图的PCB设计。

 新建一个PCB文档后，在下边导航面板的“元件库”中搜索和放置你所需要的封装。可对每个封装添加
自定义属性，以便于导出BOM表。

-

导入DXF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入DXF的文件作为板子的边框，也可用于导入DXF作为其他用途。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新建 - 导入 - 导入DXF

af://n3160


DXF单位：默认单位mm，不可修改
缩放比例：导入的DXF缩放比例修改
线宽：导入的DXF线条的宽度，默认单位是inch，不可修改。
宽/高：根据DXF文件的大小
参考点：DXF原文件的参考点和DXF的中心点

选择导入的图层

-

导入网表  

网表也称网络表，就是网络连接和连接表示，其内容主要是电路图中各个元件类型、封装信息、连接关
系等信息。导出的源码修改后再次导入可应用到工程中。

af://n3181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新建 - 导入 - 网表

-

顶部面板-工具栏  

PCB顶面面板中的工具栏是一些常用的工具的一个快捷栏

设置快捷栏  

顶部菜单栏 - 设置 - 顶部工具栏

af://n3189
af://n3192


在这弹窗可以设置原理图、符号、PCB、封装的顶部工具栏设置，图中红色框指的是各个界面的顶部菜
单栏

点击复选框可以查看对工具的分类显示



自定义顶部工具栏  

点击相应界面的顶部工具栏的设置

弹窗的左边是可以添加到顶部工具栏的一些快捷工具

af://n3201


弹窗的右边则是已经设置在顶部工具栏的快捷工具

  先在右侧选择选择需要添加快捷功能的位置，然后在左侧选择需要添加到左侧的快捷功能，点击中间
的箭头或者把复选框打上勾，点击确定，即可添加到选择的位置上!



分类  

在顶部工具栏中，每个功能快捷方式都会有一个分隔符作为分类的规划而这个分隔符则是可以在设置中
进行修改。

添加分隔符的方法与添加快捷功能的操作相似，先在右侧选中需要分割的地方，在从左侧选择分割符，
点击中间的箭头，即可把分割符添加到顶部工具栏中，点击保存将当前设置保存并且应用到PCB界面
上。

af://n3211


可以看到，顶部工具栏的快捷功能被分隔开了

底部面板-元件库  

元件库在PCB界面中的底部面板中，元件库中的器件库可以直接在PCB界面中放置器件，符号、封装和
复用图块则不能放置。

元件库中包含了系统库、个人库、收藏库和加入团队的元件库。而元件库中又包含了器件库、符号库、
封装库、复用图块

器件搜索  

器件库顶部的搜索是全局搜索，在整个元件库中搜索

af://n3218
af://n3222


而下面的搜索框是对系统或个人的器件库进行分类搜索

编辑元件  

在元件库中选择任意器件，点击鼠标右键，即可对器件修改。

说明：

系统库不支持修改！

新增器件  

af://n3227
af://n3234


在元件库中点击右上方的新增按键，可快速创建器件，符号和封装操作相同。

底部面板-工程库  

    PCB的与原理图的工程库相同，工程库是当前放置在工程里所有的器件库，包括符号、封装和复用图
块，在工程中添加器件和特殊符号，都可以在工程库中显示，在工程里面删除的器件工程库不会跟着删
除，会保留在工程库里面，做一个历史记录，记录着放置在这个工程里面的器件，同时也可以再次点击
使用或者修改，在工程库中修改的器件只能应用于当前工程下，对元件库没有影响，但是不能再工程库
里面删除工程里面已经放置的器件。

左侧面板-对象  

在PCB左侧的“对象”面板中，可以查看到当前PCB界面下放置的元素和元素的数量，

相应的，每个分支都是可以单击击来使在PCB中高亮，双击可放大到器件并且高亮。

af://n3237
af://n3240


左侧面板-元件  

左侧面板元件界面是显示放置在当前PCB界面的器件数量、焊盘、位号、封装等信息。

单击可高亮选择的元素，双击可追随到PCB界面并且高亮放大。

af://n3244


位号  

显示在PCB界面同一类型的位号器件

点击位号或者封装，即可跳转到PCB界面对应的位号下的器件，点击器件下的焊盘即可高亮选中器件的
焊盘。

af://n3248


器件  

显示放置在PCB界面的器件，不同器件的名称将会分开显示。

点击器件，即可跳转到PCB界面对应的器件，点击器件下的焊盘即可高亮选中器件的焊盘。

af://n3252


封装  

显示放弃PCB界面放置的封装，不同的封装将会分类显示。

相同，点击封装，即可跳转到PCB界面对应的封装，点击器件下的焊盘即可高亮选中器件的焊盘。

af://n3256


左侧面板-网络  

在PCB界面的左侧面板则显示的是当前PCB界面的网络、    焊盘下的网络、网络类和飞线，也可进行修
改。

af://n3260


网络  

显示当前PCB界面中网络的数量，器件焊盘下的网络，单击击需要的网络，即可在PCB界面中高亮出
来，双击焊盘可在PCB中放大并且高亮。

af://n3263


网络类  

添加网络类  

在网络分支下鼠标右键 - 新建分类

af://n3266
af://n3267


给网络分类命名，点击确定，即可添加网络类

添加完成网络类之后需要添加网络进入网络类里

在网络分支下选择需要添加进入网络类的网络 - 鼠标右键 - 添加到网络类



这里选择刚刚创建好的网络类，点击确定，即可将当前选择的网络添加进入网络类里



飞线  

显示当前PCB界面下的所有网络飞线，点击飞线也可将飞线在PCB界面高亮

af://n3278


显示飞线

在左侧面板飞线选择分支先点击这个小眼睛，即可将飞线显示和隐藏，也可单独对一条飞线设置隐藏和
显示



右侧面板-图层  

PCB层工具  

PCB设计会经常使用层工具，它可以随意拖动位置，用来展示当前活动层。在这里对不同层进行切换编
辑。

点击层对应的眼睛图标可以使其是否显示该层；  

点击层的颜色标识区，使铅笔图标切换至对应层，表示该层为活跃层，已进入编辑状态，可进行布
线等操作；

也可以使用命令来切换图层

快捷键“C”调出命令输入框 ，在输入框输入“L+ 图层的数字”即可切换图层。

af://n3284
af://n3285


切换层的快捷键如下：

T： 切换至顶层 
B： 切换至底层
1： 切换至内层1  
2： 切换至内层2
3： 切换至内层3
4： 切换至内层4
SHIFT+S：高亮当前层的所有元素，隐藏其他层的元素。

注意：隐藏PCB层只是视觉上的隐藏，在照片预览，3D预览和导出Gerber时仍会导出对应层。



更多关于PCB层的信息请查看：PCB设计 - 层管理器

显示和隐藏  

点击可以批量修改对应元素的显示和隐藏。

元件：显示或隐藏全部的整个元件，包括元件名称和编号
属性：显示或隐藏全部元件的编号
导线：显示或隐藏全部层的导线，不区分层类型
焊盘：显示或隐藏全部层的游离焊盘，不包含元件内的焊盘
过孔：显示或隐藏放置的过孔
缝合孔：显示或隐藏放置的缝合孔
文本：显示或隐藏全部层的普通文本，不包含元件内的文本
图片：显示或隐藏全部层的图片
尺寸：显示或隐藏全部层放置的尺寸标注
板框：隐藏或显示板框，不会应用至3D模式下
挖槽区域：隐藏或显示挖槽区域，不会应用至3D模式下。
铺铜边框：隐藏或显示铺铜的边框
铺铜填充：隐藏或显示铺铜
填充区域：隐藏或显示填充的区域
禁止区域：隐藏或显示禁止区域
线条：显示或隐藏全部层的线条
注意：图层的隐藏显示，元素筛选的隐藏显示不会进入撤销重做的历史记录！

右侧面板-过滤  

在PCB界面的右侧面板筛选需要选择的元素

取消勾选了其中一元素后，勾选的那个元素将在PCB中无法选择也无法修改。

https://docs.lceda.cn/PCB/Layer-Manager/index.html
af://n3314
af://n3352


右键菜单中的过滤功能不同的是，选择单独一个元素后，其他的元素将无法选中，也无法进行修改设置



显示或隐藏PCB界面中的元素



点击旁边的小眼睛即可隐藏所选的元素



右侧面板-属性  

PCB界面右侧面板中的属性是器件或者其他元素进行设置窗口，这里可以修改器件或者其他元素的属
性。

在PCB界面中需要选择器件才能点击属性，在什么都不选择的情况下无法点击属性界面的。

af://n3362


在选择整体的PCB时，可以在右侧面板 - 属性中过滤掉其他的属性，单选其中一个属性进行修改。



移动  

把选择的元素进行移动。

使用方法：

选择器件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移动或选择器件点击鼠标右键

af://n3368


跟进中心移动  

1.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移动 - 根据原点移动
2. 选择器件 - 点击鼠标右键 - 移动 - 根据中心移动
3. 快捷键“M”

根据原点移动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移动 - 根据原点移动或鼠标右键 - 移动 - 根据原点移动

选择后即可将器件根据封装的原地进行拖动

af://n3375
af://n3384


根据参考点移动  

将选择的器件根据用户选择的参考点移动，点击后选择一个作为移动的参考点来进行拖动。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移动 - 根据参考点移动或鼠标右键 - 移动 - 根据参考点移动

af://n3391


-

吸附  

吸附功能类型捕捉功能，能吸附得了焊盘的中心、过孔中心和线条的中心点。

使用方法：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吸附 或 鼠标点击右键 - 吸附

af://n3399


入口：顶部菜单栏 - 设置 - 系统设置 - 吸附



通用  

全部

通用吸附全选或取消。

网格点

开启吸附网格点，关闭则是关闭吸附网格的格点。

延长线

在导线或者折线的延长段会出现一段延长线，延长线只会在线条的平行和垂直间才能吸附到并出现。

af://n3410


布局布线  

封装原点

开启后吸附封装的原点，封装的原点在绘制封装时候设置的。

封装中心

封装的中心点，封装的中心点和封装的原点只能选择一个吸附。

焊盘中心

勾选后可吸附焊盘的中心点，取消勾选则不能吸附焊盘的中心点。

过孔中心

勾选后可吸附过孔的中心点，取消勾选则不能吸附过孔的中心点。

导线中心

勾选后可导线的中心点，取消勾选则不能吸附导线的中心点，此设置只对导线有限，折线除外。

轮廓对象  

端点

折线末端的端点，此设置只对折线有效。

af://n3418
af://n3429


中点

勾选后可吸附一条导线和折线的中心点。

交点

勾选后可吸附两条或者多条线之间的相交点。

圆心

勾选后可吸附圆形和圆弧的中心点。



切点

圆形和圆弧与中心的相切点，勾选后可吸附圆形和圆弧的相切点。

区域中心

勾选后可吸附铺铜区域、填充区域或禁止区域的中心点。



-

选择对象  

全部  

选择在PCB编辑器里所有的器件，选择后可进行批量修改。

使用方法：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 全部 
使用快捷键 Ctrl  + A

连续选择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 连续选择

连续选择和按住 Ctrl +鼠标点击连续选择相似。

af://n3449
af://n3450
af://n3459


矩形外部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矩形外部

将会在选择矩形外部的所有元素，而矩形内部的元素为不选择状态。

多边形内部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选择对象 -多边形内部

多边形外部  

af://n3465
af://n3471
af://n3476


在绘制的多边形内的元素为不选中状态，多边形外部的则全部选中

触碰到线条的  

触碰到线条的元素将会选中，没有触碰到的元素则不会被选中

-

阵列对象  

器件阵列和封装库的阵列功能相似，只是在封装库的基础上多加了一些的功能。

使用方法：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阵列对象

af://n3481
af://n3487


弹窗阵列的属性面板，默认是矩形的属性面板。



类型：可选择阵列的形状
位置：矩形阵列的位置是默认为选中器件的位置，而圆形阵列则需要自己选择。
分布类型: 只能选择先水平后垂直或先垂直在水平的阵列排序设置。
每行数量：这种阵列行的数量。
每列数量：设置阵列写列的数量。
列距：设置列阵列间的距离。
行距：设置阵列行的距离。
元素旋转的角度：设置阵列后摆放的角度。

圆形阵列的属性面板



位置：设置圆形阵列的中心点。
方向：可设置阵列的方向为逆时针阵列还是顺时针阵列。
起始旋转角度：选择位置后系统就会默认了起始的角度了。
起始旋转角度：设置起始阵列对象的旋转角度。
数量：设置阵列对象的数量。
间隔角度：设置每个阵列对象的间距。
半径：默认和选择的半径，不可更改。
选择对象是否以适合圆形：选择器件是否适合圆形阵列的使用。

矩形阵列设置  

选择矩形，阵列的起点默认为选中的器件位置。

af://n3532


分布类型我们可以选择先水平后垂直或先锤子后水平，跟进个人需求选择。



设置阵列的属性，旋转的角度先不设置，点击确定生成阵列。



没有选择角度的阵列



设置旋转阵列



阵列旋转，阵列的本体是不会随着阵列生成旋转的。



圆形阵列的属性  

将阵列类型设置为圆形

af://n3545


选择圆形阵列的中心位置，可以使用鼠标来选点或手动输入。





设置好剩下的属性，点击确定，即可生成。





查找  

在PCB界面中查找器件 、 属性、 名称等。查找的格式可以使用通配符和表达式查找。

使用通配符。勾选后文本输入框均支持通配符 *? 。比如搜索位号： BAT?  或者 BAT* ，可以把全

部 BTA 开头的位号都搜索出来。
区分大小写。根据大小写的不同进行查找。比如查询： max232  和 MAX232  是两个不同搜索词。

使用表达式。支持文本输入框输入正则表达式进行字符匹配。比如查找： /u/ , 则可以查找出全部

带 u 的属性。
具体正则表达式的用法请查看：https://www.w3school.com.cn/js/js_regexp.asp

查找方法：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查找或快捷键 Ctrl + F

af://n3554
https://www.w3school.com.cn/js/js_regexp.asp


在弹窗中输入需要筛选查找的的对象

可选择输入的格式，不选择则是默认全部。



过滤掉选择需要查找的对象

选择精准搜索或者模糊搜索



在输入框内输入需要查找的内容，点击查找全部

查找的结果将会在底部面板显示出来，并且高亮在PCB里的内容、

锁定/解锁  

将选中的元素锁定，不可移动和删除。点击需要锁定的元件，鼠标右键选择锁定或在左侧面板中锁定中
选择是，即可把元件锁定。

af://n3580


单图元锁定：在其属性的锁定属性设置为是。

批量锁定：在右侧过滤面板，直接把对应图元或者状态的对象进行取消勾选即可锁定；



  

在图层面板，把对应的层进行锁定也可以批量锁定。

  

-

2D预览  

把设计好的板子生成2D预览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2D预览
顶部工具栏 - 点击2D预览

af://n3590


开启2D预览的PCB，2D预览的PCB和生产出来的PCBA相似。

在2D界面的右侧面板中，可以修改当前板子的颜色来仿真生成的出来的PCBA。

背景颜色：2D模式界面的背景色设置

板子颜色：PCB板的颜色设置

焊盘喷漆：PCB板焊盘喷漆的预览

丝印：可更改显示或者隐藏



注意：此2D功能的预览是一个生成文件的仿真图预览，不能作为实物，具体的结果请按照生成的结果
来看。

翻转板子  

翻转板子2D预览下的pcb板子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翻转板子或快捷键 Shift  + F

3D预览  

把设计好的板子生成3D预览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3D预览
顶部工具栏 - 点击3D预览图标

  

  

开启3D预览的PCB，3D预览的PCB和生产出来的PCBA相似。目前3D预览不支持实时同步PCB的变
更，需要重新进行3D预览。

af://n3609
af://n3612


在3D界面的右侧面板中，可以修改当前板子的颜色来仿真生成的出来的PCB和3D模型。如果PCB的元
件没有绑定元件3D模型，需要在PCB的：顶部菜单 - 工具 - 3D模型管理器，先进行绑定3D库。

属性说明：

背景颜色：预览界面的背景色设置

板子颜色：PCB板的颜色设置。支持七种颜色设置。

焊盘喷漆：PCB板焊盘喷镀的颜色预览，金色或者银色

层发散：每个图层的间距，设置可以分开查看每一层的图形。

PCB距外壳底面高度：支持设置PCB板子到底面外壳的高度，预览位置。

板厚/层厚信息：这个是根据 PCB 的图层管理器里面的层堆栈设置的层厚进行展示。需要修改请在图层
管理器修改：顶部菜单 - 工具 - 图层管理器 - 层堆栈。

图层切换：



支持在右侧隐藏不需要的一些图层。3D外壳也可以在这里隐藏。

顶部工具栏：

在顶部工具栏支持导出图片和3D模型。



导出的图片默认宽度 2160，根据当前画布状态进行导出，背景透明。

注意：
1、此3D功能的预览是一个生成文件的仿真图预览，不能作为实物，具体的结果请参照生产的结果。
2、如果需要单独窗口的3D预览，请使用“3D外壳预览”功能。

3D外壳预览  

立创EDA专业版提供3D外壳的同步预览，方便在绘制3D外壳的过程中快速进行预览，查看是否绘制正
确。

入口：

1、在设计3D外壳的时候，没有打开3D外壳预览试，会提示是否打开3D外壳预览，方便绘制3D外壳。

  

2、在顶部菜单 - 视图 - 3D外壳预览。

af://n3638


属性和图层的设置和3D预览的设置一致。

支持把“PCB距外壳底面高度”的设置同步回PCB中。

预览工具条支持调整上下外壳的间距：

-

视图缩放  

对PCB界面的视图进行放大缩小设置

视图缩小  

顶部工具栏 - 视图 - 缩小
快捷键 Z

鼠标滚轮后退缩放

af://n3649
af://n3651


视图放大  

顶部工具栏 - 视图 - 放大
快捷键 A

滚轮前滚进行放大

适应全部  

适应PCB设计界面，跟进边框和器件来进行适应调节，即使把PCB缩放最小，点击快捷键K即可缩放到
当前PCB中。

顶部工具栏 - 视图 - 适应全部
快捷键 K

af://n3660
af://n3669


适应选中  

将选中的元素放大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适应选中
选择器件 - 鼠标右键 - 适应选中

af://n3677


适应框选  

把框选的地区放大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适应框选

af://n3686


适应板框  

按照板框进行适应放大。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适应板框

全屏  

把编辑器整体按照屏幕的尺寸进行放大。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全屏
快捷键 F11

af://n3693
af://n3699


切换亮度  

切换当前图层的亮度，将其他图层的元素变暗，单独显示当前图层的元素。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翻转板子
使用快捷键 Shift  + S

af://n3707


翻转板子  

将PCB翻转，方便用于布线，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翻转板子 
快捷键 F

af://n3717


单位切换  

切换PCB界面的单位设置，目前支持的切换只有mm和mil两种单位。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单位
快捷键 Q

顶部工具栏

af://n3726


网格尺寸  

网格尺寸  

修改PCB界面网格的大小。

网格切换  

将网格切换到网格、网点或无。

af://n3737
af://n3738
af://n3740


修改网格大小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网格

鼠标右键 - 网格

af://n3743




常用网格设置  

顶部菜单栏 - 设置 - PCB/封装 - 常用网格尺寸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网格 - 常用网格大小

af://n3752




添加网格设置  

在网格设置弹窗中点击顶部的“+”号添加

双击刚刚添加的网格属性设置，修改完后点击确认，即可保存当前配置

af://n3760


删除网格设置  

选择需要删除的网格大小设置，在网格设置弹窗中点击顶部的“X”号进行删除

极坐标系  

极坐标系网格尺寸列表

af://n3765
af://n3768


  

支持设置极坐标系范围大小

  

网格类型  

af://n3774


网格类型  

支持切换两种网格类型：直角坐标系，极坐标系

  

也可以设置画布内网格是格线还是格点，还是无网格显示。

直角坐标系  

直角坐标系最常用，普通的板子均使用该坐标系即可完成设计。

极坐标系  

极坐标系是以圆心为原点，往外扇形外扩的一种坐标系，一般在设计环形板子和布局的时候使用。

af://n3775
af://n3779
af://n3782


飞线  

飞线是基于相同网络产生。

当两个封装的焊盘网络相同时，会出现飞线，表示这两个焊盘可以通过导线连接。立创EDA专业版支持
器件飞线的隐藏和显示

                                                                                                                  未隐藏飞线前

隐藏  

af://n3785
af://n3790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飞线 - 隐藏全部 



显示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飞线 - 显示，即可把隐藏的飞旋显示出来。

af://n3796


单器件飞线隐藏  

选中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飞线 - 隐藏所选，点击后，所选器件的飞线会单独隐藏。

 

af://n3801




显示全部飞线  

af://n3808


高亮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器件、网络高亮选择。

高亮操作步骤：

选中焊盘或者网络 -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高亮 - 高亮网络 
选中需要高亮的元素 - 右键 - 高亮
快捷键 H

全部高亮  

af://n3810
af://n3820




就能将在PCB里面选中所有相同的网络高亮出来了



取消高亮  

选中要取消网络的焊盘 -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高亮 - 取消全部高亮 或 右键 - 高亮 - 取消全部高亮

也可以使用快捷键shift + H取消全部高亮

取消全部高亮

af://n3825


高亮器件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高亮 - 高亮器件
选中器件 - 右键 - 高亮 -高亮器件
左侧视图 - 元件 - 找到相应的器件双击

af://n3833




取消高亮器件  

顶部菜单栏 - 视图 - 高亮 -取消高亮器件

右键 - 高亮 - 取消高亮器件
快捷键 Shift + H

高亮选中  

高亮选中的操作步骤与高亮器件的操作步骤一致，只是高亮选中可以选中其他的元素。

过孔  

过孔  

    过孔也称金属化孔。在双面板和多层板中，为连通各层之间的印制导线，在各层需要连通的导线的交
汇处钻上一个公共孔，即过孔。过孔的参数主要有孔的外径和钻孔尺寸，当你需要绘制一个双层板或多
层板时你可以放置过孔，使顶层和底层导通。

在走线上放置两个过孔，然后就可以将两个过孔间的走线切换至他层，或者移除。
布线过程中，使用快捷键换层可以自动添加过孔。快捷键 V 。

注意：系统过孔默认盖油

af://n3843
af://n3852
af://n3856
af://n3857


盲埋孔  

立创EDA专业版已支持放置盲埋孔，在操作之前先介绍一下什么是盲埋孔。

盲孔：在多层板的设计中，该孔有一边是在板子的表面，然后通至板子之内部为止。盲孔就是连接表层
和内层而不贯通整版的导通孔。盲孔是指连接内层之间而在成品板表层不可见的导通孔。

埋孔：埋孔是指做在内层过孔，表底层是看不到的，用于内层信号互连。一般在手机、PDA板上用的比
较多。埋孔可以减少信号受干扰的几率，保持传输线特性阻抗的连续性，并节约走线空间，适用于高密
高速的电路板设计。

在放置盲埋孔前需要在规则设置里添加盲埋孔。设置盲埋孔的前提是必须在两层板以上才能添加。

点击“+”添加盲埋孔，

af://n3866


添后给盲埋孔命名，选取起始层和结束层。

注意：起始层为顶层时，结束层不能是底层。添加完埋孔和埋孔点击确定即可把盲埋孔的规则设置完
成。

在放置盲埋孔之前需要先放置一个过客，在右侧面板找到过孔的属性，选择刚刚添加的盲埋孔。



埋孔：顶层到内电1层

盲孔：内电层1到内电层2。

布线模式下放置盲埋孔  

在布线模式下右键添加盲埋孔，放置盲埋的时，需要切换到相应的层才能放置。

af://n3883


也可以在系统设置里把布线时切层时优先放置盲埋孔。

缝合孔  

缝合孔技术可以将不同层中的较大的铜箔连接到一起，在板结构中进行垂直连接，同时保持较低的阻抗
和较短的回流路径。在RF设计中，缝合孔与护环一起创建一个过孔墙，以创建电磁屏蔽PCB。缝合孔也
可以被用来连接那些独立于网络的铜箔，将其与网络连接起来。

放置方法：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缝合孔 - 矩形 - 矩形

af://n3888


设置缝合孔的属性，点击确定，然后在在PCB里绘制一个矩形，就能根据绘制的矩形放置缝合孔。

网络：设置缝合孔的网络。
外径：缝合过孔的外径。
内径：缝合过孔的内径。
行间距：设置缝合孔的行距。
列间距：设置缝合孔的列间距。



边框/板框  

 在开始PCB设计前，首先需要给板子创建板框。可以通过直接绘制和导入DXF两种方式创建板框。

说明：

一个板框内只能放置一个板框，多于的板框会转为挖槽区域

直接绘制  

顶部菜单放置 - 板框
顶部工具栏板框进入绘制模式，提供矩形、圆形、多边形三种方式的绘制

板框、铺铜区域、填充区域、挖槽区域、禁止区域的绘制方式完全相同。

af://n3909
af://n3915


导入DXF  

可以通过轮廓对象的任意类型切换成板框，如果线条未闭合，会提示自动闭合轮廓。该功能多用于在导
入DXF后，将导入的线条转换为期望的类型（板框、挖槽区域、禁止区域等）

点击顶部菜单文件文件 - 导入- DXF选择你要导入的DXF文件

2.选择完文件后，会弹出导入DXF弹窗显示预览

af://n3924


DXF单位：系统会根据自动读取DXF的单位显示出来，如果没有读取到默认取mm
缩放比例：默认为1，你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宽高：系统根据你选择的缩放比例自动计算出导入图形的宽高
参考点：默认放置时的参考点取DXF文件的原点，如果DXF文件的原点距离图形很远，建议切换参
考点到图形中心
导入配置：根据你的需要勾选需要的DXF层以及导入到eda的层，导入后的图元类型均为线条，需
要在放置后手动切换类型为板框或挖槽区域

3.点击导入按钮，将根据你选择的参考点进入待放置模式，左键点击画布，即可完成图形的放置

4.导入后的图形全部为线条类型，需要手动调整类型为板框或挖槽区域。

借助命令辅助完成多边形板框**

x:绝对坐标命令
ix:相对坐标命令
ix:X方向相对坐标命令
iy:Y方向相对坐标命令

注意:

板框和挖槽区域要求必须闭合，如果你选择的线条不是闭合的，需要多选这几段线条后通过右键菜
单合并为闭合对象合并成一个整体，再进行板框的转换
板框层的非闭合线条也会作为板框层导出，不影响你用线条绘制板框。

添加圆角  

  专业版中绘制圆角矩形边框的方法与标准版不同，它被拆分于另外一个功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板框，板框需要为一个完整的闭合回路才能生成圆角 - 鼠标右键 - 添加圆角

在弹窗中输入圆角的宽度 - 点击确定即可给板框生成圆角

af://n3961


  

  

  未闭合的线条添加圆角：



  

添加斜角  

禁止区域  

在设计PCB中，有些电路对信号比较敏感，信号容易受干扰，通常都要设置一个禁止区域，禁止区域包
括禁止布线、覆铜、器件。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禁止区域 - 矩形

十字光标出现后，即可在PCB里面绘制一个矩形的禁止区域，也可在动态输入框输入需要绘制的大小数
值

操作步骤与添加圆角一致，这里不再做解释。

af://n3973
af://n3975


绘制完之后弹出属性弹窗，这里可以对禁止区域进行属性设置。

禁止选项

元件：勾选后，当前绘制的禁止区域无法在里面放置器件。
导线和填充区域： 勾选后，当前绘制的禁止区域无法在里面绘制导线和填充区域，也无法从外部
绘制进入禁止区域。
铺铜：勾选后，当前绘制的禁止区域无法在里面绘制铺铜区域，全局铺铜会把禁止区域的铜皮给切
割。

矩形轮廓

图层：设置禁止区域的图层，可设置在顶层、底层以及多层。

锁定：是否对禁止区域的锁定，是就会锁住，不可移动。

禁止选项：设置禁止区域禁止放置的元素。

起点X：显示禁止区域的X方向的起点。

起点Y：显示禁止区域的Y方向的起点。

宽：禁止区域矩形的宽度。

高：禁止区域矩形的高度。



挖槽区域  

在PCB设计中无论是高压板卡爬电间距，还是板型结构要求，会经常遇到板子需要挖槽的情况，挖槽就
是在设计的 PCB 上进行挖空处理。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挖槽区域 - 圆形

af://n4010


当光标变成十字就可以在PCB内绘制了

绘制完之后PCB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黑色区域



填充区域  

立创EDA提供了一个填充区域。你可以绘制所需的填充信息，该功能与铺铜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实心填
充不能与不同网络的元素产生间隙。   

顶部菜单栏 - 填充区域

af://n4023


绘制完之后弹窗，选择需要放置  的填充区域，层和网络。



属性

层：支持将实心填充切换至其他层：顶层，底层，顶层丝印，底层丝印，文档，多层等，这些层需
要在层工具开启后才会全部显示出来。
网络：在顶层和底层，或其他内层信号层时，可以对其设置网络使其具有电气特性。如果使用实心
填充直接连接两个焊盘，需要将它们的网络设为一样，实心填充需要盖过焊盘中心，并且需要用单
个实心填充连接起来，否则飞线不会消失。
类型： 修改填充的区域，默认在填充区域层，不推荐改成其他层。默认填充区域层即可。
编辑坐标点：支持实心填充坐标点编辑，编辑出你所需要的形状，包括圆弧的形状。

铺铜区域  

如果你想保留整块铜箔区域使其接地或者接电源，你可以使用“铺铜”功能。

点击后可以围绕你想铺铜的区域绘制铺铜区，可以直接在板子边框外部绘制，不需要沿着板子边框，立
创EDA会自动裁剪多余的铜箔。

af://n4041


顶层和底层需要分别绘制。一块板子可以绘制多个铺铜区，并分别设置。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铺铜 - 矩形（根据个人需求来选择）

绘制矩形铜皮，



绘制完之后弹出属性窗口。

类型：EDA默认为铺铜边框类型；
名称：可以为铺铜设置不同的名称。
图层： 可以修改铺铜区的层：顶层. 底层. 内层1. 内层2. 内层3. 内层4。当内层的类型是内电层
时，无法绘制铺铜；
网络： 设置铜箔所连接的网络。当网络和画布上的元素网络相同时，铺铜才可以和元素连接，并
会显示出来，否则铺铜会被认为是孤岛被移除。
锁定：仅锁定铺铜的位置。锁定后将无法通过画布修改铺铜大小和位置；
填充样式：全填充：正常的铺铜填充样式；45度网络：该区域的填充为45度网格填充。90度网
络：该区域的铺铜填充为90度的网络类型。



                                                                                                                 全填充铺铜

                                                                                                                 45°填充铺铜



                                                                                                                 90°填充铺铜

保留孤岛：是或否。即是否去除死铜。若铺铜没有设置网络，那么整块铺铜都将被视为死铜而去
除，若想保留铺铜，可选择保留孤岛或为铺铜设置一个PCB已有的网络，并重建铺铜；
制造优化：仅在填充样式为全填充时出现，网格铺铜默认启用制造优化。默认为是，将移除铺铜的
尖角和小于 8mil 的细铜线，利于生产制造；设置为否则显示尖角和细铜线；



-

线条  

线条工具与导线中的不同，他是没有电气属性的，只能作为绘图工具的使用

af://n4079


折线  

折线与导线不同，折线是不带任何电气属性的，折线可以用来绘制板框，做分割规划不能做于导线使用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线条 - 折线
使用快捷键 Alt  + L

中心圆弧  

在PCB界面用于绘制一个基于中心点的圆弧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线条 - 中心圆弧

af://n4081
af://n4089


两点圆弧  

在PCB界面用于绘制一个两点圆弧。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线条 - 两点圆弧

af://n4096


三点圆弧  

在PCB界面用于绘制一个三点圆弧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线条 - 三点圆弧
使用快捷键 Alt  + A

af://n4103


圆形  

在PCB界面用于绘制一个圆形。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线条 - 圆形
使用快捷键 Alt  + C

af://n4112


矩形  

在PCB界面用于绘制一个圆形，绘制完成图形后可点击图形在右侧面板中修改相应的属性。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线条 - 圆形
使用快捷键 Alt  + R

af://n4120


测试点  

    PCB测试点就是用于测试PCB上的零器件是否符合规格和焊接性或用于测试PCB的可用性。

放置方法：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测试点，将测试点放在在需要测试电路附近。

选择测试点的网络,即可完成测试点的添加。

af://n4129


文本  

放置在PCB里面作为说明或者标识的使用。

放置方法：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文本
快捷键 AIt  + T

af://n4138


在文本框内输入需要放置的文本内容，点击确定即可生成预览，再次点击可放置在原理图中。

鼠标单击放入PCB里，选中可在右侧面板中修改文本的属性。



图片  

在PCB和PCB库画布下，立创EDA支持添加图片。你可以很方便插入丝印logo等标识图案。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图片

af://n4152


点击插入图片功能，会打开一个窗口，你可以添加你需要的图片，支持图片格式有：SVGZ、SVG、
PNG、PIP、JPG、PJPEG、JPEG、JFIF格式。

容差：数值越大，图像损失也就也大
简化：数值越大，图像边沿会更圆润
平滑：数值越大，导入的图片更加平滑，需要开启质量优先比较明显
反相：选择后，原本高亮区域会被挖图
图片尺寸：设置你要插入的大小，修改单数值会等比例缩放
单位：系统只支持两种单位，mm和mil



图片放置会在当前编辑的图层里，点击插入的图片，在右侧面板修改图层、宽、高和镜像。

尺寸  

测量长度、圆的半径、以及角度。与测量距离的功能有所不同的是，尺寸放置是标注PCB板的长宽。

放置尺寸方法：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尺寸

af://n4173


长度测量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尺寸 - 长度

点击放置好的尺寸标注可以在右侧视图修改信息。

尺寸类型：默认长度尺寸，不可修改
图层：修改尺寸标注的图层
单位：可修改mm、cm、inch、mil四种单位
长度：修改尺寸的放置长度
宽：修改尺寸标注的宽度
字号：修改字体的大小2
尺寸精度：可修改尺寸的精度，最多到4位数

af://n4178


角度测量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尺寸 - 角度，用于测了角度的尺寸标注。

半径测量  

af://n4200
af://n4204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尺寸 - 半径，用于测量圆的半径尺寸。

堆叠表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放置 PCB 层堆叠的表格，展示当前设计。

放置方法：

顶部菜单 - 放置 - 堆叠表

  

设置堆叠表的参数：

af://n4209


  

点确定后选择堆叠表左上角顶点的位置，堆叠表默认放在文档层。

放置后的堆叠表是多种图元组合而成，你可以解散组合成单独的图元编辑。如果图层管理器有调整图层
参数，需要删除并重新放置堆叠表，堆叠表不会自动更新

钻孔表  

钻孔表  

当 PCB 设计规模比较大时，和工厂制造流程需要，PCB 通常会需要输出钻孔表进行校对 PCB 制造时的
钻孔类型和位置。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放置钻孔表。

入口：

顶部菜单 - 放置 - 钻孔表。

点击后设置钻孔表的参数，再点击位置生成钻孔表数据。放置后默认放在钻孔图层。

af://n4221
af://n4222


钻孔表会根据当前 PCB 中出现的钻孔类型：金属化孔 PTH 和非金属化孔 NPTH，和钻孔大小进行统
计，并且用不同的标识符号标识出来，导出 PDF 或 Gerber 时，钻孔图层可以跟随导出，对应的钻孔
位置会显示对应的标识符号。

原点  

也称之为坐标原点，参考基准的作用。

具体操作如下：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画布原点

生成原点后，焊盘的X/Y轴的坐标变为0

af://n4233


从光标  

选择之后鼠标会变成一个十字，然后点击焊盘或者符号中心，就能设置坐标原点了。

从坐标  

选择之后会弹出一个视图，选择想要设置原点的坐标，点击确定，之后就会按照你输入的坐标生成原
点。

从焊盘中央  

选择之后原点就会生=生成在两个焊盘之间的中间。

af://n4242
af://n4244
af://n4247


从第一个焊盘  

原点会生成在你的第一个焊盘那里。

D外壳-边框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简单的 3D 外壳设计，方便用户快速绘制和制造一个简单的外壳。

如果在立创EDA设计的简单 3D 外壳不满足需要，可以导出 3D 外壳时，选择导出 STEP 或者 OBJ 格
式，在其他专业 3D 设计工具进行继续设计。

设计 3D 外壳，需要先绘制 3D 外壳的边框。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3D外壳-边框：

af://n4250
af://n4253


  

绘制的图元会自动切换到 3D 外壳 - 边框层：

  

点击“3D外壳-边框”图元可以在右边属性面板设置其属性：

绘制后，可以在：顶部菜单 - 视图 - 3D外壳预览，进行同步预览，PCB修改的3D壳相关的参数会同步
更新到 3D 预览里面。3D外壳预览会在新的独立窗口打开。

  



属性说明：
类型：上下壳、推盖。立创EDA提供了两种外壳类型，暂时只有矩形外壳边框才支持推盖。

图层：和其他线条一样，可以切换到其他图层，图层切换后，类型也会相应变化。

推盖方向：推盖类型时，推盖的方向。

外壳整体高度：外壳的整体高度。比如上下壳合并后的高度。

PCB距外壳底面高度：PCB板到底部外壳表面的高度，用于确定PCB的悬空高度。

下壳高度：下壳的高度。上壳的高度会根据整体高度自动算出。

外壳厚度：外壳的厚度。建议大于等于 1.5mm，否则制造的时候不同材质和尺寸时容易断裂。具体可
以查看三维猴的工艺要求：https://www.sanweihou.com/technicalColumnsDetails/b81edfabf947
4537a552c53d9ac432cc

上壳内壁高度：上壳内壁的对位凹槽高度。

  

-

https://www.sanweihou.com/technicalColumnsDetails/b81edfabf9474537a552c53d9ac432cc
af://n4274


3D外壳-螺丝柱  

绘制 3D 外壳时需要绘制螺丝柱，以便于把 PCB 板承载起来。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3D外壳-螺丝孔

属性说明：

螺丝规格：编辑器内置了六种螺丝规格M2~M6。暂不支持自定义螺丝规格。请注意，在板子绘制螺丝
孔的时候，如果需要把板子穿过螺丝柱，则螺丝孔的内直径要比螺丝柱规格大一些，避免板子放不上
去。

图层：这个螺丝柱的生成位置。在顶顶层外壳还是在底层外壳生成螺丝柱。顶层生成会直接穿透顶层，
有凹槽的螺丝孔。

  

高：螺丝柱的高度。自动校准会根据外壳高度自动设置一个高。

af://n4274


需要加强筋：螺丝柱增加四周的固定用的加强筋。

需要沉头孔：是否有沉头样式的螺丝柱。

-

3D外壳-侧面基准线  

当需要绘制侧面的挖槽时，就需要这个侧面基准线来定位。

入口：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3D外壳-侧面基准线

  

侧面基准线只允许设置在3D外壳边框层。

af://n4285


使用方式：

1、在需要挖槽的外壳侧面，确定板子俯视图时，侧面对应的边框线段

2、放置侧面基准线，和对应的边框线段平行，不要和边框线段重叠，需要放在外部

3、再放置侧面挖槽区域在外部即可。侧面挖槽区域距离基准线的间距就是挖槽距离底部的高度。如下
图：B 的高度等于 A 的距离。

侧面基准线也可以任意方向，侧面挖槽区域会垂直于侧面基准线进行挖槽。

-

3D外壳-侧面挖槽区域  

当需要绘制侧面的挖槽时，需要侧面基准线来定位，再加上侧面挖槽区域。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3D外壳-侧面挖槽区域

af://n4296


  

侧面基准线只允许设置在3D外壳边框层。

使用方式：

1、在需要挖槽的外壳侧面，确定板子俯视图时，侧面对应的边框线段。

2、放置侧面基准线，和对应的边框线段平行，不要和边框线段重叠，需要放在外部。

3、再放置侧面挖槽区域在外部即可。侧面挖槽区域距离基准线的间距就是挖槽距离底部的高度。如下
图：B 的高度等于 A 的距离。

侧面挖槽区域属性说明：



顶面底面挖槽和侧面挖槽可以相互切换。

基准线：根据对应的基准线确定挖槽的方向和面。单击可以选择新的基准线。

挖槽深度：挖槽需要挖多深，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来决定。以侧面挖槽区域放置的位置作为起始位置，
到外壳边框的距离为挖槽深度。如下图：A 和 B 的距离相等。

3D外壳-顶面/底面挖槽区域  

当需要绘制顶面和底面的挖槽时，使用顶底面挖槽区域。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3D外壳-顶面/底面挖槽区域

af://n4310


  

顶面/底面挖槽区域直接作用在顶层或者底层。

属性说明：

图层：设置在顶层外壳还是底层外壳。

挖槽深度：挖槽的深度。基于顶面或底面为起始面，进行下挖，或者上挖。自动校准会根据外壳的厚
度，自动设置一个值确保可以挖穿。

从原理图导入变更  

当你修改了原理图，你可以很方便地导入变更到PCB。你可以通过：

af://n4319


可使用原理图的 更新PCB 功能。

入口：顶部菜单 - 设计 - 从原理图导入变更

如果原理图存在错误，会直接弹窗提醒，如标注重复，封装缺失等。

若无问题将弹出确认对话框：  

如果你需要同时更新PCB里面的导线网络，则勾选“同时更新导线的网络”选项。编辑器会根据焊盘的
网络自动更新关联的导线网络。



若确认无问题点击“应用修改”即可更新PCB。

注意：

因为原理图网络名是计算后生成，当你修改了原理图后部分网络如果出现变更，那么更新至PCB
后，原网络已经布好的走线并不会被删除。
当勾选“同时更新导线的网络”后，更新焊盘网络并把焊盘相关的导线会跟随焊盘的网络更新，可
能会出现导线网络变化的情况，你需要手动将导线旧的网络名改为新的网络名！大部分原理图更新
网络后都可以更新到PCB，比如修改了器件编号，修改了网络标签等。但如果原理图有增删器件，
PCB的导线网络需要手动修改，可以通过：点击导线 - 右键菜单 - 选择连接 - 右边属性修改网络。
PCB导入变更后，有些变更你将无法撤销！

设计规则  

设计规则是用于设置PCB基本设计原则，在设计规则中输入一个安全设计规则，可以保证PCB的设计不
会出现设计问题。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 - 设计 - 设计规则

af://n4340


规则管理  

在规则管理器下，可以在每一种类型的规则下新增、修改、删除规则，对没有特殊设置规则的网络，会
使用默认的规则。

规则类型介绍  

目前有四大类，每个具体规则下创建有一个或多个规则

规则编辑  

需要要新增的规则类型右边点击+图标，即可新增一个规则。输入规则名称后，鼠标在输入框外部点击
即可创建规则成功。

af://n4348
af://n4350
af://n4353


新增设计规则后需要重新对规则命名，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类型下规则名称不能重复。

1、默认规则

左侧栏的默认规则类型下仅有一个，该规则会置顶。

如果想要将某个规则设为默认规则，在该规则视图下点击设为默认按钮即可。



2、删除规则

非默认规则支持删除，在要删除的规则视图下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规则

安全间距规则  

通过安全间距表格，可以设置两个不同网络图元之间的间距要求。

af://n4365


双击任意一个表格可修改规则的数值。

点击顶部的名称可批量修改数值。



其他间距规则  

目前支持器件到器件的间距规则，是以元件整体轮廓围成的矩形来检测的

导线规则  

可以在导线规则中设置导线的最小、默认和最大线宽。PCB中的导线线宽如果不满足最小线宽到最大线
宽的范围，将被DRC检测出来。默认线宽则是指每次布线时默认取的线宽，但当布线从一条导线发起
时，则会以那条导线的线宽作为开始布线的线宽。

af://n4372
af://n4375


网络长度  

网络长度规则是用于设定检查单网络走线的总体长度，这个规则不能应用于设计上限制，但可以通过布
线时候能查看。

走线时符合设定的规则长度会有一个指示，在符合规则走线的情况下，指示会标绿色，大于或小于规则
会标红色。

af://n4378


盲埋孔规则  

盲埋孔通常用于多层板设计，在新增盲埋孔之前需要先确定设计的PCB是否已经设置为多层，如果未设
置，需要到图层管理器中进行设置。

PCB如果需要盲埋孔，需要首先在设计规则中添加。

新增盲埋孔

点击新增按钮，即可在盲埋孔列表中新增一个盲埋孔，输入盲埋孔的名称，设置起始层和结束层，点击
应用即可添加成功。

af://n4383


删除盲埋孔

在盲埋孔列表中选中某一个盲埋孔，再点击删除按钮，即删除该盲埋孔

上移/下移盲埋孔

在盲埋孔列表中选中某一个盲埋孔，点击上移、下移按钮调整其在列表中的顺序，在布线时放置盲埋孔
会根据该排序顺序放置

过孔尺寸规则  

    可以在过孔尺寸规则中设置过孔外径/内径的最小、默认和最大尺寸。PCB中的过孔尺寸如果不满足
最小到最大的范围，将被DRC检测出来。默认孔径则是指每次放置过孔时默认取的尺寸。

af://n4400


内电层规则  

网络间距：设置铺铜时铺铜填充到不同网络元素的间距。
到边框/槽孔间距：设置铺铜填充到边框、挖槽区域的间距。
焊盘连接方式：分为发散和直连，设置为发散时，可以分别设置发散线宽和发散间距。
发散间距：焊盘对铜皮的发散间距设置。
发散线宽：连接焊盘导线铜皮发散间距的设置。
发散角度：支持内电层铜皮链接方式角度的设置。

af://n4403


铺铜规则  

铺铜规则与内电层规则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af://n4422


助焊扩展规则  

助焊扩展用于贴片封装的焊盘，当焊盘的助焊扩展属性设置为通用时，就会以设计规则中的助焊扩展作
为其助焊。

af://n4424


阻焊扩展规则  

af://n4428


可以在阻焊扩展中分别设置焊盘和过孔的阻焊扩展，如果你不想对过孔开窗，将阻焊扩展数据设置为一
个小于孔径的数字（如-1000mil）即可

与助焊扩展类似，默认焊盘和过孔的阻焊扩展都是跟随规则

如果需要自定义某个焊盘或过孔的阻焊，需要在属性面板修改其阻焊扩展参数



网络规则  

    在网络规则中，你可以对当前PCB所有的网络进行规则分配。首先在左侧树选择你要分配的规则类
型，然后查看右侧视图的网络列表，默认所有网络都是在默认规则下，如果你需要修改某个网络的规
则，直接在对应网络的规则下拉框切换即可。

af://n4435


网络规则中，提供了快速创建网络类和加入网络类的功能，在网络列表中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网络类功
能用来新建网络类

在新建后，网络类会置顶。



在网络列表中通过 ctrl 多选网络，右键添加网络类功能，将选择的网络加入到网络类中



对网络类分配一个设计规则， 该网络类下面的所有网络都会变为这个规则

网络-网络规则  

支持设置两个不同的网络规则之间的规则约束，支持安全间距，内电层，铺铜生效的规则设置。

可以设置网络，或者网络类，并分配不同的规则。

af://n4448


-

检查DRC  

DRC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在所有的PCB画好后总体检查。设计完一个PCB后，需要将PCB进行规则检查
DRC,DRC检查是依据自行设置的规则进行的例如自己设置的最小间距是8mil，那么实际PCB中，出现
小于6mil的间距就会报错。

并不是DRC有错误的板子就不能使用，有些规则则是可以忽略的，例如丝印的错误不会影响电气属性。

使用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 检查DRC

检查的DRC结果在底部的DRC面板显示，对应的PCB也会有一个×的符号。鼠标选择单击错误点可在
PCB高亮，双击放大并定位错误点。

af://n4453


实时DRC  

开启实时DRC时，能在绘制PCB途中检查错误。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实时DRC

在违反了规则绘制PCB时，实时DRC会在PCB中会提示错误。

复位DRC  

将DRC检查复位。底部面板 - DRC - 清除错误即可把检查后的DRC清除复位。

af://n4463
af://n4471


-

从元件库更新封装  

在修改完封装和符号后，不需要删除PCB里的封装,只需要把修改完成的封装或器件更新到设计图中

操作方法：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 从元件库更新封装

仅应用选取元件：

将选中的器件进行封装和符号更新，不会更新其他的封装。修改后的最新封装和符号会在此弹窗显示，
选中后点击确认，即可修改成功。

说明

应用当前PCB：将修改元件库后的封装和符号应用于当前的PCB页面里，其他工程则不会受到影
响。
应用整个工程：将修改的元件库封装和符号应用于整个工程文件，包括原理图。

af://n4475


-

组合  

组合就是把多元件组成成一个模块，可将模块内的器件一起拖动。

组合选中  

选择需要组合的器件（必须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组合 - 组合选中
选择需要组合的器件 - 鼠标右键 - 组合 - 组合选中
选择需要组合的器件 - 快捷键 Ctrl  + G

af://n4492
af://n4494


给这组组合命名，点击确定，即可将这两个器件组合成一个模块，组合好的模块可在左则中面板查看。

取消组合  

把选择的组合模块取消

选择组合的模块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组合 - 取消组合
选择组合的模块 - 鼠标右键 - 取消组合
选择组合的模块 - 快捷键 shift  + G

af://n4506


取消全部组合  

把所有组合的模块全部取消

顶部菜单栏 - 组合 - 取消全部组合

加入组合  

不在组合内的器件加入组合里面。

选择器件 - 鼠标右键 - 加入组合，选择需要加入的组合模块里面。

-

属性位置  

修改器件名称、位号的摆放位置

操作步骤：

选择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属性位置 
选择器件 - 鼠标右键 - 属性位置

af://n4516
af://n4522
af://n4528


在弹窗中选择封装文本的属性位置，点击确定，即可把器件的属性位号摆放到选择的位置上



-

互换位置  

将两个器件的位置互换，导线不跟随器件互换

操作步骤：

选择两个需要互换的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互换位置
选择两个需要互换的器件 - 鼠标右键 - 互换位置

af://n4542


-

偏移  

将器件进行X/Y轴进行偏移。

绝对偏移  

操作方法：

选择需要偏移的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偏移 - 绝对偏移
选择需要偏移的器件 - 鼠标右键 - 偏移 - 绝对偏移

af://n4552
af://n4554


绝对偏移是会将需要偏移的器件坐标为零，进行偏移。

输入想要偏移的坐标值，点击确定即可偏移的输入的坐标位置。

相对偏移  

相对偏移与绝对偏移不同的是，相对偏移是需要选择参考点来进行偏移操作的。

af://n4566


-

对齐  

对齐功能是在原理图、复用图块、符号、封装、PCB都会拥有，且操作方式一致。

对齐操作方法：

选择需要对齐的的器件 -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快捷键 Ctrl + Shift + ↑

左对齐  

选择需要对齐的器件，需选择两个以上，单个没有参考点，是无法对齐的。

快捷键 ctrl + shift + ←

af://n4570
af://n4579


右对齐  

选择需要对齐的器件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 右对齐 
或快捷键 ctrl + shift + →

顶部对齐  

选择需要对齐的器件。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 顶部对齐 
快捷键 ctrl + shift + ↑

底部对齐  

af://n4585
af://n4592
af://n4600


选择需要对齐的器件，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 底部对齐 
快捷键 ctrl + shift + ↓

左右居中对齐  

选择需要对齐的器件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 左右居中 
快捷键 ctrl + shift + M

上线居中对齐  

选择需要对齐的器件，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 上线居中 
快捷键 ctrl + shift + C

af://n4608
af://n4616


对齐网格  

选择需要对齐的器件，将选中的器件对齐PCB编辑器的网格。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对齐 - 对齐网格
快捷键 ctrl + shift + G

分布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分布排距对齐。

操作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分布或在顶部快捷栏

水平等距分布  

框选需要分布的器件，点击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分布 - 水平等距分布，EDA就会将水平面的器件或其他
元素进行等距分布。

af://n4624
af://n4631
af://n4638


垂直等距分布  

框选需要分布的器件，点击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分布 - 垂直等距分布，EDA就会将垂直的器件或其他元
素进行垂直等距分布。

左边沿等距分布  

已选择的左边器件的丝印边距为基准点分布排距。

可以看明显的看出来第一个器件左边丝印间距到另一个器件的左边丝印间距都是一致的。

af://n4641
af://n4644


上边沿等距分布  

已选择的上边器件的丝印边距为基准点分布排距。

af://n4649


水平指定间距分布  

将选中的器件按照用户输入的数据的水平间距来排布。

af://n4653


垂直指定间距分布  

将选中的器件按照用户输入的间距数据进行垂直间距来排布。

af://n4657


阵列分布  

阵列分布与阵列对象功能一致，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在阵列对象教程里已说明。

-

旋转  

将器件旋转角度

操作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布局 - 旋转 
快捷键 空格

af://n4661
af://n4664


每次旋转，器件都是默认是按照90度旋转，想要修改快捷键旋转器件角度需要在系统设置更改。



左向旋转：将选中的器件往左边旋转。
右向旋转：将选中的器件往右边选择。
参考点旋转：参考点旋转是选择一个地点为参考点，旋转的时候就会以选择的参考点来旋转，不会
脱离选择参考点的区域。

-

单路布线  

单路布线的方法：

单击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单路布线，进入添加布线工作模式

单击一个导线/焊盘/填充区域/线条即可开始布线或先单击一个导线/焊盘/填充区域/线条，再选择
的单路布线功能，将会以单击的点为布线起点开始布线。

除了顶部菜单，还可以通过顶部工具栏 - 单路布线

快捷键 W

双击焊盘或者过孔进入布线模式

添加拐点

af://n4684


在布线的过程中在需要增加拐点的地方鼠标左键单击以添加拐点。
布线过程中使用快捷键 L 切换拐点。

布线时添加过孔  

在布线的过程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过孔功能，将在接下来的第一个待布线拐角处增加一个过
孔，鼠标左键单击画布，添加过孔成功

在布线的过程中输入快捷键 V 也可以直接添过孔

在布线的过程中切层到信号层，也会自动添加过孔

如果想要添加盲埋孔，需要先在设计规则中添加盲埋孔列表。然后在布线的过程中点击鼠标右键放
置盲孔或埋孔功能**选择你需要添加的盲埋孔。

在设置对话框，如果勾选了布线切层时优先放置盲埋孔，在布线过程中切信号层，会优先选择满足
条件的盲埋孔进行放置

回退布线  

布线的过程中点击右键菜单，点击回退，或使用快捷键backspace，可以手动将布线回退到上一个
拐点

af://n4704
af://n4717


布线的过程中如果光标移动到了已经布的部分，会自动回退到光标位置导线的上一个拐点。此时如
果鼠标移回未产生回路部分，又会恢复之前隐藏的导线；添加拐点后，将确定新的拐点，之前自动
回退的导线将无法再恢复

布线时切换过孔尺寸  

跟随规则。点击后接下来添加的过孔将会变为设计规则中的默认尺寸

规则设置。点击后弹出设计规则对话框，可以在此处设置过孔尺寸的规则

常用过孔尺寸列表。布线时通过右键菜单快速切换常用过孔尺寸，点击常用尺寸设置，弹出系统设
置对话框，可以在此维护常用过孔尺寸列表

输入过孔尺寸。点击后弹出弹窗输入要修改的过孔外径和内径后回车，接下来布的过孔将变为此尺
寸

拉伸导线  

拉伸导线  

通过顶部菜单布线 - 拉伸导线
顶部工具栏拉伸导线
快捷键 shift + W

单击一段导线即可开始拉伸。也可以先单击选中一段导线，再点击拉伸导线功能
移动光标进行导线的拉伸，再次点击鼠标左键，本次拉伸导线完成。当拉伸导线到与其他导线融合
时，会停留在融合位置无法继续拉伸

拖动导线拉伸  

选中一段导线，长按拖动也可以进行拉伸动作

af://n4723
af://n4734
af://n4735
af://n4747


当鼠标移动到导线头，鼠标位置变为手型图标时，表示可以拖动

拖动直角拐点  

当鼠标移动到直角拐点，鼠标位置变为手型图标时，表示可以拖动

差分对布线  

差分对布线  

差分对布线是一项要求在印刷电路板上创建利于差分信号（对等和反相的信号）平衡的传输系统的技
术。差分线路一般与外部的差分信号系统相连接,差分信号系统是采用双绞线进行信号传输的，双绞线中
的一条信号线传送原信号，另一条传送的是与原信号反相的信号。差分信号是为了解决信号源和负载之
间没有良好的参考地连接而采用的方法，它对电子产品的干扰起到固有的抑制作用。差分信号的另一个
优点是它能减小信号线对外产生的电磁干扰(EMI）。

设置差分走线步骤：

顶部菜单 - 布线 - 差分对布线。

af://n4751
af://n4754
af://n4755


  

创建差分对网络类  

在进行差分对布线前，需要先设置差分对网络类。

1）可以在左侧网络标签页，在差分对类别右键，新建差分对。

  

2）也可以直接点击布线菜单 - 差分对布线，点击焊盘后如果检测到没有建立差分对，会弹窗提示创建
差分对。

  

3）可以非常方便地创建差分对

af://n4762


  

可以自动生成差分对，根据网络名的正负符号进行查询生成：

创建完差分对后，可以在左侧网络标签页看到。并且可以看到网络的导线总长度。

  



创建差分对规则  

在设计菜单 - 设计规则进行设置差分对的网络规则。

绘制差分对  

当完成了规则设置后，就可以点击差分对布线菜单，进行差分对布线，在布线过程中还可以实时查看布
线长度和差异。

af://n4773
af://n4777


等长调节  

等长调节又称等长绕线、延迟线，是PCB设计中一种特殊的走线形式，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偿同一组时序
相关的信号线中延时较小的走线，尽量减小同组信号之间的相对延时，避免出现时序问题。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等长调节

等长调节设置  

激活等长调节后，点击 TAB 调出等长调节属性框

af://n4780
af://n4787


拐角  

线条45度：设置等长绕线的拐角为角度45°

线条90度：

设置等长绕线的拐角为角度90°

af://n4790


圆弧90度：最常用的一种等长调节设置，这个角度设置也称为蛇形等长。

走线约束  

走线方式：单边走线等长的时只会往一个方向进行等长。双边则是线条的两边都能进行等长调节。

简介（W）：等长调节走线直接的宽度设置。

最小振幅（H）：等长走线的振幅设置，也可以说是高度的设置。

提示：暂不支持差分对的同时等长调整，后续版本将支持。

af://n4804
af://n4810


自动布线  

立创EDA支持自动布线，目前的自动布线效果一般，需要手动再次调整，后续我们将继续优化自动布线
功能。

入口：布线 - 自动布线

  

你可以设置一些自动布线相关的参数：

布线拐角：45度或90度。一般布线拐角都是45度，如果板子要求不高，使用90度布线也不会有什么影
响

已有导线/过孔：保留或移除。在开始布线时，可以对已经存在的导线或者过孔进行保留，或者移除。
默认保留。如果选择移除会自动清除全部导线或过孔进行布线。

af://n4810


效果优先级：速度优先或完成度优先。如果想要快速布线就选择速度优先，在一定尝试时间内自动停
止，可能有部分没有进行布线；如果不赶时间，则可以选择完成度优先，改选项会尽量完成布线。

过孔数量：少，中或多。这个决定自动放置的过孔数量，过孔数量越多布线成功率越高。根据自己的接
受程度选择。自动布线会自行生成过孔。

网络优先级：根据设置的网络的网络顺序进行从头到尾进行自动布线。不同的网络排序会影响布线成功
率和最终布线效果。

默认：编辑器程序直接读取到的PCB网络顺序，未经排序。
随机：随机生成网络排序进行布线。
自定义网络名优先：网络名不是$开头的网络优先。按照首字母自然增序排序。
焊盘从多到少：根据网络包含的焊盘数量从多到少进行排序网络。
焊盘从少到多：根据网络包含的焊盘数量从少到多进行排序网络。
焊盘从远到近：根据网络包含的焊盘的相互间距的总距离，从远到近进行排序网络。
焊盘从近到远：根据网络包含的焊盘的相互间距的总距离，从近到远进行排序网络。

布线图层：设置需要布线的图层。

忽略网络：设置不需要进行自动布线的网络，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网络添加，点击移除按钮移除网络。比
如 GND 这种不需要自动布线，一般在最后进行铺铜连接。

设计规则：自动布线根据设计规则进行布线和放置过孔。可以先设置设置规则后进行布线。

点击“运行”按钮后开始自动布线，布线过程中可以实时预览。如过布线角度是45度，布线时是以90
度拐角进行布线，在最后面结束时才会优化为45度布线。
在布线过程中停止布线，会保留已经完成的90度布线和过孔，不需要的话可以手动清除。

布线模式  

布线时切换布线模式  

操作步骤：

通过右键菜单或顶部菜单布线 - 布线模式切换

推挤：开启后，在布线下可推挤其他的线条位置

af://n4840
af://n4841


阻挡：开启后，在布线模式下导线遇到线条将会阻挡住

环绕：开启后，在PCB走线遇到阻碍时，会自动绕过阻碍的元素走线



忽略：开启后，忽略走线规则

取消布线  

右键菜单点击取消，或快捷键ESC，退出本次布线，已经完成的布线不会删除

完成布线  

右键菜单点击完成，或快捷键enter，完成本次布线，根据当前光标位置添加拐点并完成布线
ctrl +鼠标右键或鼠标左键单击，也可以直接完成布线，根据当前光标位置添加拐点并完成布线

布线角度  

切换布线拐角  

在布线时候切换走线的角度，支持45°、90°、圆弧45°、圆弧90°、圆弧自由角度、线条自由角度。

操作方法：

af://n4855
af://n4857
af://n4863
af://n4864


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布线拐角
顶部工具栏布线拐角去快速切换拐角模式
在布线模式通过快捷键 L 改变布线的角度

  

在布线的过程中点击右键菜单，通过布线拐角菜单快速切换拐角模式



布线宽度  

在PCB布线时切换已设置好的导线宽度

布线宽度设置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布线宽度 或 鼠标右键菜单 - 布线宽度
快捷键 shift  + W

af://n4878




规则设置。点击后弹出设计规则对话框，可以在此处设置导线的规则
常用线宽列表。布线时通过右键菜单快速切换常用线宽，点击常用线宽设置，弹出系统设置对话
框，可以在此维护常用线宽列表
输入宽度。点击后弹出弹窗输入要修改的线宽后回车，接下来布的导线将变为此线宽
布线时使用命令“W+”可以快速切换线宽到指定值
布线时使用快捷键 Shift  + W 切换常用导线宽度。



清除布线  

将PCB中绘制的导线清除。

清楚导线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清除布线 
选择导线 - 鼠标右键 - 清除布线

af://n4900


清除布线 - 连接  

同一个焊盘的导线清除

操作步骤：

选择需要清除的导线-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清除布线 - 连接
选择需要清除的导线 - 鼠标右键 - 清除布线 - 连接

af://n4910


清除布线 - 网络  

把同一个网络的导线清除。

选择需要清除的导线 - 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清除布线 - 网络

选择需要清除的导线 - 鼠标右键 - 清除布线 - 网络

清除布线 - 全部  

将PCB中绘制的导线全部清除。

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清除布线 - 全部 
选择任意一条导线 - 鼠标右键 - 清除布线 - 全部 

af://n4919
af://n4928


测量距离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测量距离
快捷键 Ctrl  + M

点击后鼠标变成十字光标，然后选择需要测量的两点

测量的信息将会在底部面板的日志里显示出来

af://n4936


命令  

立创EDA专业版可以使用系统命令来快速绘图，目前只支持PCB和封装的命令使用，原理图与符号的暂
时不支持。

使用方法：

在PCB界面或封装界面点击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命令 
快捷键 C

点击后再界面左下角会弹出命令输入框。

X方向相对坐标命令 IX  

点击导线，快捷键 C 调出命令输入框，在命名输入框内输入IX 300 （注意ix要隔一个空格才能输入坐
标）

af://n4948


Y方向相对坐标命令 iy

Y方向相对坐标命令与X方向相对坐标命令的操作方式一致。

换层命令  

快捷键 C 调出命令输入框，在输入框内输入“L  2”即可换到底层。

输入“L  1”即可切换到顶层；
输入“L  2”即可切换到顶层；
输入“L  3”即可切换到顶层丝印层；

对应层的数字在右侧的属性面板图层这里能看到。

查找元件命令  

快捷键 C 调出命令输入框，输入“S 加器件的位号” 即可在编辑器里找到器件并且高亮。

af://n4963
af://n4974


修改线宽  

点击导线，快捷键 C 调出命令输入框，输入W 需要改的线宽。

命令的查找在设置，快捷键设置查询，也可以双击修改命令。

目前支持的命令不多，后续会推出更多的命令。

af://n4977


泪滴  

泪滴的作用：避免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也可使
PCB电路板显得更加美观，焊接上，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是焊盘的脱落，生产时可以避免蚀刻
不搜索均，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信号传输时平滑阻抗，减少阻抗的急剧跳变，避免高频信号传输时
由于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可使走线与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稳过渡化。

添加泪滴流程：

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泪滴 
选中导线 - 鼠标右键 - 泪滴

af://n4984


点击确定，即可生成泪滴



添加泪滴成功后效果图

未添加泪滴前



范围  

全部

选择之后，会将整个PCB添加上泪滴。

只对选择

只对选择上的焊盘添加泪滴。

af://n5000


铺铜管理器  

铺铜管理器可以对铜皮批量管理。给铺铜增加优先级，修改网络、修改层名称、铺铜的顺序改变。

操作流程：

在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铺铜管理器 

af://n5007


注意：铺铜的顺序是根据铺铜的优先级进行，优先级越高，优先铺，铺铜结果先到先得。

图层管理器  

图层管理器是对编辑器右侧图层的层叠进行修改和编辑。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图层管理器
右侧的图层属性栏点击右上方的图层管理器的图标

af://n5017


弹出图层管理器的窗口，这里可以设置图层的透明度、名称、类型、添加图层。

添加图层  

选择要添加的层数

af://n5028


生成后图层管理器页面会多出两个层



可对新增的图层类型进行修改，可修改为信号层和内电层，凡是画线的地方印刷板的铜被保留，没有画
线的地方敷铜被清除。如顶层、底层，的信号层就是正片。

信号层：也是正片层，pcb 信号层是同顶层、底层布线相同的铜导电层，只不过是夹在顶层和底
层之间的布线层。
内电层：也叫负片层，是内部电源和地层（并通过通孔与各层贯通的层），凡是画线的地方印刷板
的敷铜被清除，没有画线的地方敷铜反而被保留。放置在这些层面上的走线或其他对象是无铜的区
域，也即这个工作层是负片的。
注意：专业版不支持自动重建内电层，需要选中内电测手动重建。

在编辑器里，内电层和信号层有着明显的区别

内电层



信号层

内电层就像一块铜皮，可对铜皮进行设置网络、分割。

设置网络

切换到内电层，点击铜皮，在右侧的面板设置网络。

分割内电层



分割内电层需要用折线来分割，不能使用导线，且分割完成之后需要手动重建一次内电层或快捷
键 Shift + B 重建所以铺铜

分割的内电层可设置多个网络。

注意：分割内电层绘制的导线需是一个完整的闭合回路。

绘制单层PCB  

立创EDA的铜箔层都是双数，不支持直接绘制单层PCB，你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绘制单层的目的：

方法1：

直接在单层(顶层或底层)进行布局布线，不要放置过孔。
如果你有使用含多层焊盘的封装，那么顶层底层都会有铜出现。此时你可以把全部的多层焊盘对应
的封装找出来，右键编辑封装 - 应用当前PCB，把多层焊盘的金属化(镀铜)属性改为否，再把多层
焊盘的大小设置为“自定义”，然后把顶面或者底面的直径设置为 0 。
在生成Gerber之后再检查 Gerber 是否符合设计需要。

方法2：

在单面完成PCB设计，另外一面的焊盘不用做处理，生成Gerber。
用Gerber进行PCB下单时和板厂沟通好，做好备注只做单层板即可。

3D模型管理器  

3D模型管理器和封装管理器，符号管理器很像，支持单个和批量添加3D模型和调整

操作入口：

顶部菜单 - 工具 - 3D模型管理器

af://n5055
af://n5071


或者选中一个元件，在右边属性面板，点击属性3D模型可以打开。

3D模型管理器界面：



器件列表：器件列表展示当前 PCB 的全部器件，绑定 3D 模型时会给所选定的器件进行绑定。
搜索和选择列表：左下角的库列表，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搜索 3D 模型和通过分类点击选择。
预览区：上面预览封装，下面预览封装和 3D 模型。均支持滚动缩放，右键长按移动。3D 模型预
览区还可以放大进行预览和操作，支持按住快捷键 ALT 后进行调整。
校准区：通过调整参数控制 3D 模型和封装的相对位置与角度。自动按钮是根据 3D 模型的俯视图
大小和封装的占用区域大小，自动调整模型的尺寸，和位置，点击自动后仍需要手动微调。

嘉立创SMT选型工具  

立创EDA提供了一个嘉立创SMT选型工具，可以方便查找SMT器件并生成BOM。

注意：嘉立创SMT选型工具目前选择的SMT器件只对当前界面的导出BOM生效，暂不支持直接更新到
工程数据里面保存。

af://n5092


入口：工具 - 嘉立创SMT选型。

  

左上角支持返回编辑器按钮，顶部工具栏可以对右侧的3D模型进行旋转定位，支持导出当前预览图为
PNG，支持导出3D模型step文件和BOM文件。

在BOM列表支持点击铅笔图标，打开器件选项界面，选择需要贴片的器件。

对每个型号都选择了需要贴的器件编号后，可以在左侧BOM列表点击行进行查看



确保无误后导出BOM进行PCB和SMT下单即可，上传SMT的BOM的时候直接使用，不需要再次手动选
型。

  

焊接辅助工具  

立创EDA专业版提供一个简单的焊接帮助工具，方便在焊接的时候进行元件定位。

入口：工具 - 焊接辅助工具

  

在左侧元件列表进行勾选已焊接部分，支持元件位号聚合或不聚合。移动鼠标经过元件列表时，右侧的
3D预览会同时高亮元件的模型，方便定位。

顶部支持按分类显示全部元件，还是显示需要焊接的元件等。

导出BOM  

导出BOM  

af://n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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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创EDA支持单独PCB导出BOM表(物料清单)，以便于你购买所需的零件。

使用放大：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导出 - 物料清单BOM 
顶部菜单栏 - 制造 - 物料清单BOM

范围：可选择导出工程的PCB还是原理图的BOM表；

文件名：导出BOM的文件名；

文件类型：只支持XLSX和CSV格式；

中间是bom表的类型或器件的属性。



右侧是可以选择导出bom表的内容。

选择需要导出的内容，点击添加进去，即可添加进入bom里面。

移除的操作也是同样的操作，只需要在右侧选中需要移除的分类，点击小箭头，就能将选择的分类给移
除bom。



添加类型的排序则需要双击右侧需要改的内容，或者选择类型点击顶部的上下箭头拉丝改变顺序。

标题：导出BOM的标题；
属性：器件的相关属性类型；
排序：导出BOM表属性的排列顺序；

键值

主键：将相同的属性导出BOM表时值分开排列；

丛键：将相同的属性导出BOM表时值合并排列；

导出的bom表



-

导出PCB生产文件  

导出方法：

入口：顶部菜单 - 文件 - 导出 - PCB制板文件（Gerber） 
或：顶部菜单 - 导出 - PCB制板文件（Gerber）

点击后系统会检测PCB中是否还存在飞线，如果存在，会弹出如下提示弹窗

点击“是”，检查飞线。会自动定位到第一个飞线，左侧面板切换到飞线树帮助你核对。如果点击
“否”，继续导出，将忽略存在的飞线直接导出gerber文件。

如果你不希望每次导出gerber时自动检测飞线，可以在系统设置中关闭此配置。

af://n5149


导出Gerber弹窗：

文件名：支持修改文件名再导出。

单位：导出的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的单位，默认是 mm。

格式：导出的钻孔文件的数值格式，整数位和小数位的数字个数，影响数值精度的表达。该设置可能会
影响Gerber查看器查看钻孔文件的对位。如果Gerber查看器预览Gerber和钻孔文件发现钻孔文件对位
不准，可以在Gerber查看工具重新设置钻孔文件的数值格式为3:3，或其他格式。

选项：

一键导出：根据默认的设置，把全部的层和图元都导出，不包含钻孔表和独立的钻孔信息文件。
自定义配置：根据自行的需要进行修改配置。支持钻孔信息和钻孔表；支持新增不同的配置在左侧
列表；支持选择导出的图层；图层镜像；支持选择导出的图元。导出的时候选择一个配置进行



Gerber导出。最多支持创建20个配置，双击修改配置名。

导出/导入配置：支持导入导出Gerber自定义配置，方便配置复用。配置信息会存储在个人偏好中，进
行云同步。

-

导出坐标文件  

立创EDA支持导出SMT坐标信息，以便于工厂进行SMT贴片。坐标文件只能在PCB中导出。

导出方法：

顶部菜单 - 文件 - 导出 - 坐标文件
顶部菜单-导出-坐标文件**点击后，弹出导出坐标文件对话框。

af://n5174


文件名：支持自定义导出的文件名
导出文件类型：支持XLSX和CSV两种类型的文件
坐标：支持封装中心、封装原点、1号焊盘三种类型的坐标文件，分别对应表头为Mid X/Y、Ref 
X/Y和Pad X/Y
导出引脚：勾选后，导出的坐标文件包含pins列，含义为元件的封装焊盘数量
镜像底层元件坐标：有部分贴片厂商需要底层元件镜像后的坐标，可以勾选该选项，一般不需要勾
选。在嘉立创打样不需要勾选

导出的坐标文件如下，文件的单位会跟随导出时PCB画布的单位：

-

导出3D文件  

af://n5198


立创EDA专业版目前只支持导出两种格式的 3D 文件。

导出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导出 - 3D文件

STEP：导出 STEP 格式必须是 PCB 器件绑定的 3D 模型也是 STEP 格式的，否则导出的 STEP 将不带
模型。
OBJ：导出 OBJ 格式是一个压缩包，里面包含材质文件。可以使用 window10 自带的 3D 查看器预
览。

-

导出3D外壳文件  

立创EDA专业版目前支持导出简单的3D外壳文件，导出外壳文件之前请先在“放置”菜单绘制3D外壳
图元。

af://n5208


  

推荐导出 STL 进行 3D 打印，因为通常 3D 打印厂商都是用 STL 进行生产。

如果在立创EDA设计的简单 3D 外壳不满足需要，可以导出 STEP 或者 OBJ 格式，在其他专业 3D 设计
工具进行继续设计。

导出 STL 后，会获得一个压缩包，里面包含上盖和下盖两个 STL 文件，下单请访问：嘉立创3D-三维猴

-

导出测试点报告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出测试点报告，导出测试点报告前，需求在放置菜单放置对应的测试点。

导出方法：

顶部菜单 - 导出 - 测试点报告

https://www.sanweihou.com/placeOrder
af://n5216


支持自定义文件名，和文件类型。

  

打开的测试点报告：

  

-

导出PDF/图片  

原理图和PCB的导出PDF功能有所不同，但操作相似。可单独支持导出图层、和对象，设置导出镜像以
及透明度。

顶部菜单栏 - 导出 -PDF/图片

弹窗设置弹窗

af://n5228


弹窗的上边是导出PDF的文件名称。

菜单属性

选择后，导出的PDF在PDF阅读器里打开，单击器件是可查看器件的属性。



仅显示轮廓

选择后，将导出的PDF的焊盘、导线、轮廓图元都只显示轮廓。

输出方式  

单个多页PDF：导出多个文件多页图纸。

并且可以选择导出的图层。

af://n5243






多个单页PDF：将的图层单独文件导出，导出为一个压缩包，可选择需要导出的图层、镜像以及透明度
调整，导出的对象选择。





单个单页PDF：将所有的图层导出为一个图纸页，同样可选择导出的图层、透明度调节，导出的对象选
择。



颜色  

可选择导出的PDF图片颜色。

白底黑图

黑底白图

af://n5255


全彩

导出DXF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强大的导出DXF功能。

操作步骤：

点击顶部菜单文件文件 > 导出 > DXF或导出 > DXF

af://n5263


弹出导出DXF对话框，勾选你要导出的层和对象，点击导出

导出的DXF会根据你选择的层进行分层



-

导出Altium Designer  

立创EDA专业版目前支持导出Altium Designer。

由于文件格式的差异性和图元的种类和属性等不同，导出 Altium Designer 无法确保百分百一致，需
要打开 Altium Designer 文件后自行检查细节。

入口：顶部菜单 - 导出 - Altium Designer，或 文件 - 导出 - Altium Designer。

导出默认导出整个工程到一个压缩包内。

  

af://n5274


已知问题：
1、铺铜填充没有导出
2、文本类的字体无法保持完全匹配，文本的位置会有轻微偏移
3、设计规则还没有支持

如果你发现了导出 Altium 文件的一些差异会影响使用，请联系我们修复。

-

PCB信息  

支持查看当前PCB的相关统计参数，比如焊盘数量，铜层数量等。

入口：顶部菜单 - 导出 - PCB信息。

-

元件下单  

点击后会根据当前PCB的元件上传BOM到立创商城，

af://n5283
af://n5288


  

点击弹窗按钮进行打开商城页面下单元件。

  

-

PCB下单  

立创EDA会根据当前打开的PCB生成Gerber文件上传服务器。

af://n5294


  

上传成功后点击弹窗的确定按钮打开嘉立创的下单页面进行下单。

  

-

导出文件源码  

立创EDA支持导出或编辑文件的源码。

入口： 顶部菜单栏 - 文件夹 - 文件源码

af://n5300


点击下载后即可下载工程的文件源码，然后可以通过文本编辑器或浏览器打开该文件。你也可以复制对
话框内的代码在编辑器中进行编辑。

编辑后点击应用按钮应用到画布。如果不清楚源码的对应关系，请不要编辑，否则会导致数据出错丢
失！

注意：单独导出原理图和PCB的文件源码，是否无法被编辑器导入打开的，需要导出整个工程才可以。

-

绘制无原理图PCB  

在一些小PCB制作，你可能并不需要绘制原理图。 立创EDA允许你直接进行PCB绘制。

af://n5309


1. 新建工程
2. 新建PCB
3. 在底部元件库选择器件放置
4. 点击器件焊盘添加网络
5. 对每个对每个器件添加自定义属性，以便于导出BOM表

注意：绘制无原理图PCB只能放置器件，不能放置符号和封装，只能放置器件。

面板设计  

面板设置  

在顶部菜单 - 设置 - 面板设置，可以对面板设置一些个人偏好。

也可以设置主题，点击设置字体颜色等。

af://n5323
af://n5324


这些设置修改后应用时会应用到当前文件，下次新建文档的时候也会应用这些设置。

-

新建面板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简单易用的面板设计，不⽤转换格式处理⽂件，⽆需沟通，画好图后就能直接⽣产
的，省去中间繁琐的沟通过程，避免了转换格式和版本造成的问题，所画即所得！

新建操作  

新建注意说明：面板不能单独新建，需要新建一个工程后才能新建面板设计图。

1、⾸先在编辑区新建⼯程，填写⼯程名字，⽤于管理⾯板⽂件

顶部菜单栏 - 新建 - 工程

2、新建完成工程后再新建面板

顶部菜单栏 - 新建 - 面板

af://n5331
af://n5333


新建面板属性弹窗中填写相关的属性：

提示：这些参数属于下单参数，目前这些参数不会带入下单，在面板下单的时候需要重新选择制造参
数。目前的参数仅做预览使用。后续可能会移除。

名称：面板工程的名称；

材质：目前面板材质可选择亚克力和PVC两种；

厚度：设置打印生产的面板厚度，最低厚度是0.8mm，最高厚度是3mm（以最终的实物下单为准）；

表面工艺：面板表面的工艺选择，目前只有透明和黑色半透明两种选择；

打印方式：选择打印是从正面打印还是背面打印；

遮盖：遮盖面板的颜色选择，目前可选择白色或黑色；

更多的工艺参数请点击查看。

https://dos.szlcsc.com/dos/panel/print.html


填写完成相关的属性信息后就会自动打开设计图纸。

设计图说明  

定位点：设计图纸上的红丝边框四个角（1、2、3、4点）中都有一个四方形的框，那个是板材的
定位点，用于生产时候定位使用，默认不能修改。
板材框：设计图中红色的一个矩形框是立创商城面板打印材料的大小，默认大小是：
200x300mm。

af://n5357


-

左侧面板-对象  

左侧面板的对象选项卡可以查看当前面板文件里面的全部对象，点击可以选中

af://n5365


  

这里会列出全部图元类型。

-

右侧面板-属性  

面板文档的属性面板支持修改文档名称，制造工艺参数等信息。

  

点中单独的图元可以分别设置图元的属性。

af://n5370


多选图元的时候，属性面板会区分对象类型，分别展示对象的属性：

不同属性值的属性，属性值显示 <...> ，点击修改可以批量修改属性。

-

右侧面板-过滤  

右侧面板筛选需要选择的元素,选择单独一个元素后，其他的元素将无法选中，也无法进行修改设置

af://n5379


  

显示/隐藏  

显示或隐藏面板画布中的元素

  

点击旁边的小眼睛即可隐藏所选的元素

拾取  

过滤项前面的勾选项是拾取控制，当勾选时可以在画布中拾取选中（包括点击选中和框选），取消勾选
则不能选中。

  

过滤类型  

面板设计支持多个图层，这些图形直接影响面板的制造生产。图层属性在每个图元的属性面板设置，暂
没有独立的图层切换入口，和PCB的图层切换不太一样。

af://n5382
af://n5386
af://n5389


  

图层：根据图元的图层类型进行过滤。

状态：根据图元的状态属性，进行过滤。

透明状态：根据图元的透明状态进行过滤。

白底状态：根据图元的遮盖属性进行过滤。

元素类型：根据图元类型进行过滤。

-

图层  

面板设计需要知道几种层的概念，这些层的设置在图元的属性中，目前没有单独的图层展示界面。

  

图层定义解析：

打印层：需要在面板材料上面打印的图样。会使用彩色UV打印的层。

透明控制层：对应图元控制该区域的透明程度，影响面板的实际透明效果。会影响层叠中的所有层
的透明度。图元切换到透明控制层时会需要选择范围：打印层和遮盖层。

全透明： 将不透明度改到0%，范围选为打印层和遮盖层。意思是打印和遮盖都不要。

af://n5398


⾮⽩⾊的半透明：在打印层把图形重复到原位置，然后做差集，将保留部分图形设置为打印
层，填充为
彩⾊，遮盖选择否，意思是只打印彩⾊上去。
⽩⾊的半透明：在打印层把⽩⾊图形重复到原位置，设为透明控制，把不透明度改到50%，
范围是打印
层和遮盖层。
更加透明：在半透明的基础上把打印层的不透明度调⼩即可。
更加不透明：在打印层把图形重复到原位置，设为透明控制，调整不透明度即可。

鼓包层：控制某区域是否需要鼓包。多用于凸起的按钮按键区域。只有PCV材质才可以有鼓包层，
可以面板产生厚度方向上的变化

板框层：面板文件的板框，面板文件大小的边框设置。整块面板材料会根据这个层的线条来进行切
割为需要的大小。

板框挖空：在板框挖洞。用户标注板框层内需要特殊挖空的区域，与板框层配合决定最终面板的形
状。

背胶挖空：面板背胶需要挖空的地方，默认全部都有背胶。用来标注面板不需要贴背胶的位置。

导出⽂件后，系统会⾃动⽣成⼀个背胶图，默认是将透明和开孔的地⽅的背胶去除，没有特
殊要求的话，不需要⾃⼰绘制。假如⾃⼰有其他要求，只需要把特殊地⽅需要去除背胶的图
形画好选为背胶挖空即可。

灯光层：用来模拟灯照的效果，后续2D、3D模式下可以看到透光效果。⽬前暂时还没有做好功
能。

通过图元设置不同的图层和不同属性参数，可以得到最终需要的生产效果。

-

重复  

重复功能类似我们常用的复制粘贴，把选中的对象重复一遍在编辑器的画布上，支持重复到光标和原来
位置。

操作说明：

选中元素 - 顶部菜单栏 - 重复

af://n5435


 

图元将产生一个副本在原位置，因为外形重合，需要手动拖开才可以看到。

-

交集  

我们可以通过交集功能对两个图元的相交部分进行截取。通过交集可以生成很多不好绘制的图形。

操作说明：

选中元素 - 顶部菜单栏 - 编辑 - 交集

  

如下图，两个图元取交集部分区域：

af://n5444


   

如图的方向键按钮图元形状就可以多次取交集生成：

  

-

差集  

通过差集功能可以把两个不同形状的图元的内部相交部分和其中一个图元移除。

入口：顶部菜单 - 编辑 - 差集。

如下图，矩形部分通过差集后删除掉不需要保留的部分。

注意：差集被消除的部分是根据图元绘制顺序，后绘制的会被消除。

-

并集  

使用并集功能，把两个不同形状的图元合并成为一个图元，取图元的外边沿合并。

入口：顶部菜单 - 编辑 - 并集。

选中多个相交的图元后，点击并集菜单。

af://n5456
af://n5463


通过并集功能可以把一些不好绘制的轮廓通过并集生成。

-

互斥  

通过互斥功能可以把两个不同形状的图元的内部相交部分移除。

入口：顶部菜单 - 编辑 - 互斥。

  

选中多个图元，点击互斥菜单即可。

-

转换  

af://n5470
af://n5477


在多选图元后，右键可以转换图元形状类型。

功能说明：

转换描边为填充形状：根据外轮廓生成一个填充图形。如图：矩形转为了两个图元，一个外轮廓无
填充，一个有填充无外轮廓的矩形。

转换矩形和椭圆为路径：默认的矩形和椭圆是一个独立的图形，非路径组成，转为路径后成为形
状。

形状合并：类似组合功能，把不同的图元或形状组合在一起。注意下图的选中效果和外轮廓线条。

形状打散：打散形状合并后的图元。

-

2D预览  

面板设计支持2D预览查看效果，目前的2D预览并没有非常完善，后续立创EDA将完成2D预览和3D预
览。

af://n5491


入口：顶部菜单 - 视图 - 2D预览。

  

因为预览需要接近实际生产的效果，所以会涉及图形的计算，图越复杂，预览需要一定的时间计算，渲
染加载。

点击上面的按钮可以控制层的显示隐藏。

-

折线  

面板的折线和原理图的折线有些不一样，面板中它是整体的一个路径形状，查看其属性面板可以看到。
通过绘制折线可以绘制自己需要的图形。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折线。

af://n5499


点击选中的时候可以拖动其包围盒子的顶点进行调整图形大小。

-

圆形  

支持在面板绘制圆形。通过圆形和其他图形可以组合成多中形状。

  

属性：

af://n5505


图层：支持设置在多种图层。

打印层：直接打印的图层。
透明控制层：选择这个层需要选择透明控制范围（打印层和遮盖层）

遮盖：是否产生遮盖。

不透明度：图元透明程度。

生效：是否进入生产。

-

矩形  

支持在面板绘制矩形。通过矩形和其他图形可以组合成多中形状。

  

属性：

af://n5525


图层：支持设置在多种图层。

打印层：直接打印的图层。
透明控制层：选择这个层需要选择透明控制范围（打印层和遮盖层）

遮盖：是否产生遮盖。

不透明度：图元透明程度。

生效：是否进入生产。

-

放置文本  

支持在面板设计的时候放置文本

  

af://n5545


如果需要仅仅做为备注文本，可以设置文本属性“生效”为否，或者放在面板红色边界外网，届时导出
生产文件不会导出。

  

文本作为打印图元的时候，也可以和其他图元进行交集，并集，差集等布尔操作，操作后变为形状，可
以进行编辑轮廓路径。

-

形状  

当对图元进行右键转换，或者交集等操作后，将生成一个叫做形状的图元，属于多边形。

目前不支持直接绘制各种形状，需要通过图元操作生成。

af://n5553


形状第一次点击会选中全部，再次点击会切换到编辑轮廓状态，如下图的控制点：

通过该操作控制点可以很方便对形状进行调整外形。

-

放置SVG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入SVG做为路径进行编辑，如果需要把SVG导入作为图片，请选择放置图片功
能。

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SVG

af://n5561


  

导入的时候会弹窗提示选择导入类型：

  

选择导入形状后，可以直接编辑其形状。

-

图片  

支持在面板文件中插入图片。方便插入各种logo等。

af://n5570


  

支持多种格式的导入，单文件导入大小请限制在 1MB 左右。多个图片总大小请限制在 10MB，否则文
件可能存储不了或打开解析非常久。

  

图片只能设置在打印层。

如果你选择导入的文件是SVG，会让你选择导入为形状或者图片：



  

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

导出制造文件  

立创EDA专业版面板编辑器支持一键导出.epanm的面板制造文件，对比SVG更为节省时间已经操作。

导出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导出 - 面板制造文件

注意：目前还暂不支持.epanm文件直接下单，需要将导出的.epanm文件压缩成RAR格式才能上传立创
商城进行下单，后续会支持一键下单。

前往立创商城下单：面板打印

-

导出 SVG  

af://n5581
https://dos.szlcsc.com/dos/panel/print.html
af://n5591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出 SVG 文件进行下单，但需要注意的是，SVG下单需要在设计图中备注文件说
明，建议导出面板文件下单。

列如：

  

前往立创商城下单：面板打印

-

面板下单  

立创EDA专业版面板编辑器支持一键下单面板制造文件。

导出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导出 - 面板下单

  

点击后会根据当前面板文件生成下单文件，生成后点击弹窗的确定按钮前往立创商城继续下单和付款。

也可以导出制造文件，前往立创商城下单：面板打印

导入导出  

导入立创EDA标准版  

目前立创EDA专业版只支持从标准版的工程导入导入，不支持专业版导出标准版格式。

下载文件导入  

https://dos.szlcsc.com/dos/panel/print.html
af://n5597
https://dos.szlcsc.com/dos/panel/print.html
af://n5606
af://n5607
af://n5609


1、下载标准版的工程
可以在标准版编辑器的工程列表，右键，下载工程，会打开工作区页面，自动下载一个压缩包。

  

2、解压得到工程压缩包，进行导入。

3、也可以在标准版编辑器打开文件后，导出立创EDA格式 json 文件。



注意：如果有 PCB 的，请务必把原理图和 PCB 一起压缩后导入。否则单独导入原理图需要全部元件重
新绑定封装。

迁移方式导入  

直接在专业版开始页，使用迁移功能导入。

1、在浏览器打开标准版编辑器，登录。如果没有登录将无法获取到标准版的数据。

2、浏览器打开专业版编辑器，在开始页，点击“迁移标准版”

3、选择需要迁移的工程或者库，进行导入。

常见问题  

af://n5617
af://n5624


1、因为使用的字体不同，标准版导入后 PCB 的文本字体可能有轻微差异，位置也会出现轻微偏移。
2、因为铺铜逻辑不同，PCB 的铺铜填充也会有轻微差异。

-

导入立创EDA专业版  

导入立创EDA专业版

1)、在专业版未打开工程时，在立创EDA专业版开始页 - 导入立创EDA(标准版)，选择 ZIP 压缩包导入
即可。

2）、文件 - 导入 - 立创EDA（标准版）

选择文件 - 导入 - 立创EDA（标准版）

af://n5627


选择文件的操作类型，点击导入即可完成标准版的导入

如果是库文件，则在立创EDA标准版先导出立创EDA格式，再导入即可。导入原理图库的时候可以选择
导入时生成器件还是符号，还是同时生成。

在专业版已打开工程时，可以选择导入立创EDA标准版的单个 JSON 文件，导入后会插入在当前已打开
的工程里面。

注意：



1、因为使用的字体不同，标准版导入后 PCB 的文本字体可能有轻微差异，位置也会出现轻微偏移。
2、因为铺铜逻辑不同，PCB 的铺铜填充也会有轻微差异。

-

导入Altium Designer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入Altium Designer。

已经支持多个版本的 Altium Designer，支持明文的 ASCII 格式。目前二进制格式导入有问题，暂不支
持。

注意事项  

1、因为使用的字体不同，导入后 PCB 的文本字体可能有轻微差异，位置也会出现轻微偏移。
2、因为铺铜逻辑不同，PCB 的铺铜填充也会有轻微差异。

导入Altium工程文件  

1、在 Altium Designer 打开原理图和 PCB，在“文件 - 另存为”，选择“Advanced Schematic 
ascii(*.SchDoc)”或“PCB ASCII File(*.PcbDoc)”

2、把导出原理图和PCB文件打包成压缩包 ZIP 格式

3、在专业版开始页 - 导入Altium进行导入。导入的时候可以选择导入文件还是提取库。

导入Altium库文件  

1、下载网友 CZJ 分享的一个 Altium 脚本。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54184_1.html

2、根据脚本的教程提取当前安装好的库文件到原理图或者 PCB.

3、把生成的原理图和 PCB 文件压缩到 zip 压缩包后导入，并提取库。

4、提取库的时候选择“创建器件，符号和封装”，即可导入库文件，导入后在“底部面板(快捷键S) - 
元件库 - 器件 - 个人”处找到。

-

导入EAGLE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入 EAGLE 6.0 版本及以上的格式文件。如果是更低版本的文件请在新版本的 
EAGLE 保存后重新打包导入。低于 v6.0 版本的 EAGLE 文件是加密的二进制文件，不支持直接导入。
也支持直接导入库文件。

有些 EAGLE 文件内有乱码文本，这种可能会导致导入失败，如果遇到请在新版本的 EAGLE 中打开，再
另存一份后，导入。如果仍失败，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尽量修复。

入口：开始页 - 快速开始 - 导入其他 - 导入 EAGLE。或者打开文件后：顶部菜单 - 文件 - 导入 - 
EAGLE

af://n5642
af://n5645
af://n5647
af://n5651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54184_1.html
af://n5657


选择文件导入

  

注意：
1、因图元功能和设计不一样，无法确保导入前后完全一致，请仔细检查。

-

导入KiCad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入 KiCad 5.1 和 KiCad 5.9 版本的格式文件。如果是更低版本的 KiCad 文件请
在 5.1 保存后重新打包导入。
也支持直接导入库文件。

注意：KiCad 工程压缩请使用 KiCad 自带的打包功能，不要自行在文件夹打包，因为自带的打包功能
会把原理图使用的库文件也自动打包。

-

导入 PADS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入 PADS 9.5 版本的格式文件。需要使用 PADS 另存为或导出为 ASCII 文件，
原始的文件是加密的二进制文件，不支持直接导入。
也支持直接导入 PADS 的库文件。

入口：开始页 - 导入其他，选择 PADS

af://n5666
af://n5670


注意：
1、PADS 的 PCB 图层定义并没有严格规定，所以有可能导入的图层不正确。遇到可以联系我们处理。
2、文本和铺铜等格式有差异，导入后需要仔细检查，微调。

-

导入其他EDA文件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导入 Protel。

入口：开始页 - 导入其他，选择导入 Protel。

目前仅支持导入 ASCII 格式的 Protel 99 SE 文件，导入前请先使用 Protel 导出为 ASCII 格式。

如果是更低版本的 Protel 文件，可能无法正常导入，建议先在 Protel 99 SE 重新导出一次。

注意：

1、请把原理图和PCB压缩为 ZIP 一起导入，否则单独导入原理图将会没有封装关联。
2、文本等图元有轻微差异，注意仔细检查。

-

导入 LTspice  

立创EDA支持导入 LTSpice 文件，请确保你的 LTspice 文件是在比较新版本保存的。

仅支持 ASCII 格式的 LTspice 文件，加密的文件无法导入。

导入前请把 LTspice 的原理图 asc 文件和对应的符号文件 asy 文件打包成一个 ZIP 压缩包导入，因 
LTspice 的原理图不包含符号内容，所以不能直接导入原理图文件。

af://n5676
af://n5685


入口：开始页 - 快速开始 - 导入其他 - 导入 LTspice。
或者打开文件后：顶部菜单 - 文件 - 导入 - LTspice

-

导出 Altium Designer  

导出工程  

立创EDA支持导出 Altium Designer 文件，ASCII 5.0 格式。

入口：顶部菜单 - 文件 - 导出 - Altium Designer。 或：顶部菜单 - 导出 - Altium Designer

  

会根据当前工程的全部文档导出 Altium Designer 的文件格式，并打包在一个压缩包里面。

已知问题：
1、原理图的图片不支持导出。
2、PCB的图片不支持导出。
3、PCB的规则暂不支持导出。

注意：
1、因为设计和图元的不一样，无法完美保证导出的 Altium Designer 文件是完全一致（特别是文本大
小与位置），请务必在 Altium Designer 打开后仔细检查，请勿未经检查直接下单，立创EDA不承担
因导出的差异带来的问题。
2、如果你检查导出的文件和原设计出入很大，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尽量修正。QQ 800821856

导出库文件  

af://n5692
af://n5693
af://n5700


立创EDA专业版不支持直接在符号库和封装库直接导出 Altium Designer 格式。但是你可以通过导出
工程的方式导出。

步骤：

1、新建工程

  

2、根据你要导出的库名称或者商品编号，查找对应的器件，放置在原理图或者PCB。快捷键 SHIFT + 
F，或者底部库，快捷键 S。

  

3、放置器件在原理图和PCB后，保存。在顶部导出菜单 - 导出 Altium Designer 即可。

  

4、导出 Alitum Designer 压缩包会包含原理图和PCB，解压后在 Altium Designer 中打开。

5、打开原理图或PCB后，在：顶部菜单 - 设计 - 提取库文件，即可完成库提取。

器件库  

创建器件  

立创EDA专业创建器件的逻辑顺序为：器件 = 符号 + 封装  + 3D模型

新建器件步骤  

顶部菜单 - 新建 - 器件或元件库 - 符号 - 鼠标右键  - 关联到新器件

af://n5711
af://n5712
af://n5714


点击创建后弹出器件属性弹窗，这里填写器件的名称和器件的归属团队或个人。

归属 ：器件归属用户或团队。
名称：器件的名称。
符号：点击可对器件绑定符合。
封装：点击对器件绑定封装。
3D模型：点击可选择对器件绑定模型。
图片：点击可对其器件绑定一个实物图片。
分类：点击可对当前绑定的器件进行一个分类。
描述：器件的描述。



添加符号  

点击符号的复选框或底下预览区，给器件添加符号库。

点击后弹出弹窗，找到需要绑定器件的符号，点击确定，即可完成符号的绑定。

af://n5738


添加封装  

点击封装复选框或封装的预览区。

af://n5744


点击后弹出弹窗，这里可以找到用户创建的封装库和系统自带的封装库,找到相应的封装，点击更新，即
可添加到器件库里。



添加3D模型  

点击3D模型复选框或3D预览区，找到相应的3D模型，将模型调整好位置后点击更新即完成添加3D模
型。

af://n5750


添加图片  

点击图片的复选框或图片预览区。

af://n5755


弹出弹窗后点击“+”选择需要添加的图片,只支持图片格式的文件，不支持图片链接。

选择完图片后可在弹窗内查看到图片的预览，点击上传，上传完成后点击确认，即可把图片添加到器件
里。



添加完成后在属性弹窗的预览。

添加分类  

对器件进行分类设置，方便管理和维护。

点击分类的的复选框

af://n5764


选择相应的属性，点击确定即可添加到相应的分类目录下。

添加属性  

添加器件的属性，选择需要添加的属性，即可添加进入器件。

af://n5770


添加完符号、封装和相应的属性之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器件的创建。

创建完成的器件会在底部面板的器件元件库列表中可以查看到。

-

编辑器件  

对创建完成的器件进行二次编辑修改。

编辑器件步骤：

打开底部面板，找到需要二次编辑器件器件， 鼠标右键  - 编辑器件。

说明

系统库的器件是无法编辑的，需要编辑请保存为个人后再编辑。
Shift + F  打开的器件面板是无法编辑器件的，只能放置器件。

image-20211221164639848

弹出器件的编辑弹窗，弹窗与新建器件弹窗一样，修改完成后点击确认即可将修稿的信息更新。

af://n5777


修改完成器件后，需要点击器件库 刷新  按钮后才能看到最新修改的信息

-

放置器件  

操作方法：

顶部面板 - 放置 - 器件
快捷键 F 调出底部面板的元件库列表
快捷键 Shifi + F  打开独立放置器件对话框

选择器件点击选择需要的器件点击右侧的放置按键，鼠标光标变成十字状态即可放置器件，放置器件不
支持拖放。

af://n5795


独立放置器件对话框

底部器件列表

-

器件列表  

器件列表在编辑器的底部面板中，快捷键 F  或 shift + F 打开显示器件库。器件列表中将系统器
件、个人的创建器件、团队创建的器件以及收藏的器件都会在列表中显示。

af://n5811


预览区域  

在器件列表的右边是器件的的预览区域，点击上面的按钮可以把对应的预览图显示或者隐藏。

S： Symbol，符号图
F：Footprint，封装图
P： Product，产品图，上传的图片
3D： 3D Model，3D 模型图

列表表头  

器件库列表是可以由用户自行自定义表头的。把鼠标房子在表头上 鼠标右键 选择自定义表头，

左侧是未添加到表头里面的属性，右侧是已添加到列表表头的属性。设置好的自定义的表头参数会保存
到个人偏好中。

af://n5814
af://n5826


注意：

只有当前列表有对应的参数名出现时才会出现对应的列名。比如阻值列，如果当前列表的器件没有
这个阻值属性，则阻值列不会显示在列表中。

参数过滤排序  

当在系统的器件库时，点击具体的一级或者二级分类，可以进行参数选项。

说明：过滤排序功能只能在一级或二级分类目录下选择器件才能使用。

点击顶部的“过滤”按钮可以选择需要过滤的参数名称，点击参数值输入框可以过滤具体的值，和直接
在立创商城选型基本类似。

af://n5835


点击表头的排序图标可以进行排序：默认，增序，倒序

符号库  

符号设置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置 - 原理图/符号

af://n5843
af://n5844


网格类型  

    设置默认的画布 image-20201219153627002网格类型样式只有三种，分别是网点、网格、无。

十字光标  

af://n5851
af://n5854


线宽显示  

设置线宽整体器件线宽的大小。

开启跟随缩放变化的线条效果会变得比较粗一点。

默认网格尺寸  

修改原理图图页和符合绘制页面的默认网格尺寸。

指示线  

对原理图器件的属性指示进行修改可修改为一下三种。

单选器件和选择属性时显示：单选器件或属性时显示指示线。
选中时显示：单选中属性时显示指示线。
不显示：不显示指示线。

af://n5858
af://n5862
af://n5864


移动符号，导线跟随方式  

默认跟随，移动开始前按住AIt断开连接：在符号移动时，导线会跟随符号移动，按住AIt键移动符
号，导线不会跟随符号移动。
默认不跟随，移动开始前按住AIt保持连接：移动符号时，导线不会跟随着器件移动，需要按住AIt
键才会导线跟着器件移动。

显示符号标尺  

放置或粘贴器件时自动分配位号  

在粘贴器件或者放置时，位号自动分配。

原理图主题设置  

这里可以修改原理图图页的背景色或文本的颜色修改，默认字体修改以及默认的线型修改。

af://n5874
af://n5880
af://n5882
af://n5884


创建符号  

创建符号库  

创建步骤

顶部菜单 - 文件 - 新建 - 符号

归属：选择符号的使用者或创建者。
标题：创建符号的名称。

af://n5887
af://n5888


类型：可从创建其他类型的符号，例如：元件符号、网络标识符号、网络端口符号、图纸符号、无
电气符号。具体符号类型的创建请看下一章节。
分类：选择好分类更容易区分器件，更好的管理
描述：对符号的一些详细描述。

点击确定即可创建符号

所有创建的符号必须被器件关联才可以放置在原理图中。所以创建符号后需要创建器件进行关联。

元件符号  

创建元件符号  

元件符号是指放在原理图里面的元件，需要连接引脚，设置引脚名称等。

入口：顶部菜单 - 新建 - 符号，类型选择元件符号。

af://n5908
af://n5909


创键元件符号的步骤：

1、获取元件规格书，得到符号样式和引脚信息。比如：https://item.szlcsc.com/8070.html

  

2、绘制矩形作为元件图形。

https://item.szlcsc.com/8070.html


3、放置引脚。快捷键 P。入口：顶部菜单 - 放置 - 引脚。

  

4、设置引脚编号和名称。双击引脚编号或者名称修改，也可以单击在左侧引脚列表，右侧属性面板修
改。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引脚的方位方便绘图连线。



  

5、在左侧属性面板设置符号的名称和位号值，如 U?

6、保存完成创建。
保存后可以在底部面板的元件库找到：底部面板 - 元件库 - 符号 - 个人。

如果需要创建子库，或者多部件的符号库，请参考下文。

注意：必须创建一个同名或者不同名的器件绑定创建的好的符号，才可以在原理图里面放置使用。

创建子库/多部件  

当一个元件存在太多引脚时，把它全部画在一个库文件中将会非常耗费空间，所以可以通过创建子库
（也称为多part器件，子母库，多部件符号等）来进行多符号组合该元件。所有子库合在一起时是一个
完整的元件。每个子库均对应同一个封装，仅对应的焊盘编号不一样。  

操作步骤：

1、创建了一个符号库文件，在左侧工程面板里选择部件。

af://n5927


2、点击 右侧的  + ，添加子库

3、每次添加子库均会产生一个名称带 .1 ，.2，.3 等的子库文件。

含子库的元件仅在父库指定一个封装即可，若你为每一个子库均指定不同的封装，那么立创EDA
将保留最后一个指定的封装做为元件的封装*
子库的编号必须均与父库保持一致。



网络标识符号  

如果系统提供的几个网络标识符不满足你的需要，你可以创建自己常用的网络标识符号样式，后续方便
复用。

入口：顶部菜单 - 新建 - 符号，类型选择网络标识符号。

绘制样式后，放置一个引脚。不能放置多过已引脚。

保存后可以在底部面板的元件库找到：底部面板 - 元件库 - 符号 - 个人。

注意：必须创建一个同名或者不同名的器件绑定创建的好的符号，才可以在原理图里面放置器件进行使
用。

网络端口符号  

如果系统提供的几个网络端口符号不满足你的需要，你可以创建自己常用的网络端口符号样式，后续方
便复用。

入口：顶部菜单 - 新建 - 符号，类型选择网络端口符号。

af://n5941
af://n5948


绘制样式后，放置一个引脚。不能放置多过已引脚。

保存后可以在底部面板的元件库找到：底部面板 - 元件库 - 符号 - 个人。

注意：必须创建一个同名或者不同名的器件绑定创建的好的符号，才可以在原理图里面放置器件进行使
用。

图纸符号  

如果系统提供的几个图纸符号不满足你的需要，你可以创建自己常用的图纸符号样式，后续方便复用。

入口：顶部菜单 - 新建 - 符号，类型选择图纸符号。

图纸符号不能放置引脚。

af://n5955


创建步骤：

1、新建图纸符号后，在左侧属性设置图纸所需要的属性，勾选需要显示在画布的值。带有 @ 开头的属
性是系统内置的属性，在放置在图页后，这些属性会自动更新，不需要预先设置值。

2、可以手动调整图纸边界，右下角表头等的线条大小和位置，也可以使用左侧的向导进行创建

3、调整完成后，保存。保存后可以在底部面板的元件库找到：底部面板 - 元件库 - 符号 - 个人。

注意：必须创建一个同名或者不同名的器件绑定创建的好的符号，才可以在原理图里面放置器件进行使
用。

无电气符号  

如果你想创建logo库或其他标记库，后续方便复用，可以创建无电气符号。

入口：顶部菜单 - 新建 - 符号，类型选择无电气符号。

af://n5967


无电气符号不能放置引脚。

保存后可以在底部面板的元件库找到：底部面板 - 元件库 - 符号 - 个人。

注意：必须创建一个同名或者不同名的器件绑定创建的好的符号，才可以在原理图里面放置使用。

符号属性  

符号的属性面板是在符号编辑界面的左侧，右侧是图元的属性面板，左侧符号的属性面板。

af://n5974


符号：符号的名称。
符号类型：在创建时选择的，不可更改。
位号：符号的位号与放置在原理图位号相关。

添加属性  

点击下拉选择框，选择需要添加的属性，即可添加成功。

删除属性  

选择添加的属性 - 鼠标右键 - 删除特性

只能删除用户添加的属性，系统默认的属性不可删除。

af://n5984
af://n5987


引脚编辑器  

引脚编辑器是把你放置在符号编辑器里面的引脚全部显示在引脚编辑里面包括子符号库，并且可以对引
脚进行快捷修改。

在符号编辑器界面的左侧视图里选择引脚

编号：引脚编号。
名称：引脚的名称。
类型：引脚的输入、输出、双向类型选择。
方向：引脚的方向选择。
低有效：选择引脚为是否是低电平有效。
部件：显示当前符号的名称和符号在哪个子库的哪个页面。

af://n5991


填写引脚名称

填写完引脚名称后，不需要点确定，系统会自动按照你填写的名称自动填入到图页的引脚中。

添加引脚

引脚编辑器也可以快速放置引脚，只需要在引脚编辑器这里点击下方空白的表格就能快速放置引脚了



符号向导  

立创EDA专业版符号向导器可以快速创建符号，目前只支持IC类型的DIP、QFP和SIP三种类型的符号快
速创建。

操作步骤：

1、在符号编辑器界面左侧的视图，选择向导

af://n6015


2、选择需要创建符号的类型



3、设置原点

原点在第一脚：将符号的第一引脚设为原点，第一脚的坐标值都为0。

原点设置在中心：将符号的中心位置设置成原点，符号的中心位置坐标值为0。



填写好相应的引脚数量

设置引脚的间距



注意：引脚间距不可设置太小，否则生成符号时，会导致像下方图片一样，引脚名重叠，推荐间距
0.15inch。



引脚编号的方向



编号方向为逆时针圆生成



引脚编号方向从做到右，从上到下生成的。两个的区别在于引脚的生成序号位置不同，更适用于其他类
型引脚编号方向的符号。



点击生成

选择是则清空你当前符号编辑器里的的符号，并且生成。

选择否则不生成符号。



生成的DIP类型符号

高级符号向导  

高级符号向导器用于快速创建IC类型芯片的符号，高级符号向导器对符号的类型没有区分，只需要用户
在模板中填写相应的数据，系统就能按照填写的数据生成符号。

操作步骤：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高级符号向导器

在模弹窗中把模板导出

af://n6046


使用“office”“WPS”打开模板

Part（部件）：代表符号的子库图页，不是引脚的编号；
Side（方向）：引脚的方向，L代表左边，T代表上边，R代表右边，B是下边；
Order（序号）：确定引脚在不同方向上的位置关系；
Pin Name（引脚名称）：引脚的名称；



Pin Type（引脚类型）：  设置引脚的是输入（IN）还是输出（OUT）类型；
Pin Number（引脚编号）：引脚的编号；
Pin Reverse（非引脚）：是否为引脚类型；

这里我们用这个32引脚系列的LQFP类型的符号为例子：

这里我们先填写他的部件，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部件没有子库符号，所以填1就行了，有子库的需要安装
左侧面板中部件名称的后1位数来进行相应的填写。



下面接着输入引脚的方向，在芯片图片中可以看出 1 - 8 号是在左侧的，这里需要输入L代表左，9 - 10
号引脚是在下边的，输入B代表下，17 - 24引脚是右边的，输入R代表右，25 - 32的引脚代表上边的，
输入T代表上。



接着继续输入引脚的序号，序号的排列的规则：左边引脚的排的1号引脚对应右边的24号引脚，所以24
号引脚对应的是1脚，所以24号引脚需要输入1。只能填写两个方向的顺序，不同方向的顺不能接着序
号排列。比如左边的引脚数量为8个，那序号就位1-8，底下的引脚数量也是8个时候，需要中心排列序
号，不能接着左边引脚的序号接着排列，需要重新对齐排列。



接下来按照图中的的数据来输入引脚的名称



输入的引脚类型这里统一输入IN，引脚的类型不会对封装有影响，用户可看着芯片的数据手册输入，这
里延时就不多介绍。



输入引脚的编号



最后一项输入NO，因为这个芯片是引脚，不是非引脚



总体的数据已输入完成，接下来就是导入进去，打开高级符号向导器，点击导入。



导入后可以看到刚刚在模板中输入的数值，点击确定即可生成符号。





引脚属性  

引脚属性  

原理图符号的引脚是元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允许进行导线连接以构成整个电路。

顶部工具栏 - 放置 -  引脚 或 使用快捷键“Ait + P

af://n6091
af://n6092


引脚方向  

在放置在画布上之前，可以按空格键进行选择到想要的方向。引脚的带圆圈端点是可进行导线连接的地
方，所以该点正常需朝外放置。

正确的摆放格式

引脚属性  

当你选中一个引脚时，可以在右边的属性面板查看和修改它的属性。

af://n6096
af://n6101


名称：引脚的名字，如上图选中的引脚名字为“VCC”。
ID：引脚的ID是系统固定的，不可更改。
类型：可选择输入、输出和双向。
引脚编号：如上图选中的引脚编号为“8”。该编号与元件对应的封装的焊盘编号相对应，并且两
者的编号需要一致。你还可以使用带字母的编号，如 A1, B1, C1, A2, B2等。
引脚方向：只支持上下左右方向选择，其他方向暂不支持。
非引脚：是否是引脚的选择。
长度：引脚长度。
引脚颜色：可以修改引脚的颜色。
新增属性：立创EDA专业版可以自定义添加属性。



封装库  

封装设置  

 在新建封装前，可以先设置一下封装的一些默认值。

 入口：顶部菜单 - 设置 - 封装设置。

af://n6124
af://n6125


 

目前PCB的设置和封装的设置是合并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大部分设置是通用的。

可以预先设置新建封装的单位等。

-

创建封装库  

封装库就是电子的元器件，芯片等的各种参数（比如元器件的大小，长宽，直插，贴片，焊盘的大小，
管脚的长宽，管脚的间距等）用图形方式表现出来，以便可以在画PCB图时进行调用。

封装库工具的使用方法与PCB下的PCB工具一致，只是工具栏内少一些不需要的功能。

如果你需要一个PCB封装，但是立创EDA的元件库中不存在，那么你可以自行进行创建。且创建器件也
是需要一个封装库才能完成。

创建封装库与创建符号库几乎一致。

新建封装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新建 - 封装

af://n6132


给封装命名,选择分类。

封装名称命名建议参考 立创EDA封装库命名参考规范.pdf，以使用科学的命名规则，方便管理和复用。

根据器件的数据手册来绘制相应的封装。

1、下载需要绘制的元件规格书。
比如创建SOIC-8。如PDF：UC2844BD1R2G

2、阅读规格书，获取封装尺寸，方位信息。
绘制封装时需要注意封装0度方向(0度就是你当前绘制的角度，当封装放置在PCB里面后它的角度
在属性面板显示为0度)，利于SMT贴片。具体请查看：PCB封装库0度图形制作标准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0618_1.html
https://image.lceda.cn/files/ON-Semicon-ON-UC2844BD1R2G_C77262.pdf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2157_1.html


3、查看封装的尺寸，引脚方向与极性，然后放置焊盘在画布上。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焊盘的形状和大小。

元件引脚方向，第一页，逆时针计数1到8脚。

元件极性，第一页，第十八页，方向为横向摆放。

根据十八页的尺寸图放置焊盘在顶层(有些金手指封装需要顶层和底层同时放置)。需要修改焊盘的属
性，其中包括焊盘编号、类型、大小。先确定第一个焊盘的坐标，然后放置多个，使用顶部菜单的对齐
工具进行平均分布。如果移动焊盘步进距离不合适可以在右边修改栅格大小。



绘制元件边框丝印。有时还可以在机械层，文档层放置对应标识图形。

将层切换至顶层丝印。
使用导线，圆弧等工具绘制元件丝印。



放置的焊盘至少要一个中心点尽量在格线上，以免使用封装时导线连接焊盘困难的问题。
焊盘编号可以设置数字和字母，其需与元件的引脚编号一一对应，否则元件在指定了这个封装后在
原理图将会在封装管理器报错，无法转为PCB。
焊盘编号通过鼠标放置可以递增，如果通过粘贴复制放置编号将保持不变。
绘制完封装后封装的坐标原点建议修改到封装正中央：以利于放置时旋转时保持鼠标在图形正中
心；SMT机器在识别元件中心时减少元件调整工作。

-

封装属性  

封装界面右侧面板是显示整个封装的属性、位号、分类已经其他的信息。

af://n6179


封装：用来对封装的命名，把旁边的复选框打上勾后，可以在封装里面显示封装的名称。

位号

对封装进行位号设置。

分类

在这里可以修改封装的分类，方便后期的管理和维护。

鼠标点击分类的输入框，弹出选择弹窗，即可在这里修改分类。

描述

用于对封装增加一些文字描述。



属性添加

用于对焊盘的属性添加，单击右侧的下拉选择框，点击需要添加的属性，即可完成添加。



将鼠标悬停在添加属性的空白处中间，点击 鼠标右键 可删除添加的属性，系统默认属性不可删除。

-

焊盘编辑器  

封装焊盘编辑器是对封装图纸页内所有的焊盘进行编辑查看。双击列表可修改焊盘的属性。

属性：表示焊盘的编号
图层：T是顶层的焊盘，B是底层的焊盘，M是通孔类型的焊盘。
中心X：表示焊盘在封装页面的X坐标值。
中心Y：表示焊盘在封装页面的Y坐标值。

af://n6199


角度：可设置焊盘的角度。

-

器件关联  

器件需要关联封装和符号才可以被放置在原理图或者PCB。

封装界面右侧面板的器件标签页是展示这个封装被哪些器件所关联，方便新建器件关联当前封装，也方
便直接在已有绑定的器件中，直接移除这个封装的绑定关系。

-

焊盘  

焊盘，是表面贴装装配的基本构成单元，用来构成电路板的焊盘图案(land pattern)，即各种为特殊元
件类型设计的焊盘组合。

放置焊盘步骤：

使用快捷键 P 或顶部的快捷工具栏放置。

当选中一个焊盘时，可以在右边属性面板修改它对应的属性，或者鼠标左键双击，弹出属性对话框来修
改它的属性。

af://n6214
af://n6219


条线形焊盘  

根据绘制的条形生成焊盘阵列，也可以通过在动态输入框内输入的数值来生成焊盘阵列。

说明：

只有绘制直线才能生成焊盘阵列，多边形不能生成。
不支持同时多个方向生成焊盘，一次市场朝一个方向生成。

矩形多焊盘  

根据绘制的矩形生成焊盘阵列，也可以通过在动态输入框内输入的数值来生成焊盘阵列。

af://n6227
af://n6236


修改贴片焊盘  

选中焊盘，在右侧的属性面板里将图层设置为顶层或底层，即可修改焊盘成贴片焊盘。

-

异型焊盘  

一般不规则的焊盘被称为异型焊盘，典型的有金手指、大型的器件焊盘或者板子上需要添加特殊形状的
铜箔。

放置异性焊盘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异性焊盘或在顶部快捷栏选择异性焊盘

af://n6239
af://n6243


当光标变成十字状态即可开始绘制异性焊盘了

绘制完异性焊盘后弹出属性弹窗，设置异性焊盘的属性。

图层：可将异性焊盘设置为顶层和底层或者多层。
编号：异性焊盘的编号，不可重复。
ID:系统默认，不可修改。
形状：默认异性焊盘，不可修改。
中心X：焊盘绘制的X轴位置。
中心Y：焊盘绘制的Y轴位置。
角度：异性焊盘的角度设置，默认为0。
锁定：锁定异性焊盘，不可移动。
阻焊扩展：默认跟随系统规则。
助焊扩展：默认跟随系统规则。



点击创建完成的异性焊盘可在左侧面板修改属性。

-

画布原点  

af://n6278


将绘制好的封装设置原点位置

放置光标原点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画布原点 - 从光标

从光标  

选择后，可用鼠标来选择原点位置，选择后位置后，那里的坐标值将会变为零。

从坐标点  

点击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里面输入想要设置为原点的坐标值，即可将你输入的坐标值调整为原点。

af://n6284
af://n6287


从焊盘中央  

点击后，系统就会选择两边焊盘的中间为原点。

从第一个焊盘  

将原点设置为焊盘的第一个引脚为原点

af://n6290
af://n6294


-

自动裁剪丝印  

自动裁剪丝印是把绘制在焊盘上的丝印裁剪掉。用于在快速绘制封装外形丝印时。

操作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布线 - 剪裁丝印

af://n6299


说明：

自动裁剪丝印只能用于折线；矩形、圆型等图元无法生效使用
剪裁丝印功能默认启动

-

智能尺寸  

立创EDA专业版的智能尺寸与标准版的智能尺寸功能相同，都是用于测量和快速绘制封装。

使用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智能尺寸

af://n6314


焊盘四周出现白色的小圆圈时，智能尺寸就已开启成功。

说明：

同一各焊盘的测量点是无法选择的

测量

编辑



-

检查尺寸  

检查尺寸功能用于快速的检查封住的尺寸大小，与智能尺寸不同的是，检查尺寸是不能进行编辑，但显
示的内容会比智能尺寸显示的信息多。

使用方法：

顶部菜单栏 - 工具 - 检查尺寸

说明：

检查尺寸显示的内容是根据当前器件来生成的，器件修改或编辑后会自动退出检查功能。

af://n6331


-

重新编号焊盘  

如果你放置了非常多的焊盘，需要重新对焊盘进行编号，可以使用“重新编号焊盘”功能。

入口：工具 - 重新编号焊盘。或画布右键菜单“重新编号焊盘”。

-

封装库命名参考规范  

封装库命名参考规范，封装库命名参考规范

相信广大电子工程师都会遇到封装名命名的难题，现在立创EDA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方案 - 立创EDA封
装库命名参考规范。

前言：

每家公司都应该有自己的封装命名规范，立创EDA也不例外，立创EDA拥有超过18W的官方库（立创商
城库），多个工程师在建封装的时候，更需要统一的画库规则和封装命名规则，以确保库的一致性和封
装的复用性。

af://n6344
af://n6349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0618_1.html


由立创商城工程部和立创EDA团队的编写，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打磨，现我们很高兴的对外发布《立创
EDA封装库命名参考规范》。

立创EDA已经根据新的封装命名规范建立封装半年多，以后也会根据这个规则不断绘制新的库。

优势：

广大立创EDA用户也可以根据这个规则：

找指定封装类型的元件；
根据这个规则创建自己的或者团队的或者公司封装；
快速复用立创EDA官方的库。

亮点：

在命名上采取了 “封装类型 _ 脚数 - 体宽 - 脚距 - 体长 - 脚跨距 - 一脚方位 - 极性方向 _ 系列
名” 的规则，使用者可以快速明确封装大部分信息
覆盖了常用的大部分元件分类与封装类型，可以快速定位查询
不断根据新的元件或者封装类型扩展新的命名规则，持续更新维护
公开分发，以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

缺点：

部分封装类型命名的标题过长

下载地址：立创EDA封装库命名参考规范.pdf

复用图块  

创建复用图块  

在绘制复杂的原理图时，就需用到复用图块，复用图块换一种说法就是层次原理图设计。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新建 - 复用图块

填写复用图块的信息，点击确定几个生成复用图块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0618_1.html
af://n6380
af://n6381


创建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原理图和一个复用图块，这两个文件是相互关联的，主要包括两大部
分：主电路图和子电路图。其中主电路图与子电路图的关系是父电路与子电路的关系，在子电路图中仍
可包含下一级子电路。

主电路图相当于整机电路图中的方框图，一个方块图相当于一个模块，主电路图中不能放置器件，只能
放置引脚来作为连接到子电路。



一般地子电路图都是一些具体的电路原理图。子电路图与主电路图的连接是通过方块图中的端口实现
的。

从原理图生成复用图块  

从原理图生成复用图块的设计是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设计，从子图生成母图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 生成/更新图块符号
顶部工具栏-选择生成/更新图块符号

放置创建复用图块  

在原理图中放置复用图块进行创建

放置操作：

顶部菜单栏 - 放置 - 复用图块
底部元件库 -  复用图块 

af://n6394
af://n6403


选择后，在原理图中绘制一个图块框，然后给图块框命名即可完成创建

从原理图创建的复用图块将会在左侧面板的工程下显示



点击左侧面板打开子原理图或在点击复用图块框 -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展开，即可把复用图块子原理图
展开



放置复用图块  

放置已经创建完成的复用图块。

操作步骤：

底部面板 - 元件库 - 复用图块-点击放置

复用图块只能放置于原理图中，PCB不支持复用图块的放置。

编辑/更新复用图块  

对创建完成的复用图块进行编辑和修改

af://n6418
af://n6426


操作步骤：

底部元件库 - 选择复用图块 - 鼠标右键 - 编辑原理图/符号

!

从原理图中更新复用图块  

在原理框图中修改的端口，从原理图更新至复用图块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 生成/更新图块符号
顶部工具栏  - 快捷图标

从复用图块符号中更新  

在复用图块中修改的更新至子原理图中

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设计 -生成/更新图块原理图
顶部工具栏 -  -生成/更新图块原理图

af://n6433
af://n6443


3D模型库  

创建3D库  

在绑定器件库的前需要先创建3D库文件才能进行绑定，操作步骤：

顶部菜单栏 - 文件 - 新建 - 工程 - 3D模型    

在弹窗中输入相关的信息

归属：创建3D模型库的归属用户或团队；
模型单位：单位可选择cm、m、mil、inch。根据绘制3D模型的尺寸选择，尺寸默认mm；
3D文件：选择导入的3D文件，可选择zip、step、stp、obj格式文件。3D模型可批量导入，只需
要把3D文件压缩成zip文件包导入即可；

af://n6452
af://n6453


分类：对创建的3D模型进行分类；
模型列表：选择导入好3D文件后，列表会显示成功导入3D模型的文件；

1、选择模型的归属用户

2、模型在创建时默认是mm，在这里就不需要再次进行修改，直接选择默认mm单位即可。

3、点击选择文件，选择一个STEP格式文件的3D模型文件。



4、点击分类，给模型进行一个分类，方便后期进行查找，没有分类的可选择管理分类进行创建。



5、在模型列表里面点击刚刚选择好的模型，点击勾选，不勾选则无法创建3D模型文件。

6、最后点击确定，在底部面板中“日志”中显示3D模型导入成功，即可在个人元件库中查看到。



-

编辑3D库  

立创EDA专业版支持替换3D库的3D模型。

在底部元件库，找到3D模型后，点击个人的3D模型列表，右键进行替换3D模型

也可以右键修改3D模型标题等信息。

af://n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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