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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布线的基本流程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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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得到正确的原理图和网络表 手工更改网络表 将一些元
件的固定用脚等原理图上没有的焊盘定义到与它相通的网
络上 没任何物理连接的可定义到地或保护地等
画出自己定义的非标准器件的封装库
画上禁止布线层 含中间的镂空等 在需要放置固定孔的
地方放上适当大小的焊盘 对于 3mm 的螺丝 可用
6.5~8mm 的外径和 3.2~3.5mm 内径的焊盘 对于标准板可
从其它板或 PCB Wizard 中调入
打开所有要用到的 PCB 库文件后调入网络表文件
元件手工布局 应当从机械结构 散热 电磁干扰 将来
布线的方便性等方面综合考虑 先布置与机械尺寸有关的
器件并锁定这些器件 然后是大的占位置的器件和电路的
核心元件 再是外围的小元件 对于同一个器件用多种封
装形式的 可以把这个器件的封装改为第二种封装形式并
放好后对这个器件用撤消元件组功能 然后再调入一次网
络表并放好新调入的这个器件 有更多种封装形式时依此
类推 放好后用 VIEW3D 功能察看一下实际效果 存盘
根据情况再作适当调整 然后将全部器件锁定 假如板上
空间允许 则可在板上放上一些类似于实验板的布线区
对于大板子应在中间多加固定螺丝孔 板上有重的器件或
较大的接插件等受力器件边上也应加固定螺丝孔 有需要
的话 可在适当位置放上一些测试用焊盘 最好在原理图
中就加上
将过小的焊盘过孔改大 将所有固定螺丝孔
焊盘的网络定义到地或保护地等
制订详细的布线规则 象使用层面 各组线宽 过孔 间
距 布线的拓朴结构等
在不希望有走线的区域内放置
FILL 填充层 如散热器和卧放的两脚晶振下方所在布线
层
要上锡的在 Top 或 Bottom Solder 相应处放 FILL
对部分重要线路进行手工预布线 如晶振 PLL 小信号模
预布线完成后存盘
拟电路等
对自动布线功能进行设置 请选中其中的 Lock All PreRoute 功能
然后开始自动布线
假如不能完全布通 则可手工继续完成或 UNDO 一次 千
万不要用撤消全部布线功能 它会删除所有的预布线和自
由焊盘 过孔 后调整一下布局或布线规则再重新布线
完成后做一次 DRC 有错则改正 布局和布线过程中若发
现原理图有错则应及时更新原理图和网络表 手工更改网
络表 同第一步 并重装网络表后再布
对布线进行手工初步调整 需加粗的地线 电源线 功率
输出线等加粗 某几根绕得太多的线重布一下 消除部分
不必要的过孔
再次用 VIEW3D 功能察看实际效果
切换到单层显示模式下将每个布线层的线拉整齐和美观
手工调整时应经常做 DRC 因为有时候有些线会断开 快
完成时可将每个布线层单独打印出来以方便改线 存盘

设计

第 1 页 共 11页

校对

忽略或校对不合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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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全部调完并 DRC 通过后拖放所有丝印层的字符到合适位
置 注意尽量不要放在元件下面或过孔 焊盘上面 对于
过大的字符可适当缩小 最后再放上印板名称 设计版本
号 公司名称 文件首次加工日期 印板文件名 文件加
工编号等信息 并可用第三方提供的程序加上中文注释
对所有过孔和焊盘补泪滴 对于贴片和单面板一定要加
将安全间距暂时改为 0.5~1mm 在各布线层放置地线网络
的覆铜 尽量用八角形而不是用圆弧来包裹焊盘 最终要
转成 DOS 格式文件的话 一定要选择用八角形
最后再做一次 DRC 有错则改正 全部正确后存盘
对于支持 PROTEL99SE 格式 PCB4.0 加工的厂家 可在
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这个文件导出为一个*.PCB 文件 对
于支持 PROTEL99 格式 PCB3.0 加工的厂家 可将文件
另存为 PCB 3.0 二进制文件 做 DRC 通过后不存盘退出
在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这个文件导出为一个*.PCB 文件
由于目前很大一部分厂家只能做 DOS 下的 PROTEL
AUTOTRAX 画的板子 所以以下这几步是产生一个 DOS
版 PCB 文件必不可少的
1 在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网络表导出为*.NET 文
件 在打开本 PCB 文件观看的情况下将 PCB 导出为
PROTEL PCB 2.8 ASCII FILE 格式的*.PCB 文件
2 调用 PROTEL FOR WINDOWS PCB 2.8 打开这个
PCB 文件 选择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菜单 并选择 Autotrax
格式 存成一个 DOS 下可打开的文件
3 用 DOS 下的 PROTEL AUTOTRAX 打开这个文
件 个别字符串可能要重新拖放或调整大小 上下放的全
部两脚贴片元件可能会产生焊盘 X-Y 大小互换的情况 一
个一个调整它们 大的四列贴片 IC 也会全部焊盘 X-Y 互
换 只能自动调整一半后手工一个一个改 请随时存盘
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人为错误 PROTEL DOS 版可是没
有 UNDO 功能的 假如你先前布了覆铜 并选择了用圆弧
来包裹焊盘 那么现在所有的网络基本上都已相连了 手
工一个一个删除和修改这些圆弧是非常累的 所以前面推
荐大家一定要用八角形来包裹焊盘 这些都完成后用前面
导出的网络表作 DRC Route 中的 Separation Setup 各项值
应比 WINDOWS 版下小一些 有错则改正 直到 DRC 全部
通过为止
也可直接生成 GERBER 和钻孔文件交给厂家
发 Email 或拷盘给加工厂家 注明板材料和厚度 数量 加
工时需特别注意之处等 Email 发出后两小时内打电话给厂
家确认收到与否 没收到重发 直至收到
产生 BOM 文件并导出后编辑成符合公司内部规定的格式
将边框 螺丝孔 接插件等与机箱机械加工有关的部分导
出为 R14 的 DWG 格式文件给机械设计人员
整理和打印各种文档

设计人员签名 ＿＿＿＿＿＿＿＿＿＿＿＿＿＿＿＿＿
注 设计和校对栏填以下符号

校对人员签名 ＿＿＿＿＿＿＿＿＿＿＿＿＿＿＿＿＿
通过 ╳
不合格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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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加

详

细

的

说

明

一 得到正确的原理图和网络表 手工更改网络表 将一些元件的固定
用脚等原理图上没有的焊盘定义到与它相通的网络上 没任何物理连接的可
定义到地或保护地等 将一些原理图和 ＰＣＢ 封装库中引脚名称不一致的器件
引脚名称改成和 ＰＣＢ 封装库中的一致 特别是二 三极管等
二 画出自己定义的非标准器件的封装库 建议将自己所画的器件都放
入一个自己建立的 ＰＣＢ 库专用设计文件
三 新建一个 ＰＣＢ 文件 对于标准板可从其它板或 ＰＣＢ Ｗｉｚａｒｄ 中调入
从其它板调入的方法为 先用复制和粘贴命令拷得文件 或用 Ｉｍｐｏｒｔ 命令导
入一个文件 然后重命名后打开它 选中并删除所有不一致的东西 留下边
框 位置相同的接插件 发光管等 根据原理图更改这些器件的标称和型
号 最后清除所有网络 选 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ｔｌｉ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 的 Ｍｅ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ｌｌ
从 ＰＣＢ Ｗｉｚａｒｄ 中调入的方法为 Ｆｉｌｅ－Ｎｅｗ 选 Ｗｉｚａｒｄｓ 栏的
Ｎｅｔｓ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ｏａｒｄ Ｗｉｚａｒｄ 然后按它的提示一步步做下去就可以了
选 Ｖｉｅｗ－Ｔｏｇｇｌｅ Ｕｎｉｔｓ 改为公制 再选 Ｄｅｓｉｇｎ－Ｏｐｔｉｏｎｓ 改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Ｇｒｉｄ 的上面一个为 １ｍｍ 下面一个为 １０ｍｍ 点鼠标右键选 Ｓｎａｐ Ｇｒｉｄ 为
０．１ｍｍ 一般可只画上禁止布线层来兼作为板子的外形 当用了机械层 １ 来表
示板子的外形时 外形应以机械层 １ 为准 禁止布线层只作为布线时的范围
含中间的镂空等 就是在禁止布线层画上一些直线和圆弧 构
约束条件
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设置原点 Ｅｄｉｔ－Ｏｒｉｇｉｎ－Ｓｅｔ
对于将来要自动焊接的
在需
板子 应在板上分散放置 ３ 个参考点焊盘 外径为 １ｍｍ 孔径为 ０ｍｍ
要放置固定孔的地方放上适当大小的焊盘 对于 ３ｍｍ 的螺丝 可使用 ６．５
８ｍｍ 外径和 ３．２ ３．５ｍｍ 内径的焊盘 并可在每个焊盘上放上一圈小焊盘

四 打开所有要用到的 ＰＣＢ 库文件后调入网络表文件 选 Ｄｅｓｉｇｎ－Ｌｏａｄ
Ｎｅｔｓ 如果有错 一般是器件或引脚丢失 也有可能是原理图中传来的错
误 象器件重号 如两个 Ｒ１３ 等 请回到第一步处改正后重来
有时也会有一些板子是直接从 ＤＯＳ 版格式的 ＰＣＢ 文件上略加改进而已
并且原先没有电路图和网络表文件 可按以下方法生成网络表 先导入这个
ＤＯＳ 文件并打开 选 Ｄｅｓｉｇｎ－Ｍａｋ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生成方案库 将所有同一器件内
焊盘有重名的器件的焊盘名改正 许多 ＤＯＳ 版 ＰＲＯＴＥＬ 的工程师会将他所画
ＰＣＢ 封装器件的焊盘全定义为 ０ 每更正过一种便 ＵｐｄａｔｅＰＣＢ 一次 那些用几
个焊盘和几根丝印层的线来表示的器件也做成库文件并替换掉 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Ｂｏａｒ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处查看有无重号的器件 有则改掉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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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ｔｌｉ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 的 Ｍｅｎｕ－Ｃｒｅａｔｅ Ｎｅｔｌｉｓ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产生一个＊．ＮＥＴ 文件 重命名这个文件 去掉头上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在 ＰＣＢ
中调入这个网络表文件 然后选 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ｔｌｉ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 的 Ｍｅｎｕ－Ｕｐｄａｔ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ａｄｓ 再选 Ｔｏｏｌｓ－Ｄｅｓｉｇｎ Ｒｕｌｅ Ｃｈｅｃｋ 做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和 Ｕｎ－Ｒｏｕｔｅｄ Ｎｅ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这两项的
ＤＲＣ 有错的话一般是器件重号或同一器件内有焊盘重名 可从导航栏的
Ｂｒｏｗｓｅ ＰＣＢ 的 Ｂｒｏｗｓｅ 栏选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并从本框和它下方的 Ｐａｄｓ 框一起查
看 找出所有错误并更正后清除所有网络 再从导出网络表处做起 直到没
有错误为止 将几个主要网络重命名为容易理解的名字 如 ＧＮＤ ＶＣＣ －５
Ａ０ Ａ１ Ｄ７ Ｄ６ ＣＳ３ ＷＲ 等等 再从导出网络表处做起 正确的话就可以
把这个网络表导出与 ＤＯＳ 文件一起归档存放 接下来根据新的电路要求手工
更改网络表 包括增 删 改器件和网络 最后在 ＰＣＢ 中删除已删除元件后
建议不要通过靠调入网络表时选中删除不用到的元件来删除元件 又慢又
容易死机 调入网络表时更新封装尺寸也尽量少用 调入新的网络表文件
五 元件手工布局 这是整个画线路板过程中最耗时和最难的地方 应
当从机械结构 散热 电磁干扰 将来布线的方便性等方面综合考虑 先布
置与机械尺寸有关的器件并锁定这些器件 然后是大的占位置的器件和电路
的核心元件 按功能分块
再是外围的小元件
机械结构方面的要求 外部接插件 显示器件等的安放位置应整齐 特
别是板上各种不同的接插件需从机箱后部直接伸出时 更应从三维角度考虑
器件的安放位置 板内部接插件放置上应考虑总装时机箱内线束的美观 需
浸焊板子的较重元器件应尽量分散放置以防止浸焊时板子变形
散热方面的要求 板上有发热较多的器件时应考虑加散热器甚至轴流风
机 风机向内吹时散热效果好但板子很会脏 所以一般还是向外排风较为多
并与周围电解电容 晶振 锗管等怕热元件隔开一定的距离 竖放的
见
板子应把发热元件放置在板的最上面 双面放器件时底层不得放发热元件
电磁干扰方面的要求 随着电路设计的频率越来越高 ＥＭＩ 对线路板的
影响越来越显得突出 在画原理图时就可以先加上功能电路块电源滤波用磁
环 旁路电容等器件 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脚就近都应有一个旁路电容连到
地 １００ 个脚以上的 ＩＣ 甚至用好几个 电路的工作频率在 １０ＭＨｚ 以下时一般
使用 １０４ ０．１ Ｆ 的电容， １０ＭＨｚ 以上一般用 １０３ 的电容 器件应尽量按功
能分块放置 一块放好后可用 Ｔｏｏｌｓ－Ｃｏｎｖｅｒｔ－Ｃｒｅａｔｅ Ｕｎ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建立联合 在不太可能对多个电路功能块之间保证足够的电磁隔
离度情况下 必须考虑用金属屏蔽罩将能量屏蔽在一定的区域内 注意 金
属屏蔽罩下方与线路板相接触处不能有走线 至少应用绝缘胶带等隔离 有
时候用金属屏蔽罩非常有效 而且常常还是隔离关键电路的唯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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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方面的要求 对于同一个器件用多种封装形式的 可以把这个器件
的封装改为第二种封装形式并放好后对这个器件用撤消元件组功能 然后再
调入一次网络表并放好新调入的这个器件 有更多种封装形式时依此类推
对于单面板 器件一律放顶层 双面板或多层板 器件一般放顶层 只
有在器件过密时才能把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量少的器件 如贴片电阻 贴
片电容 贴片 ＩＣ 等放在底层 上图所示板中就有许多器件放在底层 只是没
打印它们罢了 由于器件放置时有些是可以上下重叠的 如 ＤＩＰ４０ 的集成电
路插座下可放置一个直接焊的 ＤＩＰ２０ 集成电路
有些器件的封装库边框画
得比实际的器件尺寸要略大 如 ０８０５
使得部分器件封装放置时可以有边
框相碰甚至有部分重叠 所以 设计规则检查 ＤＲＣ 里的 Ｒｅｐｏｒｔ 和 Ｏｎ－
ｌｉｎｅ 这两项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一般不选
放好后用 ＶＩＥＷ３Ｄ 功能察看一下实际效果 存盘 下图的顶层布局和标
注 可作为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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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根据情况再作适当调整 然后将全部器件锁定 假如板上空间允
许 则可在板上放上一些类似于实验板的布线区 对于大板子应在中间多加
固定螺丝孔 板上有重的器件或较大的接插件等受力器件边上也应加固定螺
丝孔 有需要的话 可在适当位置放上一些测试用焊盘 最好在原理图中就
将过小的焊盘过孔改大 将所有固定螺丝孔焊盘的网络定义到地或
加上
保护地等 螺丝孔也可参见上图 放置大的贴片器件的参考点
七 制订详细的布线规则 象使用层面 各组线宽 过孔 间距 布线
的拓朴结构等 部分规则可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Ｒｕｌｅｓ 的 Ｍｅｎｕ 处从其它板导出后再
导入这块板
选 Ｄｅｓｉｇｎ－Ｒｕｌｅｓ 一般需要重新设置以下几点
１ 安全间距 Ｒｏｕｔｉｎｇ 的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它规定了板上不同网
络的走线 焊盘 过孔等之间必须保持的距离 一般板子可设为
０．２５４ｍｍ 较空的板子可设为 ０．３ｍｍ 较密的贴片板子可设为 ０．２－
０．２２ｍｍ 极少数印板加工厂家的生产能力在 ０．１－０．１５ｍｍ 假如能征
得他们同意 你就能设成此值 ０．１ｍｍ 以下是绝对禁止的
２ 走线层面和方向 Ｒｏｕｔｉｎｇ 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ｓ 此处可设置使用的走
线层和每层的主要走线方向 请注意 贴片的单面板只用顶层 直插
型的单面板只用底层 但是多层板的电源层不是在这里设置的 可以
在 Ｄｅｓｉｇｎ－Ｌａｙｅｒ Ｓｔａｃｋ Ｍａｎａｇｅｒ 中点顶层或底层后用 Ａｄｄ Ｐｌａｎｅ 添
加 用鼠标左键双击后设置 点中本层后用 Ｄｅｌｅｔｅ 删除
机械层
也不是在这里设置的 可以在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中选择所要
用到的机械层并选择是否可视和是否同时在单层显示模式下显示
机械层 １ 一般用于画板子的边框 机械层 ３ 一般用于画板子上的挡条
等机械结构件 机械层 ４ 一般用于画标尺和注释等 具体可自己用
ＰＣＢ Ｗｉｚａｒｄ 中导出一个 ＰＣ ＡＴ 结构的板子看一下
３ 过孔形状 Ｒｏｕｔｉｎｇ 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Ｖｉａ Ｓｔｙｌｅ 它规定了手工和自动布
线时自动产生的过孔的内 外径 均分为最小 最大和首选值 其中
首选值是最重要的 下同
４ 走线线宽 Ｒｏｕｔｉｎｇ 的 Ｗｉｄｔｈ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它规定了手工和自动布线
时走线的宽度 整个板范围的首选项一般取 ０．２－０．６ｍｍ 另添加一些
网络或网络组 Ｎｅｔ Ｃｌａｓｓ 的线宽设置 如地线 ＋５ 伏电源线 交
流电源输入线 功率输出线 电源组等 网络组可以事先在 Ｄｅｓｉｇｎ－
Ｎｅｔｌｉ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 中定义好 地线一般可选 １ｍｍ 宽度 各种电源线一
般可选 ０．５－１ｍｍ 宽度 印板上线宽和电流的关系大约是每毫米线宽允
许通过 １ 安培的电流 具体可参看有关资料 当线径首选值太大 使
得 ＳＭＤ 焊盘在自动布线时无法走通时 它会在进入到 ＳＭＤ 焊盘处自动
缩小成最小宽度和焊盘的宽度之间的一段走线 其中 Ｂｏａｒｄ 为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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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线宽约束 它的优先级最低 即布线时首先满足网络和网络组等
的线宽约束条件 下图为一个实例

５

敷铜连接形状的设置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的 Ｐｏｌｙｇ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Ｓｔｙｌｅ
建议用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 方式 导线宽度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Ｗｉｄｔｈ 取
０．３－０．５ｍｍ ４ 根导线 ４５ 或 ９０ 度
其余各项一般可用它原先的缺省值 而象布线的拓朴结构 电源层的
间距和连接形状 匹配的网络长度等项可根据需要设置
选 Ｔｏｏｌ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其中 Ｏｐｔｉｏｎｓ 栏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ｕｔｉｎｇ 处选
Ｐｕｓｈ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遇到不同网络的走线时推挤其它的走线 Ｉｇｎｏｒ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为穿过 Ａｖｏｉ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为拦断 模式并选中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ｍｏｖｅ 自动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栏的 Ｔｒａｃｋ 和 Ｖｉａ 等也可改一下 一般不必去
删除多余的走线
动它们
在不希望有走线的区域内放置 ＦＩＬＬ 填充层 如散热器和卧放的两脚晶振
下方所在布线层 象在第五步里所示图中的 Ｕ５ Ｕ６ Ｕ７ 的散热器 ＣＲ１ ＣＲ２
下方的顶层就需放置 ＦＩＬＬ 如有其它网络的线从此处穿过则很容易造成短
路
要上锡的在 Ｔｏｐ Ｓｏｌｄｅｒ 或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ｏｌｄｅｒ 层的相应处放 ＦＩＬＬ 高压
器件下方和附近严禁走无关的线 并应在板上高压区内明显处注明高压危险
字样 有必要的话应开数条隔离槽以减少打火等现象的发生
八 对部分重要线路进行手工预布线 如晶振 ＰＬＬ ＶＣＯ 小信号模拟
电路和一部分较规则的走线等
注意 所有布线应用 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ｕｔｉｎｇ 交互布线方式 来画线 即放置工具条的第一个图标 而不是用第
二个图标的 Ｐｌａｃｅ－Ｌｉｎｅ 手工预布线往往是板子能否通过 ＥＭＣ 检测的关键之
一 如果是多层板 且用到了电源层并有多个电源 则可在此时进行电源分
割 选 Ｐｌａｃｅ－Ｓｐｌｉｔ Ｐｌａｎｅ 可从一个电源层上割出一个小块来 如从 ＶＣＣ 上
割出一块－５Ｖ 的条形 电源层显示为负片主要是为了布线时能看见它下面的
其它各层走线 预布线完成后存盘 一般说来 手工布得越多 板子越好
看 但后面的自动布线越难 如果全部用手工布线则可跳过下面的第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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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进入第十步 下图为一块网桥芯片和它的外部 ＤＲＡＭ 的手工连线图 没有
一个过孔 自动布线的话这部分起码会有十来个过孔

九 选 Ａｕｔｏ Ｒｏｕｔｅ－Ａｌｌ 对自动布线功能进行设置 选中除了 Ａｄｄ
Ｔ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 以外的所有项 特别是选中其中的 Ｌｏｃｋ Ａｌｌ Ｐｒｅ－Ｒｏｕｔｅ 选项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Ｇｒｉｄ 可选 １ｍｉｌ 等 自动布线开始前 ＰＲＯＴＥＬ 会给你一个推荐值 可
不去理它或改为它的推荐值
此值越小 板越容易 １００％布通 但布线难度
和所花时间越大 然后按 Ｒｏｕｔｅ Ａｌｌ 按钮开始自动布线
十 假如不能完全布通 则可手工继续完成或 ＵＮＤＯ 一次 千万不要用撤
消全部布线功能 它会删除所有的预布线和自由焊盘 过孔 后调整一下布
局或布线规则再重新布线 完成后做一次 ＤＲＣ 有错则改正 布局和布线过
程中若发现原理图有错则应及时更新原理图和网络表 手工更改网络表 同
第一步 并重装网络表后再布
建议大家一切从原理图改起是为了设计的唯一性 尽量不要用 ＳＣＨ 和
ＰＣＢ 同步的功能 特别是打开多个 ＰＣＢ 文件或有未打开的文件将被更新时
一定要用的话 一定要仔细查看同步前的报表和目标文件的变化
十一 对布线进行手工初步调整 需加粗的地线 电源线 功率输出线
等加粗 某几根绕得太多的线重布一下 消除部分不必要的过孔
再次用
ＶＩＥＷ３Ｄ 功能察看实际效果 手工调整中可选 Ｔｏｏｌｓ－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 查看布线密
度 红色为最密 黄色次之 绿色为较松 看完后可按键盘上的 Ｅｎｄ 键刷新
屏幕 红色部分一般应将走线调整得松一些 直到变成黄色或绿色
十二 切换到单层显示模式下 选中 Ｔｏｏｌ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中 Ｄｉｓｐｌａｙ 栏
的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Ｍｏｄｅ 将每个布线层的线拉整齐和美观 手工调整时应经
常做 ＤＲＣ 因为有时候有些线会断开 而你可能会从它断开处中间走上好几
根线 快完成时可将每个布线层单独打印出来以方便改线时参考 其间也要
经常用 ３Ｄ 显示和密度图功能查看 最后取消单层显示模式 存盘
十三 如果器件需要重新标注 可选 Ｔｏｏｌｓ 的 Ｒ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ｅ 并选择好方
向后按 ＯＫ 钮 并回原理图中选 Ｔｏｏｌｓ－Ｂａｃｋ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 并选择好新生成的那个
＊．ＷＡＳ 文件后按 ＯＫ 钮 原理图中有些标号应重新拖放以求美观 全部调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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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Ｃ 通过后拖放所有丝印层的字符到合适位置 注意尽量不要放在元件下面
或过孔 焊盘上面 对于过大的字符可适当缩小 ＤｒｉｌｌＤｒａｗｉｎｇ 层可按需放
最后再放上
上一些坐标 Ｐｌａｃ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和尺寸 Ｐｌａｃ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印板名称 设计版本号 公司名称 文件首次加工日期 印板文件名 文件
加工编号等信息 请参见第五步图中所示 并可用第三方提供的程序来加上
图形和中文注释 如 ＢＭＰ２ＰＣＢ．ＥＸＥ 和宏势公司的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 和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专
用 ＰＣＢ 汉字输入程序包中的 ＦＯＮＴ．ＥＸＥ 等 下面说明这两个程序的用法
１ ＢＭＰ２ＰＣＢ ＤＯＳ 程序 可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 ＤＯＳ 窗口中进入 ＢＭＰ２ＰＣＢ 所在
的目录 并直接输入 ＢＭＰ２ＰＣＢ 后按回车键来显示使用说明 如输入
ＢＭＰ２ＰＣＢ．ＥＸＥ Ａ．ＢＭＰ ＴＥＳＴ．ＰＣ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７＜ＣＲ＞可从 Ａ．ＢＭＰ 文件生
成 ＴＥＳＴ．ＰＣＢ 文件 注意 用来作为转换的 ＢＭＰ 源文件必须是单色的
黑白图形 可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等图像处理软件来生成和编辑 转换 生
成的 ＰＣＢ 文件为 ＤＯＳ 版的 ＰＲＯＴＥＬ 格式 能导入到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中用于
拷贝和复制 可用它来放置公司图标等图形文件 也可以利用它和扫
描仪来进行电路板的抄板前期工作
２ ＦＯＮＴ 关掉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将整个 ＦＯＮＴ 程序包文件拷到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的安装根目录下 将菜单汉化文件 ＣＬＩＥＮＴ９９ＳＥ．ＲＣＳ 拷到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
安装根目录下 原英文菜单文件最好先重命名掉
然后重新运行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并打开设计的 ＰＣＢ 文件 选 Ｐｌａ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会弹出一个
宏势公司的提示框 别理它 从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任务栏切换到另一个弹出
来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ｘｔ Ｓｙｓｔｅｍ 框 在 Ｔｅｘｔ 栏输入汉字 Ｌａｙｅｒ 栏选择
放置的层面 下面三个选项不用管它 Ｆｏｎｔ Ｓｔｙｌｅ 栏选 Ｖｅｃｔｏｒ 向
量 会非法操作 选 Ｏｕｔｌｉｎｅ 为空心字 选 Ｆｉｌｌ 为实心字 再按
Ｓｅｌｅｃｔ 按钮选择字体 样式和大小 后按确定钮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ｘｔ
Ｓｙｓｔｅｍ 处按 ＯＫ 钮 最后在宏势公司的提示框按 ＯＫ 钮 字大小不合
适的话可选新的字体大小重来一遍 把这个汉字放在板外空处并使用
Ｔｏｏｌｓ－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ｘｐｌｏｄ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ｔｏ Ｆｒｅ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 功能打散
这个元件 移好每个字的间隙后放到指定的地方 也可以直接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单独运行完 ＦＯＮＴ 后导入与它在同一目录下的 ＨＡＮＺＩ．ＬＩＢ
文件 里面有你要的汉字可用于放置
十四 对所有过孔和焊盘补泪滴 补泪滴可增加它们的牢度 但会使板
上的线变得较难看 顺序按下键盘的 Ｓ 和 Ａ 键 全选
再选择 Ｔｏｏｌｓ－
Ｔｅａｒｄｒｏｐｓ 选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栏的前三个 并选 Ａｄｄ 和 Ｔｒａｃｋ 模式 如果你不需
要把最终文件转为 ＰＲＯＴＥＬ 的 ＤＯＳ 版格式文件的话 也可用其它模式 后按
ＯＫ 钮 完成后顺序按下键盘的 Ｘ 和 Ａ 键 全部不选中
对于贴片和单面板
一定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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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将设计规则里的安全间距暂时改为 ０．５ １ｍｍ 并清除错误标记
选 Ｐｌａｃｅ－Ｐｏｌｙｇｏｎ Ｐｌａｎｅ 在各布线层放置地线网络的覆铜 尽量用八角形
而不是用圆弧来包裹焊盘 最终要转成 ＤＯＳ 格式文件的话 一定要选择用八
角形
下图即为一个在顶层放置覆铜的设置举例

设置完成后再按 ＯＫ 扭 画出需覆铜区域的边框 最后一条边可不画 直
接按鼠标右键就可开始覆铜 它缺省认为你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始终用一条直
线相连 电路频率较高时可选 Ｇｒｉｄ Ｓｉｚｅ 比 Ｔｒａｃｋ Ｗｉｄｔｈ 大覆出网格线
相应放置其余几个布线层的覆铜 观察某一层上较大面积没有覆铜的地
方 在其它层有覆铜处放一个过孔 双击覆铜区域内任一点并选择一个覆铜
后直接点 ＯＫ 再点 Ｙｅｓ 便可更新这个覆铜 几个覆铜多次反复几次直到每
个覆铜层都较满为止 将设计规则里的安全间距改回原值
十六 最后再做一次 ＤＲＣ 选择其中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ａｘ／Ｍ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和 Ｕｎ－Ｒｏｕｔｅｄ Ｎｅ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这几项 按 Ｒｕｎ ＤＲＣ 钮 有错则改正 全部正确后存盘
十七 对于支持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格式 ＰＣＢ４．０ 加工的厂家 可在观看文档
目录情况下将这个文件导出为一个＊．ＰＣＢ 文件 对于支持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 格式
ＰＣＢ３．０ 加工的厂家 可将文件另存为 ＰＣＢ ３．０ 二进制文件 做 ＤＲＣ 通过
后不存盘退出 在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这个文件导出为一个＊．ＰＣＢ 文件
由于目前很大一部分厂家只能做 ＤＯＳ 下的 ＰＲＯＴＥＬ ＡＵＴＯＴＲＡＸ 画的板子 所以
以下这几步是产生一个 ＤＯＳ 版 ＰＣＢ 文件必不可少的
１ 将所有机械层内容改到机械层 １ 在观看文档目录情况下将网络表导
出为＊．ＮＥＴ 文件 在打开本 ＰＣＢ 文件观看的情况下将 ＰＣＢ 导出为
ＰＲＯＴＥＬ ＰＣＢ ２．８ ＡＳＣＩＩ ＦＩＬＥ 格式的＊．ＰＣＢ 文件
２ 用 ＰＲＯＴＥＬ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ＰＣＢ ２．８ 打开 ＰＣＢ 文件 选择文件菜单中的
另存为 并选择 Ａｕｔｏｔｒａｘ 格式 存成一个 ＤＯＳ 下可打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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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ＰＲＯＴＥＬ９９ＳＥ 布 线 的 基 本 流 程
３ 用 ＤＯＳ 下的 ＰＲＯＴＥＬ ＡＵＴＯＴＲＡＸ 打开这个文件 个别字符串可能要重
新拖放或调整大小 上下放的全部两脚贴片元件可能会产生焊盘 Ｘ－Ｙ
大小互换的情况 一个一个调整它们 大的四列贴片 ＩＣ 也会全部焊
盘 Ｘ－Ｙ 互换 只能自动调整一半后手工一个一个改 请随时存盘 这
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人为错误 ＰＲＯＴＥＬ ＤＯＳ 版可是没有 ＵＮＤＯ 功能
的 假如你先前布了覆铜 并选择了用圆弧来包裹焊盘 那么现在所
有的网络基本上都已相连了 手工一个一个删除和修改这些圆弧是非
常累的 所以前面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八角形来包裹焊盘 这些都完成
后用前面导出的网络表作 ＤＲＣ Ｒｏｕｔｅ 中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ｔｕｐ 各项值
应比 ＷＩＮＤＯＷＳ 版下小一些 有错则改正 直到 ＤＲＣ 全部通过为止
也可直接生成 ＧＥＲＢＥＲ 和钻孔文件交给厂家 选 Ｆｉｌｅ－ＣＡＭ Ｍａｎａｇｅｒ 按
Ｎｅｘｔ＞钮 出来六个选项 Ｂｏｍ 为元器件清单表 ＤＲＣ 为设计规则检查报告
Ｇｅｒｂｅｒ 为光绘文件 ＮＣ Ｄｒｉｌｌ 为钻孔文件 Ｐｉｃｋ Ｐｌａｃｅ 为自动拾放文件
Ｔ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 为测试点报告 选择 Ｇｅｒｂｅｒ 后按提示一步步往下做 其中有些
与生产工艺能力有关的参数需印板生产厂家提供 直到按下 Ｆｉｎｉｓｈ 为止 在
生成的 Ｇｅｒｂｅｒ Ｏｕｔｐｕｔ １ 上按鼠标右键选 Ｉｎｓｅｒｔ ＮＣ Ｄｒｉｌｌ 加入钻孔文件
再按鼠标右键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ＣＡＭ Ｆｉｌｅｓ 生成真正的输出文件 光绘文件可导出
后用 ＣＡＭ３５０ 打开并校验 注意电源层是负片输出的
十八 发 Ｅｍａｉｌ 或拷盘给加工厂家 注明板材料和厚度 做一般板子时
厚度为 １．６ｍｍ 特大型板可用 ２ｍｍ 射频用微带板等一般在 ０．８－１ｍｍ 左右并应
该给出板子的介电常数等指标
数量 加工时需特别注意之处等 Ｅｍａｉｌ
发出后两小时内打电话给厂家确认收到与否
十九 产生 ＢＯＭ 文件并导出后编辑成符合公司内部规定的格式
二十 将边框 螺丝孔 接插件等与机箱机械加工有关的部分 即先把
其它不相关的部分选中后删除 导出为公制尺寸的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Ｒ１４ 的 ＤＷＧ 格式
文件给机械设计人员
二十一 整理和打印各种文档 如元器件清单 器件装配图 如第五步
里的图就是 并应注上打印比例
安装和接线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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