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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本章从 EDA 的发展讲起，对 Cadence PSD 15.0 的特点进行简单的介绍，以便读者初步

了解 PSD 15.0。 

1.1  EDA 概述 
EDA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CAM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计算机辅助制造）、CAT（Computer Aided Test，计算机辅

助测试）和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计算机辅助工程）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已

经逐渐成为电子电路系统的重要设计手段，目前广泛应用于模拟和数字电路系统等领域。从

某一角度来看，电子设计可以分为 3 个层次，即系统级、电路级和物理实现级；从另一个角

度看，EDA 应包括电子线路领域中从低频到高频直至微波，从线性到非线性，从模拟到数

字，从分立元件到集成电路的全部设计过程。 
回顾电子设计技术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EDA 技术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1) 20 世纪 70 年代以电子电路 CAD 的 PCB（印制电路板）布线工具为代表，人

们开始用计算机辅助进行 IC 版图编辑、PCB 布局布线，取代了手工操作，产

生了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概念。 
(2) 20 世纪 80 年代为 CAE 阶段。与 CAD 相比，CAE 除了纯粹的图形绘制功能

外，又增加了电路功能设计和结构设计，并且通过电气连接网络表将两者结

合在一起，实现了工程设计，这就是计算机辅助工程的概念。CAE 的主要功

能是原理图输入、逻辑仿真、电路分析、自动布局布线、PCB 板后分析。 
(3) 20 世纪 90 年代为 ESDA（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Automation，电子系统设

计自动化）阶段。90 年代业界提出了 Top-Down Design（自顶向下设计）方

法，与此同时，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迅速发展，逻辑综合工具和 DSP
设计工具广泛普及。数字、模拟和数模混合电子系统的仿真设计和 PCB 制板

前的系统硬件电路仿真分析与试验（FPCB）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CE
（Concurrent Engineering，并行设计过程）和 DM（Design Management，设计

管理系统）应用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缩短电子系统设计周期的目

的，电子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要求所有工具（包括系统仿真、PCB 布线、逻

辑综合、DSP、FPCB、MEM 等）必须在一个面向用户的统一数据库及管理框

架环境下工作。因此 EDA 技术发展到 90 年代，主要以并行设计工程的方式

和系统级目标设计方法作为支持，这就是 E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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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SD 15.0 概述 
电子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高速、大规模电子系统的广泛应用对 PCB 设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PCB 设计不仅复杂度越来越高，密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几乎每个设计都有高速信

号。如何在既能保证信号完整性和产品性能的同时又能缩短设计周期，降低成本，已成为各

个企业工程设计人员所追求的目标。Cadence 公司的 PSD（PCB 系统设计）提供了从原理图

设计输入、分析、PCB 设计、PCB 制造文件输出等一整套工具，为广大工程设计人员提高

设计准确性和效率提供了很大帮助。 

1.2.1  PSD 15.0 的运行环境 

任何一个计算机应用软件对计算机的硬件环境和操作系统等都有一个基本要求。只

有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之后，软件才可以正常运行。在开始安装 PSD 15.0 之前，应对其正

常运行所需要的基本要求有所了解，以免在安装或者以后的使用中出现麻烦。 
Cadence 可以运行于 Windows、Solaris、HP 和 IBM 的 AIX 平台，PSD 15.1 还可运行于

Linux 操作系统，本书只介绍应用于 Windows 平台的情况。 
运行 PSD 15.0 的推荐配置如下。 
• 操作系统：Windows NT 4.0 SP6a/2000/XP Pro。 
• CPU：Pentium 4 1.8GHz 或更高。 
• 内存：512MB 或更高。 
• 硬盘：2GB 以上剩余空间。 
• 鼠标：三键 Microsoft 兼容鼠标。 
• 网卡：以太网卡（用于网络通信和安全 hostID）。 
• 光盘驱动器：CD-ROM 或 DVD-ROM。 
• 显示器：1024×768 SVGA 彩色显示器（或更高）。 

1.2.2  PSD 15.0 的安装 

Cadence PCB 系列产品在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才可以运行，许可证有两种，一种是 Node-
locked licensing（节点锁定许可），另外一种是 Network licensing（网络许可证）。在安装之

前建议首先做好 licensing 的安装，然后再安装产品。在安装 PSD 15.0 之前要将防病毒程序

关掉。 
Cadence 产品的安装路径不能有空格，否则可能导致出错，尤其对于 Windows 2000 平台。路

径名称也不能使用中文，也不能将不同版本的软件安装在同一个路径。 

 

下面以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为例简要介绍 PSD 15.0 的安装过程，其他操作系统下的

安装方法与此类似。 



  PSD 15.0 概述 

 3

安装 PSD 15.0 
1. 将 PSD 15.0 的安装光盘“Disk1”放入光驱，安装程序通常会自动启动，弹出

如图 1-1 所示的【Cadence PSD Software CD-ROM】对话框。如果没有自动启

动，在光盘的根目录中查找 Setup.exe 文件（运行 Setup.exe 文件会直接进入第

3 步），双击此文件启动安装程序。 

 
图1-1   【Cadence PSD Software CD-ROM】对话框 

2. 单击 按钮，出现如图 1-2 所示的【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 

 
图1-2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1） 

3. 单击 按钮，出现如图 1-3 所示的对话框。 

 

图1-3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2） 



第 1 章  概述  

 4 

4. 单击 按钮，出现【Warning】对话框，要求关掉病毒检测程

序，如图 1-4 所示。 

 

图1-4   【Warning】对话框 

5. 单击 按钮，出现如图 1-5 所示的对话框。如果已经安装好许可证，可

以在这里将安装好的许可证设置好。 

 

图1-5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3） 

6. 单击 按钮。 
(1) 如果在第 5 步没有设置许可证，则出现【LICENSE.DAT Not Supplied】对话

框，如图 1-6 所示。然后单击 按钮，则出现如图 1-7 所示的对话框，

在相应栏输入用户信息。 

 

图1-6   【LICENSE.DAT Not Supplied】对话框 

(2) 如果在第 5 步设置了许可证，则直接出现如图 1-7 所示的对话框，在相应栏输

入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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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4） 

7. 单击 按钮，出现【User Information Confirmation】对话框，如图 1-8
所示。 

 

图1-8   【User Information Confirmation】对话框 

8. 单击 按钮，出现如图 1-9 所示的对话框。 

 
图1-9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5） 

9. 选择【PCB Design Solutions】选项，单击 按钮，出现如图 1-10 所示

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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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6） 

(1) 确认选择“PX3500 PCB librarian expert”和“PX3700 PCB design expert with 
Concept HDL”产品，其他根据需要选择。 

(2) 单击 按钮计算需要空间。 
(3) 如果需要更改安装路径，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更改路径，然

后单击 按钮退出。 
10. 单击 按钮，出现如图 1-11 所示的对话框，如果需要可以更改工作目

录的设置。 

 

图1-11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7） 

11. 确认设置好路径之后单击 按钮，在接下来弹出的对话框中按照提示单

击 按钮，开始安装产品。在安装的过程中提示放入安装光盘

“Disk2”。 
12. 在后续的安装步骤中按照提示单击 或者 按钮，继续安装。最后

出现如图 1-12 所示的对话框，单击 按钮，安装完成。 



  Cadence PSD 工具包简介 

 7

 
图1-12   【Cadence PSD 15.0 Setup】对话框（8） 

1.3  Cadence PSD 工具包简介 
Cadence PSD 工具包主要包含如下工具。 
• PCB 专家系统──PCB Design Expert。 

如果设计团队面临的是复杂、高速、约束驱动的 PCB 设计，那么选择 PCB 
Design Expert 是个不错的决定。PCB Design Expert 提供了从设计输入，公共的

电气约束管理器驱动到强大的自动/交互布局和布线的整套解决方案。PCB 
Design Expert 是 SPECCTRAQuest SI Expert 的配套解决方案，两个工具配合起

来进行高速设计和分析。 
• PCB 库专家──PCB Librarian Expert。 

PCB Librarian Expert 用于原理图和 PCB 库的创建和管理。 
下面的几种工具在本书中不会详细介绍。 
• PCB 设计工具──PCB Design Studio。 

PCB Design Studio 是 Cadence 设计系统中提供的 Studio 系列产品之一，这个工

具性价比比较高，可以提供完整的点到点的设计环境。设计师可以在 Studio 中

完成原理图输入、元件布局、布线，以及生成生产数据等 PCB 系统设计工作。 
• PCB 设计可制造性工具箱──Cadence DFMi。 

Cadence 的 DFMi 数据管理工具适用于使用 Allegro PCB 工具的 PCB 设计师，

它的主要部分就是自动管脚图生成器和 PCB 图规则管理器。 
• 高速 PCB 设计仿真和分析工具──SPECCTRAQuest SI Expert。 

SPECCTRAQuest SI Expert 为工程师提供了一个集成的高速数字 PCB 和 IC 封装

的设计和分析环境。利用这个工具，通过对时序、信号完整性、串扰、电源完

整性和电磁兼容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在 PCB 生产之前对设计进行优化，提

高设计的性能和可靠性，从而实现 Cadence 提出的“设计即正确”的理念。 
• 布线前和布线后信号完整性分析工具──SPECCTRAQuest Signal Explorer。 

SPECCTRAQuest Signal Explorer 与 PCB Design Studio 相配合使用，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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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传输线分析功能。 
• 电磁兼容设计工具──EMControl。 

EMControl 提供了一个实用、基于专家设计经验的 EMC 解决方案。它可以在

SPECCTRAQuest 和 Allegro 设计环境中调用。 
• SPECCTRAQuest 电源完整性模块。 

SPECCTRAQuest 电源完整性模块是 SPECCTRAQuest SI Expert 的附加选件，

为工程师提供一个在电源供电系统中量化和控制噪声的设计和分析集成环境。 
• PCB 模拟专家和 PCB 混合信号专家。 

PCB 模拟专家和 PCB 混合信号专家为模拟和混合信号系统提供了完整的电子

设计环境，与 Allegro 集成使用完成布局布线设计，可以满足模拟设计中的各

种需要。 
• 高速 IC 封装设计和分析──Advanced Package Engineer。 

Advanced Package Engineer 是一套 IC 封装设计工具，集成了 IC 封装的信号完

整性工具 SPECCTRAQuest、封装的物理实现工具 Advanced Package Designer
和专家级自动布线工具 SPECCTRA。 

• 高密度 IC 封装设计──Advanced Package Designer。 
与 Advanced Package Engineer 相比，Advanced Package Designer 专注于物理布

局、布线设计，不包括信号完整性分析功能。 
• FPGA 设计系统──FPGA Studio/Expert。 

FPGA Studio/Expert 提供了设计、仿真、综合十万门以上 FPGA 的能力。它支

持所有世界著名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厂家的产品，包括 Altel、Altera、Cypress、
Lattice、Lucent、Quick logic 以及 Xilinx，是新一代 FPGA 设计的完整解决方

案。 
• Allegro Viewer。 

Allegro Viewer 是用来浏览 Allegro、APD 以及 SPECCTRAQuest 产品数据库的

工具。Allegro Viewer 有两种不同的配置：一种是 Allegro FREE Viewer，可以

从网站上免费下载；另一种是 Allegro Viewer，它是 Allegro、APD 以及

SPECCTRAQuest 产品数据库的低成本浏览工具。 
以上针对 Cadence PSD 设计工具进行了简单的介绍，随着 Cadence 工具的开发和维护，

以上介绍可能会和当前实际产品有所不同。如果想详细了解各个产品，可以参考 Cadence 最

新的产品手册或者直接和 Cadence 工程师联系。 

1.4  PCB Design Expert 工具包简介 
PCB Design Expert 工具包是 Cadence 设计系统的一部分，是本书介绍的重点。前边已

经提到过 PCB Design Expert 是高速、约束驱动的 PCB 设计工具。当前 PCB 设计者面临的

设计密度越来越高，信号的速率也越来越高，PCB 设计不再是单纯的布局、走线这么简

单，更重要的是在设计全过程要定义和约束高速的关键信号，从而保证产品的性能，与传统

的 PCB 设计有很大的不同。下面介绍 PCB Design Expert 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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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的高速设计环境。 
PCB Design Expert 包括原理图设计输入、库工具、约束管理器、PCB 编辑

器、自动/交互布线器，同时还有与射频协同设计、制造文件输出、机械 CAD
图输出接口和其他 PCB 系统数据转换工具。 

• 贯穿设计始终的约束管理器系统。 
约束管理器是一个从前端到后端的约束管理系统，它可以实时显示高速规则和

当前设计状态，例如差分信号、长度控制、时序和其他的电子约束。 
• 可重用的互连拓扑模板。 

可重用的互连拓扑模板用来驱动布局布线，以保证物理实现符合仿真得到的要

求，并且可被成功地定型和重用，从而在多个设计者和多个项目中保证设计的

一致性。 
• 创新的设计同步工具。 

设计同步可以提高设计效率，并行设计工具可以分析原理图和 PCB 之间的差

异，并分类高亮显示这些差异，设计者能够决定哪些变更保留，并且相应的部

分自动被更新。 
• 设计重用模式。 

基于团队的设计，可以允许设计者方便地分享通用电路，包括原理图和 PCB
模块，并且可以更新这些模块为最新的版本。 

• 高速上 G（Gigabit）信号的设计和实现。 
差分信号技术将一对差分信号定义为一个惟一的实体，使得 PCB 设计者减少

设计时间。通过仿真可以得到约束并且在约束管理器中定义一整套差分信号的

约束，然后利用这些约束去驱动布局、自动和交互布线。这样可以减少设计的

反复，提高了一次设计成功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PCB Design Expert 包含了所有设计复杂、高速 PCB 所需要的工具，为工程

师提供了完全集成的设计流程（参见图 1-13）。 
PCB Design Expert 包含的工具如下。 
• 原理图输入工具──Concept HDL 或者 Capture CIS。 
• PCB 编辑器──Allegro Expert。 
• 自动布线工具──SPECCTRA Expert。 
• PCB 库创建和管理──PCB Librarian。 
• 约束管理器──Constraint Manager。 
除了上述工具之外，PCB Design Expert 在它的标准配置中还提供了下列功能。 
• PCB 数据库的导入能力，适合 Orcad Layout、Mentor、PowerPCB、Altium 

PCAD 等。 
• DXF、IDF 和 MCAD 的机械设计接口工具包，可以将这几种格式的结构图导

入。 
• 规则检查选项（Checkplus），可以满足定制的原理图设计规则检查（仅适用

于 Concept HDL）。 
• 库级别的设计模块重用，实现团队之间的 IP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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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生设计满足多设计配置。 
由于其他的功能本书不予介绍，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下面分别介绍 PCB Design Expert 中各个工具的特点。 

设计项目或者库项目创建和设置
（Project Manager）

原理图输入
（Concept HDL）

打包设计
（Physical Export）

PCB设计
（Allegro）

项目归档
（Archive）

同
步
原
理
图
和PC

B

（D
e
si

g
n
 S
y
n
c

）

  原理图库创建和管理
（Library Explorer and Part Developer）

  封装库创建
（Allegro and Pad Designer）

 

图1-13    Cadence PCB 设计流程 

1.4.1  Concept HDL──原理图设计输入工具 

PCB Design Expert 提供了两种原理图输入工具，Concept HDL 和 Capture CIS，本书只

介绍 Concept HDL，对 Capture CIS 不予介绍（读者可以参考有关 OrCAD 的相关书籍）。

Concept HDL 与 Allegro（PCB 设计工具）整合从而提供了一个高度集成的规则驱动的设计

流程，而与约束管理器（Constraint Manager）整合提供了在整个设计流程中管理电气约束的

统一环境，支持团队设计、并发设计、设计重用。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 Concept HDL 的特

点。 
(1) Concept HDL 提供了传统的平面设计方法和先进的分层次的设计方法，设计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设计流程和方法。 
(2) 分层次的设计。 

Concept HDL 支持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法。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就是

先创建系统的方框图，分成若干子模块，然后再设计子模块，子模块又可以再

往下细分成子模块或者绘制平面原理图。反过来就是自底向上的方法，先创建

最底层的原理图，然后将原理图生成各个模块，各个模块又可以组合形成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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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模块，最后形成一个系统设计。模块和原理图是可以混用的，并且可以分

很多层。而且每个模块可以单独打包（Package，这里所说的打包，即将逻辑

从原理图传递到 Allegro）到 Allegro 中，这样多个 PCB 设计工程师就可以同

时进行布局布线。图形化的分层和配置管理工具加上功能块编辑功能使得分层

次设计的实现很容易。同时这些模块又是可以复制的，并且可以标注不同的属

性，这样就保证了原理图之下只有一份拷贝，并且当变更模块的原理图时，会

将所有的调用全部更新。 
    (3)  模块化设计──设计重用。 

市场压力和设计趋势推进电子产品向着模块化、多性能等级和核心功能派生的

方向发展。但是同时维护同一基础设计的多个版本既费时又费力，也容易出

错。Concept HDL 可以让设计者将与 Allegro 板图有关的原理图完整地作为一

个元件（cell）保存到库中，可以像调用一个元件那样使用，省去了重新创建

和重复拷贝的麻烦。比如电源电路和时钟电路在一个系统或者多个系统中通常

会采用相同的解决方案，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实现，这样可以提高整体的设

计效率。 
    (4)  并行设计方法。 

PCB 设计专家提供了真正的并行设计过程。比如在布局时，设计者需要改变连

线或者添加元件，在 Allegro 或者 Concept HDL 中都可以实现设计同步，可以

帮助用户分析原理图和 PCB 的不同，并且产生一个分层的 ECO 报告自动更新

选择的文档。 
    (5)  导入安捷伦 ADS 物理布局和原理图。 

Allegro Expert 和 Concept HDL 可以通过 IFF 接口自动地导入安捷伦 ADS 物理

布局和原理图。导入后，安捷伦 ADS 的设计就如同一个模块，它的组件映射

到 Allegro 库中。可以选择锁定避免编辑，也可以解锁进行编辑。即使处于锁

定状态，模块仍然允许将其连接到设计的其他部分。 
    (6)  功能强大的原理图输入方法。 

• 参数化。 
如果原理图中需要放置 20 个旁路电容，我们可以只放一个电容，然后给这个

电容设置参数 size=20，这样可以减少原理图的篇幅，提高设计的效率，并且

原理图看起来更加清晰、整洁。 
• 对上下文敏感的菜单。 

这个功能与 Windows 的功能差不多，当选中一个对象时，按鼠标右键，就会

弹出一个菜单，菜单包含了与当前和上下文有关的命令。 
• 群组操作。 

如果我们需要对某类元件进行替换或者某些元件需要修改某个属性，可以将这

些对象生成一个群组，然后一次替换或者修改这个属性，节省很多时间。 
• 分割元件图形。 

比如某些元件管脚非常多，有几百个管脚的元件是非常普遍的，有些都有

1000 多个管脚了，在一页原理图中显示这么多管脚是不切实际的。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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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L 的建库工具（Part Developer）可以将这样的元件分成几个图形符号来制

作，并且这些符号可以放在不同的原理图页面上。在打包到 Allegro 中时，仍

然可以将这些符号打包成一个元件。 
• SKILL 和 CAE Views。 

设计者根据需要写 SKILL 程序来定制 Concept HDL，并且可以共享，全局导

航、查找和替换。 
无论是平面设计还是层次设计，都可以轻松地按几下鼠标即可找到任何元件或

网络。 
• 元件列表文件（PPT）。 

元件列表文件可以让设计者将不同的物理元件映射到同样的原理图符号上。比

如常用的电阻和电容等元件，元件原理图图形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封装、标称

值等不一样。我们在建库时，可将一类元件全部输入列表文件中，在原理图中

通过选择不同的元件属性来调用它们。 
• 脚本（Script）和非图形化的 Concept HDL。 

设计者可以为经常执行的命令设置批处理，在设计过程中调用。Concept HDL
也可以运行在非图形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一般用于自动运行模式。 

    (7)  其他功能和特点。 
• 高性能的图形界面，可以动态移动定制的用户界面，可以命令行输入，菜

单、热键输入和执行 STROKE（手绘）命令。 
• 自动生成 BOM（料单）。 

Concept HDL 的这个功能方便设计者自动生成料单。料单的格式按照需要也可以

定制，并且可以将非电气元件另外生成一个料单与电气元件的料单连接起来。 
• 可以进行电气规则检查和生成网表报告。 
• 归档。 

一般原理图中并没有将原理图库信息全部调入，如果我们将原理图转移到其他

计算机上进行编辑，就会出现找不到库的麻烦，归档功能提供了可以将原理图

所用的组件归档到本地的功能，不用的库就不会拷贝过来。 
• 与 Allegro 整合。 

Concept HDL 不仅仅是一个原理图编辑器，它的作用类似于完整设计环境中的

HUB，无缝地与 Allegro PCB 设计系统和其他仿真工具整合。比如在布局时，

设计者可以通过在 Concept HDL 中选中组件而在 Allegro 中放置，也可以一次

就放置所有的组件。 
• 项目管理器。 

在项目管理器中，设计者可以启动所有的工具，改变启动工具的设置。第 2 章

将详细介绍项目管理器的创建和设置。 
• 与约束管理器整合。 

Concept HDL 也是设计流程中管理电气约束的统一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在

Concept HDL 中可以利用约束驱动过程传递正确的设计给 Allegro，或者反过来

传递给 Concept 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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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书没有涉及仿真部分，所以其他与仿真结合有关的优点就不一一描述了。当然

Concept HDL 还有很多优点，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也不一一赘述了，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体

会到。 

1.4.2  Allegro Expert──PCB 设计系统 

Allegro Expert 是 PCB 设计专家的核心，是世界一流的 PCB 图编辑系统。Allegro Expert
提供交互式、高速、约束驱动的设计环境，可以实现复杂、多层电路板图的创建和编辑，可

以方便地输出生产数据。下面详细介绍 Allegro Expert 的特点。 
• 灵活的驱动布局功能。 

Allegro Expert 提供约束驱动自动和交互结合的布局模式，可以让工具自动布

局，也可以手工调整，在放置元件时高速约束和物理设计规则可以动态地检查

元件的放置有没有违反规则，并报告出来。QuickPlace 可以让设计者对组件进

行过滤和预分组，在 PCB 外形图框周围放置它们。Allegro Expert 使用统一的

约束管理器，在布局阶段提供互连线延时的实时图形反馈，使工程师最优化地

仿真元件，保证了设计的正确性。 
• 交互式布线编辑器。 

Allegro 提供基于形状、任意角度和推挤（push/shove）的布线方式，对于有高

速规则约束的网络在走线时还可以实时显示还有多少时序裕量。这部分内容我

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详细介绍。 
• 多种生产加工数据的输出。 

可以输出多种生产加工数据，包括标准的 Gerber 文件、多种光绘机文件、D
码表、装配图、裸板测试数据等，还能输出 ODB++数据格式。 

• 提供与其他 PCB CAD 设计工具的接口。 
• 丰富的平面操作功能。 

Allegro Expert 提供了功能最强的电源平面创建和编辑功能，包括用户定义分割

面、中间层面正片显示以及用户定义部分覆铜区域的功能选项。该电源平面设

计工具可以使设计者像观察正片一样显示所见即所得的电源层负片。 
• 高级 SKILL 语言。 

使用高级 SKILL 语言，设计者可以正确地集成和定义自己需要或喜爱的工具

箱。 

1.4.3  SPECCTRA Expert──自动和交互布线工具 

SPECCTRA Expert 和 Allegro 集成在一起，提供自动布线所需的快速无缝接口，是

Allegro Expert 中真正实现自动布线的工具，是一流的针对高密度 PCB 和复杂 IC 封装的自

动和交互式互连线布线的解决方案。SPECCTRA Expert 中包含如下 3 个工具。 
• SPECCTRA 布局编辑器。 

SPECCTRA 布局编辑器可以方便快捷地帮助设计者完成布局，可以对单个和

一组元件进行诸如翻转、旋转、推挤、对齐和移动等操作。SPECCTRA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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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提供指导布局模式，帮助设计者自动计算出最佳布局位置，设计者也可

以调整。SPECCTRA 布局编辑器还提供密度分析功能，以图形方式显示布线

阻塞情况，帮助设计者调整布局，提高布通率。 
• SPECCTRA 交互布线编辑器。 

SPECCTRA 交互布线编辑器提供的推挤功能可以自动按照间距要求移动附近

的连线和过孔。当移动连线或过孔时，编辑器会自动推挤它周围的连线并动态

地显示出来。设计者也可以通过多级【Undo】操作放弃所做的动作。

SPECCTRA 交互布线编辑器还提供自动帮助放置过孔、拷贝连线等功能。 
• SPECCTRA 自动布线器。 

SPECCTRA 自动布线器使用高效的基于形状的布线算法，可以充分利用布线

空间。SPECCTRA 自动布线器还提供了电气参数规则控制，可以给不同的网

络设置不同的线宽和过孔，以满足阻抗控制和电流承载能力的要求。

SPECCTRA 自动布线器还可以提供盲埋孔、焊盘下过孔等的处理，是当今高

密度 PCB 设计必需的功能。 

1.4.4  PCB Librarian──PCB 库管理 

PCB Librarian 包括 3 个工具，下面分别介绍各个工具的特点。 
• PCB Librarian Expert──PCB 库专家。 

PCB 库专家提供了原理图和 PCB 库的创建、封装和验证功能。它包含了几个

工具，原理图库的创建是由 Library Explorer 和 Part Developer 这两个工具来实

现的。Part Developer 用来创建原理图符号、物理引脚与封装的对应和其他关

键属性。Padstack Editor 是图形编辑器，用来创建、修改焊盘。Allegro 
Librarian 用来创建 PCB 封装符号，可以用手工和向导两种方法来实现。本书

将会详细介绍这个工具。 
• PCB Librarian──PCB 库。 

PCB Librarian 包含手工创建库的工具，包括 Library Explorer 和 Part Developer
原理图创建工具，还有创建 PCB 库的 Allegro Librarian 工具，可以完成库的

创建和校验。虽然 PCB Librarian 和 PCB Librarian Expert 包含的工具是一样

的，但是在 PCB Librarian 中只能使用工具的部分功能，一些高级功能不能

实现。 
• Part Browser──库浏览。 

Part Browser 是基于 Web 的检索和放置元件的工具。库的验证通过 Part 
Browser 来实现。这个工具可以提供多个方法来检索元件列表（PTF）的内

容，并且可以被集成到 MRP/ERP 系统中提供其他商业信息。 

1.4.5  Constraint Manager──约束管理器 

约束管理器是 PCB Design Expert 的核心，提供基于电子数据表格式的约束信息，具有

实时显示高速规则和状态的功能，并且可以在设计流程的任意阶段调用它。仿真设计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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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仿真之后，形成了高速约束规则，这些规则一旦加入约束管理器，就可以用来驱动布局布

线了。约束管理器包括两个视图，一个视图让设计者观察数据库中不同的电子约束集和它们

相关的约束值；另一个视图提供系统中不同网络以及它们要遵守的约束集（Ecset）名称，

并且实时显示约束值的分析结果，通过改变分析结果的颜色来标明成功和失败，一目了然。

图 1-14 所示为约束管理器的界面。 

 

图1-14   约束管理器界面 

1.5  小结 
本章着重介绍了 Cadence PCB 产品各方面的情况和本书主要涉及的内容，使读者对

Cadence PCB 产品和本书内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 PSD 15.0 的运行环境：介绍了运行 PSD 15.0 的推荐配置，对于操作系统，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系统的涌现，Cadence 也会不断改善其支持环境，比如 PSD 
15.0 已经可以支持 Windows XP Pro 了。 

• PSD 15.0 的安装：详细介绍 Cadence 产品的安装步骤及注意事项。 
• Cadence PSD 工具包简介：Cadence PSD 产品包含的工具很多，本书不能一一

介绍，所以开辟了一小节来专门介绍 Cadence PCB 系统设计的各个工具，使

读者对这个产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便大家的选择和使用。 
• PCB Design Expert 工具包简介：主要介绍了工具包中各个工具的特点，由此

可以看出 PCB Design Expert 是非常先进和实用的工具，代表了 PCB 设计工具

的潮流，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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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习题 
1. 简述 PCB 设计专家工具包的特点。 
2. 简述 PCB 库专家工具包特点。 
3. 简述原理图设计输入工具 ConceptHDL、PCB 设计工具 Allegro 和约束管理器的特

点。 



第2章  项目管理器 

从本章开始，我们将进入 PCB 设计专家的学习。读者的努力加上 Cadence 工具的优
势，读完本书后相信读者一定会掌握这个工具，成为 PCB设计专家。 

本章主要介绍项目管理器（Project Manager）的启动方法、用户界面，以及如何利用项
目管理器来设置项目。 

2.1  项目管理器简介 
第 1 章已经介绍了使用 Cadence 进行设计的典型设计流程（参见图 1-13）。从图上可以

看出，项目管理器位于设计流程的顶端，由此可知，在开始任何一个设计时，都必须先建立

一个项目，项目管理器可以帮助设计者完成这个工作。项目管理器同时提供了 Cadence PCB
设计和库管理的界面，是 Cadence板级设计和库管理的接口。项目管理器的主要功能如下： 

• 创建 PCB设计项目或者库项目； 
• 设置项目； 
• 导入、导出和归档项目； 
• 启动 Concept HDL、Allegro、Library Explorer、Part Developer和 Pad Designer
等工具； 

• 查看项目设置和库列表，跟踪所有工具的运行情况。 
项目管理器是基于 HTML 组织结构的，设计者可以按照需求定制自己的流程，添加或

者移走某些工具，使用定制的图标，同时也可以修改工具的流程以节省计算机空间。 
项目管理器也支持数据管理的项目（Data-Managed Project，简称 DM），所谓数据管理

的项目即允许 PCB 设计者和库设计者工作在同一个项目上，团队管理者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DM 项目，团队成员可以工作在项目的明确指定部分，支持版本控制。Cadence 设计管理器
工具提供了管理设计数据的界面，Library Explorer提供了管理库数据的界面。如果要工作在
DM项目，一定要设置环境变量 PROJMGR_USE_GDM。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如何创建和使
用 DM项目就不做具体介绍了。 

2.1.1  启动项目管理器 

启动项目管理器 
1. 在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Cadence PSD 15.0】/【Project 

Manager】选项。 
2. 在初次使用时会出现【Project Manager Product Choices】对话框，选择“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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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xpert”选项，如图 2-1所示。 

 
图2-1   【Project Manager Product Choices】对话框 

如果每次启动【Project Manager】时都调用同一个工具包，可以在选择相应的
工具包后勾选对话框中的【Use As Default】选项，那么每次启动【Project 
Manager】时就直接进入项目管理器界面，并且直接使用缺省的工具。如果想
要更改为其他的产品，在进入项目管理器界面之后，选择菜单命令【File】/
【Change Suite】，会弹出如图 2-1所示的【Project Manager Product Choices】
对话框，重新选择即可。 

3. 单击 按钮，会出现一个初始化工具信息服务的界面闪过。 
4. 接下来会出现【PCB Design Expert：Project Manager】用户界面，如图 2-2所

示。 

 

图2-2   项目管理器用户界面 

启动项目管理器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在 Windows界面进入 DOS命令提示符窗口，直
接输入命令“projmgr命令行”，然后按 Enter键启动。启动项目管理器的命令行如下： 

菜单栏 
工具栏 

流程区 

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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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mgr -proj <path-to-project> [-product <suite-name>] [-mpssession <sessionname>] 
命令行解释如下。 
-proj：必不可少的命令选项。 
<path-to-project> ：项目文件名称及其路径，根据读者的设置而有所区别。 
[-product <suite-name>] ：“-product”后面是指定工具包的名称，工具包的名称是不分

大小写的。工具包名称如下： 
• concept_hdl_expert 
• concept_hdl_studio 
• pcb_design_expert 
• pcb_design_studio 
• pcb_librarian expert 
• specctraquest_si_expert 

[-mpssession <sessionname>] ：可以使用这个选项指定信息会议，所有在同一个信息会
议的工具都可以互通。“sessionname”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字符串，用于内部工具之间通信的
身份确认。如果没有指定“sessionname”，则项目管理器从项目文件中读取，如果没有
“ sessionname”，项目管理器会创建一个。试着在命令提示窗口输入“projmgr –proj 
c:\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2\conceptlab2.cpm -product pcb_design_expert”命令启动项目
管理器（项目路径可能与读者的设置不同），然后关闭项目管理器。 

2.1.2  用户界面简介 

项目管理器界面主要包括菜单栏、工具栏、流程区和状态栏。 

2.1.2.1  菜单栏 
菜单栏主要包括 7 个下拉菜单，分别为【File】、【View】、【Tools】、【Options】、【Web】、

【Flows】和【Help】，下面分别介绍这些菜单的功能。 

一、 【File】菜单 
【File】菜单主要用于项目的创建、打开、关闭、导入、导出、文件查看器、导入 IFF

文件、改变工具包、显示已经打开过的项目列表和退出项目管理器等命令，如图 2-3所示。 

 
图2-3   【File】菜单 

• 【New】：其子菜单中包含【New Design】和【New Library】两个命令，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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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建一个设计项目和创建一个库项目。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命令后会有一个

向导指导设计者完成创建一个新项目。 
• 【Open】、【Close】、【Import】和【Export】：打开、关闭、导入和导出项目文
件。 

• 【File Viewer】：打开文件查看器，浏览文本文件，Cadence的默认设置是写字
板，用户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 【Import IFF】：导入 IFF（Intermediate File Format）格式的原理图。IFF文件
是射频（RF）设计产生的，设计者可以使用诸如 ADS 或者 MDS（Agilent 
Technologies, Inc.公司开发的）工具创建 RF 设计，然后生成 IFF 文件，导入
Cadence的 Concept HDL。 

• 【Change Suite】：显示产品选择对话框，允许设计者改变工具包所用的许可
证。 

• 【Exit】：退出项目管理器。 

二、 【View】菜单 
【View】菜单用于控制项目管理器的工具栏、状态栏、项目设置、库列表、工具列表

的显示，以及转换项目管理器的显示模式，如图 2-4所示。 

 
图2-4   【View】菜单 

• 【Toolbar】：控制工具栏的显示，工具栏中包含一些通用的功能图标。将鼠标
光标放置并停留在工具栏的图标上可以显示图标的功能。如果想要隐藏工具

栏，取消【Toolbar】前面的勾选即可。 
• 【Status Bar】：控制状态栏的显示。隐藏状态栏与隐藏工具栏方法相同。 
• 【Project Settings】：选择这个命令，会启动一个窗口显示当前项目的所有设
置，比如全局指示、项目管理器指示等。【Project Settings】是为每一个项目选
择的设置选项。全局设置包括库选择、扩展类型、元件列表和属性文件等。

【Project Settings】是树状格式显示，展开和折叠的操作与 Windows 的资源管
理器相同。 

• 【Project Libraries】：选择这个命令，会启动一个窗口显示当前项目的所有
库，库也是树状格式的。 图标表示文本文件，可以双击 图标打开文本文

件。 
• 【Project Tools】：选择该命令会启动一个窗口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工具列表。 
• 【Hide Flow】：用来转换项目管理器的显示模式。选择【View】/【Hide Flow】
命令，项目管理器从项目流程变为工具栏图标，如图 2-5 所示。如果想执行项
目管理器中【File】和【View】菜单中的命令，用鼠标右键单击如图 2-5 所示项
目管理器图标 ，即可出现下拉菜单。如果想恢复项目管理器原来的显示模

式，用鼠标左键单击项目管理器图标 即可恢复项目流程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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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项目管理器工具栏图标显示模式 

三、 【Tools】菜单 
【Tools】菜单包含库管理、原理图、PCB、电气规则检查、交叉标注、归档和设计同

步等命令，如图 2-6所示。菜单中的各个命令将在后续章节详细介绍。 

 

图2-6   【Tools】菜单 

四、 【Options】菜单 
【Options】菜单用于定制项目管理器，设计者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定制某个项目所启动

的工具和项目流程。【Options】菜单只有一个命令，如图 2-7所示。 

 
图2-7   【Options】菜单 

五、 【Web】菜单 
【Web】菜单下的命令仅支持 Windows 操作系统，用来显示当前、上一个、下一个、

重新调用或停止调用 Web 页，也可以将当前的 Web 页添加到自己喜欢的 URL 地址列表，
或者编辑这个列表。【Web】菜单如图 2-8 所示（当前状态的不同会使菜单的显示稍有差
别）。 

 
图2-8   【Web】菜单 

六、 【Flows】菜单 
【Flows】菜单用于打开一个已经打开的 PCB 设计或者库管理项目的流程。如果当前打开

的是板级设计项目文件，则【Board Design】命令的前面有一个“√”标记，如图 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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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Flows】菜单 

七、 【Help】菜单 
【Help】菜单用于打开帮助文件，如图 2-11所示。Cadence提供了丰富的帮助资源，包

括在线帮助、注意事项和Web资源等。 

 
图2-10   【Help】菜单 

2.1.2.2  工具栏 
工具栏中的每个图标都代表一个命令，将鼠标指针放在某个图标上，在项目管理器窗口

底部的状态栏就会显示出这个图标的功能（ 和 图标除外）。设计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

将工具栏用鼠标拖放到界面中的任意位置。项目管理器工具栏如图 2-11所示。 

 
图2-11   项目管理器工具栏 

• ：新建一个项目。 
• ：打开一个项目。 
• ：设置一个项目。 
• ：显示项目库列表。 
• ：显示运行工具列表。 
• ：转换项目管理器的显示模式。 
• ：显示当前、上一个、下一个、重新调用或停止调用 Web页，
也可以将当前的Web页添加到自己喜欢的 URL地址列表。 

2.1.2.3  流程区 
项目管理器流程区包含 3个图标（参见图 2-2），各图标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 ：新建设计项目。 
• ：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项目。 
• ：新建库项目。 

2.2  新建一个设计项目 
前面介绍了项目管理器，下面介绍如何利用项目管理器新建一个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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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设计项目 
1. 启动项目管理器。 
2. 执行菜单命令【File】/【New】/【New Design】或者单击如图 2-2所示流程区

的 图标。出现【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Name and Location】对话框，
如图 2-12 所示（由于安装路径不同，【Location】栏的路径显示可能与读者的
显示不同）。 

 
图2-12   【New Project Wizard-Project Name and Location】对话框 

3. 在【Project Name】栏输入“conceptlab1”，在【Location】栏输入项目路径
“c:\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1”，或者单击 图标选择项目路径。项

目路径可以根据读者的习惯设置。如果硬盘上没有所需要的文件夹，在

【Location】栏直接输入，系统会自动创建。 

提示：项目路径和项目名称必须使用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4. 单击 按钮，出现【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Libraries】对话框，如
图 2-13所示。会发现在【Project】栏只有“conceptlab1_lib”和“standard”两
个库。 

 
图2-13   【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Libraries】对话框 

5. 再单击 按钮，出现【New Project Wizard – Design Name】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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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Design】栏输入设计名称“cpu”。 

 

“*”、“(”、“)”、“-”、“+”、“?”、“~”、“`”和“’”字符可以用于设计名称。 

“!”、“@”、“$”、“%”、“\”和“.”字符不能用于设计名称。 

 
7. 单击 按钮，出现【New Project Wizard-Summary】对话框，如图 2-14
所示。 

 
图2-14   【New Project Wizard - Summary】对话框 

8. 单击 按钮，出现【Project Manager】对话框，如图 2-15 所示。显示
“New project creation successful”。 

 
图2-15   【Project Manager】对话框 

9. 单击 按钮，新项目创建完成，进入项目管理器界面，如图 2-16 所
示。 

 
图2-16   项目管理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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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打开一个设计项目 
下面学习如何打开一个已经创建好的设计项目，首先确认项目文件已经拷贝到硬盘上，

比如“C”盘上（设计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拷贝到其他硬盘上，但是在做下面的练习路径
时需要做相应的修改），以后文中出现的“目标路径”即为练习文件拷贝入的路径。 

 

在打开设计项目之前首先设置环境变量“CDS_SITE=目标路径\cadencelab”。“目标路径”即读者

拷贝练习文件硬盘路径，“cadencelab”即本书光盘所附练习路径名称。如果在实际设计中不使用

此设置，请记住将此设置删除或者更改为合适的路径。设置环境变量的具体操作介绍如下。 

设置环境变量 
1. 在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择【设置】/【控制面板】命令，打开控制面

板窗口。 
2. 双击 （系统）图标进入【系统特性】对话框。 
3. 选择【高级】选项卡，如图 2-17所示。 

 

图2-17   【系统特性】对话框 

4. 单击 按钮，进入【环境变量】对话框，如图 2-18所示。 
5. 单击【“用户”变量】（这里的“用户”是指读者计算机系统的账户名称）栏
的 按钮，启动【新建用户变量】对话框，如图 2-19所示。 

6. 在【变量名】栏输入“CDS_SITE”，在【变量值】栏输入“目标路径
\cadencelab”，比如练习文件拷贝到 C盘，则变量值为 C:\cadencelab。 

7. 单击 按钮，关闭【新建用户变量】对话框。 
8. 在【环境变量】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关闭【环境变量】对话框。 
9. 在【系统特性】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关闭【系统特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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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环境变量】对话框 

 

图2-19   【新建用户变量】对话框 

在设置完环境变量之后，下面看看如何打开一个设计项目。 

打开一个设计项目 
1. 在项目管理器中执行【File】/【Open】命令，或者单击流程区中的 图标。 
2. 系统弹出【Open Project】对话框，如图 2-20 所示，选择“目标路径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2”路径下面的“conceptlab2.cpm”文件，然
后单击 按钮。也可以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找到项目文件，然后
拖动这个项目文件到项目管理器中来打开一个项目。 

 

图2-20   【Open Project】对话框 

3. 项目管理器界面刷新，如图 2-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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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打开一个设计项目的项目管理器界面 

图 2-21中各个图标的含义介绍如下。 

• ：用于设置一个项目，包含选择项目库、编辑 cds.lib文件等内容，设置的

功能在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 

• ：单击该图标可打开 Concept HDL原理图编辑器。 

• ：单击该图标将弹出一个下拉菜单，如图 2-22 所示。下拉菜单的功能就

是传递 Concept HDL原理图数据到 Allegro，或者传递 Allegro数据到 Concept 
HDL，还可以比较原理图和 PCB的差异，并确认是否更新 PCB。 

 
图2-22   【Design Sync】菜单 

• ：单击该图标会打开 Allegro PCB编辑器。 

• ：单击该图标会打开 SPECCTRAQuest仿真工具。 

2.4  项目结构和项目文件 
前面章节介绍了项目管理器的界面，下面再介绍一下项目结构和项目文件。打开

Windows资源管理器，找到已经拷贝到硬盘上的文件目录“目标路径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2\”。在这个路径下面可以看到已经建好了一个项目名称为

“conceptlab2”的项目文件。项目结构和文件的组织情况如图 2-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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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项目结构和文件 

由图 2-23 可知，Cadence 的设计项目逻辑结构由 3 个层次组成，包括项目库、项目组
成部件和项目具体视图文件。项目库是包含所有项目部件（设计）的路径，项目部件是包含

所有项目的视图的路径，项目视图包含设计项目的所有数据，比如“sch_1”路径下面的文
件是原理图的视图；“sym_1”下面包含项目图形符号的文件；“packaged”路径下面包含所
有打包后的信息，比如网表文件等；另外还包括 4 个缺省的项目配置文件目录分别是
cfg_package、cfg_pic、cfg_verilog和 cfg_vhdl。下面具体介绍以下几个主要的文件和路径。 

• conceptlab1.cpm：项目文件。每当新创建一个项目，都会根据项目名称创建一
个项目文件，这个文件也叫本地项目文件。项目文件中包含这个项目的所有设

置信息。比如： 
最上层的设计项目名称和所位于的库名称； 
使用的项目库列表； 
产生中间文件的 temp路径位置； 
物理元件列表（physical part table）。 

缺省的设置文件信息在安装的项目文件“cds.cpm”中，如果想要更改这些缺省设置，可以创

建一个“site.cpm”文件。本地项目的优先级最高，其次是“site.cpm”文件，“cds.cpm”中的

设置优先级最低。这样可以一次性将缺省设置更改，不用每次重新设置，提高设计效率。具

体创建方法请见后面章节。 
• cds.lib：库映射文件。cds.lib 中定义了设计项目中所有原理图设计需要的库，
并且映射这些库到硬盘上的物理路径。每当新创建一个项目，如果项目路径下

面没有 cds.lib 文件，项目管理器就会自动创建这个文件。设计项目 cds.lib 文
件的格式一般如下： 
DEFINE conceptlab1_lib worklib 
INCLUDE $CONCEPT_INST_DIR/share/cdssetup/cds.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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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库项目，cds.lib 文件中包含的库是设计者导入的可以检验和修改的库，而
refcds.lib中包含项目的所有参考库。 

• Worklib：在这个路径中放置的是所有设计部件。 

2.5  设置一个设计项目 
使用项目设置可以完成很多任务，比如更改项目的设计、增加和移走库、改变缺省的文

本编辑器和创建 site.cpm项目文件等。 

2.5.1  创建和更改项目基础设计 

创建一个设计 
1. 打 开 “ 目 标 路 径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3 ” 路 径 下 面 的
“conceptlab3.cpm”文件，在项目管理器中执行【Tools】/【Setup】命令，或

者 单 击 项 目 管 理 器 流 程 区 中 的 图 标 。 出 现 【 Project Setup-

conceptlab3.cpm】对话框，如图 2-24所示。 
2. 确认【 Global】选项卡的【 Library Name】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库为

“conceptlab3_lib”。 
3. 在【Design】文本框中输入“memory”。 
4. 单击 按钮，保存设置。 

  
图2-24   【Project Setup-conceptlab3.cpm】对话框 

更改基础设计 
1. 如图 2-24 所示，确认【Library Name】下拉列表中选择“conceptlab3_lib”库
（注意这个库列表是项目库列表）。 



第 2章  项目管理器  

 30 

2. 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Select Cell】对话框中选择“cpu”，如图 2-25
所示，然后单击 按钮。 

 
图2-25   【Select Cell】对话框 

3. 单击 按钮，保存设置。 

2.5.2  设置库 

本节讲述如何给一个项目添加和移走没用的库，如何一次更改所有项目缺省的库而不用

每次新建项目时更改库。在 2.3 节已经介绍了设置 CDS_SITE 环境变量的方法来设置缺省
库，下面的练习中会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添加和移走项目库 

1. 在图 2-24所示的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进入写字板，同时打开了 cds.lib
文件，如图 2-26所示。 

  
图2-26   cds.lib文件 

2. 在写字板中最后一行输入“DEFINE mylib 目标路径\cadencelab\mylib”。 

注意在输完上述文字后，要按键盘上的 Enter键，在文件最后一行留一空行。在第 2步操作输

入路径时可能与读者有所不同，要根据实际路径设置。 

其他修改 cds.lib文件的方法在第 8章会有进一步的描述。 

3. 选择【文件】/【保存】命令，出现【写字板】对话框，单击 按钮。 
4. 回到【Project Setup】界面，出现如图 2-27所示的【Project Setup】对话框。 

  
图2-27   【Project Setup】对话框 

5. 单击 按钮，则在【 Project Setup-conceptlab3.cpm】对话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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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Available】栏中出现了“mylib”的库名称，如图 2-28所示。 

  

图2-28   【Project Setup - conceptlab3.cpm】对话框 

6. 单击“mylib”，然后单击 按钮，“mylib”库名称被加到右边的
【Project】栏。 

7. 单击 按钮，上面的设置就被保存了。 
8. 相反，从项目中移走某些库，只要在如图 2-28 所示【Library】/【Project】栏

选中某个库，单击 按钮，即可从项目中移走库。 和

按钮的功能就是加所有库到项目中和从项目中移走所有库。 
9. 如图 2-28 所示的 和 按钮，可以将【Library】/【Project】栏中的库

位置移上和移下。在 Concept HDL 中进行原理图设计调用元件时，调用库的
顺序就是按照【Library】/【Project】栏中库的顺序来进行的，注意在没选中
库时， 和 按钮是灰色的。在 按钮下面是 按钮，用来显

示选中库内容树状列表。 
10. 单击 按钮，退出项目设置对话框。 
如果不用设置环境变量 CDS_SITE 的方法设置库路径，也可以通过修改以下内容来设

置项目的缺省库。 

更改项目缺省库 
1.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Cadence 安装路径\share\cdssetup\cds.lib”文件（同样项目
路径下面的 cds.lib 文件也可以直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进行编辑）。文件内容一
般如图 2-29所示。 

 

图2-29   安装缺省的 cds.lib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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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文件最后一行添加“ include 目标路径 \cadencelab\cadencelibrary\schlib 
\cds.lib”（参见图 2-30），然后按 Enter键。 

 
图2-30   修改后的 cds.lib文件 

3. 保存文件。 

4.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单击 图标，进入项目设置对话框，在【Global】栏查看

【Available】栏中的库内容。 
5. 单击 按钮，退出项目设置对话框。 

提示：在图 2-30中有“include”和“softinclude”两个命令，两个命令的区别是：当使用“include”来设置

库时，如果 Cadence 没找到这个库就会报错，而使用“softinclude”来设置库时，如果 Cadence 没找

到这个库时不会报错。 

2.5.3  更改工具设置 

更改工具设置 
1.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执行【Tools】/【Setup】命令，或者单击项目管理器流程区

中的 图标，出现【Project Setup - conceptlab3.cpm】对话框。 

2. 选择【Tools】选项卡，如图 2-31 所示（因为安装的工具不同，显示可能稍有
差别）。 

  
图2-31   【Project Setup - conceptlab3.cpm】对话框 

3. 单击【Project Manager】右边的 按钮，进入项目设置对话框，此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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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用于定制项目管理器的显示和从项目管理器启动的工具。单击 按

钮，退出。 
4. 单击【Concept】右边的 按钮，进入【Concept Options】对话框，此对
话框用于 Concept HDL 编辑器的缺省设置，比如路径、参数、信息显示等
等。单击 按钮，退出。 

5. 单击【Allegro】右边的 按钮，进入【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
框，此对话框用于在图形界面设置 Allegro 的环境变量。单击 按钮，

退出。 
6. 单击【Default Text Editor】右边对应的 按钮，弹出【Choose Default Text 

Editor】对话框。Cadence 安装缺省文本编辑器为写字板，如果想要改成其他的
文本编辑器，可以单击 按钮浏览来选择文本编辑器，或者在文本编辑栏直接

输入包括文本编辑器全部路径信息的可执行文件。单击 按钮，退出。 
7. 单击 按钮，关闭【Project Setup - conceptlab3.cpm】对话框。 

2.5.4  创建 site.cpm文件 

在 2.3 节讲解了如何设置环境变量 CDS_SITE 来利用 site.cpm 文件获得项目的缺省设
置，下面讲解如何创建 site.cpm文件。 

创建 site.cpm文件 
1. 按照 2.5.2 和 2.5.3 节的方法进行库或者工具的设置修改后，在项目管理器界

面执行【File】/【Export】命令，弹出【Export Project】对话框。 
2. 在【文件名】栏输入文件名“site.cpm”。 
3. 在【文件夹】栏选择“Cadence安装路径\share\cdssetup\projmgr”。 
4. 确认保存的文件类型为“.cpm”后缀。 
5. 确认没有选择【Full Settings】选项。 
6. 单击 按钮。 
7.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执行【File】/【Exit】命令，退出项目管理器。 

如果没有将“site.cpm”文件放置在“Cadence 安装路径\share\cdssetup\projmgr”中，必须设置

“CDS_SITE=文件路径”环境变量，而且设置的文件路径必须有如下路径结构：

\cdssetup\projmgr\site.cpm，读者可以参考本书所附光盘“\cadencelab\cdssetup\projmgr”中的内

容。以 CDS_SITE环境变量设置的路径优先。 

2.6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项目管理器来创建和设置一个设计项目，以及项目文件结构等

内容。对于创建库项目的方法，将在第 8章详细介绍。 
• 首先介绍了项目管理器的功能和特点，介绍了如何启动项目管理器，并且对
项目管理器菜单栏、工具栏和流程区图标做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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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介绍了如何新建和打开一个项目及如何启动原理图编辑器和 PCB 编辑
器，使读者对各个工具的界面有个初步的了解。 

• 重点对项目文件结构做了详细描述，项目结构由 3 个层次组成，分别为项目
库、项目组成部件和项目视图文件。 

• 初步介绍了项目设置方法，对库设置等内容做了重点介绍。 

2.7  习题 
1. 启动项目管理器。 
2. 试着在路径“目标路径\mylab\lab1”下面创建一个设计项目“lab1”，并且将“目

标路径\cadencelab\cadencelibrary\schlib”路径下面的库设置为“lab1”项目库。 
3. 启动原理图编辑器和 PCB编辑器。 
4. 试着在命令行启动项目管理器。 
 



第3章  Concept HDL原理图设计系统 

本章主要介绍 Concept HDL 原理图设计系统的设计流程、用户界面以及编辑环境，并
结合实例讲解 Concept HDL的原理图设计方法。 

3.1  原理图的设计步骤 
Concept HDL是 Cadence的原理图设计输入系统，提供了一个全面、高效、灵活的原理

图设计环境，具有强大的操作编辑功能。设计者在 Concept HDL 环境中能够完成原理图的
整个设计流程。在 Concept HDL 中，设计者可以进行层次原理图及平面原理图的输入、原
理图检查、生成料单、生成网表等工作。Concept HDL 还能与 Allegro 工具集成在一个工程
中，很方便地实现原理图到 PCB的导入以及 PCB改动反标到原理图等操作。 

原理图设计主要包括以下 5个步骤。 
(1) 建立工程。 
开始原理图设计时，首先要建立一个工程，工程建立成功之后，单击项目管理器流程区

的 图标或者选择菜单命令【Tools】/【Design Entry HDL】，即可进入 Concept HDL原理图
设计输入环境。 

(2) 设置 Concept HDL。 
一般 Cadence自带了一些原理图库，但设计者为了方便自己的设计，一般都要开发新的

原理图库来存放自己所要用到的元器件库。单击项目管理器界面的 图标，会弹出

【Project Setup】对话框，在【Global】选项卡中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写字板程序中

编辑元器件库的路径，详细操作见 2.5.2 节。除了需要设置原理图库之外，一般还需要设置
一些选项，比如图框、文字、格点等等。这些选项的设置一般在 Concept HDL 界面选择
【Tools】/【Options】命令即可进行设置，也可以在项目管理器界面，单击 图标进入

【Project Setup】界面，选择【Tools】选项卡，然后单击 Design Entry HDL后面的
按钮进行设置，具体的设置方法在后面章节会详细讲解。 

(3) 绘制原理图。 
主要包括放置页边框、放置元件、绘制网络线、属性设置、约束设置、检查和保存原理

图等操作。 
(4) 打包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导出 PCB 设计所需的网表等文件的一个必要步骤。在将原理图中的错误修

改好的前提下，输出该原理图的网表文件、检查元件的封装信息是否正确等，并对原理图进

行反标（确定元件的位号，显示元件的管脚号等）。原理图打包后，可以输出料单文件、网

表文件，也可以对原理图进行电气属性检查（如单网络检查等）。也可以直接产生 PCB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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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文件，在 PCB设计工具中直接打开进行 PCB设计。 
(5) 打印、归档原理图。 
为了对原理图进行检查等，需要将原理图进行打印。原理图可以打印成书面形式的，也

可以打印成 PDF文档等形式。 
使用 Archive（归档）功能对原理图进行归档。 

3.2  Concept HDL的用户界面 
Concept HDL的用户界面由设计窗口、菜单栏、工具栏、状态栏、命令控制窗口和右键

菜单组成，如图 3-1所示。 
状态栏显示当前命令状态或者提示用户动作信息。 
在界面的下面有一命令控制窗口，用户可通过此窗口输入操作命令。初始情况下，命令

控制窗口是不显示的，可以选择菜单命令【View】/【Console Window】来显示或者隐藏命
令控制窗口。 
当右键单击一个对象的时候就会弹出一个菜单，菜单包含当前对象及其相关的上下文的

操作选项，比如拷贝、删除等。 

  
图3-1   Concept HDL用户界面 

3.2.1  菜单栏 

Concept HDL 的菜单栏主要由文件（File）、编辑（Edit）、视图（View）、元件
（Component）、线（Wire）、文本（Text）、模块（Block）、群组（Group）、显示
（Display）、仿真（PSpice）、工具（Tools）、窗口（Window）和帮助（Help）等 13 个下拉
菜单组成。 

• 文件（File）菜单除了包含新建、打开和保存等通用文件处理命令外，还包含

标题栏 
菜单栏 

工具栏 

设计窗口 

命令控制窗口 

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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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Revert）、编辑页面（Edit Page/Symbol）、编辑层次（Edit Hierarchy）、
导入（Import）、导出（Export）、打印设置（Plot Setup）、打印预览（Plot 
Preview ）、打印（Plot）、属性和退出等命令。 

• 编辑（Edit）菜单的主要功能是选择当前操作的编辑命令，如移动、复制、旋
转、镜像、删除、文字编辑等命令。 

• 视图（View）菜单包含了对当前编辑的原理图进行选看、全局、放大、缩
小、以前图像等命令。还可以打开网格（Grid）、控制台、工具栏等。 

• 元件（Component）菜单包含了为当前编辑的原理图页面选择添加元件的常用
命令，主要包括元件添加、替换、版本转换、修改、指定物理管脚

（Section）、交换管脚等命令。 
• 线（Wire）菜单主要包含了在原理图页面中画线的一些常用操作，主要包括画
线、走线、信号名添加、总线操作、交点、线宽、模式等命令。 

• 文本（Text）菜单主要包含了元件的属性、端口命名、注释以及页面放大缩小
等属性进行设定的命令。 

• 模块（Block）菜单主要包含了增加原理图模块、原理图模块重命名、放大缩
小、画线、增加管脚、重命名管脚、删除管脚等命令。 

• 群组（Group）菜单主要包含了将原理图页面中的一部分器件以及信号线组成
一个群组，然后对这个群组进行复制、移动、命名、删除、添加属性、高亮等

命令。 
• 显示（Display）菜单主要包含了颜色设定及开关、颜色优先级显示、测量等
命令。 

• PSpice（仿真）菜单主要包含了对原理图进行前仿真的一些操作命令。 
• 工具（Tools）菜单主要包含了对原理图进行扩展、全局查找元件、全局查找
网络、全局更新、约束检查、错误检查、原理图反标、仿真、层次编辑、产生

视图、输出料单、电属性检查、输出网表以及原理图页面设置等命令。 
• 窗口（Window）菜单主要包含了打开新的窗口、窗口层叠、窗口平铺等管理
命令。 

• 帮助（Help）菜单包含了在线帮助、使用查询等命令。 

3.2.2  工具栏 

Concept HDL有 7个工具栏，包括标准工具栏、模块操作工具栏、添加工具栏、编辑工
具栏、颜色工具栏、标记工具栏和群组操作工具栏。如果安装了 PSpice A/D 工具，还有模
拟工具栏、无源器件工具栏以及源工具栏等 6个工具栏。 

• 标准工具栏 共有 27
个功能按钮，其功能依次为新建文件、打开文件、保存文件、全部保存、打

印、撤销、恢复、检查、展开、进层次图、回顶层图、退回、回上一页、到下

一页、新建页面、局部放大、全局观察、放大、缩小、属性显示、高亮、去高

亮、层次视图栏、约束编辑器、全局查找、器件管理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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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操作工具栏 有 7 个功能按钮，其功能依次为添加
块、拉伸块、画块、布线画块、添加块管脚、移动块管脚、删除块管脚。 

• 添加工具栏 有 9 个功能按钮，其功能依次为选择对
象、添加元件、画网络线、布网络线、添加信号名、添加节点、添加文本、添

加圆图形、添加圆弧。 
• 编辑工具栏 有 11 个功能按钮，其功能依次为
移动、复制、全部复制、删除、改变文字、放大文字、缩小文字、旋转、带镜

像旋转、镜像、分开。 
• 颜色工具栏 提供了红色、绿色、蓝

色等颜色供选择，可以将原理图不同部分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 
• 标记工具栏 有 10 个功能按钮，主要
用于查看原理图错误，依次为查看第一个标记点、前一个标记点、下一个标记

点、最后一个标记点、前一个位置、下一个位置、标记控制、显示/隐藏错误
栏、加载标记点文件。 

• 群组操作工具栏 有 14 个功能按钮，其
功能依次为以矩形方式创造群组、以多边形方式创造群组、以表达方式创造群

组、高亮下一个目标、添加目标、去掉目标、移动群组、复制群组、复制群组

包含全部属性、删除组、给组标记颜色、高亮组、显示组内容、目前组别。 
• 模拟工具栏 有 10 个功
能按钮，其功能依次为新仿真设置、编辑仿真设置、运行 PSpice、打印、观
察仿真结果、使能 bias 电压显示、使能 bias 电流显示、使能 bias 电源显示、
设计名选择显示栏、profile选择显示栏。 

• 无源器件工具栏 有 8 个功能按钮，其功能依次为电阻、电
容、电感、可变电阻、可变电容、开关、线性变压器、晶体。一般选择自己做

这些封装。 
• 源工具栏 的按钮功能主要是

GND、VDC（直流电压）、IDC（直流电流）、VCC、VAC（交流电压）、IAC
（交流电流）等。 

3.3  Concept HDL的编辑环境 

除了在项目管理器界面可以启动 Concept HDL，也可以在 Windows 界面选择【程序】/
【Cadence PSD 15.0】/【Concept HDL】命令进入原理图工作界面。本节将对 Concept HDL
的编辑环境进行详细的介绍，包含 Concept HDL 的设置、画面操作、显示信息和基本编辑
等内容。本节的学习可以参考配套光盘中的“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4”目录。 

3.3.1  设置 Concept HDL 

在设计开始之前，一般要先进行原理图的基本设置，比如设置格点、字符大小、图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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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理的设置可以提高设计的效率和质量。选择菜单命令【Tools】/【Options】，即可以
打开【Concept Options】对话框，如图 3-2所示。下面将详细解释每个选项卡的设置内容。 

 
图3-2   【Concept Options】对话框 

一、 通用（General）选项卡 
图 3-2 显示的即是【General】选项卡的内容，下面解释每个选项的功能，如表 3-1 所

示。 

表 3-1                   【General】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Save Layout At Exit 当退出 Concept HDL时，保存窗口和工具栏设置 

Click to Activate View （鼠标）单击激活窗口，不选择的话当光标移动到窗口内时，该窗口就会被激活 

Cursor Shapes 在命令模式下，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光标形状 

Window Autopan 使能移动窗口功能（此时原理图中的元件等不移动，它们和窗口作为一个整体来移动） 

Ctrl + RMB Context Menu 
改变鼠标右键（RMB）产生的行为。如果关闭此选项，单击鼠标右键显示内容菜单（弹出），
按下 Ctrl+RMB执行独立命令动作；如果打开此选项，则单击鼠标右键执行独立命令动作，按
下 Ctrl+RMB显示内容菜单 

Multi-format Vectors 

允许在设计中使用多种格式的信号命名方式 

当把<>、（）、[]指示代表向量信号的特殊符号时，它们就不能在别处被用作信号名。必须成对
匹配使用，括弧中必须包含整数和参数 

冒号（：）、逗号（，）、“与”号（&）是特殊字符，代表连接，不能在别处被用作信号名 

如果不选择此项，则()、[]是合法的字符，无其他特殊含义，可以作为信号名，它们不指示向
量信号。只有<>可以指示向量信号，逗号（，）、“与”号（&）是合法的字符，不代表连接关
系，可以用作信号名。只有冒号（：）代表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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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选项 描述 

Ctrl+LMB Select and Drag 

改变选择、拖动鼠标左键以及 Strokes功能来执行命令而产生的行为 

如果不选择此功能： 

选择原理图中的对象，如元件等，拖动鼠标即可移动元件等 

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可以选择原理图中的多个对象（如元件、连线等）。单击鼠标右

键，可以选择该部分不包含元件、属性、连线，按下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Exclude】项，即可以选择去掉元件、属性或连线。选择被选择对象中的一个，鼠标左键单击
并拖动鼠标，可以移动整块对象 
按下 Ctrl或 Shift键，同时按下鼠标左键，即可以在原理图页面中使用 strokes功能 
如果选择此功能： 
按下 Ctrl键，鼠标左键单击原理图中的对象，拖动鼠标，即可移动对象（如元件等） 
按下 Ctrl或 Shift键，同时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可以选择原理图中的多个对象。如果想
将元件、属性或连线从所选择的对象中去掉，按下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xclude】
项，即可以选择去掉元件、属性或连线。按下 Ctrl键，选择被选择对象中的一个，鼠标左键单
击并拖动鼠标，即可以移动整块对象 
按下鼠标左键，即可以在原理图页面中使用 Strokes功能 

Component Browser (Add) 在命令控制台窗口中输入“add”命令，然后回车，即可以打开添加元件对话框 

Show Category View (Add) 
当打开添加元件对话框或在命令控制台窗口中输入“add”命令并按下回车后，缺省显示先前
放入的元件。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则当打开添加元件对话框时，缺省显示元件库视图 

Drawing Browser (Edit) 当在命令控制台窗口中输入“edit”命令并回车后，即可激活 View Open对话框 

Libraries Browser (Lib) 
当在命令控制台窗口输入“lib”命令并回车后，即激活 Search Stack对话框。如果关闭，则显
示当前的搜寻堆栈 

Show PPT Browser 
当打开添加元件对话框或在命令控制台输入“add”命令并回车后，会自动打开物理部分属性
过滤器对话框 

Enable Pre-Select Mode 激活 Concept HDL菜单的预选模式，输入控制命令方式不支持预选模式 

Set PATH property 
invisible 

当初始放置一个元件时，其 PATH属性的值是缺省显示的。选择此项，可以使放置器件时的所
有元件的 PATH属性全为不可见 

Hierarchy Viewer 
Hide sheet Numbers：隐藏页码。在层次视图窗口中，关掉所有模块的页码显示 
Hide Instance Names：隐藏实例名（即 PATH属性值）。在层次视图窗口中，关掉所有模块的实
例名（即 PATH属性值）显示 

Messages 

说明可在何处显示某种类型的消息，这些消息不需要用户的任何输入 
下面举例说明 
当设置了一个很小的逻辑网格尺寸（0.002），Concept HDL会给出告警“网格太小，无法显
示”，此消息显示在命令控制台窗口或在一个对话框中，依赖用户在此处的选择：如果选择

Command Line，Concept HDL在控制命令窗口中显示消息；如果选择 Dialog，Concept HDL在
对话框中显示消息；如果选择 Suppress，Concept HDL不会显示消息类型 

Canonical Names 

选择使用 Global Find（全局查找）、Global Navigation（全局导航查找）、Attributes（属性）命
令时，控制显示的符合规则的命名方式。可以通过选择或不选 Library、Cell或 View项来实现 
元件的显示格式为@library.cell[view]:pagenumber_<value of path property on component> 
信号名的显示格式为@library.cell[view]:pagenumber_<signal name> 
如果只想在显示格式中显示 Cell（模块）名，选择 Cell项，不选 Library和 View项，然后再使
用全局查找、属性显示等命令，显示格式为.cell:pagenumber_<value of path property on 
component> 
如果选择 Library、Cell以及 View项，然后再使用全局查找、属性显示等命令，显示格式
为:pagenumber_<value of path property on component> 

Depth 指示在显示格式名中的 Lib.Cell:View的显示层级 

Page Border 
给所有新建的原理图页指定一个缺省的图框。在【Symbol】栏输入图框名称，在【Version】栏
输入图框符号的版本。也可以单击 按钮，在库中选择一个缺省的图框。这样在新建

一个原理图页时，会自动调入缺省的图框，不用再手工调入。 

Maximum Drawings 
确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Concept HDL可以同时打开的视图端口数（即原理图页面窗口），缺
省值是 50 

mailto:@library.cell
mailto:@library.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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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径（Paths）选项卡 

【Paths】选项卡如图 3-3所示，具体选项的含义如表 3-2所示。 

表 3-2                     【Paths】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Category File Path 
确定包含类别文件（.cat）的目录，可以通过类别来区分元件。在添加元件－类别视图对话框的
Category View项中显示元件的类别 

Input Script 确定包含 Concept HDL控制命令的文件路径，当启动 Concept HDL时，运行此文件 

PPT Option Set 确定 PPT选项设置文件的路径，可以让 Concept HDL作为缺省设置 

Attribute Directory 
确定用来在属性显示对话框中显示选项加载的属性文件（.att）的路径。缺省的路径是“安装路径
/tools/fet/concept/attributes” 

三、 图形（Graphics）选项卡 
【Graphics】选项卡如图 3-4所示，各选项的含义如表 3-3所示。 

  
图3-3   【Paths】选项卡 图3-4   【Graphics】选项卡 

表 3-3                    【Graphics】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Add and Move 画线时，以横竖直线方式或直接拉斜线方式添加线、移动线 

Auto Route On Move 当移动绘制的原理图中的元件时，元件的连线会自动跟着动作 

Auto Heavy If Bus 
Name 当添加总线信号名到网络线上，线即会自动加粗 

Auto Name on Tap 

当使用总线位命令时，自动插入确定的总线位的总线位符号、bit位，以及网络名。提供一个简便
的方法来创建总线位（Wire > Bus Tap）、确定总线位值（Wire > Bus Tap Values）、总线位命名
（Wire > Bus Name） 

当使用总线位命令时，必须确定总线位（参见 Wire > Bus Tap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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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选项 描述 

Tap Symbol 确定在原理图中使用的总线位节点符号 

Open or Filled 在网络线连接时，添加空心的或实心的节点 

Auto Dot At Intersection 在网络线连接时，自动显示节点 

Logic Dot Radius 在绘制原理图中的网络线连接时，调整节点的直径 

Symbol Dot Radius 调整符号中绘制的网络线的节点的直径 

四、 文本（Text）选项卡 
【Text】选项卡如图 3-5所示，各选项的含义如表 3-4所示。 

 
图3-5   【Text】选项卡 

表 3-4                     【Text】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Size 

确定文本在原理图中的大小（属性名、属性值、信号名以及注释），缺省值为 0.082英寸 

文本最小为 0.008，最大为 1.476，是 0.00174英寸的整数倍 

如果确定逻辑网格为 0.1英寸，文本大小也为 0.1英寸，Concept HDL会将文本放在两个逻辑
网格行之间 

如果更改文本的大小，则改动只会反映在以后添加的文本大小上，以前的文本大小不会改变 

如果要改一页中的文本的大小，可以使用文本大小控制命令。举例，为了将一页中的所有文

本的大小都改为 0.096 英寸，创造一个群组 A，包括页面中的所有对象，输入命令为：
textsize 0.96 A 

Jutification 调整文本居左、居中、居右 

Upper-case Input 文本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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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选项 描述 

Text Change Editor 文本编辑器 

Visibility 控制属性显示方式，不可见、只显示属性名、只显示属性值，或属性值与属性名都显示 

Pin Property Visibility 

控制当放置 Symbol、元件到原理图页面中时，符号管脚属性管脚是否显示。Invisible 为不显
示，Defined by Component为显示管脚 

举例，如果一个符号 PQR.SYM.1.1有个 NO_SWAP_PIN = TRUE管脚属性，如果该符号的管
脚的此项属性被设为 Name可视，则可以在 Concept HDL中选择 Defined by Component。当放
置时，NO_SWAP_PIN 会在元件 PQR 上显示；如果选择 Invisible，NO_SWAP_PIN 不会在原
理图中显示，但会在 Symbol中显示 

Pin Number Size 
调整原理图中显示的管脚号的大小，单位是英寸。管脚号大小与文本对话框中设定的文本大

小无关 

Rotate Vertical Pin Numbers 
During Backannotation 

自动旋转垂直管脚的管脚号，如果已经反标，Concept HDL 不这样处理，以前的管脚文字方
向将不会改动、更新。该部分必须被显示出来，来移动管脚号文字、重新打包，然后再反标 

Auto Path Properties On 
Components 对添加的部分自动附加属性 

Delete Symbol Properties 
From Logic Instances 
("sticky off") 

当绘制的元件的属性被删去，删掉原理图中相应的该缺省属性 

Power Property Visibility 
控制电源管脚属性的可见性显示，可以选择 Invisible、Name、Value 或 Both，缺省值为
Value。 

五、 颜色（Color）选项卡 
【Color】选项卡如图 3-6 所示，使用该选项卡可以设置原理图中对象的颜色以及背景

的颜色，具体含义如表 3-5所示。 

 

图3-6   【Color】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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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Color】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Graphics Color 确定列表中的缺省颜色（左边），列出可用的颜色，可以从右边的颜色中选择并改为缺省值 

Background Color 列出可供改变背景颜色的列表 

六、 网格（Grid）选项卡 
【Grid】选项卡如图 3-7所示，各选项的含义如表 3-6所示。 

 
图3-7   【Grid】选项卡 

表 3-6                      【Grid】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Type 

定义网格类型 
Decimal：10进制基础上绘制（每英寸对应 500单位） 
Fractional：基于每英寸 400单位绘制。元件会显示更大 25％ 
Metric：在米制基础上绘制（每毫米 20单位，每英寸 508单位） 
最好是在原理图中都使用同样的网格类型，如果使用不同的网格类型，在画原理图时会发生很

多连接问题 

Logic Grid 定义原理图绘制的网格 

Symbol Grid 定义符号、元件绘制的网格 

Document Grid 定义 DOC绘制的网格 

Show 显示隐藏的网格 

Style 以点或短线方式显示网格 

Size 调整网格大小 

Multiple 显示每个网格线（级数），来定义可以放置对象的地方，可以保证线和元件管脚的正确连接 

七、 检查（Check）选项卡 

【Check】选项卡如图 3-8所示，主要提供了 Concept HDL 进行错误检查的一些缺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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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选项，各选项的功能如表 3-7所示。 

表 3-7                     【Check】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Check on Write 存盘设计时检查。错误信息保存在 cp.mkr和 netlister.mkr文件中 

Electrical Checks 电连接检查 

Missing Pins 检查管脚的一些特性（其特性已不再附加到管脚） 

Unconnected Wires 
检查一个管脚连上无命名网络线（NC 线），检查已命名网络名的网络线没有连到任
何管脚，有则报错 

Shorted Pins 检查一个管脚是否连上两个以上的网络线 

Power-Local Signal Short 检查连接到电源符号的局部信号命名是否与电源符号的 HDL_POWER特性值不同 

Graphics Checks 图形检查 

Symbols at Same Location 检查重叠元件 

Hidden Wires 检查被元件部分（管脚等）隐藏的网络线部分 

Pin Near Wire Ends 

检查网络线，不要同管脚放的太近。如果网络线末端同管脚的距离比最小设定界限

小，Concept HDL会报告错误信息 
注意缺省的按钮是选择的。最小的界限是基于一个内部公式计算的，此公式与 PSD 
14.2相同。此值是 10个 Concept HDL最小可调点矩或基于网格大小 
可以改变此值： 
1.选择【User Defined Threshold Value】选项 
注意：0.017值被选择，此值等于 10个 Concept HDL最小可调点距 
2.在【User Defined Threshold Value】框中输入一个新值，或使用上下箭头来改变此值 
可以设置管脚与网络线的缺省的最小界限值为基于网格，通过选择【Grid Based 
Threshold Value】来设置 
对于十进制网格，界限值为网格大小×500 
对于分数值网格，界限值为网格大小×400 
对于米制网格，界限值为网格大小×20 
举例，如果使用十进制网格类型，确定网格大小为 0.01。如果网络线末端与管脚之间
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5个 Concept HDL点距，Concept HDL会产生错误信息，因为 0.01
×500＝5 

Arcs At Same Location 检查重叠的圆弧 

Pins At Origin 检查符号绘制时，管脚在原点（0，0）位置 

Two Wires At Pins 检查元件的管脚出是否有网络线重叠 

Name Checks 名称检查 

Signal Names  检查同一个网络线是否有多个网络名 

Signal Names In Symbols 检查符号文件中的管脚的 SIG_NAME特性 

Miscellaneous Checks 其他检查 

Symbol Place Holders 检查元件同关联的库中的 Place Holder 

Property Place Holders 检查特性同关联的库中的 Place Holder 

Multipackage Sections 检查一个元件的多个 SEC-type特性 

Online Checks 
如果选择此项，当移动元件以及网络时，若网络短路，Concept HDL会报告如下的错
误信息：“此动作导致连接改变，请使用 Undo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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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输出（Output）选项卡 

【Output】选项卡如图 3-9所示，各选项的含义如表 3-8所示。 

  
图3-8   【Check】选项卡 图3-9   【Output】选项卡 

表 3-8                    【Output】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选项 描述 

Binary File 保存逻辑的二进制形式文件 

ASCII File 保存逻辑的 ASCII形式文件 

Confirm Write 保存前确认 

Dependency File 依相关信息保存 ASCII文件 

Create Netlist 当保存设计时，产生一个 HDL描述。可产生 Verilog 与/或 VHDL网表 

Verilog 
当保存设计时，产生一个 Verilog文本描述文件。通常，当产生网表选项被选
上时，会产生此文件 

Options 显示 Verilog对话框来设置网表选项 

VHDL 当保存设计时，产生一个 VHDL文本描述文件 

Options 显示 VHDL对话框来设置网表选项 

Annotate Synthesis Constraints In Netlist 如果选择此项，Concept HDL会报告设计中的综合约束（如果设计中有约束） 

Allowed Global Shorts 

允许添加全局网络信号列表，这些网络信号可以在设计中短路 

如果全局网络信号在设计中短路，当保存或打包设计时会报错。当存盘时，会

报当前编辑的模块中的全局网络信号短路错误信息；当打包设计时，会对设计

中的各个模块的短路的全局网络信号进行报错 

如果想允许全局网络信号短路，在 Signal1栏中填写第一个全局网络名，在
Signal2栏中填写第二个全局网络名。如果全局网络信号已在 Allowed Global 
Shorts中列入，则当它们短路时，不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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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变量（Custom Variables）选项卡 

【Custom Variables】选项卡如图 3-10所示，可以在 Concept HDL中定义变量，放置在
原理图中，具体含义如表 3-9所示。 

 
图3-10   【Custom Variables】选项卡 

表 3-9                【Custom Variables】选项卡各选项的功能描述 

变量 描述 

Name 输入希望定义的变量名 

Value 
输入定义变量的值 

变量值不能为空，否则会删掉此变量 

十、 打印（Plotting）选项卡 
【Plotting】选项卡的功能和具体设置请参见 3.8节。 

3.3.2  画面操作 

一、 绘图画面的放大、缩小、平移 

画面放大 
在需要使画面放大时，可直接按 F11 键或用鼠标单击 按钮即可。还可以使

用笔画命令（Stroke），即单击鼠标左键并拖动在页面中写“Z”字样放大画
面。具体笔画命令的使用在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 

画面缩小 
在需要使画面缩小时，可直接按 F12键或用鼠标单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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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平移 
按住鼠标右键或者按住 Shift 键+鼠标右键可以平移画面。 
画面的操作除了使用以上方法之外，使用菜单命令【View】也可以实现。 

二、 查看原理图页面 
选择菜单命令【File】 /【Edit Page/Symbol】，会看到 4 个选项，分别为【Next】、

【Previous】、【Go to】和【Add New Page】，意思是翻到下一页、前一页、到某一页和添加
新页。也可以单击工具栏图标 实现翻到下一页、前一页和添加新页的功能。 
选择菜单命令【File】/【Edit Hierarchy】/【Descend】，然后单击顶层原理图模块查看模

块原理图。选择菜单命令【File】/【Edit Hierarchy】/【Ascend】回到上一个层次的原理
图，也可以单击工具栏图标 实现上述功能。读者可以使用配套光盘中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4”目录下原理图中第一页的“memory”模块进行练习。
注意标题栏显示“MB.SCH.1.1 [ in hierarchy ]”。 

三、 查找网络和元件 
在进行查找操作之前，首先要进行原理图扩展。首先选择菜单命令【Tools】 /

【Expend】进行扩展，然后选择菜单命令【Tools】/【Global Find】，弹出【Global Find】对
话框，如图 3-11所示。除了菜单命令，也可以按 Ctrl+F键启动对话框，具体操作如下。 

 
图3-11   【Global Find】对话框 

查找网络和元件 
在【Name】栏输入网络名称或者元件名称。注意如果是矢量信号如总线，需要在
【Name】栏输入格式为“DATA”或者“DATA<3..0>”。如果以前查找过，也
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选择相应的【Net】或者【Cell】等选项。 
在【With】表格中输入属性限制，此表格是可选输入的。分别在【Name】和

【Value】栏输入属性名称和值。 
单击 按钮即可开始查找。 
选择【Zoom to Object】或者【Navigate】选项，或者二者都选择。 
单击查找的结果即可找到原理图的相应位置进行查看。如果在第 5 步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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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e】选项，会同时弹出【Global Navigate】对话框，如图 3-12 所示，
可以进行交互查看。 

 

图3-12   【Global Navigate】对话框 

也可以选择菜单命令【Tools】/【Global Navigate】，启动【Global Navigate】对话框。
此对话框可以实现在原理图中以全局导航方式来查找定位元件或网络。用鼠标左键单击网络

线或元件等，即可以进行网络和元件的查找。单击提示信息中的某行，即可以找到原理图页

面中的网络名或元件。在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前几次查找的网络名或元件，重新查找检

查。 

四、 退出 Concept HDL 
选择菜单命令【File】/【Exit】退出 Concept HDL，如果退出前文件没有保存会提示保

存文件。 

五、 功能键 
为了方便使用也可以在 Concept HDL 定义快捷功能键。初始的功能键功能如表 3-10 所

示。 

表 3-10                           Concept HDL功能键 

功能键 描述 

F1 帮助 

F2 全局缩放 

F3 显示全路径属性 

F4 显示元件与网络、属性的关联关系 

F5 刷新 

F6 显示路径等属性 

F7 显示当前路径 

F8 增大文字大小 

F9 减小文字大小 

F10 显示前一个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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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功能键 描述 

F11 放大视图 

F12 缩小视图 

Ctrl+N 新建一页 

Ctrl+O 打开 

Ctrl+S 保存 

Ctrl+P 打印 

Ctrl+Z 撤销 

Ctrl+R 恢复 

Ctrl+Delete 删除 

Ctrl+Up 窗口向上 

Ctrl+Down 窗口向下 

Ctrl+Left 窗口向左 

Ctrl+Right 窗口向右 

Ctrl+F 全局查找 

Ctrl+G 全局导航（查找） 

读者可以选择菜单命令【Tools】/【Customize】进入【Customize】对话框，然后单击
【Keys】选项卡，对相关的命令设置快捷功能键，如图 3-13 所示。设置方法是选择命令，
如 BLOCK_ADD，然后在将鼠标光标放置在【Press New】栏，同时按下键盘中的 Ctrl和 A
键，单击 按钮即可。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 /【Keys】，会弹出【Display 
Information】对话框显示所有功能键指定信息。 

 

图3-13   快捷功能键的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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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基本编辑操作 

下面的学习可以参考配套光盘中的“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4”目录。 

一、 Undo和 Redo操作 

选择菜单命令【Edit】/【Undo】，或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执行

Undo功能。即撤销当前操作，恢复前一步操作状态。 
打开原理图后，当前原理图页面的所有操作都可以用【Undo】命令来恢复。 
选择菜单命令【Edit】/【Redo】，或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执行

Redo功能。 

二、 移动（Move） 
选择菜单命令【Edit】/【Move】，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

对象（元件、网络名、注释文字等），释放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即可执行移动功能。在操

作完成后可以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结束操作。 

三、 拷贝（Copy） 

选择菜单命令【Edit】/【Copy】，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对

象（元件、网络线、注释文字等），释放鼠标左键，拖动鼠标，放置复制后的对象，即完成

了拷贝功能。 
选择菜单命令【Edit】/【Copy All】，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接下来的操作同

【Copy】操作。【Copy All】命令会使对象的一些外加特性也进行拷贝，如拷贝一根网络线
时，【Copy All】命令会将网络线的网络名也进行拷贝。 
选择菜单命令【Edit】/【Copy Repeat】，会连续执行拷贝操作，达到复制的数目为止。 

四、 删除（Delete） 
选择菜单命令【Edit】/【Delete】，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

对象（元件、网络线、网络名等），即可完成删除功能。 

五、 旋转 
选择菜单命令【Edit】/【Spin】，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对

象（元件、网络名等），即可对对象进行旋转。 
选择菜单命令【Edit】/【Rotate】，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

对象（元件、网络名等），即可对对象进行镜像旋转。 
选择菜单命令【Edit】/【Mirror】，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

对象（元件、网络名等），即可对对象进行镜像操作。 
图 3-14 所示为以一个输入端口为例，从上往下依次是对象本身、对对象进行两次旋

转、对对象进行两次镜像旋转、对对象进行一次镜像后各自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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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对象的各种操作状态 

六、 分开重叠的对象（Object） 
选择菜单命令【Edit】/【Split】，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对

象，移动对象，即可分开重叠的对象。 

七、 绘制圆形 
选择菜单命令【Edit】/【Circle】，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用鼠标左键在原理图页面

中单击，然后释放鼠标左键，拖动鼠标确认圆形大小后，即可在原理图页面中绘制圆形。 

八、 绘制圆弧 

选择菜单命令【Edit】/【Arc】，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用鼠标左键在原理图页面

中单击，拖动鼠标，达到特定长度后再单击鼠标左键，拖动鼠标确认圆形大小后，即可在原

理图页面中绘制圆弧。 

九、 文字操作 

添加文字注释 
选择菜单命令【Text】/【Note】，或者单击工具栏中 按钮，即可在弹出的【Note】对

话框中添加文字注释。填写完毕后，可以按行放在原理图页面上。该功能主要用来对原理图

添加一些注释文字说明，增加原理图的可读性。 

文字放大和缩小 
选择菜单命令【Text】/【Increase Size】，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选择注释

文字，即可对注释文字进行放大。一般一次放大倍数是原来大小的 1.25 倍。也可以按下 F8
键，进行文字的放大操作。 

选择菜单命令【Text】/【Decrease Size】，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再选择注

释文字，即可对注释文字进行缩小。一般一次缩小为原来大小的 80%。也可以按下 F9 键，
进行文字的缩小操作。 

文字大小的设置 
最好是在画原理图之前，即设置好文字的大小。主要是网络名的大小、注释文字的大小

等。选择菜单命令【Tools】 /【Options】进入【Concept Options】对话框，然后单击
【Text】选项卡进行设置。 
建议将 Text 的【Size】设置为 0.066，与【Pin Number】的大小设为一致，会方便以后

的原理图查看、查错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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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显示 

在 Concept HDL 中可以高亮显示选择的对象，也可以显示元件、网络、属性、坐标等
信息。 

一、 高亮和关闭高亮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Highlight】，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用鼠标左键单

击对象，可以对对象进行高亮。可以选择高亮元件、符号，也可以选择高亮网络（net）。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Dehighlight】，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用鼠标左键

单击对象，可以取消高亮。 

二、 显示附加属性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Properties】，或按下 F6 键，即可以显示附加属性，如元件

和网络的名称、赋予的值等，包括一切不可见的附加属性，图 3-15 所示为一个电容元件的
属性显示。 

 
图3-15   原理图中附加属性的显示 

显示包括路径属性、管脚名、网络名等附加属性。 
移动鼠标，即可以恢复正常页面，去掉属性显示。 

三、 显示（Display）菜单的其他内容 
显示菜单的功能比较多，这里只介绍一下常用的显示功能。其他显示内容读者可以自行

试验。 

注意：一些显示的内容是在命令控制台窗口中显示的。 

选择【Display】/【Attachments】，或按下 F4 键，即可显示网络名与网络线、位号与元
件等属性的连接关系。这一点很有用，可以检查网络线上的网络名与该网络线是否是对应

的，防止出现网络名放在网络线上，但实际上并不对应的现象。 
连接属性显示如图 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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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连接属性显示 

四、 显示栅格（Grid） 
选择【Tools】/【Option】命令，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Grid】选项卡，即可对原理

图页面的网格格点大小、符号的格点大小等进行设置。可以选择格点的样式，如原点、短线

方式。 
选择【View】/【Grid】命令，可以在原理图页面中显示格点。 

五、 标记（Markers） 
选择【Tools】/【Markers】命令，即可以打开【Markers】对话框，如图 3-17所示。 

 

图3-17   【Markers】对话框 

如果当前的原理图页面有错，则【Markers】对话框会将错误、告警信息显示出来。可
以根据提供的错误、告警信息，逐一对原理图进行修改。也可以选择【Tools】/【Check】
命令，然后单击 按钮来查看【Markers】对话框的内容。 

3.3.5  应用 Stroke 

下面介绍一下 Concept HDL中笔画命令 Stroke的应用方法。Stroke是 Concept HDL原
理图输入系统提供的一种比较灵活方便的使用鼠标输入命令的一种方法。使得原理图设计人

员可以方便地一直使用鼠标来进行工作，而省去了选择菜单选项的麻烦，从而提高了工作效

率。 
Concept HDL提供的 Stroke图形如表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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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Stroke图形与命令对照表 

 
元件属性显示 

 
文字注释 

 
放大 

 
改变 

 
显示路径等属性 

 
复制 

 
布线 

 
窗口向下平移 

 
窗口向上平移 

 
窗口向左平移 

 
窗口向右平移 

 
选择 

 
撤消 

 
元件部件版本改变 

 
删除 

 
退出 

 
移动 

按下鼠标左键，在原理图页面中勾画出相应的字符图形，即可以执行相应的操作。如画

出 ，即进行页面的放大等；画“W”进行全局缩放等。 
注意，画字符时，注意用一定的顺序来画，顺序画反了是不能执行相应功能的。 
在命令控制窗口输入“set stroke off”，即可关闭 Stroke功能。在命令控制窗口输入“set 

stroke on”，即可开启 Stroke功能。 
笔画命令图形也是可以进行修改的，在命令控制窗口键入“ stroke”，即可弹出

【Strokes】对话框，如图 3-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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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修改 Stroke对话框 

其中，“×”表示鼠标的起始画的位置。用鼠标左键在原理图页面中勾画出此图像，即

可执行 ROUTE命令。可以自己定义 Stroke图形，执行相应的命令。 

3.3.6  群组（Group） 

所谓群组就是原理图对象的集合，可以包含符号、属性、注释等。可以对群组执行诸如

拷贝、删除等操作。管脚不能单独加入群组。下面介绍群组的使用。 

一、 建立群组 

选择菜单命令【Group】/【Create】/【By Rectangle】，或者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可以以矩形方式建立一个群组。 
具体方法是单击 图标后，先在原理图某处用鼠标单击一下，然后释放鼠标左键，拖

动鼠标将所需的元件都框进去，再按下鼠标左键即可。 
也可以选择菜单命令【Group】/【Create】/【By Polygon】，或者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

中的 图标，即可以以不规则多边形方式建立一个群组。 
选择菜单命令【Group】 /【Create】 /【By Expression】或者单击 图标，弹出

【Pattern】对话框，如图 3-19所示。在【Pattern】栏输入元件名称、属性名称等，然后单击
按钮即可以表达式的方式生成群组。比如输入“resistor”，那么所有的电阻都显示

为高亮。 

 
图3-19   【Pattern】对话框 

除了上面介绍的群组命令外，还有【Group】/【Create】 /【 Include】和【Group】 /
【Create】/【Exclude】命令，分别为添加对象到群组中和在群组中去掉对象。 

注意：群组建立之后，在命令控制窗口会显示当前的群组所包含的元件数、附加属性数、文字注释数、网

络数、节点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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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群组操作 

群组建立之后，可以对其进行类同对元件的操作。 
下面介绍一下常用的操作。 
选择【Group】/【Move】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对群组进行移动。 
选择【Group】/【Copy】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对群组进行复制。 
选择【Group】/【Copy All】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对群组进行全部复

制操作。即会将群组的位号、附加属性值（电阻值等）、网络线的网络名等进行复制。 
选择【Group】/【Delete】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对群组进行删除。 
群组的另一个比较有用的作用是可以进行 Concept HDL页面之间的原理图拷贝。 

原理图页面拷贝 
1. 先打开原理图页面的第 1页。 
选择【File】/【Open】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打开如图 3-20 所示的对
话框。 

 

图3-20   【View Open】对话框 

选择图 3-20中的 MB的子目录 sch_1中的 Page 2。然后单击 按钮，打

开第 2页原理图。 
现在，选择【Window】菜单，可以查看到打开了两页原理图，单击即可在两页原
理图之间进行切换。 

切换到第 1 页，建立群组，然后复制该群组。保持复制状态，选择【Window】菜
单，将原理图页面切换到第 2 页。放置复制的群组，即可以完成页面之间原
理图内容的复制。 

3.4  绘制电路原理图 
下面介绍原理图的绘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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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产生一个设计页 

选择【File】/【New】命令，或者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就可以创建一个

新的设计页面。 

3.4.2  设置格点 

选择菜单命令【Tools】 /【Options】，打开【Concept Options】对话框，然后单击
【Grid】选项卡，即可以对画原理图的页面格点进行设置。 

为了和原理图库封装一致，以及页面的统一美观，建议不更改这些设置。其中第一项设

置一般设置为 0.100，如果原理图器件封装的管脚间距设置为 0.050，则该项也要设置为
0.050，与元件库封装管脚间距保持一致。 
选择菜单命令【View】/【Grid】，可以在原理图页面中显示格点。 

3.4.3  调入图框 

如果在前边原理图设置通用选项中设置了缺省的图框，那么打开一个新的设计页就会自

动添加设置的图框。也可以选择菜单命令【Component】/【Add】，或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
栏中的 按钮在原理图中设置图框。 
在 Cadence的 Standand库中自带原理图边框封装，选择 C SIZE PAGE放置。 
Cadence 自带的原理图边框上标有横向 1/2/3/4…，纵向 A/B/C/D…，可以组合将原理图

分为 48 个区域，可以方便的对原理图进行交叉标注。用户也可以自己制作原理图边框，可
以保持原理图页面风格统一，而且方便打印。 

3.4.4  放置、删除和移动元件 

• 放置元件 
单击工具栏中 按钮，或者选择【Component】/【Add】命令，就可以放置元件，如图

3-21所示。 

 
图3-21   添加元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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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ibrary】下拉列表中选择库“discrete”，在【Cell】栏选择“resistor”，然后左键
单击 按钮，弹出【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选择元件的其他
属性（比如同一封装下不同公司的元件、不同的物理封装等），如图 3-22 所示。选择其中
一行，回到 Concept HDL界面，放置元件。 

注意：如果没有打开【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选择元件，保存原理图时会报告“Place holder property 

needs value set.”，原因是元件符号中的属性没有赋值。 

 

图3-22   【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 

• 删除元件 
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Edit】/【Delete】，然后再用

鼠标左键单击元件，即可将元件删掉。 
• 移动元件 
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Edit】/【Move】，再用鼠标左

键单击元件，即可移动元件。 

3.4.5  绘制导线 

鼠标左键单击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Wire】/【Draw】，即可以绘制导线。一般
使用此种绘制导线的方式。 
鼠标左键单击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Wire】/【Route】，也可以布线。这种绘制

导线的方式类似于自动布线。 

3.4.6  添加和修改网络名称 

要向绘制好的导线添加网络名称，可以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者选择

菜单命令【Wire】/【Add Signal】，即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导线的网络名，如图 3-23 所
示。 
放置网络名到导线上，按 F4 键可以查看网络名与导线是否有效相连。可以一次性写一

组网络名，然后依次放在相应导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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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网络名命名对话框 

需要修改网络名称时，用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

【Text】/【Change】，然后再选中需要修改的网络名，修改后按回车即可。 
添加网络名称也可以在用【Wire】/【Draw】命令绘制导线时，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Signal Name】命令，弹出【Signal Name】对话框，然后在对话框中填写信
号名称。 

在命名信号名称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信号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 
(2) 命名不能是 VHDL和 Verilog关键字； 
(3) 命名不分大小写； 
(4) 不能使用“；”、“～”、“‘”、““”、“！”字符，“*”字符只能用在信号末

尾。 

3.4.7  绘制总线分支线和加网络名 

先绘制一条普通的导线，填写网络名时，写成总线名方式，如 DATA<15..0>，即可绘
制完总线。 
首先介绍一下单独给每个总线分支线命名。在对应元件位置绘制普通的导线，然后选择

菜单命令【Wire】/【Bus Name】，弹出【Bus Name】对话框，如图 3-24 所示。在【Bus 
Name】栏填写网络名，选择总线的宽度，可以将总线的每一位名称分别赋予不同的导线。
放置时先单击鼠标左键，释放鼠标左键，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贯穿每条分支线，然后单击

鼠标左键，即可将该位的总线网络名放置到导线上，注意首先单击的位置为总线高位。网络

名称的放置参见图 3-25和图 3-26。 

 
图3-24   总线名命名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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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执行放置的总线网络 图3-26   放置后的总线网络 

绘制总线分支线还有另一种方法，选择菜单命令【Wire】/【Bus Tap】，绘制总线分支
线，将元件的管脚与总线相连，如图 3-27所示。 

 
图3-27   总线与元件管脚的连接 

然后选择菜单命令【Wire】/【Bus Tap Values】，弹出【Bus Tap Range】对话框，如图
3-28 所示。在对话框中填写总线的最高位、最低位、递增宽度等，然后单击鼠标左键，释
放鼠标左键，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贯穿每条分支线，然后单击左键，即可将一条总线相应

位信号一次设置，放置过程参见图 3-29和图 3-30。 

 
图3-28   总线网络的宽度以及最高位、最低位的定义 

  
图3-29   执行命名的总线网络 图3-30   命名后的总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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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信号名称的步进参数（step）可以按照如下语法设置： 
<bit1..bit2:step>，比如<31..0:2>，总线的位数相应为 30 28 26 ... 6 4 2 0； 
<bit1:bit2:step>，比如<9:1:3>，总线的位数相应为 7 4 1； 
<bit1..bit2,step>，比如<8..0,2>，总线的位数相应为 8 6 4 2 0。 
步进参数可以为负数，比如-2、-3。如果使用上述方式命名总线，使用全局搜索命令不

能查找到网络名称。 

3.4.8  添加输入/输出端口 

在层次原理图的顶层原理图中，一般会调用几个原理图模块符号。在几个原理图模块符

号间，一般都有互连的信号网络。对于模块内部的原理图信号，如果要与模块外部的信号相

连接，那么模块内原理图对应的信号要加上相应的端口符号，如 OUTPORT、INPORT、
IOPORT 等，这些符号在 Cadence 提供的 standard 库中。添加端口和添加元件的命令相同，
选择菜单命令【Component】/【Add】，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standard 库，添加相应
的符号。 

对于不同页间的网络名，可以加上 OFFPAGE，与添加输入、输出端口的方式相同。添
加端口的信号都要进行命名。 

3.4.9  添加电源及接地符号 

对于元件的电源、地管脚，需要接上电源以及接地符号，同样使用添加元件的方式加

入。 
Cadence带的标准库中有 VCC_ARROW、VCC_BAR、VCC_BAR和 VCC_WAVE 等电

源符号，有 GND_EARTH、GND_FIELD SIGNAL、GND_POWER 和 GND_SIGNAL 等
GND符号。 
也可以自己制作电源、GND符号元件库，以方便以后的使用。 
放置完电源、GND 符号后，可以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打开电源 GND_POWER 的

属性对话框，修改其中的 HDL_POWER 对应的 Value，将其改为需要的网络名，如 GND，
如图 3-31所示。 

 
图3-31   电源、接地符号的属性显示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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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放置线路节点 

导线需要分叉时，可以在一条网络上直接画一条导线，Cadence 会自动添加 DOT 点。
DOT 点表示交叉的两条导线是同一个网络名。也可以选择菜单命令【Wire】/【Dot/Connect 
point】来手动添加 DOT点。 

3.4.11  编辑属性 

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选择菜单命令【Text】/【Attributes】，即可对元件、电源/
地、导线等的属性进行查看、编辑，如图 3-32 所示。比如在符号中隐含电源管脚的元件需
要添加 POWER_GROUP属性，在原理图中调用元件之后，相应的信号名称也需要按照实际
情况进行修改。 

 
图3-32   属性编辑对话框 

3.4.12  编辑页 

• 新建页面 
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File】/【Edit Page/Symbol】/【Add New 

Page】，可以新建一个原理图页面。 
• 页面向前翻 
按键盘上的 Pg Up 键，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可实现向前翻看页面，该功能还可

以通过菜单命令【File】/【Edit Page/Symbol】/【Previous Page Up】来实现。 
• 页面向后翻 
按键盘上的 Pg Dn 键，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可实现向后翻看页面，该功能还可

以通过菜单命令【File】/【Edit Page/Symbol】/【Next  Page Down】来实现。 
• 打开某一特定页面 
可以选择菜单命令【File】/【Open】打开【View Open】对话框，如图 3-33 所示，然

后选择相应打开的某一页。注意【Library】要选原理图工程中的顶层库，而不是元件库，
【View】选择“Sc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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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打开原理图页面对话框 

上面的操作实际上是新开了一个窗口，当前页窗口并没有关闭。 
• 拷贝页面 
拷贝页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拷贝同一个工程中的某个页面，可以采用上面的方法，打

开一个新页，然后采用群组拷贝命令将原理图拷贝即可。另外一种情况是拷贝其他工程中的

某一页，一般不建议直接拷贝原理图的页文件，比如 page1.cpc、page1.csa、page1.cpc、
page1.csv 等文件，可能会导致比较多的错误和告警提示，导致打包不能正常进行。而且要
注意两个工程中的库的指向以及命名最好一致，否则打开复制后的页面后会出现非常多的告

警提示。 
需要在控制窗口采用页操作命令比如 page force reset等来重新安排页的顺序。一般按照

如下方法来拷贝其他工程的页面。 
将另外一个工程的设计目录，比如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5\worklib 下面的 cpu

目录拷贝到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6\worklib 目录下面，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同
时打开当前原理图的一个空白页，再打开 CPU 设计的一页，进行页面直接的群组拷贝即
可。拷贝完成后将 CPU 目录删除即可。也可以打开需要拷贝的页面，另存为其他设计页即
可。选择菜单命令【File】/【Save As】即弹出【View Save As】对话框，选择需要保存的
【Cell】（设计名称），注意【View】的设置为原理图，修改要保存的页码【Page】，然后
单击 按钮即可，如图 3-34所示。 

 
图3-34   视图另存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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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检查原理图 

当原理图设计完成之后，需要对原理图进行检查。 
• 位号、电源/地网络检查 
每一个元件都需要设置位号，位号不能重叠。也可以在后面的原理图打包时自动产生位

号。位号的设置要同元件建库时的字符头一致，如 IC 器件一般为 U1 等，电阻一般为 R1
等，电容一般为 C1 等。一般建议手动添加位号，可以方便几个人分工合作画原理图，也方
便料单的生成、管理等。 
电源、GND 的检查。电源的检查比较重要，电源的种类，如 5V、3.3V、2.5V、1.8V

等要确保没有接错，没有漏接等。电源符号一般是全局信号，在层次原理图设计中，不用加

输入输出端口。有些器件的电源输入是内含在封装里面，用文本方式录入，这时，书写一定

要正确，因为原理图在检查时是不会报错的（比如 GND 写为 GDN 等时，进行原理图自动
检查时是检查不出来的）。 

GND的检查同电源的检查规则。 
• 单网络的检查 
选择菜单命令【Tools】/【Packager utilities】/【Electrical Rules Check】，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只选择【Single Node Net】项（参见图 3-35）。单击 RUN，即可产生单网络报告文本文
件。可以根据所报告的网络名来进行检查修改。 

 

图3-35   单网络的检查设置 

• 信号互连检查 
因为单网络检查并不能保证原理图网络是否连错了等其他错误，所以我们还有必要对原

理图进行信号的互连检查。 
选择菜单命令【Tools】 /【Expand Design】，然后选择菜单命令【Tools】 /【Global 

Find】，启动【Global Find】对话框进行网络名的查找，要输入网络名进行查找（注意选择
【Net】项），如图 3-36 所示。也可以根据元件位号来全局查找元件，如图 3-37 所示（注意
选择【Cell】项）。 

选择菜单命令【Tools】 /【Expand Design】，然后选择菜单命令【Tools】 /【Global 
Navigate】，会弹出【Global Navigation】对话框。然后用鼠标左键单击导线，对话框中就会
显示互连网络来。用鼠标左键逐一单击查看连的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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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全局查找对话框 图3-37   元件的全局查找方法 

• 其他方面的检查 
除了位号的检查、电源/GND 的检查、单网络的检查、信号互连的检查，其他方面的检

查也很重要。一般包括总线连接的检查，如数据总线是否接反了，地址总线是否接反了，地

址总线的最低位是否接正确了，OD 门或 OC 门输出是否接上拉电阻了（要接），匹配电阻
是否加了，上下拉电阻是否加正确了，原理图每页是否有相应的注释说明文字等。 

3.4.14  保存原理图文件 

选择菜单命令【File】/【Save】，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保存原理图当前页。

如果存盘过程中有错误，则会弹出如图 3-38所示的对话框。 

 
图3-38   原理图存盘中的错误提示 

单击 按钮，可以具体查看错误内容，并根据提示进行相应修改，如图 3-39
所示。 

 
图3-39   Markers对话框中的错误提示信息 

用鼠标左键单击 ERROR 提示文字，可以看到出错的地方，根据提示的信息可以进行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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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File】/【Save All】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可以将工程中的所有原理

图页面进行保存。 
选择【File】/【Save As】命令，可以另存原理图页面。 
选择【File】/【Save Hierarchy】命令，保存同一模块下的所有原理图页面。 

3.5  打包原理图文件 
打包工作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首先翻译原理图的逻辑输入到物理设计，准备进行布局布线； 
(2) 导入物理设计变更到原理图中，比如交换管脚、属性变更等（此内容在后面

章节介绍）； 
(3) 生成 BOM（料单）； 
(4) 电子规则检查； 
(5) 生成网表报告。 
下面首先介绍一下原理图的打包操作。本节的练习请参考配套光盘中的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4”目录。 

3.5.1  原理图打包 

打包分为两个流程，一个是普通传统的打包流程，一个是有约束管理器介入的打包流

程。本节仅介绍普通的打包流程，有约束管理器的流程在后面章节介绍。 

原理图打包 
1. 在 Concept HDL界面选择菜单命令【File】/【Export Physical】，弹出【Export 

Physical】对话框，如图 3-40 所示。也可以在项目管理器界面单击 图标，在

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xport Physical】命令启动对话框。 

 
图3-40   原理图的打包对话框 

选择【Package Design】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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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Package Option】栏的【Preserve】选项，其功能是保留所有以前的打包信
息。【Optimize】的功能是重新打包成更紧密的模块，【Repackage】的功能
是忽略以前的打包结果，重新生成打包文件。 

单击 按钮进入【Package Setup】对话框，如图 3-41 所示。使用此对话框
来设置打包属性，比如元件的定义属性、创建过滤器阻止某些属性的打包、

指定打包输出文件的属性列表等。一般不建议经常更改此设置。 

 
图3-41   【Package Setup】对话框 

单击 按钮退出。 
回到【Export Physical】对话框，如果需要更新 PCB 则选择【Update Allegro 

Board(Netrev)】选项，如果已经有了 PCB 模板，单击【Input Board】后面的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PCB 模板，然后单击 按

钮。如果没有模板，则单击【Output Board】后面的 按钮或者直接输

入 PCB输出文件名称即可。 
如果需要反标原理图就选择【BackAnnotate Schematic】选项，比如 refdes（参考位
号）属性就反标回原理图。注意这个反标不是反标 PCB 的变更回原理图，而
是更新由于原理图的变更而产生的信息。 

单击 按钮即可进行原理图打包，如果打包成功会弹出打包成功对话框，

如图 3-42所示。 

 

图3-42   打包成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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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原理图过程中有可能会出错，此时会显示如图 3-43 所示的对话框。单击
按钮可以查看出现的错误，根据提示的信息来修改原理图。也可以查看 pxl.log 文件来查找
错误，文件位于 packaged路径下面。 

 

图3-43   打包不成功的错误提示 

常见的错误是元件属性设置错误，可以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来填写或修改元件的属

性、值的设置等。如果库错误或者没有打开 PPT 表格调用元件，也可以单击元件，在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Modify】命令，然后选择同一封装下的某个元件，弹出【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选择正确的元件更新即可，如图 3-44 所示。修改完相应错误，再开始原理
图的打包，直到打包成功。 

 

图3-44   原理图中元件的属性选择（如封装等） 

3.5.2  输出料单 

在原理图设计完成后，需要输出料单用于生产，输出的料单格式可以是文本、扩展表单

和 HTML格式的。料单的输出支持模板定制，可以根据需要定制合适的模板。 

选择菜单命令【Tools】/【Packager Utilities】/【Bill of Materials】，会弹出如图 4-45所
示的【BOM-HDL】对话框。也可以在项目管理器界面选择菜单命令【Tools】/【Packager 
Utilities】/【Bill of Materials】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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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料单的输出设置对话框 

其中，Cadence安装目录\share\cdssetup下的 template.bom为 Cadence自带的料单模板文
件，也可以自己制作模板文件后，替换这个文件。 
【Output】项用于设置输出文件的目录以及输出文件名等，可以自己修改输出目录以及

输出文件名。 
【Report Format】栏用于选择输出文件的格式，有文本格式、扩展表单格式和 HTML

格式供选择。 
设置完成之后，单击 按钮即可产生料单报告文件。 
如果需要定制料单模板，单击 按钮进入【Customize Template】对话框，如图

3-46 所示。在【Report Parameters】选项卡中可以定义报告标题、行列分隔符、参考位号、
结构件、杂项（比如表头）等内容。在【Physical Part Specifications】选项卡可以指定料单
中所需的原理图的属性，如图 3-47所示。设置完成单击 按钮保存。 

 
图3-46   【Customize Template】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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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   【Physical Part Specifications】选项卡 

3.5.3  网表报告 

Cadence 可以创建不同格式的网表报告。选择菜单命令【Tools】/【Packager Utilities】/
【Netlist Reports】，在弹出的【Netlist Reports】对话框（参见图 3-48）中进行设置，即可生
成网表报告文件。可输出的几种网表报告请见表 3-12。在项目管理器界面选择菜单命令
【Tools】/【Packager Utilities】/【Netlist Reports】也可启动【Netlist Reports】对话框。 

 
图3-48   网表报告的设置对话框 

表 3-12                          几种网表格式描述 

网表格式 描述 

dialcnet.dat 简明网表文件（以网络名排序） 

dialbonl.dat 简明位号排序网表文件 

dialcprt.dat 简明元件列表文件 

dialpgnd.dat 电源、地列表文件 

dialstf.dat 元件分类列表文件（将不同元件隔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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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ERC-DXT工具 

Cadence 的电子规则检查工具可以进行兼容性输出、单节点网络、源/驱动、网络驱动

和管脚方向的检查。选择【Tools】/【Packager Utilities】/【Electrical Rules Check】命令，
会弹出如图 3-49 所示的对话框。也可以在项目管理器界面选择菜单命令【Tools】 /
【Packager Utilities】/【Electrical Rules Check】启动该对话框。 

 

图3-49   电气规则检查对话框 

选择【Check】中的选项，可以对原理图进行电气规则属性的检查。选择完成后单击
按钮即可产生相应的报告文件。各个选项检查的内容介绍如下。 

• 【Component Output】：网络中的所有输出都应该有同样的输出类型。 
• 【Single Node Nets】：所有的网络都应该有至少两个节点。 
• 【】Source/Driver：每个网络都应该至少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如果是双向
管脚，必须有两个。如果不检查某个网络或者管脚的话，给管脚或者网络添加

NO_IO_CHECK属性。 
• 【Net Loading】：每个输出管脚都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如果不检查某个网
络，给管脚或者网络添加 NO_LOAD_CHECK或者 UNKNOWN_LOADING属
性。 

• 【Pin Direction】：设计中的每个管脚都应该定义为输入、输出或者双向。如
果不检查某个网络或者管脚，给网络或者管脚添加 NO_DIR_CHECK属性。 

3.6  传递数据到 PCB（Allegro） 
3.5节介绍了原理图的打包，本节在原理图打包成功的基础上，说明传递数据到 PCB的

方法。 
打包完成后，即可进行原理图的数据传递到 PCB（后缀为*.brd 文件），如图 3-50 所

示。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Input Board】栏不能为空，需要选择一个文件名。这个文件不一

定是*.brd文件，也可以是*.txt等格式的文件。 
在【Output Board】栏中，写上输出的.brd文件的名称 y1_new.brd。 
单击 按钮，即可以生成后缀为.brd的 PCB文件。 
在产生 PCB 文件的过程中，可能会报一些错误，导致.brd 文件不能正确生成。具体查

看错误的方法请见 3.5.1节。下面给出一些常见错误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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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   *.brd文件的生成 

一般要根据错误提示信息，找到原理图中报错的模块或元件，根据提示来修改。一般错

误会集中在器件的属性中，位号没有正确写入，元件的封装信息没有正确写入等，要自己手

动修改。还有可能是原理图库已经更新，原理图中使用的还是旧库，这时也会报错，这样一

般直接删掉该原理图库，重新调入即可。不过要注意，要更新编辑自己原理图库中的 Stack
部分。另外，要注意及时存盘，存盘时也会报一些错误，及时修改错误再保存，后面生成

PCB文件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就会比较少。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Export Physical】对话框中的【BackAnnotate Schematic】项在第一

次网表生成以后，建议不要打勾选择。以后增加的元件等，自己手动填写位号等信息。 
然后，在项目管理器界面单击 按钮，即可在打开的 Allegro 软件中，调入 PCB 文件

进行编辑。 
也可以在 Allegro 界面中选择【File】/【Open】命令，即可选择相应的后缀为.brd 的

PCB文件来进行 PCB设计。 
一般在 PCB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将最新的原理图的更改情况体现到 PCB的设计当中。 
一般是原理图修改完毕之后，重新打包，重新生成.brd 文件。在生成.brd 文件时，需要

注意的是，在【Input Board】栏中要写入需要更新的 PCB文件名，而【Output Board】栏中
要写上输出的.brd文件的名称。 

然后单击图 3-50中的 按钮，更新或者重新生成 PCB文件。 

3.7  交叉标注原理图 
Cadence 可以方便地对原理图进行交叉标注，使得查找网络的互连以及看图更容易。本

节的练习请参考配套光盘上的“cadencelab\conceptlab\y1_archive”目录。 

交叉标注原理图 
1. 打开项目 y1，然后打开原理图。 
打开原理图的第一页，跨页的信号需要添加出页符号 OFFPAGE，此符号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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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库中。结果如图 3-51所示。 

 

图3-51   为第一页添加出页符 

打开原理图的第二页，同样添加出页符号 OFFPAGE，如图 3-52 所示。请注意在
添加出页符号 OFFPAGE 时，用鼠标右键点击该 OFFPAGE，在弹出菜单中选
择“version”选项，可以改变 OFFPAGE 的属性，如显示为“ IN”还是
“OUT”等。 

 

图3-52   为第二页添加出页苻 

选择菜单命令【File】/【Save】，保存两页原理图。在 Project Manager中选择菜单
命令【Tools】/【Crefer】，会弹出如图 3-53所示的对话框。 

 
图3-53   原理图的交叉标注对话框 

单击 按钮，就可以完成对原理图的交叉标注。 

标注完的原理图，以第一页为例，原理图中自动增加了交叉标注部分，如图 3-54 所
示。 

 
图3-54   交叉标注完成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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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A0 网络连接到原理图第二页中的 B6 区域（原理图框纵向从下往上依次是
A、B、C、D，横向从右往左依次是 1、2、3、4、5、6、7、8）。根据此提示，我们可以
方便地在第二页的纵向为 B、横向为 6的区域找到 A0网络。 
通过原理图框的交叉标注，也可以标注页码等信息。 

3.8  原理图打印 
下面首先介绍一下原理图打印的设置。 

3.8.1  设置打印机 

选择菜单命令【File】/【Plot Setup】，可以进行打印机的设置，如图 3-55所示。 

 

图3-55   打印页面设置对话框 

一般要选择【Fit To Page】选项，可以完整地将当前原理图页面打印在一张纸中。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打印机属性、纸张大小、纵向打印还是横向打

印等。 

3.8.2  打印输出 

选择菜单命令【File】/【Plot Preview】，可以预览打印的效果，帮助进行打印设置。 
可以直接在打印预览界面中单击 按钮进行原理图页的打印，也可以选择菜单

命令【File】/【Plot】，启动【Plot】对话框，打印原理图页面，如图 3-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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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6   【Plot】对话框 

选择【Hierarchy】选项扩展打印对话框，如图 3-57 所示，可以选择是否打印子设计原
理图。 

 
图3-57   扩展打印对话框的显示 

选项设置完成单击 按钮，打印原理图。 

3.8.3  原理图保存成 PDF文件 

要将原理图保存成 PDF文件，首先要安装 Adobe Acrobat或者 pdfFactory Pro等软件。
安装完成之后，即可进行将原理图保存成 PDF文件的工作。 
选择【File】/【Plot】命令，会弹出如图 3-58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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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8   原理图保存成 PDF 文档设置对话框 

在【Name】栏选择“Adobe PDF”，然后单击 按钮，弹出【Save PDF File 
As】对话框，输入文件名称，单击 按钮即可。 

3.9  原理图文件的归档（Archive） 

归档功能可以拷贝所有项目中使用到的库到归档目录，可以让设计者打开原理图而不必

连接到库服务器。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选择菜单命令【Tools】/【Archive】/【New Archive】，可以对原理
图进行归档，如图 3-59所示。如果要打包所有的设计则选择【Archive All Designs】选项。 

 
图3-59   原理图文件归档设置对话框 

单击 按钮，归档成功后会弹出如图 3-60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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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0   归档成功显示信息 

比如项目 conceptlab4 归档成功后，会在相同的目录下新建一个 conceptlab4_archive 目
录。在 conceptlab4_archive 目录下，可以打开归档后的工程文件，检查修改原理图等。
conceptlab4_archive 目录下还会建立一个 archive_libs 目录，包含了项目 conceptlab4 用到的
原理图库等。这样，归档后的项目文件容量比较小，便于存档，而且阅读该原理图的读者可

以不必再进行原理图库的指向等设置。 

3.10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 Concept HDL 原理图设计系统。介绍了原理图的设计步骤，Concept 
HDL 的启动，Concept HDL 的设计窗口、常用菜单、常用工具栏的使用、绘制原理图的基
本操作、原理图的打印、打包原理图文件、归档原理图文件等操作。 
看完本章，读者应该可以自己创立一个原理图工程文件，画一个完整的原理图，并进行

打印、打包和归档等操作。 

3.11  习题 

创建一个原理图工程，制作一个两页以上的原理图。放置边框，添加注释，保存原理

图。进行原理图的交叉标注。将原理图保存成 PDF 文档。生成网表、料单，进行单网络检
查。进行原理图的归档。 



第4章  设计层次化原理图 

前边章节已经介绍过 Cadence工具支持平面和层次原理图设计，在第 3章主要讲解了平
面原理图的设计方法，本章将主要介绍 Concept HDL的 Block（模块）的应用和层次化原理
图的设计方法。 

4.1  层次化设计的技术特点 
Cadence 可以支持的设计技术包含平面、结构化和层次化设计。平面设计比较简单，容

易查错。结构化设计技术使用 SIZE 属性来支持设计，可以简化总线结构和最小化元件和互
连的数量。层次设计技术使用符号代表功能，并能重复调用。大的设计可以分为多个功能模

组，并且重用电路比较高效。 
在 Concept HDL 中进行层次设计可以支持自顶向下（Top Down）和自底向上（Bottom 

Up）方法。所谓层次化原理图设计，就是将比较大的复杂的设计分为多个子设计，每个子
设计还可以再分为多个子设计，每个子设计一般代表一个逻辑功能。配套光盘中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4”目录下的原理图就是一个简单的层次设计，层次结构
如图 4-1所示。在此层次图中，MB调用了MEMORY和 OSC两个模块，其中MEMORY是
从原理图库中调用的，由此可见设计成熟的标准模块，可以方便地被设计重用，能够提高设

计效率，而且层次的多少是没有限制的。当然在图 4-1所示的例子中也可以将 MB中除模块
部分的 MPC860_A 的电路也生成模块，然后在 MB 中调用此模块，这样看起来层次更分
明，如图 4-2所示. 

 
图4-1   层次结构图 

 
图4-2   改进的层次结构图 

在层次设计的两种方法中，自顶向下的设计就是首先创建顶层的原理图，然后添加代表

每一个逻辑功能的电路模块，最后设计每个模块的原理图。例如在图 4-2 中，首先创建 MB
原理图，然后添加 MPC860_A、MEMORY 和 OSC 模块，最后创建各个模块的原理图；自
底向上的设计就是先创建每个模块的原理图，然后创建或者生成模块符号，最后在顶层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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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调用模块。 

4.2  模块的创建 
在层次化原理图设计中，如图 4-2所示的 MEMORY就是一个 Block（模块）。在自顶向

下的设计方法中，首先要创建模块符号，然后可以用具体的功能原理图来替换符号。替换之

后，用鼠标左键双击原理图中的模块符号即可进入层次原理图的底层来设计原理图页面。所

有的模块都有 BLOCK=TRUE 属性，这个属性不能编辑，因为 Design Entry HDL 不支持这
个特性。模块符号的一般规则如下： 

• 左边的管脚是输入； 
• 右边的管脚是输出； 
• 上边和下边的管脚缺省是 INOUT。 
下面详细介绍创建 Block的方法。 

4.2.1  添加模块符号 

选择菜单命令【Block】/【Add】，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然后在原理图页面中

用鼠标左键单击某处，释放鼠标左键，移动鼠标然后单击，即可在原理图中添加一个

Block，如图 4-3所示。 

 

图4-3   添加 Block 

Concept HDL会自动给新建立的 Block命名，比如现在的名称为“BLOCK3”，可以选
择菜单命令【Block】/【Rename】，弹出的【New Block Name】对话框如图 4-4所示。可以
在【Block Name】栏输入模块名称，比如“MEMORY”，然后用鼠标左键单击 按

钮，再单击模块，即可给模块重新命名。也可以用鼠标右键单击 Block，在弹出的菜单中选
择【Block Name】命令来进行修改。 

 
图4-4   Block重命名对话框 

Block 的外框大小可以调整，选择菜单命令【Block】/【Stretch】，或用鼠标左键单击工
具栏中的 图标，然后用鼠标左键单击 Block的边框，移动鼠标即可以改变模块的大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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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单击鼠标左键确定。 

4.2.2  添加模块符号管脚 

选择菜单命令【Block】/【Add Pin】/【Input Pin】（或者【Output Pin】、【Inout Pin】），
也可以直接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添加信号名（输完网络名后，

回车输入下一个网络名），如图 4-5所示。 

 

图4-5   Block添加管脚对话框 

不要关闭此对话框，将网络名移到模块中靠近边框处，单击左键可以放置管脚，如图

4-6所示。 

 
图4-6   添加管脚后的 Block 

重命名管脚可以选择菜单命令【Block】 /【Rename Pin】，在弹出的【Block Pin 
Rename】对话框中填写网络名，比如“BA1”，如图 4-7 所示。然后单击需要修改网络名的
管脚即可，结果如图 4-8所示。 

 
图4-7   重命名 Block管脚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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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修改了管脚名的 Block 

移动管脚可以选择菜单命令【Block】/【Move Pin】，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

可以移动 Block 的管脚。方法为先单击管脚，比如“BA1”，再释放鼠标左键，用鼠标左键
单击 Block的边框上的某处，即可将管脚挪到此处。 
删除管脚可以选择菜单命令【Block】/【Delete Pin】，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

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需要删掉的管脚，即可删掉 Block的管脚。 

4.2.3  编辑模块符号的属性 

选择菜单命令【Text】 /【Attributes】，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启动

【Attributes】对话框来编辑和查看 Block 的属性，如图 4-9 所示。图中显示的是缺省的属
性，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模块属性。 

 
图4-9   Block的属性显示 

4.2.4  在模块符号间连线 

选择菜单命令【Block】/【Draw Wire】（或【Route Wire】），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

钮或 按钮，即可在 Block间连线。 

4.3  设计层次原理图 
前边介绍过设计层次原理图有两种方法，首先介绍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 

4.3.1  自顶向下设计层次原理图 

本节将通过实例操作让读者掌握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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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顶向下设计层次原理图 
1. 首先打开项目 conceptlab7，并打开顶层设计“mb”的原理图。 
2. 按照 4.2 节介绍的方法添加模块“ MEMORY_A”、“ OSC_A”和
“MPC860_A”，如图 4-10 所示。“MEMORY_A”管脚图如图 4-11 所示。注
意库中已经有了符号“memory”，所以模块不能重名，否则会报告内存出错的
提示。将模块之间的连接线连好。 

 
图4-10   添加 3个模块 

 
图4-11   “MEMORY_A”管脚图 

3. 选择菜单命令【File】/【New】，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新建一个原理

图页面。 
4. 请参考库“memory”的原理图，在此页面放置一些基本的元件并连线。请注
意全局网络的输入输出端口符号的添加。 

5. 选择菜单命令【File】/【Save As】，在弹出的【View Save As】对话框中选择
“ conceptlab7_lib”库，单击“MEMORY_A”字样，【 Cell】设置为
“MEMORY_A”，【View】设置为“Schematic”，【Page】项可以选择存为第几
页，设置好后单击 按钮即可，如图 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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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新建原理图页面并与顶层原理图模块对应 

6. 采用同样的方法创建另外两个模块的原理图。 
选择菜单命令【File】/【Return】即可返回顶层原理图。用鼠标双击模块，或者单击工

具栏中的 按钮，可以进入底层原理图页面进行设计。在底层原理图页面中，单击工具栏中

的 按钮，即可返回顶层原理图页面。 

注意：如果模块中元件的电源/地管脚是隐含的，比如 MPC860 的电源地管脚在符号上是看不到的，需要按

照如下方法处理，否则隐含管脚不一定能正确地连接到网络上。 

参见图 4-13 所示的 MPC860 元件的属性，因为电源/地管脚隐含了，所以添加了
POWER_GROUP属性。 

 
图4-13   MPC860元件的属性 

如果模块中使用到了这个元件，需要修改 POWER_GROUP 属性值，比如
“VDDH=%VDDH;VDDL=%VDDL;GND=%GND”。修改后的属性如图 4-14所示。 

 
图4-14   修改后的MPC860元件的属性 

在模块原理图中添加 DEFINE符号，符号位于 Cadence的 standard库中，并给符号添加
属性 VDDH=VDDH、VDDL=VDDL、GND=%GND 如图 4-15 所示，左边是 DEFINE 符
号，右边是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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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添加 DEFINE符号和属性 

除了上述处理之外，还需要给创建的 MPC860_A 的模块符号添加属性，比如

VDDH=3.3V\PARAMETER、VDDL=3.3V\PARAMETER、GND=GND\PARAMETER，如图
4-16所示。 

             
图4-16   添加MPC860_A的模块符号属性 

4.3.2  自底向上设计层次原理图 

本节也将通过实例操作让读者掌握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法。 

自底向上设计层次原理图 
1. 首先创建一个新项目 conceptlab8，并进入 Concept HDL设计界面。 
2. 选择菜单命令【File】/【New】，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新建一个

原理图页面，在此页面放置一些基本的元件，然后选择【File】/【Save As】
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onceptlab8_lib”库，【Cell】栏设置为
“MEMORY_A”，【View】设置为“Schematic”，【Page】项选择存为第 1页，
设置好后单击 按钮即可，如图 4-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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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新建原理图页面并存盘 

3. 按照上述方法，分别创建“OSC_A”和“MPC860_A”的原理图。 
4. 选择菜单命令【File】/【Return】即可返回顶层原理图。 
5. 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Block】/【Add】，新加一个

Block，将此 Block 改名为“MEMORY_A”，然后双击 MEMORY_A 模块或者
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进入原理图底层页面。这样便构成了

MEMORY_A模块的顶层原理图和底层原理图页面之间的对应关系。 
除了可以由手工直接创建层次原理图的顶层原理图中的原理图模块符号，也可以由原理

图直接生成原理图模块符号，这就需要将出模块的全局网络信号（和其他原理图模块有连接

的信号）接上端口符号（有 3种端口符号，INPUT、OUTPUT和 INOUT），然后按照一定方
法生成视图。生成视图之后，在顶层原理图中即会产生生成的原理图模块信号。在下一节会

详细介绍这种方法。 
在网络名前加“/”符号，如“/WR”，即可将此网络名的属性改为全局网络名。不过要

注意的是，全局网络名为“WR”而非“/WR”。 

4.4  由原理图生成模块符号 
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不用手工创建模块符号，直接由原理图方便地生成模块符号，但是生

成符号之后，符号还需要手工调整、修改管脚位置等等。练习文件请参考配套光盘中的

“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9”目录。 

由原理图生成模块符号 
1. 打开项目文件 conceptlab9，打开设计 osc 的原理图（可以通过进入【Project 

Setup】对话框更改【Design】名称为“osc”来实现）。 
2. 图 4-18所示为已经创建好的原理图，全局网络信号要加上输入/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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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osc原理图 

3. 保存原理图页面，如果之前创建过符号，而原理图对应的模块端口信号发生
了改变会产生告警，直接保存，在重新生成符号之后告警会自动消失。 

4. 选择菜单命令【Tools】/【Generate View】，弹出如图 4-19 所示画面。确保
【View】选择的是“sym_1”，【Type】栏选择的是“SYMBOL”。一般选择
【Retain Graphics】选项，以免在更新符号时将原来的符号管脚位置覆盖。 

 

图4-19   视图产生对话框 

5. 单击 按钮，如图 4-20所示是视图产生成功后的对话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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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视图产生成功 

6. 单击 按钮，然后单击 按钮。 
7. 选择菜单命令【File】/【Open】，弹出【View Open】对话框，选择 OSC 下面

的 sym_1，然后单击 按钮，打开刚生成的模块符号，如图 4-21 所
示。 

 
图4-21   成功后的顶层模块 

8. 使用编辑命令修改模块大小，移动管脚到合适的位置。 

4.5  原理图的打包与打印 
层次原理图的打包基本上与平面原理图的打包方法差不多，如果要使用 PCB 模块的

话，需要在打包前进行以下设置。启动【Export Physical】对话框，单击 按钮，进

入【Package Setup】对话框。选择【Subdesign】选项卡，如图 4-22 所示。此对话框中的选
项用于设置层次设计中的打包模块选项。 



  小结 

 89 

 

图4-22   【Subdesign】选项卡 

在介绍【Subdesign】选项卡之前，首先介绍一下 Block、Subdesign和 Module的关系。
由前边的介绍已经知道，Block 就是能够完成某个完整功能的原理图设计，可能包含封装信
息。可以直接使用层次模块，也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子设计调用，子设计包含模块的封装信

息。而 Module 代表的是一个设计的 Allegro 布局布线，可以在复杂的设计中调用这个模
块，它的文件后缀是.mdd。 

• 【Generate Subdesign】：创建子设计状态文件。单击 按钮，弹出【Add 
Subdesign】对话框，如图 4-23 所示，可以添加一个子设计。选择某个子设计
名称后单击 按钮可以移走这个子设计。 

 

图4-23   【Add Subdesign】对话框 

• 【Force Subdesign】：给子设计文件中的每个元件添加封装信息。 
• 【Use Subdesign】：与【Force Subdesign】的功能相同，但是仅仅针对子设计
中的新增内容，不影响以前的信息。 

【Package Setup】对话框的使用在后面章节会举例详细介绍。 
层次原理图的打印在第 3章中已经进行了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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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方法。 

4.7  习题 
1. 请读者创建一个由 3 个模块组成的层次原理图，将顶层 Block 与底层原理图页面

之间进行对应。原理图可以成功打包，生成网表文件。 
2. 创建一个原理图，产生模块符号，并修改模块符号。 

4.6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 Block的用法，层次原理图自顶向下、自底向上设计的方法和模块符号



第5章  约束管理器 

本章主要介绍 Cadence的基于约束管理器的规则驱动设计，限于篇幅以及本书介绍的内
容等，有关仿真的内容会在仿真类书籍中进行详细说明。本章只是简要介绍一下约束管理器

的基本界面和简单操作。 

5.1  约束管理器简介 
约束管理器是一个交叉的平台，以工作簿（Workbook）和工作表（Worksheet）的形式

在 Cadence PCB 设计流程中管理所有工具的高速电子约束。由于约束管理器是以表格为基
础的，很容易使用，并且允许创建通用的约束集（ECSets）并将其同时应用到很多网络上，
如果需求发生改变，可以编辑通用的约束并自动更新用到此约束的网络。这些约束也可以被

导出以便以后重用这些约束。 
约束管理器、Concept HDL 和 Allegro 是协同工作的。约束管理器可以用来定义并观察

在原理图设计、PCB 布局、PCB 布线等设计流程中的每一步是否符合预先的约束条件。使
用约束管理器以及 SigXplorer Expert开发电路的拓扑，得出电属性约束，可以来定义约束、
测试以及激励等。 

所谓约束就是定义的限制条件，当在板上走线和放置元件时要遵守这些约束。如对于高

速的信号线，定义其最大的网络传输延迟，在 PCB布局、布线时就要遵守这些约束。 
本节的练习请使用配套光盘“cadencelab\conceptlab\conceptlab4”目录下的文件。 

5.2  约束管理器的用户界面 
在讲解约束管理器的用户界面之前，先介绍一下如何启动约束管理器。 

5.2.1  启动约束管理器 

在 Concept HDL 界面，选择【Tools】/【Constraints】/【Edit】命令或者单击工具栏图标
。弹出【Constraints Manager】对话框，如图 5-1所示，提醒使用约束管理器要考虑兼容性。 

 
图5-1   【Constraints Manager】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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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Don’t show me the message again】选项，然后单击 按钮，会弹出

【Concept-HDL】对话框，如图 5-2所示，提示扩展原理图。 

 

图5-2   【Concept-HDL】对话框 

单击 按钮扩展原理图，进入约束管理器界面。单击工作簿比如【Routing】前
边的＋，打开几个工作表，如图 5-3 所示。在约束管理器的标题栏上，标有（connected to 
Concept-HDL），表明约束管理器中的约束来自 Concept HDL。 

  

图5-3   约束管理器界面 

5.2.2  约束管理器界面简介 

由图 5-3 可知，约束管理器主要分为菜单栏、工具栏、工作簿/工作表选择区、工作表
和状态报告栏 5部分。在工作表中选择一个对象，然后按鼠标右键会弹出命令菜单，在菜单
中可以选择相应的命令执行操作。 

在工作簿/工作表选择区有两个顶层对象类型，分别为【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和
【Net】。在【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文件夹中定义通用的设计约束，可以创建通用的对象
（Object）分组，比如相对或者匹配群组（Match Group）和管脚对（Pin-Pair），然后再将这
些约束集（ECSets）指定给相应的对象。在【Net】文件夹可以创建针对指定网络对象分
组，比如系统（System）、设计（Design）、总线（Bus）、差分对（Diff-Pair）、扩展网络

菜单栏 
工具栏 

工作簿/工作

表选择区 

工作表 

状态报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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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et）、网络（Net）、相对或者匹配群组（Relative 或者Match Group）和管脚对。也可以
创建基于网络相关属性的 ECSet，这个 ECSet将放在【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文件夹中。 
展开【 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文件夹对应的【 Signal Integrity】、【 Timing】、

【 Routing】和【 All Constraints】4 个工作簿，每个工作簿下面按照设计规则分为几个工
作表。展开【Net】文件夹对应的【Signal Integrity】、【Timing】、【Routing】和【Custom 
Measurements】工作簿，如果是在某个工作表中定义一个约束集，那么只能设置此工作表中
的约束，想要设置此约束集中其他约束只能选择其他工作表设置或者查看，也可以在【All 
Constraints】工作簿中设置或者查看所有约束。单击每个工作表可以查看设置的约束内容。 
选择菜单命令【View】/【Option】，启动【View Open】对话框可以对约束管理器的一

些状态对应的颜色进行设置，如图 5-4所示。【Colors】栏的几个颜色对应不同状态。 

 

图5-4   约束管理器中颜色设置对话框 

• 【Pass】：当分析结果与指定的约束匹配时显示的颜色。 
• 【Fail】：当分析结果与指定的约束不匹配时显示的颜色。 
• 【Analysis error】：当分析不能完成时显示的颜色，在约束管理器界面的状态
栏会显示错误的原因。 

• 【Directly set】：直接对网络相关的约束设置时显示的颜色。 
• 【Use defaults】：选择此选项时表示使用缺省设置，如果不选则使用用户的设
置。 

• 【Use colors】：选择此选项时表示使用颜色设置，如果不选则不分类显示颜色。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部分菜单中的命令。 

一、 【File】菜单 
• 【File】/【Save】：与原理图连接的约束管理器在进行设置、编辑操作之后要
保存数据。 

• 【File】/【Import】/【Constraint】：导入后缀为.dcf 的约束文件，此文件包含
用户指定的属性、约束集和约束、网络相关的对象和约束。 

• 【File】/【Import】/【Electrical CSets】：导入后缀为.top 的拓扑模板，导入之
后在约束管理器中是约束集（ECSets），可以被网络相关的对象参考。 

• 【File】/【Import】/【Analysis Results】：导入后缀为.acf的分析结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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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Import】/【Worksheet File】：导入后缀为.txt、.csv 或者.psn 的
ASCII文本文件进入当前的工作表。 

• 【File】/【Export】/【Text File】：导出当前工作表信息为 ASCII文本文件。 
• 【File】/【Export】/【Worksheet File】：导出当前工作表信息为后缀.txt、.csv
或者.psn的 ASCII文本文件。 

• 【File】/【Export】/【Constraint】：导出后缀为.dcf的约束文件。 
• 【File】/【Export】/【Electrical CSets】：导出约束集（ECSets）为后缀.top 的
拓扑文件，这个文件可以被其他设计导入约束管理器重复使用，提高效率。 

• 【File】/【Export】/【Analysis Results】：导出后缀为.acf的分析结果文件。 
• 【File】/【Print】、【File】/【Print Preview】和【File】/【Print Setup】：3个命
令的功能为打印、打印预览和打印设置。 

• 【File】/【Record Script】和【File】/【Playback Script】：记录和重复脚本。 
• 【File】/【Exit】：退出约束管理器，此命令在 Concept HDL 启动约束管理器
和单独启动约束管理器时出现。 

• 【File】/【Close】：如果从 Allegro 启动约束管理器，使用此命令关闭约束管
理器。 

二、 【Edit】菜单 
【Edit】菜单除了包含常用的【Undo】、【Redo】、【Cut】、【Copy】、【Paste】等命令之

外，使用【Edit】/【Find】和【Edit】/【Find Next】命令可以定位当前工作表中的对象。 
• 【Edit】/【Go To Source】：使用此命令可以定位继承的父对象或者最坏情况
的对象。 

• 【Edit】/【Change】：使用此命令在某个表格中输入或者更改值。 
• 【Edit】/【Clear】：使用此命令清除某些选择的表格中的值。 

三、 【Object】菜单 
• 【Object】/【Filter】：使用此命令改变当前工作表中对象的显示。 
• 【Object】/【Select】和【Object】/【Deselect】：选择或者不选择工作表中的
对象。 

• 【Object】/【Expand】和【Object】/【Collapse】：扩展查看或者折叠所有的被
选择对象的子对象。 

• 【Object】 /【Create】 /【Bus】、【Object】 /【Create】 /【Match Group】、
【Object】/【Create】/【Pin Pair】、【Object】/【Create】/【Differential Pair】
和【Object】/【Create】/【Electrical CSets】：创建总线、匹配群组、管脚对、
差分对和约束集。 

• 【Object】 /【Membership】 /【Bus】、【Object】 /【Membership】 /【Match 
Group】和【Object】/【Membership】/【Differential Pair】：重新定义总线、匹
配群组和差分对成员。 

• 【Object】/【Remove】：从总线和匹配群组中移走网络、扩展网络或者管脚对。 
• 【Object】/【Rename】：重新命名总线、匹配群组和管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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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Delete】：删除总线、匹配群组、管脚对、差分对和约束集。 
• 【Object】/【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将对象参考某个约束集。 
• 【Object】/【Report】：指定报告的设置。 

四、 【Column】菜单 
• 【Column】/【Analyze】：计算选择列的结果，将结果显示在【Actual】栏，
然后将计算结果与约束值进行比较，计算出【Margin】值。 

• 【Column】/【Sort】：按照递增或者递减的顺序排列某列的值。 
• 【Column】/【Add】：在当前工作表中添加新列。 
• 【Column】/【Delete】：在当前工作表中删除用户定义的列。 

五、 【View】菜单 
• 【View】/【Option】：控制界面显示。 
• 【View】 /【Hide Column】、【View】 /【Show All Columns】、【View】 /
【Expand All Rows】、【View】/【Refresh】和【View】/【Always on Top】：分
别为隐藏选择的列、显示所有列、扩展所有行、刷新和总是将约束管理器显示

在最上面。 

六、 【Analyze】菜单 
• 【Analyze】/【Initialize】：配置多板设计（系统）或者管理仿真进程。 
• 【Analyze】/【Setting】：设置选项和分析参数。 
• 【Analyze】/【Analysis Modes】：设置设计规则检查和定制测量，与 Concept 

HDL连接的约束管理器中不能进行设置。 
• 【Analyze】/【Analyze】：分析选择的对象。 
• 【Analyze】/【Show Worst-case】：显示多个仿真之后的最差的结果。 

七、 【Audit】菜单 
• 【Audit】/【Constraints】：审核约束，并创建一个网络层次的覆盖（覆盖继承
来的值）和约束矛盾报告。 

• 【Audit】/【Obsolete Objects】：审核约束管理器中是否有原理图或者 PCB 中
已经删除的网络对象等信息，并创建报告允许用户删除。 

• 【Audit】 /【Electrical CSets】：审核并创建一个报告，包含设计中当前的
ECSets和所有参考 ECSets的对象的状态，并允许用户更新差异。 

• 【Audit】/【Toplogy Templates】：审核并移走没用的属性。 

八、 【Tools】菜单（该命令需要安装相关的工具才能正确执行） 
• 【Tools】/【SigXplorer】：启动 SigXplorer工具来开发拓扑。 
• 【Tools】/【SigWave】：启动 SigWave工具来查看波形。与 Concept HDL连接
的约束管理器中不能执行。 

• 【Tools】/【EMWave】：启动 EMWave 工具来查看选择的最大 SSN（同时转
换噪声）的实际平面噪声。与 Concept HDL连接的约束管理器中不能执行。 

• 【Tools】/【Precision】：设置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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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ls】/【Option】：指定约束集提取和应用的选项。与 Concept HDL连接的
约束管理器中没有此菜单，不能执行。 

• 【Tools】/【Update Topology】：更新拓扑。与 Concept HDL 连接的约束管理
器中没有此菜单，不能执行。 

• 【Tools】 /【Uprev Topology】：当拓扑升级版本会自动导入拓扑文件。与
Concept HDL连接的约束管理器中没有此菜单，不能执行。 

5.3  对象（Object） 
在介绍约束管理器的具体操作之前，首先介绍一下约束管理器中的对象。对象是有优先

级的，为顶层对象指定的约束会被底层的对象继承，为底层对象指定的同样的约束优先级高

于从上层继承的约束，一般尽量在高层次指定约束。 
最顶层的是系统，最底层的是管脚对。对象的层次关系为系统（System）→设计

（Design）→总线（Bus）→差分对（Diff-Pair）→扩展网络（Xnet）/网络（Net）→相对或
者匹配群组（Relative 或者 Match Group）→管脚对（Pin-Pair）。要注意的是，可以对底层
进行一些特定的约束，如某特定管脚对的约束，可以覆盖原来顶层设置的约束。 
下面分别介绍各个对象的意义。 

5.3.1  管脚对 

管脚对代表一对逻辑连接的管脚，一般是驱动和接收。Pin-Pairs 可能不是直接连接的，
但是肯定存在于同一个网络或者扩展网络中。管脚对可以在以下几个工作表中创建： 

• 【All Constraints】工作簿中的【Signal Integrity/Timing/Routing】工作表中，
但是对象一定要有驱动和接收。 

• 【Timing】工作簿中的【Switch/Settle Delays】和【Setup/Hold】工作表中，但
是对象一定要有驱动和接收。 

• 【Routing】工作簿中的【 Impedance】、【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和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工作表中。 

比如选择【Min/Max Propagation delay】工作表，展开总线 A，在工作表中选择网络
A<0>，按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选择选择【Create】 /【Pin pair】命令或者选择菜单命令
【Objects】/【Create】【Pin pair】，弹出【Create Pin Pairs of A<0> for propagation delay】对
话框，如图 5-5所示。 

 
图5-5   【Create Pin Pairs of A<0> for propagation delay】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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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5中可以看出，【First Pins】和【Second Pins】栏包含了网络 A<0>的所有管脚，
在【First Pins】栏选择“U1.B19”，在【Second Pins】栏选择“D1.23”，然后单击
按钮即可创建一个管脚对。 

5.3.2  网络和扩展网络 

所谓网络就是从一个管脚到其他管脚的电子连接。如果网络的中间串接了被动的、分立

的器件比如电阻、电容或者电感，那么约束管理器认为这个网络就是一个扩展网络。扩展网

络在多板互连的结构中也可以穿过连接器和电缆。在图 5-6 中可以看出网络和扩展网络的区
别。图中扩展网络由网络 CLKOUT、CLKOUTB和中间串联的电阻组成。 

U1 D1

D2

CLKOUTBCLKOUT

网络 网络

扩展网络

 
图5-6   扩展网络和网络定义示意图 

5.3.3  总线 

总线是管脚对、网络或者扩展网络的集合。在总线上获取的约束可以被所有总线的成员

继承。当与 Concept HDL 关联时，在约束管理器中不能创建总线，而且总线是设计层次
的，并不属于系统层次。 
单击总线 D对应的【Referenced Electrical CSet】表格（如图 5-7所示的黑框位置），会

弹出【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对话框，可以选择对应的约束集。在对话框中的下拉列表
中选择“DATA”，然后单击 按钮，即可将约束集赋给总线 D。请查看每个总线分
支线比如 D<1>、D<2>等都被赋给了约束集 DATA。 

 
图5-7   【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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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匹配群组 

匹配群组也是网络、扩展网络和管脚对的集合，但集合内的每个成员都要匹配或者相对

于匹配于组内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只能在【Relative Propergation Delay】工作表中定义匹配
群组，共涉及到 3 个参数，目标（Target）、相对值（Delta）和偏差（Tolerance）。如果相对
值没有定义，匹配群组内的所有成员都将是绝对匹配的，并允许有一定的偏差。如果定义了

相对值，那么组内所有成员将相对匹配于明确的目标网络。 
• 目标：组内其他管脚对都要参考的管脚对就是目标，目标可以是默认的也可
以是明确指定的管脚对，其他的管脚对都要与这个目标比较。 

• 相对值：每个成员与目标的相对差值，如果没有指定此差值，那么所有成员
就需要匹配，如果此值不为 0，群组就是一个相对匹配的群组。 

• 偏差：允许匹配的偏差值。 
约束管理器按照如下规则确定目标网络。 
• 明确指定的管脚对。 
• 如果所有的管脚对相对值都定义了值，那么相对值最小的管脚对就作为目
标。如果有两个相对值是一样的，那么就将曼哈顿（Manhattan，所谓曼哈顿
距离就是两点之间的 x坐标和 y坐标之和）距离最长的管脚对作为目标。 

• 如果没有指定相对值，那么彼此相互比较。 
打开【Relative Propergation Delay】工作表，查看可以设置的约束。选择一组网络，然

后按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reate】 /【Match Group】命令，或者选择菜单命令
【Objects】/【Create】/【Match Group】，都可以创建匹配群组。 

5.3.5  差分对 

约束管理器支持以下两种类型的差分对。 
• 模型定义的差分对。 
可以在器件信号模型中指定差分对，可以使用 Allegro、SPECCTRAQuest、
SigXplores来将模型指定给相应的元件。不能在 Concept HDL创建模型定义的
差分对。 

• 用户定义的差分对。 
可以在约束管理器网络层次中创建差分对，可以灵活地更改差分对命名和更改

差分对成员。可以在 Concept HDL创建用户定义的差分对。在这种模式下，不
支持分析和 DRC检查。 

注意：约束管理器不支持系统层次的差分对。 

打开【Routing】工作簿中的【Differential Pair】工作表，查看可以设置的约束。本练习
中没有差分对网络，可以任意选择两个网络，然后选择右键菜单命令【Create】/【Diff 
Pair】，或者选择菜单命令【Objects】/【Create】/【Differential Pair】创建差分对，命令执行
之后弹出【Create Differential Pair】对话框，如图 5-8所示。单击 按钮即可创建一



  约束设置 

 99 

对差分对。 

 
图5-8   【Differential Pair】对话框 

也可以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Differential Pair Automatic Setup】对话框中
自动创建差分对，如图 5-9 所示。在命名差分对网络时，最好有规律，这样可以一次自动创
建所有的差分对。 

 
图5-9   【Differential Pair Automatic Setup】对话框 

5.3.6  设计和系统 

设计代表一个单板或者系统中的一块单板，在多板结构中，每块板都是系统中的一个单

独的设计。 
系统除了包括设计（比如单板）之外，还包括连接这些设计的扩展网络、互连电缆和连

接器。 

5.4  约束设置 
上节介绍了对象的定义，下面以【Net】文件夹为例介绍每个工作表中的约束内容。 

5.4.1  设置信号完整性约束 

在【Signal Integrity】工作簿中有 6 个工作表，分别为【Electrical Properties】、
【Reflection】、【Edge Distortions】、【Estimated Xtalk】、【Simulated Xtalk】和【SSN】，用于
管理电属性。各个工作表的约束内容参见表 5-1～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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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Electrical Properties】工作表的约束 

约束 解释 

Frequency 网络的频率 

Period 网络的周期，如果输入了频率，会自动计算出周期；如果输入了周期，会自动计算出频率 

Duty Cycle 占空比，百分比值 

Jitter 时钟抖动值，是绝对时间 

Cycle to Measure 仿真时测量数据的周期 

表 5-2                         【Reflection】工作表的约束 

约束 解释 

Overshoot 
在【Max】列输入过冲约束，格式是“高:低电压值”，比如“4:-1”，参考点为 0V。在【Hign Actual】和
【Low Actual】显示的是网络的实际高和低电压，【Margin】显示的是最差情况的实际值和【Max】的差
值 

Noise Margin 在【Min】列输入最小裕量约束，参考点为接收端的高和低阈值 

表 5-3                      【Edge Distortions】工作表的约束 

约束 解释 

Edge Sensitivity  标记网络或者扩展网络接收端是否对单调性敏感 

First Incident 
Switch 标记是否第一个波形到来需要转换 

表 5-4                       【Estimated Xtalk】工作表的约束 

约束 解释 

Active Window 网络正在进行转换或者产生噪声的窗口 

Sensitive Window 网络处于稳态和易受干扰的状态的窗口 

Ignore Nets 计算串扰时可以忽略的网络 

Xtalk  在【Max】列填写受扰网络上最大可允许的串扰 

Peak Xtalk 在【Max】列填写一个干扰网络对受扰网络上产生的最大可允许的串扰 

【Simulated Xtalk】工作表的约束内容与【Estimated Xtalk】工作表的内容相同，但是
【Simulated Xtalk】工作表用于查看仿真的串扰结果，而【Estimated Xtalk】工作表用于预估
串扰结果。 

表 5-5                           【SSN】工作表的约束 

约束 解释 

Max SSN 最大同时转换噪声，单位为 mV，格式为“高:低” 

Power Bus 
Name 与驱动管脚相关的电源总线 

Ground Bus 
Name 与驱动管脚相关的地总线 

Actual 在稳态高或者低时的实际噪声 

Margin 裕量，如果为负值，则有冲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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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设置时序约束 

在【Timing】工作簿中有两个工作表，分别为【Switch/Settle Delays】和【Setup/Hold】。
【Switch/Settle Delays】工作表用于设置可允许的最小的第一个转换延迟和最大的建立延
迟，经过仿真可以得出实际值与约束值进行比较，得出裕量值。在【Setup/Hold】工作表中
可以填写时钟网络名称、周期、抖动、时钟延迟和时钟偏移等，最终比较是否符合器件要求

的建立保持时间。 

5.4.3  设置走线约束 

在【Routing】工作簿中有 6 个工作表，分别为【Wiring】、【Impedance】、【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Total Etch Length】、【Differential Pair】和【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Wiring】工作表的约束内容如表 5-6所示。 

表 5-6                           【Wiring】工作表的约束 

约束 解释 

Topology 
如果【Verify Schedule】设置为“Yes”，则进行 DRC检查。最大同时转换噪声，单位为 mV，格式为
“高:低”。单击【Schedule】栏对应的表格，在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预置的几个拓扑结构，包含菊花链
（Daisy-chain）、星形（Star）等拓扑结构 

Stub Length 设置菊花链走线时的最大短桩长度 

Via Count 设置网络的最大过孔数 

Exposed Length 设置在表层走线的最大长度 

Parallel 设置并行走线线段的线宽和线距约束 

在【Impedance】工作表中可以设置目标阻抗值和偏差，约束管理器通过计算可以得出
实际值和裕量。注意叠层和材料的设置一定要正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在【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工作表中可以给管脚对设置可允许的最小和最大传输

延迟，单击【Pin Pairs】列对应的表格，可以在下拉列表选择“Longest/Shortest Pin Pair”、
“Longest/Shortest Driver/Receiver”和“All Drivers/All Receivers”等选项。 

• “Longest/Shortest Pin Pair”：将最小的延迟约束赋给最短的管脚对，将最大延
迟赋给最长的管脚对。 

• “Longest/Shortest Driver/Receiver”：将最小的延迟约束赋给最短的驱动/接收
器管脚对，将最大延迟赋给最长的驱动/接收器管脚对。 

• “All Drivers/All Receivers”：将最大、最小约束赋给所有的驱动/接收器管脚
对。 

在【Total Etch Length】工作表中可以管理最小和最大的走线长度。可以设置最小和最
大走线长度，在【Unrouted Net Length】栏显示的是估计的走线长度，在【Routed Manhattan 
Ratio】栏显示的是实际的曼哈顿比例。 
在【Differential Pair】工作表中可以指定差分对约束，每个约束的具体含义如表 5-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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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差分对约束的含义 

约束名称 含义 

Uncoupled 
Length 

此值限制差分对的一对网络之间的不匹配的长度。如果【Gather Control】被设置为“Ignore”，则实际
不耦合长度不包括两个驱动和接收之间的耦合带之外（即在差分对刚刚从芯片出来的走线通常是不耦合

的，不耦合有一定的长度）的长度。如果【Gather Control】被设置为“Include”，包含出芯片的这段不
耦合长度。当不耦合长度超过【Max】时就会产生冲突 

Phase Tolerance 此约束确保差分对成员在转换时是同相的和同步的，单位是时间 ns或者长度 mil。【Actual】值反映的
是差分对成员间的时间或者长度的差值，当实际差分对走线长度差值超出这个值时，就会有冲突 

Line Spacing 

最小线间距约束指的是差分对之间的最小距离，【Actual】指的是实际间距最小值，如果小于【Min】
值，则会报告冲突 

注意：设置的最小间距值一定要小于或者等于【Primary Gap】减去【(-)Tolerance】的值，也一定要小于
或者等于【Neck Gap】减去【(-)Tolerance】的值。 

Coupling 根据此约束确定已经完成走线的不耦合事件。约束管理器使用这些事件去决定不耦合的长度和相位偏差 

Primary Width 设置的是差分对成员的理想宽度 

Primary Gap 设置的是差分对之间的边到边理想间距。(+/-)tolerance值是允许的偏差值，如果间距偏差在范围内，差
分对被认为是耦合的 

Neck Width 设置的是最小可允许的差分线宽度，当在比较密集的区域走线时，可能需要切换到 Neck模式 

Neck Gap 

设置的是最小可允许的边到边差分线间距，当在比较密集的区域走线时，可能需要切换到 Neck模式。
最小可允许的间距包括【Neck Gap】减去【(-)Tolerance】 

当差分对的间距低于 ECSet指定给差分对网络的Min neck width规则值时，Neck Gap覆盖任何 Primary 
Gap值 

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工作表中可以管理相对和匹配的传输延迟，在设置之
前首先要创建匹配群组。每个约束的具体含义在 5.3.4 节已经进行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
述。 

在约束设置完成后要选择菜单命令【File】/【Save】保存约束。 

5.4.4  定制约束 

在约束管理器中可以指定、管理和分析定制测量和定制激励。可以在 SigXplorer中定义
定制测量和定制激励，然后保存为拓扑文件，再导入约束管理器作为约束集（ECSet）。任
何网络相关的对象都可以参考这个约束集，并继承约束集中的定制测量和定制激励约束。 

5.5  约束集的创建和参考 
前边已经介绍过创建约束集的好处是可以重用，而且如果约束集变更，所有参考它的网

络的约束都会一起更新。如果参考某个约束集的网络对其中的某个约束重新进行了设置，会

覆盖约束集的约束。 

5.5.1  约束集的创建 

创建约束集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 1种方法：在约束管理器界面选择【Objects】/【Creat】/【Electrical CSet】命令，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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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Create Electrical CSet】对话框，如图 5-10所示。在【Electrical CSet】栏输入名称，比
如“BS_1”，然后单击 按钮，创建约束集。 

 

图5-10   【Create Electrical CSet】对话框 

第 2 种方法：右键单击【Net】文件夹下面工作表的对象，比如网络 BS_A0，在弹出的
菜单中选择【Creat】/【Electrical CSet】命令，弹出【Create Electrical CSet】对话框，如图
5-11 所示。在【Electrical CSet】栏输入名称，比如“BS_2”，然后单击 按钮，创

建约束集。注意此约束集是拷贝了网络 BS_A0 的约束，如果不选择【Copy Constraints 
From】选项，则不参考网络 BS_A0的约束。 

 

图5-11   【Create Electrical CSet】对话框 

第 3 种方法：右键单击【Electrical Constraints Set】下面的工作表的对象，比如设计
mb，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reat】/【Electrical CSet】命令可以创建约束集。 

第 4 种方法：右键单击【Electrical Constraints Set】下面的工作表的对象，比如约束集
DATA，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reat】/【Electrical CSet】命令，如果不参考 DATA 约束集
的内容，确认不选择【Copy Constraints From】选项。 
除以上方法外，也可以通过 SigXplorer工具来创建拓扑文件并添加约束，然后导入约束

管理器成为约束集。 

5.5.2  约束集的参考 

在 5.3.3 节介绍了约束集的参考方法，单击某个对象对应的【Referenced Electrical 
CSet】表格，会弹出【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对话框，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对应的约
束集。也可以选择某个对象，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
命令参考某个约束集。 
右键单击对象的【Referenced Electrical Cset】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Go to Electrical 

CSet】命令可以回到参考的约束集进行查看。 
如果想要修改某个对象的约束值，可以直接单击相应的栏进行修改。 
在约束集设置完成后要选择菜单命令【File】/【Save】保存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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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原理图和约束管理器同步 
在原理图设计过程中，保持原理图和约束管理器的同步非常重要，本节将简要介绍原理

图和约束管理器同步的方法。 

5.6.1  在原理图中查看约束管理器中的约束 

在约束管理器的【Signal Integrity】工作簿中的【Electrical Properties】工作表中设置总
线 D 的频率为 133MHz。单击总线 D 对应【Referenced Electrical CSet】列的表格，弹出
【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对话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DATA”，单击 按钮关闭

对话框，然后保存。回到 Concept HDL界面，选择菜单命令【Text】/【Attributes】，然后单
击总线 D<31..0>，弹出【Attributes】对话框，如图 5-12所示。 

 

图5-12   【Attributes】对话框 

选 择 【 Show Index 】 选 项 ， 可 以 看 到 新 添 加 的 属 性 PULSE_PARAM 和

ELECTRICAL_CONSTRAINT_SET，如图 5-13所示。 

 

图5-13   有属性显示的【Attributes】对话框 

5.6.2  在原理图中修改约束 

如果要在原理图中修改约束管理器中的约束，必须关闭约束管理器，否则约束内容为灰

色显示，不能修改。 
在约束管理器的【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工作表中查看 CLKOUT 的约束【Prop 

Delay】的最大值为 200mil。回到 Concept HDL 界面，查看 CLKOUT 的属性，
PROPAGATION_DELAY＝200mil，并且是灰色显示的，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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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约束管理器，重新查看 CLKOUT 的属性并修改 PROPAGATION_DELAY＝
300mil。保存原理图，重新打开约束管理器，发现 CLKOUT的约束【Prop Delay】的最大值
已经改为 300mil。 

5.6.3  在原理图中添加和重命名网络 

在原理图中添加网络，需要关闭约束管理器并选择菜单命令【Tools】 /【Unexpand 
Design】，转换为层次模式，然后添加网络，比如网络名称为 PB。如果没有打包的话，网络
名称以规范的格式显示，例如图 5-14中所示的网络“@conceptlab4_lib.mb(sch_1):pb”。 

 
图5-14   网络名称的规范显示格式 

关闭约束管理器并选择菜单命令【Tools】/【Unexpand Design】，转换为层次模式，然
后选择菜单命令【Text】/【Change】，修改网络 BS_A0 的名称为 BS_A4。打包原理图，并
重新打开约束管理器，可以发现 BS_A0和 BS_A4都显示在约束管理器中。 
选择菜单命令【Audit】/【Obsolete Objects】，弹出【Audit Obsolete Objects】对话框，

如图 5-15所示。 

 

图5-15   【Audit Obsolete Objects】对话框 

在【Obsolete Objects】栏选择 BS_A0，单击 按钮。单击 按钮，单击

按钮，然后保存。 

5.7  在原理图和 PCB之间同步约束 
同步的过程包括以下 3种情况。 
• 将约束从原理图传递到 PCB。 
• 将约束从 PCB传递到原理图。 
• 发生变更约束的传递。 

mailto:@conceptlab4_lib.mb(sch_1):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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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将约束从原理图传递到 PCB 

当原理图设计完成并添加了所有约束之后，就可以将约束打包输出到 PCB，以约束
PCB的布局、布线。这个打包的流程就是约束管理器的打包流程。 

在 Concept HDL 界面选择菜单命令【File】 /【Export Physical】，弹出【Export 
Physical】对话框，如图 5-16 所示。选择【Package Design】选项打包设计，选择【Update 
Allegro Board (Netrev)】选项更新 PCB。注意在【Electrical constraints】栏选择了【Export 
changes only】选项，意思是仅传递原理图中变更的约束到 PCB 中。【Overwrites current 
constraints】选项的含义是用原理图中的约束覆盖 PCB中的约束。 

 
图5-16   有约束管理器的打包界面 

5.7.2  将约束从 PCB传递到原理图 

在 Concept HDL界面选择【File】/【Import Physical】命令，启动【Import Physical】对
话框，如图 5-17所示。 

 

图5-17   【Import Physical】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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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Electrical constraints】栏选择【Import changes only】选项，意思是设计同步仅
导入在 Allegro中电子约束变更的部分。【Overwrites Current Constraints】选项的含义是是用
PCB中的约束覆盖原理图中的约束。 
注意要选择【Backannotate Schematic】选项。 
详细的同步操作在后面章节会更进一步详细描述。 

5.8  约束分析 
本节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在约束管理器中进行约束分析，后面章节会进一步阐述。在约束

管理器中有两种方法可以分析设计中的约束。 
• 设计规则检查。 
实时设计规则检查是针对【Routing】工作表中的约束，将约束与实际布局布线
做比较，然后将结果返回给工作表。如果发生设计规则冲突，约束管理器中相

应的单元格显示就会变成红色，此外也会在 PCB中以 DRC 蝴蝶结标示出冲突
的位置。 

• 仿真分析。 
仿真分析是针对【Signal Integrity】和【Timing】工作表的。经过仿真比较计算
值和约束值，并将分析结果返回工作表单元格。【Margin】是差值，【Actual】
是实际值。以仿真分析为基础的约束只能在 Allegro 或者 SPECCTRAQuest 中
进行。 

5.9  小结 
本章简要介绍了约束管理器的用户界面和对象的概念，着重介绍了约束工作表的基本内

容和操作，并对约束集的创建和使用也做了简单介绍，最后对原理图和 PCB 之间约束的同
步做了概述。 

5.10  习题 
1. 了解每个工作表的约束内容，并试着修改光盘文件 cadencelab\conceptlab\ 

conceptlab4项目中的约束。 
2. 创建一个约束集，并将约束集赋给网络。 
3. 在原理图和 PCB之间同步约束。 



第6章  Cadence 原理图元件库制作 

本章介绍项目设计中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原理图库管理和创建。本章的描述是基于

PCB Librarian Expert 的，如果读者使用的是其他工具包，如 PCB Design Expert 或 PCB 
Designer 等，本章描述的有些功能不能实现，这一点请读者注意。 

所谓原理图库也就是一些元件的集合，使用原理图库可以成功地进行原理图设计。如果

读者以前用过其他的设计工具，对原理图库的创建方法应该有一些了解，Cadence 的建库方

法和策略与其他工具有较大区别，在学习完本章后，读者会充分了解 Cadence 建库工具的灵

活和方便性。 
通过前面章节的学习，读者对原理图库结构应该有了一些了解，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理

解库结构并顺利地制作库，下面首先介绍一下 Cadence 原理图库结构。 

6.1  Cadence 原理图库结构 
在第 2 章介绍过项目文件结构，知道项目文件结构是由库、部件和视图（Lib-Cell-

View）3 个层次组成，原理图库结构也是由库、部件和视图 3 个层次组成，本节通过一个具

体的库实例来介绍原理图库结构。 

6.1.1  打开一个库项目 

在练习文件中已经有了一个建好的库项目，打开一个库项目的方法与打开一个设计项目

的方法基本相同。打开库项目之后，进入 Library Explorer 查看库结构。 

打开一个库项目并进入 Library Explorer 查看库结构 
1. 打开一个库项目。 
(1) 在 Windows 系统中选择【开始】/【程序】/【Cadence PSD 15.0】/【Project 

Manager】命令。 
(2) 如果有【Project Manager Product Choices】对话框出现，选择【PCB Librarian 

Expert】选项。如果每次启动 Project Manager 都调用同一个工具包，可以选择

对话框下面的【Use As Default】选项，那么每次启动 Project Manager 就直接

进入项目管理器界面，除非更改这个缺省设置。然后单击 按钮。 
(3)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上选择【File】/【Open】命令，或者单击流程区图标 ，

弹出【Open Project】对话框，选择配套光盘“cadencelab\liblab\libab1\”路径

下面的“liblab1.cpm”文件，然后单击 按钮。 
(4) 项目管理器界面刷新，如图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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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项目管理器界面 

2. 进入 Library Explorer。 
执行菜单命令【Tools】/【Library Tools】/【Library Explorer】或单击流程区图

标 来启动库资源管理器。 

如果启动项目管理器时选择的许可证不是“PCB Librarian Expert”，会弹出一个【Library 

Explorer】提示，如图 6-2 所示。如果所选的许可证不是“PCB Librarian Expert”，则“PCB 

Librarian Expert”的某些功能不能使用。单击 按钮，进入【PCB Design Expert : 

Library Explorer – liblab1】库资源管理器界面，如图 6-3 所示。如果有“PCB Librarian 

Expert”许可证，可以选择菜单命令【File】/【Change Suite】来更改许可证。 

 
图6-2   Library Explorer 提示 

3. 查看库结构。 
(1) 在【Build Area】栏单击资源管理区中【 discrete】前边的“ + ”图标，

【discrete】库内容被展开。 
(2) 单击【 resistor】前边的“+”图标，【 resistor】元件的内容被展开，单击

【chips】，查看右边库资源显示区的内容，如图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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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Library Explorer 界面 

 
图6-4   查看库结构 

(3) 分别单击【entity】、【part_table】、【sym_1】和【sym_2】，可以查看文件中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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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Cadence 原理图库结构 

图 6-4 中显示的【discrete】和【ic】等为原理图库即“Lib”的内容，【resistor】和

【capacitor】等为元件即“Cell”的内容，在【 resistor】下面的【chips】、【entity】和

【sym_1】等包含的文件即为视图文件（View）。 
下面分别解释各个视图的内容。 

6.1.2.1  视图文件 

一、 符号视图（Symbol View） 

符号视图即原理图中显示的元件符号。每个元件的符号视图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版本，这

样就出现了【sym_1】、【sym_2】甚至【sym_3】、【sym_4】等。在 Concept HDL 中缺省使用

【sym_1】，可以使用原理图中的“Version”命令来指定符号的不同版本。通常有以下几种

情形导致需要多个视图版本。 
(1) 比如电阻、电容等元件为了方便摆放，特意制作多个视图版本，图 6-5 所示

RESISTOR 的（A）图的电阻符号横放，（B）图的电阻竖放。不用通过旋转的

方法调整元件位置，因为库中已经调整了文字的位置，放元件时也就不用再

调整文字的摆放，以便节省时间。 
(2) 有些元件通常由功能相同的几部分组成，比如逻辑元件 74LS00，其中一个符

号比如【 sym_1】设计成包含典型单个功能组的管脚，另外一个符号

【sym_2】通常设计成包含全部功能组的管脚。图 6-5 所示的 74HC02，其中

（A）图在 Cadence 中叫做“sizeable body”，（B）图叫做“flat symbol”，在

Cadence 中通常将类似元件称做对称的元件（Symmetrical Parts）。 

 
图6-5   不同情况的多个视图 

(3) 还有一些元件由于管脚非常多，一个符号显示不方便设计和观看，所以设计

成多个符号版本。这种元件叫做分开的元件（Split Parts），也是不对称元件

（Asymmetrical Parts）的一种类型。 
(4) “DeMorgan”视图，即一些简单的逻辑门根据输入信号的极性不同而完成不

同的功能，所以有多个版本代表不用的逻辑功能。这种元件叫做不对称元件

（Asymmetrical Parts）。 

二、 封装视图（Package(Chips) View） 

封装视图描绘的是与元件封装有关的信息，比如管脚名称和元件的电子信息，封装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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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元件的逻辑视图与物理封装联系起来。 

注意：在本章提到的封装（Package or Chips）不是平常所说的 PCB 封装，PCB 封装在本章叫做 Footprint，

意即管脚图。 

管脚信息比如管脚名称、类型、负载和物理封装的管脚号都保存在 chips 路径的

chips.prt 文件中，下面是一个典型的 chips.prt 文件内容。 
FILE_TYPE=LIBRARY_PARTS; 

primitive '74HC04'; 

  pin 

    'A'<0>: 

      PIN_NUMBER='(1,3,5,9,11,13)'; 

      INPUT_LOAD='(-0.01,0.01)'; 

    'Y'<0>: 

      PIN_NUMBER='(2,4,6,8,10,12)'; 

      OUTPUT_LOAD='(1.0,-1.0)'; 

  end_pin; 

  body 

    PART_NAME='74HC04'; 

    LIBRARY_NAME='mylib'; 

    PACKAGE_STATUS='?'; 

    BODY_NAME='74HC04'; 

    PHYS_DES_PREFIX='U'; 

    CLASS='IC'; 

  end_body; 

end_primitive; 

END. 

三、 实体视图（Entity View） 

实体视图包含符号中所有管脚的信息，当符号信息被存储时，就会自动产生这个视图，

视图中包含 verilog.v 文件。 

四、 元件列表视图（Part table View） 

在【part_table】文件夹中包含“.ptf”文件，这个文件可以根据需要定制，文件中可以

包含的是元件的封装属性、封装类型、公司的元件序号、制造厂商和其他定制的属性。每个

物理元件在“.ptf”文件都必须有一个记录，以便能完全正确地打包。库中每个部件的逻辑

部分都应该有相关的“.ptf”文件，可以将所有这些文件放在一个路径中，以后打包时会读

这些文件。有时会从 MRP（Material-Resource-Planning）系统自动生成“.ptf”文件，这样

可以保证获得正确和最新的信息。图 6-6 所示为一个典型的“.ptf”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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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元件列表文件的典型内容 

在上面的文件中，“PACK_TYPE”指的是封装类型，“JEDEC_TYPE”是 PCB 管脚图名

称，“DESCRIPTION”是元件的其他内容的详细描述。 

 

该文件中包含的属性如果在其他文件中也有，则“.ptf”文件中定义的属性具有优先级，其他文

件中定义的属性就被忽略。比如“JEDEC_TYPE”属性在 chips 视图文件中有，而“.ptf”文件中

也有，则 chips 视图文件中的该属性就被忽略。 

6.1.2.2  其他文件 

一、 分类文件（.cat） 

这是一个可选文件，用于将库中的元件根据它们的属性或者功能进行分类，“.cat”位于

每个库路径下面，比如“Cadence 安装路径\share\library\standard”路径下的“standard.cat”
文件，部分内容请见下文。 

"VCC" 

{ 

     "PVCC" 

     "VCC_ARROW" 

     "VCC_BAR" 

     "VCC_CIRCLE" 

     "VCC_WAVE" 

} 

"GND" 

{ 

     "PGROUND" 

     "GND_EARTH" 

     "GND_SIGNAL" 

     "GND_POWER" 

     "GND_FIELD SIGNAL" 

} 

注意：搜寻“.cat”文件的顺序是：①本地和项目路径；②通过在 Category path 中指定的路径，是通过命令

【Tools】/【Options】来设置的；③库路径。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Concept HDL 显示库的分类是寻找文件名为“库名称.ca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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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所以一旦 cpm 文件有一行记录逻辑名称不同于实际的物理名称，将不得不给“物理

库名称.cat”和“逻辑库名称.cat”创建一个软连接。例如下面一行记录： 
DEFINE ic <层次>/logic 

二、 cds.lib 文件 

通过前面章节的学习，读者已经认识了 cds.lib 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库列表和库位置的

指定文件，同时也了解了如何简单地修改“安装路径\share\cdssetup”下面的 cds.lib 文件，

下面看看 cds.lib 文件的命令和语法。在 cds.lib 文件中使用的命令包含 DEFINE、

UNDEFINE、ASSIGN、UNASSIGN、INCLUDE 和 SOFTINCLUDE，命令不分大小写，但

是库名称要用小写。这几个命令的语法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命令语法及举例 

命令 解释 举例 

DEFINE <lib-name> 
<directory>  

指定原理图库路径和库顺序，不能重复指定

路径 
DEFINE discrete c:\cadencelab\cadencelibrary\schlib\ 
discrete 

UNDEFINE <lib-
name> <directory> 

如果想移走其他的库列表文件定义的库，可

以使用这个命令，即使没有这个库名也不会

报错 

UNDEFINE discrete 
c:\cadencelab\cadencelibrary\schlib\ discrete 

INCLUDE <filename> filename 作为 cds.lib 文件读入。如果有错误

则报错 
INCLUDE 
c:\cadencelab\cadencelibrary\schlib\cds.lib 

SOFTINCLUDE 
<filename> 

功能与 INCLUDE 功能相同，但是没读到文

件时不会报错 
SOFTINCLUDE 
c:\cadencelab\cadencelibrary\mylib\cds.lib 

ASSIGN <lib attribute 
path> 

指定库属性，只支持一个属性“TMP”，通

过指定这个属性将库连接到一个临时库路径

DEFINE ic ./ic 

ASSIGN ic TMP ./ic 

UNASSIGN <lib 
attribute> 

与“ASSIGN”相反，移走库属性。如果没

有定义属性则不会报错 
UNASSIGN ic TMP 

cds.lib 文件语法规则： 
• 每行只允许有一个陈述； 
• 允许有空行； 
• 可以用“#”和“--”开始注释，注意在“#”、“--”之前和之后要有空格或者

空行； 
• 以一行中第一个非空格的字符串来识别命令关键字； 
• 关键字不分大小写； 
• 库路径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是相对路径，文件的最后一行应该是空行。 
在第 2 章已经介绍过，当新建一个项目时就会自动产生项目的 cds.lib 文件，一般是下

面的格式： 
DEFINE <project name>_lib worklib 

INCLUDE $CONCEPT_INST_DIR/share/cdssetup/cds.lib 

$CONCEPT_INST_DIR/share/cdssetup/cds.lib 内容即“安装路径\share\cdssetup\cds.lib”
文件，一般有下面的内容： 

DEFINE standard ../library/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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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INCLUDE ../library/vlog_cds.lib 

SOFTINCLUDE $CHDL_LIB_INST_DIR/share/library/cds.lib 

对于缺省的安装，CONCEPT_INST_DIR 和$CHDL_LIB_INST_DIR 都被设置为工具的

安装根目录，因此 CONCEPT_INST_DIR/share/cdssetup/cds.lib 缺省指向安装的 Cadence 库。

如果想要参考不在安装路径内的自己的库或者 Cadence 库，需要修改 CHDL_LIB_INST_DIR
环境变量指向自己的参考库路径，那么 CHDL_LIB_INST_DIR/share/library/cds.lib 就是指向

自己的库。 

注意：如果还需要 Cadence 库，那么 cds.lib 文件还应该包括以下描述： 

SOFTINCLUDE $CHDL_LIB_DIR/share/library/cds.lib 

对于库项目，Library Explorer 除了产生 cds.lib 文件，还产生了 refcds.lib 文件，决定了

在 Build 区和 Ref 区的库内容。 

6.2  原理图库管理工具──Library Explorer  
在介绍 Library Explorer 工具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 Cadence 的原理图库创建和管理

用到的工具。 
• Library Explorer：用于原理图库的管理。 
• Part Developer：编辑库元件。 
• Part Table Editor：创建和修改元件列表文件。 

Library Explorer 的特点如下： 
• 创建和维护构建区的库； 
• 浏览参考库； 
• 在库构建区导入和导出文件、元件和库； 
• 在库构建区创建库和元件，然后启动 Part Developer 或者 Concept HDL 来编辑

元件； 
• 创建和维护库的分类元件； 
• 元件校验。 

6.2.1  新建一个库项目 

首先创建一个库项目，实际上就是创建一个路径结构来支持创建元件和验证元件，库项

目的创建和设计项目的创建过程类似。 

新建一个库项目，然后启动库管理工具 Library Explorer 
1. 选择【开始】/【程序】/【Cadence PSD 15.0】/【Project Manager】命令。 

提示：也可以直接执行菜单命令【开始】/【程序】/【Cadence PSD 15.0】/【Library Explorer】。该方法的特

点是库项目创建完成后，直接进入 Library Explorer 工具界面，不会进入项目管理器。 

2. 如果有【Project Manager Product Choices】对话框出现，选择【PCB Librarian 
Expert】选项，然后单击 按钮，否则跳到第 3 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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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现一个初始化工具信息服务的界面闪过。 
4. 接下来就出现了【PCB Librarian Expert：Project Manager】主界面。 
5. 然后执行菜单命令【File】/【New】/【New Library】或者直接单击流程区的 

图标，出现【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Type】对话框，开始创建一个库

项目，如图 6-7 所示。 

 

图6-7   【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Type】对话框 

6. 选择【Non-DM】选项，然后单击 按钮，出现【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Name and Location】对话框。 

7. 在【Project Name】栏输入“myliblab1”，在【Location】栏输入项目路径

“c:\cadencelab\liblab\myliblab1”，或者单击 按钮选择项目路径。项目路径

和项目名称可以根据读者的习惯设置。 

注意项目路径和项目名称必须使用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一定注意不要使用中文作为路径

名。 

 

8. 单击 按钮，出现【New Project Wizard – Libraries】对话框，显示的是

参考库设置界面，可以增加、移走和导入参考库。 
9. 单击 按钮，出现【New Project Wizard – Summary】对话框，检查项目

名称和路径等内容。 
10. 单击 按钮，出现【Project Manager】对话框，显示“New project 

creation successful”信息，单击 按钮，进入【PCB Librarian Expert: 
Project Manager – myliblab1.cpm】界面，一个库项目创建成功。 

11. 执行菜单命令【Tools】/【Library Tools】/【Library Explorer】，进入【PCB 
Librarian Expert: Library Explorer – liblab1】库管理工具界面。 

浏览一下刚创建的“c:\cadencelab\liblab\myliblab1”路径下文件的内容，参见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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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库项目文件 

以上文件和路径都是在创建库项目的同时创建的，cds.lib 和 refcds.lib 文件定义了逻辑

库名称和物理位置，cds.lib 决定了在构建区显示的库，refcds.lib 决定了在参考区显示的库。 

6.2.2  Library Explorer 界面简介 

Library Explorer 的界面与 Windows Explorer 界面一样分为两栏，请见图 6-3。左边是库

资源管理区，是库－部件－视图结构，此栏的下面是库【Build】（构建区）和【Ref】（参考

区）选项卡。上文已经提到构建区显示的库就是 cds.lib 中指定的库，参考区显示的库就是

refcds.lib 中显示的库。右边库资源显示区一栏显示的是左边选中库或者部件的内容。 
个人库创建和修改都在构建区，构建区是为了满足个人库开发的需要设置的。一旦库创建

好并被校验后就可以导入参考区，其他的设计者也可以调用它们。在构建区的任何对库的导

入、创建或者重命名操作都会自动更新 cds.lib 文件和项目文件，如果重新编辑了 cds.lib 文件，

在 Library Explorer 界面执行菜单命令【View】/【Refresh】，则构建区的显示会被更新。 
参考区的库都是经过校验并确认无误的，安装 Cadence 时提供的标准库都放在参考区。

参考区的库不能直接在参考区进行修改，只能将其导入构建区，进行修改后再导入参考区。

如果要添加库到参考区一定要导出构建区的库到参考区，或者通过修改 refcds.lib 文件来实

现，用“DEFINE”命令加入新库，然后执行菜单命令【View】/【Refresh】来更新。要编

辑 refcds.lib 文件，可以在参考区显示的情况下，执行菜单命令【View】/【Modify Library 
List】进入文本编辑器进行修改。 

Library Explorer 菜单栏共有【File】、【Edit】、【View】、【Tools】和【Help】5 个菜单。 

一、 【File】菜单 

【File】菜单用于新建库项目、库和元件，打开和关闭库项目，导入和导出库，改变工

具许可证及退出 Library Explorer，如图 6-9 所示。 

 
图6-9   【File】菜单 

二、 【Edit】菜单 

【Edit】菜单用于文件的恢复删除、剪切、拷贝、删除、重命名和打开操作，【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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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List】命令的功能前边已经提到过，用于编辑 cds.lib 和 refcds.lib 文件。【Edit】菜单

如图 6-10 所示。 

 
图6-10   【Edit】菜单 

三、 【View】菜单 

【View】菜单用于状态栏、构建区、参考区、分类显示的切换，查看管脚图，重新调

用 cds.lib 或者 refcds.lib 文件来刷新库，如图 6-11 所示。 

 
图6-11   【View】菜单 

四、 【Tools】菜单 

【Tools】菜单用于校验库，调用 Part Developer 和 Part Table Editor 工具，进入原理图

工具 Concept HDL，如图 6-12 所示。 

 
图6-12   【Tools】菜单 

五、 【Help】菜单 

【Help】菜单同其他工具菜单一样提供了帮助信息。 

6.2.3  利用 Library Explorer 创建一个新库和一个新元件 

注意在创建一个新库之前将区域切换到构建区状态。 

创建一个新库和新元件 
1. 在 Library Explorer 中选择【File】/【New】/【Build Library】命令，也可以在

左边【Build】区域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 Build Library】命

令。 
2. 产生一个新的文件夹“new_library”，即库名称，修改新库名称为“mylib”。 
3. 选中“mylib”，然后选择【File】 /【New】 /【Part】命令。也可以选中

“mylib”文件夹然后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 Part】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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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生一个“new_cell”文件夹即元件名称，修改新元件名称为“74hc04”。 
元件名称除了可以使用字母、数字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字符（注意是英文的）：“@”、

“#”、“%”、“^”、“&”、“(”、“)”、“=”、“/”、“|”、“~”、“,”、“.”、“?”、“*”，而“\”、“:”、

“””、“’”、“<”、“!”、“A’B”等是无效的字符。 
5. 选中“74hc04”文件夹，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opy】命令。 
6. 选中“mylib”文件夹，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aste】命令，产生

一个“Copy of 74hc04”文件夹。 
7. 选中“Copy of 74hc04”文件夹，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Rename】

命令，修改元件名称为“cap”。 
8. 选中“74hc04”文件夹，然后选择【Tools】/【Part Developer】命令，进入

Part Developer 界面。也可以在选中“74hc04”文件夹后单击右键，在弹出的

菜单中选择【 Part Developer】命令，进入【 PCB Librarian expert: Part 
Developer – [mylib – 74hc04]】界面。 

9. 单击元件编辑器树图窗口中的+，如图 6-13 所示，请详细查看图上标注的内

容。 
10. 选择【File】/【Exit】命令退出 Part Developer。 
11. 在 Library Explorer 界面，选择【File】/【Close Build Area】命令，关闭库项

目 myliblab1。 

 
图6-13   【PCB Librarian expert: Part Developer – [mylib – 74hc04]】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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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Part Developer 
前面已经提到 Part Developer 工具是用来创建、编辑和校验元件数据的，在 Part 

Developer 界面可以编辑元件原理图库的符号、物理管脚对应信息、元件列表数据等，所有

这些操作都在一个界面中完成。Part Developer 也允许不同的元件视图分享管脚名称和共同

的属性信息等，并且可以进行错误检查，以确保元件在使用时没有问题。Part Developer 也

有能力处理管脚数非常多的元件，支持自动的元件数据导入和使用统一定制的模板。 
Part Developer 可以由命令行启动，也可以由 Project Manager 启动，还有上一节学习的

从 Library Explorer 启动。 
Part Developer 界面和标准的 Windows 界面一样，由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项目工

作区窗口、输出窗口、信息栏和状态栏等部分组成，参见图 6-13。 

6.3.1  菜单栏和工具栏 

菜单栏包括【File】、【Edit】、【View】、【Tools】、【Template】和【Symbol Viewer】等菜

单，下面分别介绍各个菜单的功能。 

一、 【File】菜单 

【File】菜单用于库文件的创建、打开、关闭，创建、打开、保存项目，查看库文件，

保存、另存、保存全部打开的文件，导入、导出不同格式的数据，比如 XML 格式，也可以

执行更换许可证命令，退出 Part Developer 命令，如图 6-14 所示。 

 
图6-14   【File】菜单 

二、 【Edit】菜单 

【Edit】菜单功能包含剪切、拷贝、粘贴及清除输出窗口的 session log，如图 6-15 所

示。 

 
图6-15   【Edit】菜单 

三、 【View】菜单 

【View】菜单控制工具栏和输出窗口的显示，如图 6-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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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View】菜单 

四、 【Tools】菜单 

【Tools】菜单提供配置 Part Developer 功能，校验元件和启动 Concept HDL、Part Table
编辑器，如图 6-17 所示。 

 
图6-17   【Tools】菜单 

五、 【Template】菜单 

【Template】菜单用于模板的创建和管理。由新建、打开、编辑和提取模板 4 个选项组

成，如图 6-18 所示。 

 
图6-18   【Template】菜单 

六、 【Symbol Viewer】菜单 

【Symbol Viewer】菜单提供放大、缩小和调整成符号窗口合适大小等几个选项。 
下面介绍工具栏中各个按钮的功能，工具栏图标如图 6-19 所示。 

 
图6-19   Part Developer 工具栏图标 

• ：新建封装和新建符号。 
• ：校验元件。 
• ：进入 Concept HDL 和元件列表编辑器。 
• ：导入、导出和设置工具。 

6.3.2  元件编辑器 

Part Developer 提供直观和简便的方法来创建元件和元件视图，它提供一个元件编辑器

来创建元件，元件编辑器提供元件树状视图和以下几个编辑器： 
• 封装编辑器──Package Editor； 
• 符号编辑器──Symbol Editor； 
• VHDL 映射文件编辑器──VHDL Map File Editor； 
• VHDL 包装文件编辑器──VHDL Wrapper File Editor； 
• 版本编辑器──Revision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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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13 所示，元件编辑器窗口分为两个子窗口，一个是元件编辑器树图窗口，另一

个是编辑器窗口。图 6-20 所示为元件编辑器树图结构。 

 
图6-20   元件编辑器树图结构 

元件编辑器树图窗口中以树状结构显示元件信息。元件名称在树顶，Packages（封

装）、Symbols（符号）、Part Table Files（元件列表文件）等是树的第一个分支。 
在每个 Packages 下面，可以看到某个封装的不同信息，比如 Functions（功能）数、每

个功能有几个 slots（通道数）、也可以包含原理图库符号（Symbol）和 PCB 管脚图

（Footprint）信息。功能数和通道数是以<n>FG[i<N>]来表示的。前边的<n>表示某个功能

的通道数量，后边的<n>表示接口数或者功能组数。同样在 Symbols 下面也可以看到相关的

封装信息。 
编辑器窗口显示指定的编辑器，如果单击 Packages 下面的某个封装名，编辑器窗口显

示的是封装编辑器。 
使用编辑器树图可以查看 Packages 和 Symbols 之间的联系。某个元件可能有多个不同的

封装，但是可能只有一个典型原理符号，需要做不同的逻辑到物理管脚的映射。比如 6.4 节讲

到的 CY7C225A 有两种封装，一种封装是 DIP，另一种是 LCC/PLCC，而且管脚数量和排序

都不一致。同样，可能要指定某个元件的某个符号要和某个指定的封装联系起来。通过什么

来查看是如何对应的呢，就是通过元件编辑器查看某个封装下面对应的符号。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某个封装有多个功能组，那么可能会有多个符号，每个符号对应一个功能组，编辑器树

图可以显示功能组对应的封装和符号。同样对于树图中的 Symbols 也是显示对应的封装。 

6.3.2.1  封装编辑器 
用 Part Developer 打开一个已经建好的元件来看看元件编辑器的界面和功能，参考示例

详见本书配套光盘中的“cadencelab\liblab\liblab2”目录。 

用 Part Developer 打开一个元件 
1. 进入约束管理器，选择【Tools】/【Library Tools】/【Part Developer】命令进

入 Part Developer。 
2. 选择【File】/【Open】/【Cell】命令，在【Library】栏选择“mylib”，【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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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选择“74hc04”，然后单击 按钮，打开元件 74hc04。 
3. 在元件编辑器树图窗口单击【74HC04, 74HC04_DIP】，右边元件编辑器窗口显

示的是封装编辑器窗口。封装编辑器用来提供创建和修改元件的封装，有

【General】和【Package Pin】两个选项卡。 
4. 单击【General】选项卡，如图 6-21 所示。 

 
图6-21   【General】选项卡 

(1) 【General】选项卡 
• 【Logical ＆ Physical Parts】：显示元件的逻辑和物理部分，逻辑部分定义元

件的逻辑管脚并被映射到一个或者多个物理部分。物理部分包含逻辑到物理的

管脚映射和物理属性的设置。在 chips.prt 文件中每个“primitive”代表一个物

理部分，物理部分的名称可以和逻辑部分名称相同，或者逻辑部分名称以物理

部分为后缀，缺省情况下物理部分的名称和逻辑部分名称相同。 
• 【Class】：从可获得的元件类型列表中选择元件类型，有“DISCRETE”、

“IC”、“IO”和“MECHANICAL”4 种类型。 
• 【RefDes Prefix】：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元件参考编号的前缀，也可以直接

输入。这个信息以 PHYS_DES_PREFIX 属性加在 chips.prt 文件中。比如电阻

参考编号一般为 R，在原理图中使用了几个电阻，那么打包时指定对应

LOCATION 值就为 R1、R2、R3 等。 
• 【Associated Footprints】：有【Jedec Type】和【Alt Symbols】两栏，将元件管

脚图信息与元件联系起来。可以手工输入指定也可以通过浏览选择，缺省选择

来自 Cadence 提供的管脚图。在选择管脚图之后，管脚图名称会出现在元件编

辑区树图窗口的【Footprints】节点下面。【Jedec Type】和【Alt Symbols】对

应的值在 chips.prt 文件中的属性名称为 JEDEC_TYPE 和 ALT_SYMBOLS。 
Part Developer 使用 PSMPATH 变量来指定管脚图文件的路径，这个变量在安装时就设置好

了，缺省设置的是 Cadence 提供的管脚图。可以通过 Allegro Setup 选项修改 PSMPATH 变

量，详细修改方法在以后相关章节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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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 Properties】：可以添加除了 CLASS、RefDes、JEDEC_TYPE、
ALT_SYMBOLS 和 POWER_PINS 之外的其他属性，这些属性都被添加在

chips.prt 文件中。具体请看元件 74hc04 添加的属性。 
(2) 【Package Pin】选项卡 

【Package Pin】选项卡中可以输入封装的管脚信息，物理和逻辑管脚都是在这

里输入，可以进行修改，如图 6-22 所示。【Package Pin】选项卡由以下内容组

成。 

 

图6-22   【Package Pin】选项卡 

• 【Logical Pins】栏：显示封装的逻辑管脚列表，包含的内容及描述如表 6-2 所

示。 

表 6-2                         【Logical Pins】 表格列标题内容及描述 

列标题名称 描述 

【Name】 显示逻辑管脚名称 

【Type】 显示逻辑管脚类型，比如 INPUT、OUTPUT 等，可以进行修改 

【S1】…【Sn】 表示通道的数量，本例中有 6 个通道 

【Input Load】 这一列有两栏，【Low】和【High】，此两栏的值决定了管脚的低和高的输入负载值，单位

为 mA，缺省值来自 Setup 

【Output Load】 这一列有两栏，【Low】和【High】，此两栏的值决定了管脚的低和高的输出负载值，单位

为 mA，缺省值来自 Setup 

【Check Load】 此栏决定是否进行管脚的 loading_check Checkplus 规则检查，检查的缺省值来自 Setup 

【Check IO】 此栏决定是否进行管脚的 inputio_check Checkplus 规则检查，检查的缺省值来自 Setup 

【Check Dir】 此栏决定是否进行管脚的方向检查，检查的缺省值来自 Setup 

【Check Assert】 此栏决定是否进行管脚的低有效检查，检查的缺省值来自 Setup 

【Check Output】 此栏决定是否进行管脚的输出检查，检查的缺省值来自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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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单击此按钮，弹出的下拉菜单中有【 Add 】、【 Modify 】、

【Rename】和【Delete】命令。 
• 按钮：单击此按钮，弹出的下拉菜单上有 3 个针对封装管脚的命令，

分别为【Add】、【Rename】和【Delete】。每个命令的详细内容在后面会详细

讨论。 
• 按钮：单击此按钮，弹出【Edit Functions】对话框，可以实现以下

功能。 
添加封装的通道。 
删除封装的通道。 
修改通道的管脚分配。 

• 按钮：创建封装对应的符号。 
• 【Keep Symbols Associated】选项：如果选择了此选项，每当封装的管脚列表

变更了就会同时更新符号的管脚列表，确保封装和符号是完全对应的。 
• 【Global Pins】栏：显示应用于元件所有通道的管脚列表，比如 POWER、

GROUND 和 NC 类型的管脚一般放在此栏。缺省情况下，这些管脚不出现在

符号中，在 chips.prt 文件的 body 部分有这些内容。 
• 按钮：单击此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上有【Logical Pins to Global】和

【Global Pins to Logical】两个命令，分别是移动【Logical Pins】栏管脚到

【Global Pins】栏和移动【Global Pins】栏管脚到【Logical Pins】栏。 

注意：任何映射到多个物理管脚的全局管脚（例如 VCC）如果移动到【Logical Pins】栏，都会转成向量总

线（vector bus）。万一全局管脚已经是向量管脚了，则右键单击向量的任何一位然后选择【Select All 

Bits】，选中向量总线的所有位，单击 按钮就可以将全局管脚移到【Global Pins】栏了。 

• 按钮：单击此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上有【Edit】和【Remove 
Errors】两个命令。 
【Edit】命令：选择此命令进入【Edit Global Mapping】对话框，显示全局管脚

和物理管脚号之间的映射，可以在此对话框中修改映射。 
【Remove Errors】命令：移走映射的那些已经映射到其他逻辑和全局管脚的物

理管脚号，移走的仅仅是那些有错的物理管脚。例如有两个全局管脚 VDD 和

GND 分别映射到 14 和 7，如果要映射 7 到 VDD，Part Developer 会对 VDD 报

错。选择【Remove Errors】命令，Part Developer 会自动将 VDD 映射的管脚 7
去掉，而不会影响 GND 映射到管脚 7。 

• 【Physical Pins】栏：此栏显示的是物理管脚号以及映射的逻辑管脚和通道，

可以通过手工添加新的管脚号或者直接从管脚图中提取，仅当 JEDEC_TYPE
被指定才能从管脚图中提取。 

• 按钮：选择要映射的逻辑管脚或者全局管脚和通道，然后选择相应

的物理管脚，单击 按钮，即可完成映射。 
• 按钮：去掉选择的逻辑到物理管脚的映射，可以按照通道选择也可

以选择所有的通道或者多个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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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去掉所有的逻辑到管脚的映射。 
• 按钮：单击此按钮用“-”标记未映射的通道管脚号。 
• 【Pins】栏：不用通过单击的方法来选择需要的管脚，当创建管脚数很多的元

件时，这个功能很有用，因为可以选择很多管脚。 
• 按钮：退回上一个保存之后的所有动作。 
• 按钮：单击此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上有 5 个命令。 

【Add Physical Pins Manually】：选择此命令，弹出【Add Physical Pin 
Numbers】对话框，可以完成手工添加管脚号。有两种方式添加管脚：一个是

线性（Linear）格式比如 1-14，另外一种是栅格（Grid）格式比如 A1-A23
等，一般用于 BGA 类似封装的管脚号添加。 
【Extract from Footprint】：直接从指定的管脚图重提取物理管脚号，注意管脚

图是从*.psm 文件中提取的。 
【Select & Extract from Footprint】：选择此命令弹出【Browse Jedec Type】对话

框，可以选择需要提取管脚号的管脚图。 
【 Verify with All Footprint(s) 】：将物理管脚列表与 JEDED_TYPE 和

ALT_SYMBOL 属性值指定的管脚图的列表进行校验。 
【Select & Verify with All Footprint】：将物理管脚列表与选择的管脚图进行校

验。 

6.3.2.2  符号编辑器 
在符号编辑器中可以查看完成的符号信息，符号图形显示在符号阅读器（Symbol 

Viewer）中。 
在元件编辑树图窗口单击【sym_1】，右边元件编辑器窗口显示的是符号编辑器窗口。

符号编辑器有【General】和【Symbol Pins】两个选项卡。注意在符号编辑器中对符号的所

有改变都立刻在符号阅读器中显示出来。如图 6-23 所示，图中左边是【General】选项卡的

内容，右边是符号阅读器。 

 

图6-23   符号编辑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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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ral】选项卡 
【General】选项卡描述的是符号的属性和符号的文字及属性，由下面几部分组

成。 
• 【Properties】栏显示的是符号的属性，栏目的内容和描述参见表 6-3。 

表 6-3                           【Properties】栏目的内容和描述 

列标题名称 描述 

【Name】 
显示符号属性名称，缺省情况下，有一个或者多个以下属性：PACK_TYPE、
VALID_PACK_TYPE、JEDEC_TYPE、ALT_SYMBOLS、PART_NAME、$LOCATION、

SPLIT_INST、SPLIT_INST_NAME 

【Value】 显示符号属性值 

【Visibility】 
确定是否显示特性和值，有 Invisible、Name、Value 和 Both 等 4 个选择。如果设置为

Invisible，那么属性的 Name 和 Value 都不显示；如果设置为 Both，那么属性的 Name 和
Value 都显示 

【Location】 确定符号属性的显示位置 

【Text Height】 确定属性名称和值的文字高度，缺省值来自 Setup 

【Alignment】 确定属性的对齐，有 left、right 和 center 等 3 个设置 

【Rotation】 确定属性在符号中的显示角度，可以选择 0、90、180 或 270 

【Parameter】 当创建元件的 Verilog 网表时确定是否将属性作为一个参数写入网表 

【Color】 确定属性显示的颜色 

【X】和【Y】 确定属性相对于原点的位置 

• 【Text】栏显示所有符号中的文字，栏目内容请见表 6-4。 

表 6-4                           【Text】栏目的内容和描述 

列标题名称 描述 

【Location】 确定符号文字的显示位置 

【Text Height】 确定符号的文字高度 

【Alignment】 确定属性的对齐，有 left、right 和 center 等 3 个设置 

【Rotation】 确定属性在符号中的显示角度，可以选择 0、90、180 或 270 

【Parameter】 当创建元件的 Verilog 网表时确定是否将属性作为一个参数写入网表 

【Color】 确定属性显示的颜色 

【X】和【Y】 确定属性相对于原点的位置 

• 按钮：退回上一个保存之后的所有动作。 
(2) 【Symbol Pins】选项卡 

在【Symbol Pins】选项卡中可以完成符号管脚的输入和确定符号的大小，也可

以修改存在的管脚信息和符号尺寸，包含的内容如图 6-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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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Symbol Pins】选项卡 

• 【Logical Pins】栏：显示所有符号管脚和与管脚相关的属性，缺省情况下栏

目内容参表 6-5。 

表 6-5                            【Properties】栏目的内容和描述 

列标题名称 描述 

【Name】 显示符号管脚名称 

【Text】 显示 PIN_TEXT 属性值，如果在创建元件时在 Setup 中选择了【Use Pin Name As Pin Text】
选项，则管脚文字值就为管脚名称值 

【Pin Type】 显示管脚类型，比如 INPUT、OUTPUT 等。如果有封装与符号相联系，这一栏是不允许编

辑的 

【Sized】 显示管脚是否有范围的，是不可编辑的 

【Location】 确定符号管脚的位置，有 Left、Right、Top 和 Bottom 几个选项 

【Position】 确定管脚相对于原点的位置，与【Location】配合着使用 

• 【Preserve Pin Position】选项：确定当符号的外形改变时，管脚的位置及管脚

关联的属性和管脚文字是否保持不变。如果不选这个选项，则符号外形改变

时，管脚的位置及管脚关联的属性和管脚文字将会动态调整。相反，选择这个

选项则保持不变。 
每当符号创建的时候，这个选项缺省是不选择的，当加入新管脚时允许 Part 
Developer 动态地在符号外形上移动管脚。但是当打开一个已经建好的符号时

是缺省选择这个选项，以确保图形不会被自动移动而被搞乱。 

注意：当添加了新的管脚时，Part Developer 会扩展符号外形，但是删除符号管脚时 Part Developer 不会调

整缩小符号外形，只能手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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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de Grid】选项：确定在符号阅读器中是否显示栅格线。 
• 【Symbol Outline】栏：确定符号相对于原点的长度和宽度。 

注意：当选择【Preserve Pin Position】选项时，改变符号外形可能导致管脚不能和符号的外形相连。此时，

需要手工移动管脚位置将管脚与符号外形重新连接。 

• 【Move Pins】栏：单击箭头可以移动选择的管脚，每次移动一个栅格。如果

想要移动多个栅格，可以单击箭头中间的 按钮，进入【Move Pin】对话

框，设置需要移动的方向和栅格数。 
• 按钮：在该按钮的下拉菜单中有 6 个选项可供选择，可以完成在元件管

脚列表中添加、重命名、修改和删除管脚，还可以修改符号管脚的属性和

pin_text 属性。 
• 按钮：在该按钮的下拉菜单中有 4 个选项可供选择，可以完成添加、

重命名或者删除符号管脚的属性。 
• 按钮：退回上一个保存之后的所有动作。 

6.3.2.3  符号阅读器 
每当在元件编辑器中选择了符号，符号阅读器就显示出选择的符号。每当在符号编辑器

中对符号做了任何改变时，符号阅读器会动态地更新符号视图。可以选择菜单命令

【Symbol Viewer】来控制符号阅读器的放大、缩小、调整窗口到合适的大小和放大选择的

区域。 

6.3.2.4  版本编辑器 
版本编辑器提供查看元件的日志和版本信息。在元件编辑树图窗口单击根节点

【mylib.74hc04】可查看元件日志和版本信息，如图 6-25 所示。 

 

图6-25   版本编辑器界面 

从图 6-25 中可以看到有以下内容可供选择和查看，参见表 6-6。 



  Part Developer 

 131

表 6-6                               版本编辑器内容 

内容 描述 

【BaseLine on Save】 开始和停止元件日志和版本修订 

【Name】 显示的是元件和视图的名称 

【Type】 显示的是视图的类型 

【Status – Major】 
显示元件的一些主要状态，有“Created”、“Baselined”和“Modified”三个可能的值

“Created”意即创建新元件或者新视图。“Baselined”意即第一次启动元件日志或者重新开

始，“Modified” 意即每当不选择【BaseLine on Save】选项和修改元件时会显示此值 

【Status】/【Error】 显示视图是否有错误，如果有错就显示为“Yes”，否则显示为“No” 

【Revision】/【Major】 显示元件或者视图主要的版本 

【Revision 】/【Minor】 显示元件或者视图的小版本 

【Creation 】/【Date/Time】 显示创建的日期和时间 

【Creation 】/【User】 显示创建者的注册名 

【Creation 】/【Path】 显示库和元件名称，格式为“库名称.元件名称” 

【LastModification 】/
【Date/Time】 显示修改视图的日期和时间 

【LastModification 】/【User】 显示修改者的注册名 

【LastModification 】/【Path】 显示库和元件名称，格式为“库名称.元件名称” 

启动元件日志和版本记录并查看记录 
1. 在元件编辑树图窗口单击根节点【mylib. 74hc04】。 
2. 选择【BaseLine On Save】选项。 
3.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元件。 
4. 选择【File】/【Close】命令退出。 
5. 选择【File】/【Open】/【Cell】命令，选择元件【74hc04】，单击 按

钮。查看日志和版本记录。因为版本编辑器不能动态地反映变更内容，只能

重新启动元件来查看。然后查看磁盘路径中的内容，多了一个“Metadata”的

路径。 
注意在重新打开元件时没有选择【BaseLine on Save】选项，只有在保存元件前选择此选项，

然后保存元件才能更新版本号。万一没有选择此选项而保存了元件，会在所有的视图路径下

面产生一个“.baselined”文件，比如在 chips 路径中产生了 chips.prt.baselined 文件。之后选择

了此选项，然后保存元件，则此视图会与“.baselined”文件做比较，然后升级版本号。 
6. 单击 按钮，进入【Revision Log】对话框。 
7. 单击 按钮进入【Add User Comment】对话框。 
8. 单击 按钮，退出对话框。 

6.3.3  设置 Part Developer 

通过 Part Developer 的【Tools】/【Setup】命令可以实现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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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指定 Part Developer 用户界面的值，比如可以指定符号文字在符号中的角

度、颜色、高度等。注意缺省的值是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的。 
• 设置管脚名后缀低有效字符。 
• 确定用于 split parts 的属性。 
• 指定加到符号、封装、符号管脚和封装管脚上的属性。 
• 确定添加向量管脚是以扩展的形式还是以折叠的方式。 
• 确定符号和封装管脚的位置、负载值和类型。 
所有的设置都保存在项目文件.cpm 中。 

启动 Part Developer，打开项目，本示例请参考本书配套光盘中的

“cadencelab/liblab/liblab3”目录 
1. 在 DOS 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命令“pdv”，然后按 Enter 键，启动 Part 

Developer。 
2. 选择许可证【PCB Librarian Expert】，然后单击 按钮，启动 Part 

Developer。 
3. 选择【File】/【Open Project】命令。 
4. 在打开的【Open Project】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打开】对

话框中查找并选择项目文件“C:/cadencelab/liblab/liblab3/conceptlab3.cpm”，然

后单击 按钮，关闭【打开】对话框。 
5. 单击【Open Project】对话框中的 按钮，打开项目。如果没有安装

Cadence 提供的库，会提示很多无效路径，可以不用理睬。 
下面进行 Part Developer 的设置。在 Part Developer 界面，选择【Tools】/【Setup】命

令，启动【Setup】对话框，如图 6-26 所示。对话框图形界面分为两个窗口，左边的窗口显

示的是类似资源管理器的树状视图，右边的窗口显示的是可以设置的选项。 

 
图6-26   【Setup】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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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缺省的低有效管脚符号和 split 元件属性 
单击【Setup】根节点，查看在【Setup】根节点提供的是指定低有效字符和 split 元件的

缺省属性。 
(1) 【Low Assertion Character】栏 

此栏设置是 Part Developer 判断低有效管脚是以管脚名称后缀为基础或者是管

脚名称前缀“-”为基础。 
• 【Read/Write】确定当读写元件时是以后缀“_N”还是“*”作为低有效管

脚。图 6-26 所示是以“*”作为低有效管脚的字符的判定。 
• 【Additional Read】确定在读元件时判断是带有“_N”还是“*”后缀的管脚

是低有效管脚。【Additional Read】是【Read/Write】选项之外的后缀的指定。

比如有些元件有“ _N”和“ *”后缀的管脚都是低有效的管脚，则在

【Read/Write】选择“*”作为低有效后缀，在【Additional Read】选项中选择

“_N”作为低有效后缀，这样可以确保“_N”和“*”后缀的管脚都是低有效

的管脚。 

 

即使 Part Developer 确定了带有【Additional Read】选项设置的后缀的管脚名称是低有效管脚，管

脚文字是不会自动更新的。比如上文提到的情况，读入“_N”后缀的低有效管脚，写是用的

“*”。但是这些管脚的 PIN_TEXT 属性仍然是以“_N”为后缀。选择【Use minus （‘-’） sign 

for low asserted pins in Package view】选项确保低有效的管脚在写入 chips.prt 文件中是带有(-)标记

的。如果不选这个选项，那么写入 chips.prt 文件中可能是“_N”或者“*”。 
(2) 【Split Parts】栏 

Split Parts 即多个符号代表一个元件，因为有多个符号，在符号和 chips.prt 文

件中就有一些专有的属性。Part Developer 创建元件时，此栏确定加入 chips.prt
和 symbol.css 文件的值，有以下几个选项。 

• 【Auto Add SWAP_INFO to Chips】选项：对于管脚数很多的器件，可能要将

逻辑部分分为几个符号。比如一些 FPGA 有 1000 多个管脚可能有两个符号，

因为这些符号有相同的逻辑功能，可能两个符号之间会交换管脚，使用

SWAP_INFO 属性可以实现。将这个属性加入 chips.prt 文件，以后打包和

Allegro 都会用到。 
• 【Use SPLIT_INST and $LOCATION】和【Use SPLIT_INST_NAME】单选

框：当创建 split 元件时，添加【Use SPLIT_INST and $LOCATION】或者

【Use SPLIT_INST_NAME】属性到 chips.prt 文件中，以确保几个符号能够被

打包成同一个元件。如果使用 SPLIT_INST 和$LOCATION 属性，指定想要打

包成同一个元件的符号属性$LOCATION 为同一个值，比如 LOCATION=U1，
SPLIT_INST 属性值为 TRUE。如果使用的是 SPLIT_INST_NAME 属性，确保

想要打包成同一个元件的符号属性 SPLIT_INST_NAME 为同一个值，比如

SPLIT_INST_NAME=U1。 

设置封装 
在如图 6-26 所示的对话框中单击【Package】节点，如图 6-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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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   封装设置界面 

• 【Class】选项：设置元件类型，元件类型有 IC、IO 和 DISCRETE 三个选

项。缺省情况下选择的是 IC。 
• 【RefDes Prefix】选项：设置封装的参考编号前缀，此信息是以属性

PHYS_DES_PREFIX 加入 chips.prt 文件中的。 
• 【Additional Package Properties】栏：输入其他的封装属性，缺省情况在

【Name】列的下拉列表中有以下几个属性可供选择：BODY_NAME、

DEFULT_SIGNAL_MODEL、DESCRIPTION、FAMILY、POWER_GROUP、
REF_DES_PATTERN 和 TECH。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其他属性。 

在【Additional Package Properties】栏的【Name】列输入属性“LIBRARY_NAME”，在

【Value】列输入属性名“mylib”。 
同 时 按 住 键 盘 上 的 Ctrl 和 I 键 ， 在 新 加 入 空 行 的 【 Name 】 列 输 入 

“PACKAGE_STATUS”属性，在【Value】列输入属性名“?”，结果如图 6-28 所示。 

 
图6-28   输入的封装属性值 

设置缺省封装管脚属性 
在如图 6-26 所示的对话框中单击【Package Pins】节点，可以设置基于管脚类型的属

性，如图 6-29 所示。 
按钮：单击此按钮，在弹出的菜单有【Add】、【Rename】和

【Delete】命令选项。可以完成添加、重命名和删除属性的操作。添加属性会

将属性添加到所有的管脚上，如果想要删除一些管脚类型的属性，只能编辑管

脚类型对应的属性，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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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   封装管脚设置界面 

设置符号属性 
在如图 6-26 所示的对话框中单击【Symbol】节点，可以设置符号的缺省值，Part 

Developer 可以利用其创建符号，如图 6-30 所示。 

 
图6-30   设置符号缺省值界面 

• 【System Unit】：设置符号的测量单位，缺省为“ Inches”，也可以选择

“Fractions”和“Metrics”。 
• 【Sheet Size】：设置 Concept HDl 原理图图框的大小，如果符号的大小超出图

框的范围会报错。 
• 【Grid Size】：设置栅格的大小，符号管脚只能放在栅格上，缺省为 0.05 英

寸。 

注意：Concept HDL 符号编辑器缺省的格点是 0.05inch，所有的管脚和管脚短线（Pin Stub）都是放在

0.1inch 格点上，尽量不要修改格点，否则会给原理图设计带来麻烦。另外，Cadence 提供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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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都是按以上述规则设计的，为了方便使用 Cadence 库，也尽量使用和 Cadence 库同样的格点，一

方面方便画原理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观。 

• 【Minimum Size(In Grid Units)】栏的【Height】和【Width】：设置符号的最小

高度和宽度（以栅格为单位）。 
• 【Symbol Outline】：设置符号外形线的宽度，有“thick”和“thin”两个选

项，分别为粗线和细线。 
• 【Auto Expand Bus】：此选项应用于向量管脚，选择了此选项那么向量管脚都

以单个的管脚显示在符号中，可以分别编辑各个管脚属性。 
• 【Text Attributes】栏的【Height】、【Color】和【Rotation】：设置符号中文字的

高度（单位为英寸）、颜色和角度。 
• 【Default Property Height】：设置符号中属性和属性值的高度，单位为英寸。 
• 【Symbol Properties】栏：在此栏可以设置属性、属性值和它们的显示状态。

显示状态可以设置为【Visibility】、【Color】、【Rotation】或【Height】。 
1. 在【Setup Options】栏选择【Symbol】节点，在【Symbol Properties】栏

【Name】列的下拉列表选择属性“PART_NAME”，在【Value】列输入属性

名“?”。 
2. 在【Visibility】下拉列表选择“Value”。 
3. 向右拖动【Symbol Properties】栏下面的游标到最后，在【Location】下拉列

表选择“Center-Top”。 
4. 同时按 Crtl 和 I 键，插入一个空行。 
5. 在【Name】列输入属性“COMPANY”，在【Value】列输入属性名“AAA”。 
6. 在【Visibility】下拉列表选择“Value”。 
7. 向右拖动【Symbol Properties】栏下面的游标到最后，在【Location】下拉列

表选择“Bottom”，如图 6-31 所示。 

 
图6-31   设置符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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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符号管脚缺省值 
在【Setup Options】栏选择【Symbol Pins】节点，在此栏可以设置管脚文字的高度属性

和管脚属性，如图 6-32 所示。在【Symbol Pins】节点下面还有一个【Properties】节点，用

于设置符号管脚的属性和不同类型管脚的位置，如图 6-33 所示。 

 
图6-32   设置符号管脚界面 

 
图6-33   设置符号管脚属性界面 

首先看看设置符号管脚界面，参见图 6-32。 
• 【Pin Name Height】：设置管脚名称高度，单位为英寸。 
• 【Pin Text】栏包括以下选项。 

【Use Pin Name as Pin Text】：设置是否用管脚名称作为管脚显示的文字，如果

不选此选项只能手工给管脚指定管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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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ctor Bit Mask 】： 设 置 向 量 管 脚 的 管 脚 文 字 。 缺 省 格 式 为

“$Name[MSB..$LSB]”。如果有总线 DATA 共 16 位，则显示为 DATA[15..0]。 
【Pin Text Height】和【Pin Text Color】：设置管脚文字的高度和颜色。 

• 【Pin Attributes (In Grid Unit)】栏包括以下选项。 
【Show Dot As Filled】：设置符号管脚上的圆点是填充的还是空的。 
【Minimum Pin Spacing】：设置最小管脚间距，以栅格为单位。 
【Low Assert Shape】：设置低有效管脚的形状，有“Dot”、“Line”和“Line-
Dot”三种形状可供选择。 
【Stub Length】：设置符号管脚的长度，单位为栅格。 

• 【Pin Name Format for Bus】：设置向量管脚的显示格式，有“<MSB..LSB>”
和“<LSB..MSB>”可供选择。 

下面再看看设置符号管脚的属性界面。 
• 【Symbol Pin Properties】：此栏可以设置管脚的属性、属性值及显示属性。 
• 【Pin Location】：显示不同的管脚类型在符号中的位置。 

设置元件列表 
在【Setup Options】栏选择【PTF】节点，在此栏可以为元件设置缺省的元件列表文件

属性，如图 6-34 所示。 

 
图6-34   设置 PTF 属性界面 

【Name】和【Value】是属性名和值，【Context】有“Key”、“Injected”、“Global”和

“Key and Injected”等 4 个选项。 
1. 在【Setup Options】栏选择【PTF】节点。 
2. 同时按 Crtl 和 I 键 4 次，插入 4 个空行。 
3. 在【PTF Properties】栏【Name】列输入属性“PACK_TYPE”，在【Value】列

输入属性名“?”，在【Context】下拉列表选择“Key”。 
4. 在第 1 行的【Name】列输入属性“PART_NAME”，在【Value】列输入属性

名“?”，在【Context】下拉列表选择“Key”。 
5. 在第 2 行的【Name】列输入属性“JEDEC_TYPE”，在【Context】下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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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Injected”。 
6. 在第 3 行的【Name】列输入属性“JEDEC_TYPE”，在【Context】下拉列表

选择“Injected”。 
7. 在第 4 行的【Name】列输入属性“DESCRIPTION”，在【Context】下拉列表

选择“Injected”。 
添加的属性内容如图 6-35 所示。 

 
图6-35   添加的属性内容 

8. 单击 按钮，结束操作。 

6.3.4  Part Developer 创建元件的方法 

Part Developer 创建元件的流程如图 6-36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创建元件的流程从在

选择的库中创建部件（cell）开始，然后输入逻辑管脚，在添加完逻辑管脚之后，创建封装

或者符号。 

 图6-36   Part Developer 创建元件的流程 

输入逻辑管脚的方法有 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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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装编辑器或者符号编辑器中通过【Add Pin】对话框添加管脚； 
• 直接在封装编辑器的【Logical Pins】栏添加逻辑管脚； 
• 直接在符号编辑器的【Logical Pins】栏添加逻辑管脚。 

注意制作 Sizeable 符号，需要在符号编辑器启动【Add Pin】对话框来增加逻辑管脚，因为

SIZE 是符号管脚的属性。 

 
下面举例详细介绍元件的制作流程和方法。 

6.4  创建平面元件 
本节以创建一个扁平的单部件元件 CY7C225A 为例，详细介绍如何定义元件的管脚，

如何创建封装和符号。此元件的逻辑和管脚图如图 6-37 所示。 

 

图6-37   CY7C225A 逻辑和管脚图 

6.4.1  创建新元件 

进入创建元件流程的第 1 步，创建元件。 

创 建 CY7C225A ， 参 考 示 例 详 见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中 的

“cadencelab\liblab\liblab4”目录 
1. 打开库项目文件“cadencelab\liblab\liblab4\liblab4.cpm”，进入项目管理器。 
2. 选择【Tools】/【Library Tools】/【Part Developer】命令进入 Part 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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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Part Developer 界面选择【File】 /【New】 /【Cell】命令，出现【New 
Cell】对话框。 

4. 在【Library】下拉列表中选择“mylib”，在【Cell】栏输入元件名称

cy7c225a，然后单击 按钮，元件名称出现在元件编辑器栏。 
因为元件是单部件元件，所以先创建封装以方便管脚的输入。 

6.4.2  创建封装 

封装包含元件的物理信息，当创建封装时需要指定下列信息： 
• 封装名称； 
• 等同的封装即逻辑和物理管脚列表和属性相同的封装； 
• 管脚图信息即 JEDEC_TYPE 和 ALT_SYMBOLS，创建封装用于方便管脚输

入； 
• 元件类别； 
• 元件参考编号前缀； 
• 封装属性； 
• 封装中的逻辑管脚； 
• 封装中的通道数； 
• 物理到逻辑管脚映射； 
• 封装管脚属性。 

Part Developer 提供两种方法创建封装：一种是使用封装编辑器创建封装，另外一种是

先创建符号，然后从符号得出封装。本节使用前一种方法创建封装。后面章节会讲述利用后

一种方法创建封装。 

创建封装 
1. 右键单击元件编辑器栏的【Packages】，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命令。

一个新的封装产生了，缺省封装名字和元件的名称相同。 
2. 选择【General】选项卡，如图 6-38 所示。从【Logical & Physical Parts】栏的

树图结构可以看出，一个元件包含逻辑和物理部分，逻辑部分定义一个元件

的逻辑管脚并通过一一对应或者一对多对应映射到物理部分。可以看到在

【Additional Properties】栏显示封装的属性，其中第 1 和第 2 个属性是按照

6.3.3 节的方法设置的缺省设置。从图 6-37 可知，CY7C225A 有两种封装形

式，并且管脚映射是不一样的。 
3. 右键单击【Physical Parts(Pack Types)】，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命令，

弹出【Add Physical Part】对话框，如图 6-39 所示。 
4. 在【Pack Type】栏输入“dip”。 
5. 单击 按钮，新建的封装“CY7C225A_DIP”出现在【Logical & Physical 

Parts】树图中。 
下面接着添加逻辑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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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元件封装【Gerenal】选项卡 

 

图6-39   【Add Physical Part】对话框 

6.4.3  添加逻辑管脚 

前边已经介绍过添加逻辑管脚有 3 种方法，本节介绍第 1 种方法，通过【Add Pin】对

话框来添加管脚，使用此方法有以下优点： 
• 可以输入 sizeable 管脚； 
• 可以一次输入向量管脚； 
• 管脚名称可以进行非法字符校验； 
• 关注管脚命名语法； 
• 对于封装和符号指定的管脚信息都是有效的，比如【Type】是封装属性，而

【Location】是符号属性。 

使用【Add Pin】对话框添加管脚 
1. 打开【Package Pin】选项卡。 
2. 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dd】命令，出现【Add Pin】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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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先在【Add Pin】对话框输入地址管脚，因为地址是总线，选择【Vector】选

项，在【Base Name】栏输入“A”，在【MSB】栏输入“7”，在【LSB】栏输

入“0”，在【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INPUT”，然后单击 按钮。 
指定管脚类型和添加管脚负载信息将会保存在 chips.prt 文件中，这些信息对于原理图完整性

检查和布局布线分析有时是很关键的。Cadence 提供的管脚类型、功能解释和属性值参见表 6-

7。注意管脚名称可以是字母和数字，Concept HDL 也支持字符“-”、“#”、“$”、“%”、“+”、

“=”、“|”、“?”、“^”、“_”、“.”、“(”、“)”，对于“(”、“)”这两个符号，Concept HDL 会报

错，需要将“multi_format_vector”选项关掉。字符“/”、“;”、“!”、“<”、“>”、“:”、“\”、

“””、“,”、“*”是无效的。注意“*”和“_N”是低有效标志。 

表 6-7                      管脚类型、功能解释和属性值 

管脚类型 功能 属性值 

ANALOG 模拟管脚，一般连接到无源器件，比如电阻等 

PIN_TYPE=ANALOG 

NO_LOAD_CHECK=BOTH 

NO_IO_CHECK=BOTH 

ALLOW_CONNECT=TRUE 

BIDIR 输入和输出管脚 

INPUT_LOAD=(-0.01,0.01) 

OUTPUT_LOAD=(1.0,-1.0) 

BIDIRECTIONAL=TRUE 

INPUT 输入管脚 INPUT_LOAD=(-0.01,0.01) 

OUTPUT 输出管脚 OUTPUT_LOAD=(1.0,-1.0) 

TS 三态管脚，有低、高和高阻状态 

INPUT_LOAD=(-0.01,0.01) 

OUTPUT_LOAD=(1.0,-1.0) 

OUTPUT_TYPE=(TS,TS) 

TS_BIDIR 三态双向管脚 

INPUT_LOAD=(-0.01,0.01) 

OUTPUT_LOAD=(1.0,-1.0) 

BIDIRECTIONAL=TRUE 

OUTPUT_TYPE=(TS,TS) 

OC 省略了集电极上拉的开路集电极门，几个集电极门连接到一个上拉电阻 
OUTPUT_LOAD=(1.0,*) 

OUTPUT_TYPE=(OC,AND) 

OC_BIDIR 开集电极双向管脚 

OUTPUT_LOAD=(1.0,*) 

OUTPUT_TYPE=(OC,AND) 

BIDIRECTIONAL=TRUE 

OE 省略了发射极下拉的开路发射极管脚 
OUTPUT_LOAD=(1.0,*) 

OUTPUT_TYPE=(OE,OR) 

OE_BIDIR 开发射极双向管脚 

OUTPUT_LOAD=(1.0,*) 

OUTPUT_TYPE=(OE,OR) 

BIDIRECTIONA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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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管脚类型 功能 属性值 

POWER 电源或者地管脚 

PIN_TYPE=POWER 

NO_LOAD_CHECK=BOTH 

NO_IO_CHECK=BOTH 

ALLOW_CONNECT=TRUE 

在 chips.prt 文件中没有列出 

NC 没有连接的管脚 

PIN_TYPE=NC 

NO_LOAD_CHECK=BOTH 

NO_IO_CHECK=BOTH 

ALLOW_CONNECT=TRUE 

在 chips.prt 文件中没有列出 

UNSPEC 没有指定管脚功能，一般用于连接器管脚 

NO_LOAD_CHECK=BOTH 

NO_IO_CHECK=BOTH 

ALLOW_CONNECT=TRUE 

GROUND 地管脚 

如果管脚存于符号中 

POWER_PINS=(GND:管脚号) 

GROUND_NETS=‘管脚名’ 

如果管脚存在于管脚部分 

‘<pin name>’: 

PIN_NUMBER = 

‘(<pin_number>)’ 

PINUSE = ‘GROUND’; 

4. 接着输入数据管脚，在【Base Name】栏输入“O”，在【MSB】栏输入“7”，
在【LSB】栏输入“0”，在【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OUTPUT”，然后单击

按钮。 
5. 选择【Scalar】选项，在【Prefix】栏输入“PS”，因为“PS”是低有效的，在

【Suffix】栏输入“*”，在【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INPUT”，然后单击

按钮。 
6. 按照第 5 步的方法输入“CLR”、“ES”和“E”三个管脚。 
7. 在【Prefix】栏输入“CP”，因为“CP”是高有效的，删除【Suffix】栏的

“*”，然后单击 按钮。 
8. 在【Prefix】栏输入“VCC”，因为“VCC”是电源管脚，在【Type】下拉列

表中选择“POWER”，在【Loca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Right”，然后单击

按钮。 
9. 在【Prefix】栏输入“GND”，因为“GND”是电源管脚，在【Type】下拉列

表中选择“GROUND”，在【Loca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Right”，然后单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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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结果如图 6-40 所示，注意在缺省情况下【Select】列所有的管脚都是选中的，即所

有管脚都会加入封装。 

 

图6-40   CY7C225 所有管脚 

10. 单击 按钮，所有的管脚都显示在【Logical Pins】栏。注意所有的电源

和地管脚也在【Logical Pins】栏中显示，那么当从封装生成元件符号时，电

源管脚可以在符号中看到。如果不想在符号中显示电源管脚，可以将管脚移

到【Global Pins】栏中。具体操作在后面的练习中将详细描述。 

6.4.4  指定管脚图 

下面开始给对应的管脚指定管脚号，输入管脚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手工输入，一种是

通过指定一个 PCB 管脚图，然后从管脚图中提取管脚号。下面的练习采用的是从 PCB 管脚

图中提取管脚号。 

指定管脚图和从管脚图提取管脚 
1. 单击【General】选项卡。 
2. 在【Associated Footprints】栏单击【Jedec Type】右边的 按钮，出现了

【Browse Jedec Type】对话框。因为有很多元件可以选择，可以使用过滤功能

来查找某个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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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图的查询路径缺省设置为 Cadence 的安装路径，如果要使用其他路径中的管脚图需要进行设

置。设置的方法是在约束管理器界面选择【Tools】/【Setup】命令，进入【Project Setup】对话

框，单击【Tools】选项卡，再单击 Allegro 右边的按钮 ，进入【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单击【Categories】栏的【Design_paths】，然后分别单击【 padpath】和

【psmpath】右边的 按钮进行设置，具体设置方法在其他章节还会详细描述。 
3. 右键单击【Name】列表中的任意一行，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Filter Rows】

命令。弹出【Filter Rows】对话框，如图 6-41 所示。 

 
图6-41   【Filter Rows】对话框 

4. 在空行中输入“dip*”，然后单击 按钮。则只有双列直插的封装显示

在【Browse Jedec Type】对话框中。 
5. 在列表中选择“dip24_3”，然后单击 按钮。 
下面开始提取物理管脚信息。 
6. 单击【Package Pin】选项卡。 
7. 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Extract from Footprint】命令。 
8.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在【Physical Pins】栏显示出所有提取

出的管脚号，并且是无序排列的，如图 6-42 所示。 

 

图6-42   查看【Physical Pins】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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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Number】将管脚号排序。 

6.4.5  将电源管脚从【Logical Pins】栏移到【Global Pins】栏 

因为不想将电源和 NC 管脚显示在符号中，所以将电源管脚从【Logical Pins】栏移到

【Global Pins 栏】。 

将电源管脚从【Logical Pins】栏移到【Global Pins】栏 
1. 单击【Logical Pins】栏的【Type】标题，将管脚类型排序。 
2. 选择所有的“POWER”和“GROUND”属性的管脚，然后单击 按钮，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Logical Pins to Global】命令，则所有的“POWER”和

“GROUND”属性的管脚移到【Global Pins】栏。 

6.4.6  管脚映射 

下面开始逻辑到物理管脚映射和全局到物理管脚映射。一般逻辑管脚映射都是先选择逻

辑管脚，然后选择封装管脚，再单击映射按钮。对于全局管脚映射需要选择全局管脚，然后

选择相应的封装管脚，并且一个全局管脚可能对应多个封装管脚。 

管脚映射 
1. 根据逻辑管脚图映射管脚。单击【Logical Pins】栏“A<0>”行的【S1】列对

应的表格，在【Physical Pins】栏的【Number】列选择“8”，单击 按

钮。 
2. 同第 1 步操作，将“A<1>”到“A<8>”的管脚全部映射。 
3. 同第 1 步操作，将“PR*”、“CLR*”、“ES*”、“E*”和“EP”的管脚全部映

射。 
4. 同时选择“O<0>”到“O<2>”对应的【S1】列的表格，然后在【Physical 

Pins】栏【Number】列同时选择“9”、“10”、“11”，单击 按钮。 
5. 同第 4 步操作，将“O<3>”到“O<7>”同时映射。 
下面开始映射全局管脚。 
6. 单击【Global Pins】栏的“GND”，在【Physical Pins】栏的【Number】列选

择“12”，单击 按钮。 
7. 同第 6 步操作，将“VCC”映射。 
管脚映射结果如图 6-43 所示。 
8. 在【Logical Pins】栏右键单击表格，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Hide Mapped 

Pins】命令，所有映射完成的管脚被隐藏，并且表格左上角的符号 中的箭头

由蓝色变为绿色，表示有行或者列被隐藏。 
9. 在【Physical Pins】栏右键单击表格，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Hide Mapped 

Pins】命令，所有映射完成的管脚被隐藏，并且表格左上角的符号 中的箭头

由蓝色变为绿色，表示有行或者列被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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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3   逻辑到物理管脚映射 

10.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文件。 

6.4.7  创建符号 

同创建封装的方法类似，创建符号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在符号编辑器中创建符

号，另外一种是直接从封装中生成符号。本节采用后一种方法创建符号。 

创建符号 
1. 单击 按钮，出现【Generate Symbol(s) for Package CY7C225A】

对话框。 
2. 单击 按钮，自动创建原理图符号，如图 6-44 所示，元件树图区的

【Symbol】节点下面多了几个文件夹。 

 
图6-44   元件树图区文件夹 

3. 单击【sym_1】文件夹，查看符号编辑器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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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Symbol Pins】选项卡，如图 6-45 所示。 

 

图6-45   符号编辑器和符号显示 

5. 选择【Name】栏中的“CP”，然后单击【Move Pins】栏的 按钮，观察符号

阅读器中符号的显示，管脚移动，再单击 按钮。 
6. 单击 按钮，弹出【Move Pin】对话框。在【Direc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

“Down”，在【Grid units to move】栏输入 2，然后单击 按钮。 
7. 选择【Name】栏中的“CLR*”，然后单击 按钮，弹出【Move Pin】对话

框。在【Direc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Down”，在【Grid units to move】栏输

入 2，然后单击 按钮。 
8. 选择【Name】栏中的“PS*”，然后单击 按钮，弹出【Move Pin】对话

框。在【Direc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Up”，在【Grid units to move】栏输入

8，然后单击 按钮。 
9. 选择【Name】栏中的“E*”，然后单击 按钮，弹出【Move Pin】对话框。

在【Direc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Down”，在【Grid units to move】栏输入

4，然后单击 按钮。调整后的符号显示如图 6-46 所示。 

 

注意符号中的向量管脚都是以扩展的形式显示的，如果想要将向量的位以折叠的形式显示，可

以使用符号编辑器创建符号或者在【Logical Pins】栏选择所有的向量管脚，然后按右键选择

【Collapse】命令。 

10. 选择【File】/【Save】命令，会出现【Errors & Warnings】对话框，提示符号

中的“Part name”还没有定义，单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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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6   CY7C225A 元件符号 

6.4.8  元件校验 

在完成元件的创建时可以进行检查以确保正确性。 

元件校验 
1. 选择【Tools】/【Verify】命令，出现【Verification】对话框。 
2. 单击 按钮进入【View Verification】对话框。 
3. 单击 按钮。 
4. 单击 按钮，开始校验。校验完成后出现【Verification Results】对话

框。 
5. 单击 按钮。 
6. 单击 按钮退出【Verification】对话框。 

6.5  由 PDF 文件创建元件 
Part Developer 可以提供由 PDF 格式文件来创建元件的功能，可以将文本拷贝下来，然

后粘贴在 Excel 中进行修改，最后直接粘贴进 Logical 和 Physical Pins 的表格内，然后再按

照前面介绍的方法创建元件。 
下面将以元件为例来介绍使用 PDF 格式文件来创建元件的方法。在 Part Developer 中输

入管脚信息有以下两种方法。 
• 直接在 Part Developer 中输入。 

这种方法需要分别将管脚名称列和管脚号列输入 Part Developer，然后手工更

新管脚类型信息。 
• 先将管脚信息拷贝到 Excel，然后再一次性拷贝到 Part Developer。 
本节采用后一种方法输入管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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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本书配套光盘“cadencelab\datasheet”目录下的 21154 管脚表格.pdf 文件，查看如

图 6-47 所示的数据，注意图中是部分管脚信息。 

 

图6-47   21154 元件数据表 

6.5.1  将管脚信息拷贝到 Excel 表格中 

将管脚信息拷贝到 Excel 表格中 
1. 在 Acrobat Reader 界面，用选择表工具选择表格内容。 
2. 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复制选定的表】命令。 
3. 打开 Excel 工作表，同时按 Ctrl 和 V 键粘贴。 
4. 按照第 1~3 步的方法，将 pdf 文件中的表格全部粘贴到 Excel 工作表中，注意

检查粘贴内容是否有错，将无用的表格标题删除，格式如图 6-48 所示。 

 
图6-48   Excel 数据格式 

5. 因为 Part Developer 的逻辑管脚表格的第 2 列是管脚类型，第 3 列是管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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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将两列颠倒过来。而且图 6-48 所示表格中共有两列管脚信息，需要

分别拷贝到 Part Developer。 
6. 修改管脚属性，比如属性“I”为输入管脚，而 Cadence 中相应属性名为

“Input”，将所有的属性“I”改为“INPUT”。 
7. 同样将属性“O”改为“OUTPUT”，将属性“STS”改为“TS”。其他根据实

际情况变更。如果元件数据表中的属性在 Cadence 的管脚属性中没有的话，在

拷贝管脚信息到库中时 Cadence 会默认为是“UNSPEC”属性。 
8. 查看后缀为“_l”的管脚名，这些管脚为低有效的管脚，用“*”将后缀

“_l”替换。 
9. 保存文件。 

6.5.2  将 Excel 文件内容拷贝到 Part Developer 中 

打开本书配套光盘“cadencelab\datasheet”目录下的 21154.xls 文件，进行以下操作。 

将 Excel 文件内容拷贝到 Part Developer 中 
1. 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在【mylib】库中创建元件 21154，然后创建一个封装

21154。 
2. 单击封装编辑器的【Package Pin】选项卡。 
3. 单击【Logic Pins】栏，同时按 Ctrl 和 I 键，增加一个空行。 
4. 回到 Excel 表中，将三列的管脚信息全部选中，然后同时按 Ctrl 和 C 键拷

贝。 
5. 回到 Part Developer 界面，单击【Name】栏下面新加的空格，然后同时按 Ctrl

和 V 键，注意状态栏显示警告“Pin name VDD already exist in the Package”，
这是因为电源管脚 VDD 和 VSS 有很多且名称相同，如图 6-49 所示。 

 
图6-49   拷贝进封装编辑器的管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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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Logic Pins】栏找到第 95 行，查看管脚属性为“UNSPEC”，而元件数据

表中的属性为“OUTPUTD”，因为 Cadence 没有相应的属性。 
7. 找到管脚名称“VDD”，将红色显示部分全部选择然后删除。选择剩下的

“VDD”，然后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Logical Pins to 
Global】命令。 

8. 在【Package pins】栏选择所有未映射的管脚，在【Global Pins】栏选择

“VDD”，然后单击 按钮，则所有的管脚映射到“VDD”。 
9. 按照第 7、8 步的方法将“VSS”管脚映射，如图 6-50 所示。 

 
图6-50   【Global Pins】的映射 

 

也可以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dit】命令来映射管脚。也可以将管脚

编辑成如图 6-50 所示的形式，管脚号中间用“,”隔开，然后直接粘贴在【Global Pins】的

【Mapping】栏。 

10. 单击 按钮保存文件。 

6.6  创建多个符号分开的元件 
有时元件有几个功能组或者元件的管脚非常多，需要将元件符号分成几个部分以方便使

用。本节学习创建符号分开的元件的方法，首先增加多个通道，然后为每个通道创建符号。

创建一个符号分开的的元件的主要方法如下： 
(1) 确定对于符号分开的元件是使用 SPLIT_INST 和$LOCATION 属性还是

SPLIT_INST_NAME 属性； 
(2) 为单个 slot（部件）创建封装； 
(3) 为第一个 slot 做逻辑到物理管脚映射； 
(4) 创建必要的 slots； 
(5) 给所有的 slots 分配管脚。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很容易做单个 slot 的映射。在分配管脚后，没有映射的 slots 自动用

“-”做了标记。 
下面以上一节的元件 21154 为例来创建元件符号，符号分为两部分。 

创建符号分开的元件 
1. 启动 Part Developer，打开 mylib 库中的元件 21154back。 
2. 在元件编辑器窗口选择【 21154 】，单击 按钮，出现【 Edit 

Functions】对话框。 
3. 在【SPLIT_INST_GROUP】栏输入“1”，此属性用于符号分开的元件，它的

值用来确认哪几个通道形成一个逻辑组。 
4. 单击 按钮，创建了一个 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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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按钮，出现【Distribute Pins】对话框，缺省的所有的管脚都在

第一个 slot，需要将这些管脚分配给两个 slots。 
6. 选择管脚“BPCCE”后边对应的【S1(220)】列的表格（“220”是此通道的管

脚数），然后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Move To】命令，出现【Move 
to Function】对话框，对话框中的下拉列表显示所有的 slots，除了当前管脚所

在的 slot。 
7. 单击 按钮，“BPCCE”对应的【S2】列被选择。 
8. 选择【S1】的第 2 行到第 100 行，然后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Move To】命令，出现【Move to Function】对话框，对话框中的下拉列表显

示所有的 slots，除了当前管脚所在的 slot。 
9. 单击 按钮，显示结果如图 6-51 所示。 

 
图6-51   【Distribute Pins】对话框显示 

10. 单击 按钮。 
11. 单击 按钮，出现【Generate Symbol(s) for Package 21154】对话

框。 
12. 单击 按钮，创建所有通道对应的符号，如图 6-52 所示。 

 
图6-52   元件编辑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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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击【sym_1】和【sym_2】查看创建的符号。 
14. 单击 按钮保存文件。 

6.7  创建一个具有多个功能组的不对称元件 
有些元件有多个功能组，比如 54LS51 有两个功能组，每个功能组各有一个通道，如图

6-53 所示。 

 
图6-53   54LS51 管脚图 

创建一个不对称的元件 
1. 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在“mylib”库中创建元件“54ls51”，然后创建新封装

“54ls51”。 
2. 单击“54ls51”进入封装编辑器，单击【Package Pin】选项卡。 
3. 在【Logical Pins】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Insert Row After】

命令，添加一个空行。 
4. 单击 按钮，进入【Edit Functions】对话框。 
5. 单击 按钮再添加一个通道，单击 按钮。 
6. 在【Logical Pins】栏输入管脚 1A～1F、2A～2D、1Y 和 2Y。在【Global 

Pins】栏输入管脚 VCC 和 GND。 
7. 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dd Physical Pins Manually】命

令，出现【Add Physical Pin Numbers】对话框。 
8. 在【Linear】栏输入“1-14”，然后单击 按钮。 
9. 将管脚“1A”到“1F”和“1Y*”对应的管脚映射到通道 1 即【S1】，然后选

择管脚“A”到“F”和“Y0*”对应的通道 2 即【S2】，单击 按钮，

【S1】列都标记了“-”。 
10. 将管脚“2A”到“2D”和“2Y*”对应的管脚映射到通道 2 即【S2】，然后选

择管脚“2A”到“2D”和“2Y*”对应的通道 1 即【S1】，单击 按

钮，【S1】列都标记了“-”。结果如图 6-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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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4   封装编辑器显示 

11. 单击 按钮保存文件。观察图 6-54，左边显示有两个功能组，每个功能组有

一个通道。下面开始为每个功能组创建一个符号。 
12. 右键单击元件编辑器树图区的【1 FG (i1)】，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Generate 

Symbol(s)】命令，创建了此功能组的符号。 
13. 同样右键单击元件编辑器树图区的【1 FG (i2)】，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Generate Symbol(s)】命令，创建了此功能组的符号。 
14. 单击 按钮保存文件。 

6.8  创建 sizeable 和 HAX_FIXED_SIZE 属性的符号 
有些元件有多个相同的功能组，需要创建单个功能组的符号和整个元件的符号以方便原

理图设计，满足设计的不同需求。创建符号的方法如下： 
(1) 输入 sizeable 管脚并通过符号编辑器创建符号； 
(2) 创建封装； 
(3) 创建必要的通道； 
(4) 通过拷贝 sym_1 来创建 sym_2； 
(5) 确定 sym_2 的 SIZE 属性并添加 HAS_FIXED_SIZE 属性。 

注意：不要给 sym_1 添加 SIZE 属性，否则可能会导致生成不正确的实体视图（Entity View）。 

6.8.1  创建符号 

下面以元件 74HC04 为例介绍创建 sizeable 和 HAX_FIXED_SIZE 属性符号的方法。元

件的逻辑管脚图如图 6-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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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5   74HC04 逻辑管脚图 

创建 sizeable 和 HAX_FIXED_SIZE 属性的符号 
1. 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在“mylib”库中创建元件“74hc04”。 
2. 右键单击【Symbols】，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命令，创建了一个

“sym_1”。 
3. 单击【Symbol Pins】选项卡，开始编辑 sym_1。 
4. 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dd】命令，进入【Add Pin】对话

框。 
5. 选择【Sizeable】单选框。74HC04 有一个输入管脚 A，一个输出管脚 Y，共

有 6 个 slots。 
6. 在【Base Name】栏输入“A”，在【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INPUT”，单击

按钮。 
7. 在【Base Name】栏输入“Y*”，在【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OUTPUT”，单

击 按钮。 
8. 单击 按钮，结果如图 6-56 所示，注意查看管脚设置有“Size”属性。 

 
图6-56   符号编辑器中输入的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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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右键单击【sym_1】，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Generate Package】命令。 
10. 单击 按钮，弹出【Edit Functions】对话框。因为元件有 6 个通道，

所以需要创建 6 个通道。 
11. 单击 按钮 5 次。 
12. 单击 按钮，退出【Edit Functions】对话框。 
13. 因为管脚“A”映射到管脚 1、3、5、9、11 和 13，管脚“Y”映射到管脚 2、

4、6、8、10 和 12，所以在相应的格中填写管脚号，结果如图 6-57 所示。 

 
图6-57   映射后的管脚 

14. 右键单击【sym_1】，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opy】命令。 
15. 右键单击【Symbols】，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aste】命令，创建了符号

sym_2，如图 6-58 所示。 

 
图6-58   新创建了 sym_2 

16. 单击【sym_2】，在符号编辑窗口显示 sym_2 的管脚和符号。 
17. 双击【Name】栏的管脚名称，将“A<SIZE-1..0>”改为“A<5..0>”，将

“Y<SIZE-1..0>*”改为“Y<5..0>*”。如图 6-59 所示。 

 
图6-59   修改后的管脚名称 

18.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元件。“HAS_FIXED_SIZE”属性将自动被加

入到 sym_2 下面的 symbol.css 文件中，并且此属性在符号编辑器中是看不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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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Developer 可以扩展 sizeable pin 的位，如果 sizeable pin 被扩展成单独的位，不能改变有

HAX_FIXED_SIZE 属性的 pin_name<0>，否则将会导致删除此管脚的所有位。例如 sizeable pin 

A<5..0>扩展为 A<5>、A<4>、A<3>、A<2>、A<1>和 A<0>，如果重新命名了 A<0>可能导致管

脚 A 的所有位全被删除。 

6.8.2  修改符号 

查看图 6-56 所示右边的符号，显示不直观，需要将其修改为如图 6-55 所示的形式，下

面介绍使用 Concept HDL 来修改符号的方法。 

修改符号 
1. 选择【sym_1】，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进入 Concept HDL 编辑器。 
2. 按照前边章节学习的 Concept HDL 的基本操作，将符号调整为如图 6-60 所

示。 

 
图6-60   修改后的符号 

3.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回到 Part Developer 界面查看符号显示，没

有更新。 
4. 选择【File】/【Close】退出。 
5. 重新打开元件，选择【sym_1】，查看符号，已经被更新。 

注意在 Concept HDL 中修改完符号保存后，在 Part Developer 中不能再执行保存命令，否则会

将刚刚保存的符号覆盖。 

 
除了前边介绍的几种创建原理图元件的方法以外，Part Developer 也可以直接导入 csv

文件，然后创建封装和符号。也可以导入其他信息比如 EDAXML、Si2PinPak 等用于创建和

修改元件，也可以导出元件数据进入 EDAXML 和导出 Capture 格式数据。由于篇幅所限，

本书就不详细描述了。 

6.9  修改元件 
元件建好了可能还会修改，可以在 Part Developer 中对元件进行以下内容的修改：修改

逻辑管脚列表、封装和符号。注意封装/符号管脚的变更可能会导致封装与符号的连接关系

中断，使用接口比较器可以同步封装和符号。如果要变更封装管脚列表，需要选择【Keep 
Symbols Associated】选项，这样当封装管脚列表变更时封装编辑器就能确保相关的符号被

更新。 

6.9.1  修改逻辑管脚 

要修改逻辑管脚，可以修改指定封装和符号，也可以针对所有的封装和符号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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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封装编辑器和符号编辑器可以修改指定封装和符号的管脚，使用 按钮可以修改所有

的封装和管脚。针对逻辑管脚可以执行重命名（Rename）、删除（Delete）和修改属性

（Modify）命令。 
(1) 重命名管脚 
重命名管脚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 重命名符号管脚：在符号编辑器的【Symbol Pin】栏双击管脚名进行修改。 
• 重命名封装管脚：在封装编辑器的【Package Pin】栏双击管脚名进行修改。 
• 重命名所有封装和符号的管脚：在符号编辑器的【Symbol Pin】栏或者封装编

辑器的【 Package Pin 】栏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Rename】命令进行修改。 
(2) 删除管脚 
• 删除符号管脚：在符号编辑器的【Symbol Pin】栏，右键单击要删除的管脚

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eleted Selected Rows】命令。 
• 删除封装管脚：在封装编辑器的【Package Pin】栏，右键单击要删除的管脚

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eleted Selected Rows】命令。 
• 删除所有封装和符号的管脚：在符号编辑器的【Symbol Pin】栏或者封装编辑

器的【Package Pin】栏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Delete】命

令。 
(3) 修改其他内容 
• 可以修改符号管脚的 Pin Name、Pin Text、Pin Location、Pin Position 和管脚属

性值。方法是在符号编辑器的【Symbol Pin】栏修改相应的属性。不能修改

【Pin Type】和【Size】属性。 
• 可以修改封装管脚的 Pin Name、Pin Type、Pin Mapping、Pin Load 值、Check

选项和管脚属性值。方法是在封装编辑器的【Package Pin】栏修改相应的属

性。不能修改【Size】属性。 
• 可以修改所有封装和符号管脚的 Pin Type、Pin Location、Pin Position、Pin 

Loads、Check 属性。方法是在符号编辑器的【Symbol Pin】栏或者封装编辑器

的【Package Pin】栏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Modify】命

令。 

6.9.2  修改封装 

使用封装编辑器可以修改逻辑和物理部分（Logical & Physical Parts）、封装属性、管脚

图信息、封装管脚列表和映射、管脚属性。 
(1) 修改逻辑和物理部分 

可以重命名或者删除逻辑和物理部分。 
• 删除逻辑部分：右键单击封装编辑器【General】选项卡中的【Logical Parts】

下面的名称，然后选择【Delete】，那么逻辑部分和相关的物理部分都被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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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命名逻辑部分：右键单击【Logical Parts】下面的名称，然后选择

【Rename】，出现【Rename Logical Part】对话框。输入更改后的名称，然后

单击 按钮，那么逻辑部分和相关的物理部分的名称都被更改。 
• 删除物理部分：右键单击【Physical Parts (Pack Types)】下面的名称，然后选

择【Delete】。 
• 重命名物理部分：右键单击【Physical Parts (Pack Types)】下面的名称，然后

选择【Rename】，出现【Rename Physical Part】对话框。输入更改后的名称，

然后单击 按钮。 
(2) 修改封装属性 

可以修改封装的类别、编号前缀、添加、移走和改变封装的其他属性值。 
• 更改封装的类别：在【Class】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的类别。 
• 更改元件编号前缀：可以在【RefDes Prefix】下拉列表中选择也可以手工输

入。 
• 修改属性：在【Additional Property】栏双击属性名称和值进行更改。 
• 添加属性：同时按住 Ctrl 和 I 键增加一个空行，然后输入属性名称和值。 
• 删除属性：右键单击要删除的属性值，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elete Selected 

Rows】命令。 
(3) 修改管脚图信息 

即修改【Jedec Type】和【Alt Symbol】的值。单击 按钮选择或者直接输入

管脚图名称即可。 
(4) 修改封装管脚列表和映射 
• 添加管脚号：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dd Physical Pins 

Manually】命令，出现【Add Physical Pin Numbers】对话框，在【Linear】或

者【Grid】栏输入管脚。 
• 删除管脚号：删除没有映射的管脚，选择要删除的管脚，右键单击所选的管

脚，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elete Selected Rows】命令。 
• 变更封装的通道号：单击 按钮，弹出【Edit Functions】对话框，单击

按钮、 按钮添加或者删除通道号。在添加或者删除通道号之后要单

击 按钮，进入【Distribute Pins】对话框重新分配管脚。分配管脚时要

注意对于 Split 元件，每个管脚只能在一个符号中，一个总线的所有的位要在

同一个符号中显示。 
• 改变管脚映射：单击 按钮去掉管脚映射，再单击 按钮重新映

射管脚。 
(5) 修改管脚属性 

删除封装中所有管脚的属性：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Delete】或者【Rename】命令，删除或重命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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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修改符号 

通过符号编辑器修改符号，可以修改符号属性和特性、符号文字和特性、符号管脚、符

号外形，移走符号管脚和修改管脚属性。 
(1) 修改符号属性 
• 添加属性：在【General】栏，同时按 Ctrl 和 I 键添加属性。 
• 移走属性：右键单击要删除的属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elete Selected 

Rows】命令。 
• 修改属性：双击要修改的属性即可进行修改。 

(2) 修改符号外形 
在【Symbol Pins】栏修改【Symbol Outline】的值。 

(3) 移动管脚 
按照 6.4.7 介绍的方法移动管脚。 

(4) 修改符号管脚属性 
• 修改符号中所有管脚的属性：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Delete】、【Rename】和【Attributes】来删除、重命名或修改管脚属性。 
• 删除指定管脚的符号属性：删除管脚的属性值来移走属性。 

6.10  元件列表编辑器 
在 6.1.2.1 节简单介绍了.ptf 文件，知道了元件列表文件大概包括的内容，本节着重介绍

如何创建和维护元件列表文件。 

6.10.1  启动元件列表编辑器并创建元件列表文件 

可以从 Library Explorer 和 Part Developer 启动元件列表编辑器，下面举例从 Part 
Developer 启动元件列表编辑器并创建元件列表文件。 

启动元件列表编辑器并创建元件列表文件，参考示例详见本书配套光盘

的“cadencelab\liblab\liblab5”目录 
1. 打开项目“liblab5.cpm”，进入 Part Developer，打开“mylib”库中 74hc04。 
2. 选择【Tools】/【Part Table Editor】命令启动元件列表编辑器。或者右键单击

元件编辑器树图区【Part Table Files】，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命令，如

果选择后一种方法可以跳过第 3、4 步的操作。 
3. 在元件列表编辑器界面选择【File】/【New】/【New Part】命令。 
4. 输入元件名称“74hc04”。 
5. 单击【Header】，在【Key】的第 1 行【Name】列输入“PART_NAME”，在

【Value】列输入“?”。 
6. 在【Injected】栏第 1 行的【Name】列输入“JEDEC_TYPE”，在第 2 行的

【Name】列输入“DESCRIPTION”，如图 6-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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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1   元件编辑器界面 

7. 单击树状图的【Part Rows】，单击【Part】栏下面的 按钮，添加一个

空行。 
8. 在【PART_NAME】栏输入“74HC04”，在【JEDEC_TYPE】栏输入“DIP14-

3”，如图 6-62 所示。 

 
图6-62   输入内容 

9. 选择【File】/【Save】命令，调整保存路径，然后输入文件名“mypart.ptf”，
单击 按钮，弹出【Error checks on mypart.ptf】对话框。 

10. 单击 按钮。 
11.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mypart.ptf”文件进行查看。 

6.10.2  修改元件列表 

修改元件列表可以直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编辑，也可以在元件列表编辑器中进行修改。 

修改元件列表 
1. 用元件列表编辑器打开文件“mypart.ptf”。 
2. 右键单击树图区，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 Part】命令，更改“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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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为“CY7C225A”。 
3. 右键单击【74HC04】下面的【Header】，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opy】命令。 
4. 右键单击【CY7C225A】下面的【Header】，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aste】命

令，弹出【Confirm Header Paste】对话框。 
5. 单击 按钮，则 74HC74 的标题内容被拷贝给 CY7C225A。 
6. 单击【CY7C225A】下面的【Part Rows】，单击【Part】栏下面的 按

钮，添加一个空行。 
7. 在【PART_NAME】栏输入“CY7C225A-25PC”，在【JEDEC_TYPE】栏输入

“DIP24-3”。 
8. 选择【File】/【Save】命令，弹出【Error checks on mypart.ptf】对话框。 
9. 单击 按钮。 
10.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mypart.ptf”文件进行查看。 
采用上面的方法可以将所有的元件列表保存在同一个文件中，也可以每个元件生成一个

列表文件。 

6.11  元件模板 
Part Developer 可以创建元件模板，使用模板可以完成建立元件结构规则和属性设置，

可以快速地创建元件并灵活地添加属性。注意这个功能只能在 PCB Librarian Expert 许可证

中获得。使用 Part Developer 不仅可以创建模板，使用模板创建元件，还能按照模板校验元

件。 

6.11.1  创建模板 

创建模板时可以指定下列信息。 
• 封装：可以指定封装属性和管脚负载属性。 
• 符号：栅格大小、符号外形、管脚文字方向、是否使用管脚名作为管脚文

字、最小符号高度和宽度、符号属性、符号管脚间距（包括 Top/Bottom 和

Left/Right）、不同类型管脚的位置。 
在设置完这些信息时将信息保存为.tpl 文件，以后使用该文件来创建元件。 

创建模板 
1. 进入 Part Developer。 
2. 选择【Template】/【New】命令，出现【New Template】对话框，如图 6-63

所示。 
3. 在【Properity Name】栏输入“PART_NAME”，在【Value】栏输入“?”，在

【Align】下拉列表中选择“Center”。 
4. 在【Properity Name】栏输入“COMPANY”，在【Value】栏输入“AAA”，在

【Align】下拉列表中选择“Center”。 
5. 单击 按钮，弹出【Save Part Template】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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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入文件名“template_me”，单击 按钮。 
7. 出现【pdv】对话框，单击 按钮。 

 

图6-63   【New Template】对话框 

6.11.2  调用模板 

使用模板创建元件，需要先打开模板，然后应用模板到 Part Developer 中，模板的值会

覆盖通过【Tools】/【Options】命令指定的设置，调用模板的步骤如下。 

调用模板 
1. 选择【Template】/【Open】命令，进入【Load Part Template】对话框。 
2. 选择模板文件“ template_me.tpl”，然后单击 按钮，进入【Open 

Template】对话框。 
3. 单击 按钮。然后即可根据模板文件创建元件。 

6.11.3  根据模板校验元件 

Part Developer 可以根据模板来校验元件，以确保元件与标准是符合的，仅校验那些模

板文件中的值，并输出一个报告可以保存为.rpt 文件。 

根据模板校验元件 
1. 在 Part Developer 中打开元件 74hc04。 
2. 选择【Tools】/【Verify】命令，打开【Verification】对话框。 
3. 选择【Verify with Template (Verifies part with selected Template)】选项。 
4. 单击 按钮，出现【打开】对话框。 
5. 选择“template_me.tpl”，然后单击 按钮，开始校验。然后弹出【Part 

verification with Template】对话框报告校验结果。 
6. 单击 按钮保存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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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  从元件中提取模板 

Part Developer 也可以从已经建好的元件提取信息和创建模板。模板信息提取按照以下

的规则： 
• 从封装中提取 

封装中的任何属性和值都被提取进模板。如果属性名称与 JEDEC_TYPE、
POWER_PINS、NC_PINS、BODY_NAME、PART_NAME、TECH FAMILY 属

性匹配则值就用“?”替代。 
• 提取管脚负载 

如果在某个封装中没有发现某个管脚类型，会从下一个封装中提取。如果某个

管脚类型在每个封装中都没有发现，那么它的负载就不能加入模板。如果都有

某个管脚类型，并且不同，那么以第一个提取的为准。 
• 提取符号数据 

元件中所有的符号都被读取，所有的符号至少要有短线或者圆圈（低有效管脚

的表示方法），否则会报错。 
• 提取符号属性 

符号中所有的属性和值都被提取进模板。如果封装和符号中都有属性，则封装

中的属性优先。如果封装或者符号中的属性值不同以最后提取的为准。 
• 提取符号管脚 

第一个找到的管脚类型的位置值提取进模板。 
如果有单个的管脚与规则“Use Pin Names For Text”选项冲突，则此选项不

选。 
如果顶部和底部的管脚文字是竖直的，左边和右边的管脚文字是水平排列的，

这种风格就是 Automatic。 
• 提取栅格 

所有的 X 和 Y 距离的最大的公因数作为最小的栅格单位，以英寸为单位。 
• 提取最小 Size 

管脚间距值分左右和上下分别提取的是最小值。如果没有管脚或者仅有一个管

脚，则不提取。 
符号的高度和宽度也是分别提取的最小值。 
如果所有的符号外形都是 thick 或者 thin，则提取的就是 thick 或者 thin。如果

不是上述情况，则不提取会告警。 

提取模板 
1. 打开元件“cy7c225a”，选择菜单命令【Template】/【Extract】，出现【New 

Part Template】对话框。 
2. 在【文件名 (N)】栏输入“template_b”，单击 按钮，出现【Extracted 

Template Values】对话框。 
3. 单击 按钮，出现【pdv】警告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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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按钮，进入【Part verification with Template】对话框，提取成

功。 

6.12  小结 
本章对元件制作工具（Part Developer）进行了详细介绍，讨论了运用 Part Developer 制

作元件的流程和方法，并举例介绍了几种元件的制作方法，以方便学习。同时对库结构、库

管理工具（Library Explorer）和元件列表编辑器做了具体的介绍，最后还介绍了模板的使用

方法。 

6.13  习题 
1. 简述原理图库各层次的具体内容。 
2. 熟悉 Library Explorer 的基本功能。 
3. 学习设置 Part Developer 的方法。 
4. 结合 Part Developer 的使用方法，请分别创建普通的平面元件、不对称的元件和有

SIZE 和 HAX_FIXED_SIZE 的元件。为创建的元件创建元件列表文件。 
5. 创建一个模板文件。 



第7章  Allegro PCB设计系统简介 

Allegro 是 Cadence 公司提供的 PCB 设计系统，它是一个全面、高效、灵活的 PCB 设
计环境，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操作编辑功能，在该环境中用户能完成包括高速仿真、热仿

真、电磁分析、电气规则驱动等操作。 
本章主要介绍 Allegro 的工作流程、设计环境和用户界面，使读者对 Allegro 设计系统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7.1  Allegro的工作流程 

本节介绍使用 Allegro 设计 PCB 的工作流程，使读者对 Allegro 的工作步骤有一个清晰
的了解。 

采用 Allegro设计 PCB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步骤。 
(1) 设计准备。 
• 开发所需元件库 
• 创建设计所用焊盘 
• 创建设计所用封装 
• 创建设计所用的其他符号 

(2) 传递网表文件。 
(3) 设计参数的设置。 
• 定义 PCB的叠层 
• 定义各种属性 
• 定义设计规则 

(4) PCB设计。 

• 器件的手工布局和自动布局 
• 手动布线和自动布线 
• 电源和地平面的设计 

(5) 同步及设计检查。 
• 运行 glossing 
• DRC检查 
• 丝印层调整 

(6) 设计输出。 
• 生成各种报告 
• 生成组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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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光绘文件 

7.2  Allegro 的图形用户界面 
Allegro 设计系统采用了简单明了的图形用户界面，这种方式和 Windows 软件的风格保

持了一致，使得 Allegro设计系统简单易学。 

7.2.1  启动 Allegro 

选择【开始】/【程序】/【Cadence PSD 15.0】/【Allegro】命令，启动 Allegro。第一次
进入 Allegro时系统会弹出一个界面提示用户在所有的 Cadence PCB产品中选择所使用的软
件，一般情况下选择【PCB Design Expert】选项即可，然后单击 按钮就可进入

PCB的工作界面。如果不想每次在启动 Allegro时都出现这个提示，选中【Use As Default】
选项即可，如图 7-1所示。 

 
图7-1   Cadence PCB产品选择界面 

7.2.2  用户界面简介 

Allegro PCB 的主用户界面由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主工作区、显示控制栏、命令
状态栏、坐标显示栏、全局视窗等部分组成，如图 7-2所示。 
下面对各个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一、 标题栏（Title Bar） 
标题栏显示出所选软件的名称以及当前设计文件的所在路径。 

二、 菜单栏（Menu Bar） 
菜单栏主要由文件（File）、编辑（Edit）、视图(View)、添加（Add）、显示（Display）、

设定(Setup)、填充区域（Shape）、逻辑（Logic）、放置（Place）、布线（Route）、分析
（Analyze）、生产数据输出（Manufacture）、工具（Tools）和帮助（Help）等 14 个下拉菜
单组成。 

• 文件（File）菜单除了包含新建、打开和保存等通用文件处理命令外，还包含
输入（Import）、输出（Export）、查看文本文件（Viewlog）、文件浏览器（File 
Viewer）、打印设置（Plot Setup）、打印预览（Plot Preview）、打印（Plot）、属
性、退出等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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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Allegro的工作界面 

• 编辑（Edit）菜单的主要功能是选择当前操作的编辑命令，如移动、复制、旋
转、镜像、删除、文字编辑等命令。 

• 视图（View）菜单包含了对当前设计的文件界面显示为局部查看视图、全局
视图、放大视图、缩小视图、前一个设计界面等命令。 

• 添加（Add）菜单包含了为当前编辑的图形选择添加对象的常用命令，主要包
括线段、字符、弧线、圆圈、方形、矩形等命令。 

• 显示（Display）菜单主要包含了颜色设定及开关、颜色优先级显示、测量等
命令。 

• 设定（Setup）菜单主要包含了对显示窗的编辑尺寸、图示选项、网格显示以
及字符大小等属性进行设定的命令。 

• 填充区域（Shape）菜单主要包含了对填充区域的外形、避让、边界编辑、动
态参数设定等命令。 

• 逻辑（Logic）菜单主要包含了对线路板差分对设定、电源网络设定，元件位
号重排序等操作命令。 

• 放置（Place）菜单主要包含了对线路板的元器件的自动放置、手动放置、器
件交换、器件更新、转入 SPECCTRA等操作命令。 

• 布线（Route）菜单主要包含了对线路板布线连接、推挤，转入 SPECCTR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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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命令。 
• 分析（Analyze）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线路板进行 SI 和 EMI 仿真分析，帮助
设计者进行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分析。 

• 生产数据输出（Manufacture）菜单主要包含了产生线路板加工数据的各项命令。 
• 工具（Tools）菜单主要包含了对器件引脚的焊盘进行编辑，产生报告，数据
库检查等操作命令。 

• 帮助（Help）菜单包含了在线帮助、使用查询等命令。 

三、 工具栏（Tool Bar） 
工具栏主要由文件工具栏、编辑工具栏、视图工具栏、添加工具栏、显示工具栏、设定

工具栏、放置工具栏、布线工具栏、分析工具栏、尺寸工具栏、生产数据输出工具栏、报告

及帮助工具栏等几部分组成。 
• 文件工具栏 中有 3 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新建文件、打开文件、保存
文件。 

• 编辑工具栏 中有 3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移动、复制、删除。 
• 视图工具栏 的按钮与菜单栏中的视图（View）菜单包含的命令
功能相似，依次为局部视图、全局视图、视图放大、视图缩小、前一视图。 

• 添加工具栏 的按钮与菜单栏中的添加（Add）菜单包含的命令功能
相似，依次为添加线段、矩形、文字、文字编辑。 

• 显示工具栏 中有 5 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颜色显示设置、显示
过滤器、显示属性信息、高亮显示、去除高亮。 

• 设定工具栏 中有 6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网格显示切换、板
层设定、规则约束（不用）、设计约束、布线区设定、放置器件区设定。 

• 放置工具栏 中的按钮只有一个，其功能为手工放置。 
• 布线工具栏 中有 8 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隐含鼠线、
显示鼠线、连线、推挤、平滑、编辑布线转折点和自动布线。 

• 填充区域工具栏 中有 10 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
任意多边形、方形、圆形、填充区域选择、区域避让、内部多边形避让、内部

方形避让、内部圆形避让、边界编辑、删除孤岛。 
• 分析工具栏 中有 4 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信号完整性、信号模
型、信号检查、信号探针。 

• 尺寸工具栏 中有 10 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细
节、线形、尺寸、数据、角度、直接标注、直径标注、弧度标注、符号标注和

斜面标注。 
• 生产数据输出工具栏 中有 4 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 odb 输出、钻
孔、钻孔参数和菲林参数。 

• 报告及帮助工具栏 中有两个按钮，其功能依次为显示报告和帮助信息。 

四、 显示控制栏 

在界面的右侧有一个显示控制栏，它含有 3 个控制面板，分别为选择（Options）、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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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Find）和显示（Visibility），如图 7-3 所示。【Options】面板主要包含了对操作对象的
一些属性的设置，【Find】面板可以通过一个过滤器来选择操作对象，在【Visibility】面板
中可以设置叠层的布线、管脚、过孔和 DRC标识等是否显示。 

 
图7-3   显示控制栏 

五、 命令状态栏 

在界面的最下面为命令状态栏，用户可在此处输入操作命令来执行一些操作，它的命令

提示符是“Command >”。 

六、 坐标显示栏 
在界面的右下角是坐标显示栏，如图 7-4 所示。此处的坐标是光标所处位置相对于整个

设计文件的原点的绝对坐标。随着光标的移动，此处的值实时改变。 

 
图7-4   坐标显示栏 

七、 全局视窗 

显示控制栏下面是全局视窗，用于快速显示设计区域。在全局视窗中单击鼠标右键，出

现如图 7-5所示的菜单，其中 4个主要命令的功能介绍如下。 
• 【Move Display】：将显示移到全局视窗中定义的部分。 

• 【Resize Display】：改变工作区域的显示尺寸。 

• 【Find Next】：将下一个高亮目标居中显示。 

• 【Find Previous】：将列表中的前一个高亮目标居中显示。 

 

图7-5   全局视窗 

八、 主工作区 
整个界面中最大的部分就是主工作区了，用户将在这个区域完成所有的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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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小结  
本章对 Allegro 的设计流程、用户界面等进行了简单的介绍。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可

以对 Allegro设计系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7.4  习题 
1. 简述利用 Allegro设计一个 PCB板的工作流程。 
2. 熟悉 Allegro PCB的工作界面以及各部分的功能。 

 
 



第8章  Allegro PCB设计的常用操作命令 

Allegro PCB 设计系统功能强大、操作命令丰富，本章主要就 Allegro PCB 的常用操作
命令进行详细的讲解，使大家对 Allegro PCB的认识能深入到各个操作命令上。 

8.1  常用系统参数的设定 
在进行 PCB 设计之前，通常要先设定一些系统参数，这些参数主要包括整体绘图参

数、绘图选项参数、设计单板的叠层顺序参数、设计过程中的颜色参数、设计栅格参数以及

界面中显示控制栏参数等，下面分别讲解。 

8.1.1  整体绘图参数设定 

在开始一个设计前，需对绘图的尺寸参数予以设置。在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etup】
/【Drawing Size】命令，出现【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如图 8-1所示。 

 

图8-1   尺寸参数设置 

其中要设置的参数如下。 
• 【User Units】：设定设计使用的长度单位，有 Mils、 Inch、Microns、

Millimeters 和 Centimeters 等 5 个选项。一般情况下推荐使用国际公制单位的
毫米（Millimeters）为设计单位。 

• 【Size】：设定整个设计的图纸尺寸。一共有标准的图纸尺寸 A1、A2、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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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和用户自定义（Other）的共 5种图纸尺寸。 
• 【Accuracy】：定义设计单位的精确度。选择范围为 1～4，表示小数点后面的
位数。 

• 【DRAWIMG EXTENTS】：定义显示画面的最大尺寸范围以及左下角相对于
坐标原点的位置坐标，一般系统默认的原点位置为图纸的左下角。 

• 【MOVE ORIGIN】：定义坐标原点所要移动的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设置的长度单位以及长度精度最好一致，不要轻易

更改，因为一旦更改长度单位和精确度，在单位的转换过程中会涉及到数位的取舍问题，有

时会出现 DRC错误。 

 

设计 PCB 时的界面尺寸一定要比外形框设计界面尺寸大，这样才能放置外形框符号。考虑到放

置元器件时的空间，一般将主设计文件的尺寸设置为外形框符号尺寸的 2～5倍。 

 

8.1.2  绘图选项参数的设定 

绘图选项参数可对当前操作的一些显示进行修改和设置。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
【Setup】/【Drawing Options】命令，出现【Drawing Options】对话框，如图 8-2所示。  

 
图8-2   绘图选项对话框 

绘图选项对话框有【Status】、【Display】、【Text】、【Line Lock】和【Symbol】等
5个选项卡，下面分别介绍。 

(1) 【Status】选项卡。 
• 【Unplaced symbols】：显示未放置的器件和已放置器件的数目。 
• 【Unrouted nets】：显示未连接的网络线段数目和线段总数。 
• 【Isolated shapes】：显示覆铜区域孤岛的数目。 
• 【Out of date shapes】：显示不是最新状态的 shape的数量。 
• 【DRC errors】：显示 DRC错误的数目。  
• 【DRC Controls】：DRC控制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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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DRC】：DRC在线检测。 
：DRC检测更新。 

【Default Symbol height】：所有器件封装的默认高度。 
• 【Shapes(Dynamic Copper Pour)】：动态区域覆铜设置控制栏。 
【Fill mode】：填充模式选择。 
【WYSIWYG】：自动避让并在动态覆铜中运行 DRC 检测，可以产生光绘文件
输出。                  
【Rough】：不能产生光绘文件。  
【Disabled】：禁止动态区域覆铜。 

：此按钮可自动将所有覆铜填充区域进行自动避让及运行 DRC
检测。 

(2) 【Display】选项卡。 

• 【Connect point size】：定义连接点的尺寸。 

• 【DRC marker size】：定义 DRC标记尺寸。     

• 【Rat T (Virtual pin) size】：定义 T点（虚拟引脚）尺寸。 

• 【Max rband count】：布局或移动元件时，能显示的 rubber_bands的最大数量。 

• 【Ratsnest geometry】：定义连线的形状，有 Jogged和 Straight两种选择方式。 

• 【Ratsnest point】：定义鼠线的显示方式，有 Closest endpoint和 Pin to pin两种
选择方式。 

• 【Bus rats】：总线的鼠线的显示开关。 

• 【Grid】：栅格的显示开关。 

• 【Thermal pads】：阴板铜层的热隔离和反焊盘的显示开关。 

• 【Filled pads and cline endcaps】：焊盘和走线显示为填充方式或不填充的开关。 

• 【Display drill holes】：钻孔的显示开关。 

(3) 【Text】选项卡。 
• 【Justification】：定义文字添加定位点的方式。 
• 【Parameter block】：定义添加文字的间距和大小尺寸。 
• 【Marker size】：定义显示文字标记的尺寸。 

(4) 【Line Lock】选项卡。 

• 【Lock direction】：设置走线拐弯时的角度，有 45、90和 Off 等 3个选项。 
• 【Lock mode】：定义走线的方式，有直线（Line）和弧线（Arc）两种方式。 
• 【Minimum radius】：设定弧线的最小半径。 
• 【Fixed 45 length】：定义 45°线段弯折线的长度。     
• 【Fixed radius】：设定弧的半径。 
• 【Tangent】：在画弧线时，将延伸线定义为弧或圆的切线。 

(5) 【Symbol】选项卡。 

• 【Angle】：设定手工布局时放置器件的初始角度。  
• 【Mirror】：手动布局时，器件默认放置在顶（TOP）层上。如果将此选项选
中，器件将自动反转放在底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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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叠层参数设定 

在 Allegro 主界面选择【Setup】 /【Cross-section】命令（或单击 图标），出现

【Layout Cross Section】窗口。缺省情况下，任何设计开始都只有 Top和 Bottom两层。 
单击两个 Copper 层中间的 FR-4 层前面的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Insert】命

令（参见图 10-3），在原来的层上面新生成一个材料为 FR-4的层。 

 
图8-3   添加新层的界面 

单击【Material】列中 FR-4 行后面的下拉按钮，在可选材质列表（参见图 8-4）中可选
择正确的材质。单击【Layer Type】列中 FR-4 行后面的下拉按钮，在可选层类型列表（参
见图 8-5）中可选择正确的层类型。 

 

 

 
图8-4   材质选择界面 图8-5   板层类型选择界面 

在同一行的【Etch Subclass Name】列中输入层的名称，在【DRC as Photo Film Type】
中可选择阳板（Positive）或者阴板（Negative）。 

单击 FR-4层前面的 按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Delete】命令可删除该层。 
重复上面的添加层、选择材质、设置层类型以及删除层操作，练习叠层参数的设置方

法。 

 

可选材质是由 Cadence 安装路径“$CDSROOT\share\pcb\text”文件夹下的 materials.dat 文件所决

定的，该文件规定可选材质的电特性、温度传导系数、绝缘介质常数和厚度等信息。可以用文本

编辑器对该文件进行编辑修改。 

8.1.4  颜色参数设定 

在 Allegro 中，用组（Group）、类（Class）、子类（Subclass）的层级构成来对图形元
素进行管理，同一范畴的多种图形元素组合成群组，群组由类组成，类由子类组成，子类是

单独的、最基本的图形层上的元素。 
在 Allegro 的颜色管理和控制中，共有 6 个群组，每个群组中又有若干的类，每个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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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若干个子类。表 8-1列出了群组、类和子类的所属关系。 

表 8-1                        Allegro中的群组、类和子类 

Group(群组) Class(类) Subclass(子类) 

Outline ,Plating_Bar,Assembly_Notes 

Tooling_Corners, Dimension, Place_Grid_Top 

Place_Grid_Botttom, Top_Room, Bottom_Room 

Both_Room, Switch_Area_Top, 

Switch_Area_Bottom,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 _Bottom, Assembly_Detail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Board Geometry 

Off_Grid_Area, Constrain_Area 

Assembly_Top, Assembly_Bottom 

Place_Bound_Top, Place_Bound_Bottom 

Pin_Number, Pad_Stack_Name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Bottom 

Body_Center,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Display_Top, 

Geometry 

Package Geometry 

Display_Bottom, Modules 

Shape_Probloms, Photoplot_Outline 

No_Gloss_All, No_Gloss_Top 

No_Gloss_Bottom, No_Gloss_Internal 

Ncdrill_Legend, Ncdrill_Figure 

Probe_Top, Probe_Bomttom 

Autosilk_Top, Autosilk_Bottom 

Manufacture 

No_Probe_Top, No_Probe_Bottom 

Outline, Title_Block, Title_Data 

Manufacture 

Drawing Format 
Revision_Block, Revision_Data. 

Top, Bottom, Solder_Top, Solder_ Bottom 

Pastermask_Top, Pastermask_ Bottom Pin 

FilmmaskTop, FilmmaskBottom. 

Top, Bottom, Solder_Top, Solder_ Bottom 

Pastermask_Top, Pastermask_ Bottom Via 

FilmmaskTop, FilmmaskBottom 

Top, Bottom, Thrugh All, Package_Top 
Drc 

Package_Bottom 

Etch Top, Bottom 

Stack-Up 

Anti Etch Top, Bottom, Through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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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Group(群组) Class(类) Subclass(子类) 

Assembly_Top, Assembly_ Bottom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 Bottom Comp Value 

Display_Top, Display_ Bottom 

Assembly_Top, Assembly_Bottom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 Bottom Dev Type 

Display_Top, Display_ Bottom 

Assembly_Top, Assembly_Bottom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Bottom Ref Des 

Display_Top, Display_Bottom 

Assembly_Top, Assembly_Bottom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Bottom Tolerance 

Display_Top, Display_Bottom 

Assembly_Top, Assembly_Bottom 

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Bottom 

Components 

User Part 

Display_Top, Display_Bottom 

Route Ko Top, Bottom, Through All 

Via Ko Top, Bottom, Through All 

Package Ko Top, Bottom, Through All 

Package Ki Through All 

Areas 

Route Ki Through All 

Low_Isocontour, Medium1_ Isocontour 

Medium2_ Isocontour 

Medium3_ Isocontour 
Analysis Analysis 

High_Isocontour, Pcb_Temperature 

在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Display】/【Color/Visibility】命令（或单击 图标），出现

【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如图 8-6所示。 
单击【Color and Visibility】窗口顶部【Global visibility】处的下拉按钮，选择“All 

Invisible”或者“All Visible”选项，可以全局控制是否关闭所有的子类或者显示所有的子类。 
如果想要显示某些信息时，选中子类前的复选开关，画面上对应的子类就会显示出来。

如果要修改显示元素的颜色，可通过用调色板来选择所要显示的颜色，整个颜色显示界面下

部的就是用于颜色修改的调色板， 是颜色修改命令按钮，其左边最大的色盘是当前

使用的颜色，调色板列出了 24 个小色盘，用鼠标单击其中任何一个，则当前调色盘颜色发
生改变与其一致。单击 按钮，可在弹出的【Color Editor】对话框中修改当前色盘的
颜色。用鼠标左键单击子类对应的小色盘，就可将子类的颜色设置成当前色盘的颜色。 
通常情况下，在做设计之前先关闭所有的子类显示，然后选中和设计紧密相关的子类显

示，再选择适合自己观看的子类颜色，这样修改后，设计界面不会显得很复杂，方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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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 

8.1.5  栅格参数设定 

在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etup】/【Grids】命令，出现【Define Grids】对话框，如图
8-7所示。在这个对话框中可进行网格间距设定。 

 
图8-7   网格设置对话框 

复选框【Grids On】是控制是否显示栅格的开关，工具栏中的 按钮具有同样的功能。 

【Non-Etch】项后面的【Spacing x】、【Spacing y】分别用来设定没有电气属性的显示栅
格的横向和纵向间距，【Offset x】、【Offset y】项分别用来设定横向栅格和纵向栅格的偏移
量，一般都将这两项设置为 0。 
【All-Etch】项后面的【Spacing x】、【Spacing y】分别用来设定布线时的显示栅格的横

向和纵向间距，【Offset x】、【Offset y】也用来设定偏移量，一般都将这两项设置为 0。如果
在【All-Etch】项后面的【Spacing x】、【Spacing y】中设定了显示栅格，则下面每个布线层
的栅格都自动统一为该设定值。 
也可以手动修改不同的层中的【Spacing x】、【Spacing y】，使不同层有不同的格点间

距，这样在线宽要求随着布线层变化时可以实现更为灵活的布线。设置小的布线格点可以在

布线时有更精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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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显示控制栏的设定 

Allegro 缺省将显示控制栏锁定在屏幕的右边，它也可以锁定在屏幕左边或者浮动在界
面的任何地方。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View】/【Customization】/【Display】命令，出现【Display 

Option】对话框，如图 8-8所示。 

 
图8-8   显示控制栏设置界面 

对话框中共有 3个选项，分别标识显示控制栏是非锁定状态、锁定于界面左边、锁定于
界面右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其中某一项。 
显示控制栏共有 3 个控制面板，分别是【Options】、【Find】和【Visibility】。用户可

结合自己当前的命令有选择地对目标对象快速操作及定位。 

(1) 【Options】面板。 

【Options】面板中显示了现行执行命令的当前参数和值，同时还含有当前执行命令方
式的选项，这些选项随命令的不同而变化。设计者在执行 Allegro 的某项命令时，
【Options】面板自动发生改变，切换到与命令相关的方式。 
在图 8-9中，可以看到【Options】面板的 3种不同命令下的状态显示。 

           
（a）                      （b）                      （c） 

图8-9   【Options】面板的不同显示状态 

• 图 8-9（a）对应于执行【Route】/【Connect】命令的显示。 
• 图 8-9（b）对应于执行【Edit】/【Move】命令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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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9（c）对应于执行【Display】/【Highlight】命令的显示。 

(2) 【Find】面板。 

【Find】面板是一个过滤器（参见图 8-10），显示界面也随命令的不同而改变，用户可
根据要求选定所要操作的对象，未被选定的操作对象在命令执行时被屏蔽。 

 
图8-10   【Find】面板 

(3) 【Visibility】面板。 

【Visibility】面板是设计叠层中一些参数的显示设定界面，常见的形式如图 8-11 左图
所示。【Layer】项后面的“Etch”、“Pin”、“Via”、“Drc”分别代表叠层中的连线、
管脚、过孔和 DRC 标识符。叠层共分为连线层（Conductors）和平面层（Planes）。选中
【Conductors】和【Planes】项后的各个复选框，可分别显示相应的连线层和平面层。如果
想显示某一个设计层中的相关信息，则只需选中该层中相关选项处的复选框即可。

【Planes】选项用于全局控制叠层显示中是否显示所有平面层信息。如果选中复选框，下面
的叠层显示中就会有平面层显示出来，如果不选中这个复选框，则下面的叠层显示中就没有

平面层的信息。【Visibility】面板的另一种用法就是查看各层的光绘文件，【Views】下拉
列表中罗列了所有的光绘层文件（参见图 8-11 右图），选中某一个选项后，设计界面就显
示出该光绘文件中所包含的内容。 

                   
图8-11   【Visibility】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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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视图操作 
有关视图操作的命令集中在 Allegro 的【View】菜单中，包括视图放大、视图缩小、视

图刷新等命令，下面分别介绍。 

• 视图放大 

在需要使设计界面放大时，直接按 F10 键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图 8-12所示
为视图放大前后的界面对比情况。 

 

F10 是系统定义的进行画面放大的功能键，有关功能键命令的讲解可参考本书第 12 章中的相关

内容。 

 

      

原画面                                                   画面放大 

图8-12   视图放大前后对比 

• 视图缩小 

在需要使设计界面缩小时，直接按 F11 键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即可。图 8-13 所示
为视图缩小前后的界面对比情况。 

      

原画面                                                    画面缩小 

图8-13   视图缩小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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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点到点区域 

要查看画面中某个具体的区域时，按键盘中的 F8 键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然后

按住鼠标左键在画面上拖曳选中需要放大的区域，释放左键，画面即被放大。图 8-14 所示
为执行局部视图放大前后的界面对比情况。 

      

                 选中区域                                         被选中放大的区域 

图8-14   局部视图放大前后的界面对比 

• 显示整个电路板 

当需要显示整个电路板时，单击 按钮可实现此功能。此时，电路板占据整个画面，

如图 8-15所示。 

 
图8-15   显示整个电路板的界面 

• 显示前一画面 

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同时按下 Shift+F10键，设计界面将回到前一个界面中。 

• 显示以当前点为中心的区域 

当需要显示以当前点为中心的区域，选择菜单命令【View】/【Zoom Center】，用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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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键单击当前点，整个设计界面将显示为以单击点为中心的区域。 

• 显示整个工作区 

当需要显示整个工作区时，选择菜单命令【View】/【Zoom World】即可。 

• 界面刷新 

选择菜单命令【View】/【Refresh】可执行画面刷新的功能。 

8.3  Allegro的文件管理 
Allegro 中的文件种类繁多，在设计过程中系统也会自动生成多个日志文件，所以本节

我们讲述 Allegro 中各种工作文件和日志文件的含义，这将有助于读者理解 Allegro 中的文
件结构。 

8.3.1  Allegro的工作文件 

Allegro 工作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件，这些文件有不同的用处，Allegro 自动将文件的
扩展名加到文件上。表 8-2列出了 Allegro使用的文件类型及其对应的扩展名。 

表 8-2                                文件类型列表 

扩展名 文件类型 

.brd Allegro的线路板文件，此文件含有绘图数据库 

.mcm 多芯片模块文件，此文件含有绘图数据库 

.mdd 模块定义文件 

.dra 器件封装文件 

.pad 焊盘文件 

.osm 存储 format数据的库文件 

.psm 存储器件封装数据的库文件 

.bsm 存储.brd文件数据的库文件 

.ssm 存储 shape数据的库文件 

.ncr 用于数控布线器的输出文件 

.tap 包含的数控钻孔数据输出文件 

.txt 文本文件 

.scr 脚本和宏文件 

.log 逻辑文件，此文件包含了命令过程的数据 

.art 光绘文件，用于制版加工 

.dat 数据文件 

.jrl 包含了事件记录的文件 

8.3.2  Allegro的逻辑文件 

Allegro 在运行主要任务时会生成逻辑文件，设计者可以查看逻辑文件来观察任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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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检查可能出现的警告和错误。逻辑文件保存在工作路径中。表 8-3 列出了部分命令和其产
生的逻辑文件。 

表 8-3                      执行的命令和与其对应的逻辑文件 

命令 逻辑文件 

Tools>Database Check dbcheck.log 

Route>Gloss gloss.log 

Void>shape shape.log 

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 ncdrill.log 

Manufacture>artwork artwork.log 

File>Import logic netin.log 

Place>Update Symbols refresh.log 

Route>Testprep>auto testprep.log 

Manufacture>Silkscreen autosilk.log 

File>Import Artwork loadgerb.log 

Tools>Update DRC batch_drc.log 

Place>Quickplace quickplace.log 

Manufacture>NC>Drill Tape nctape.log 

查看逻辑文件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 选择【File】/【Viewlog】命令，则界面显示最新生成的逻辑文件。 
• 选择【File】/【File Viewer】命令，界面出现对话框，输入正确的逻辑文件名
或在列表内选择文件，就可查看逻辑文件。 

8.4  设计区域管理 
Allegro 可以让设计者生成一个封闭的形状作为边界，此边界与禁止和允许的功能关

联，Allegro在类中定义了如下的约束区域。 
• Route keepin：允许布线区。 

允许布线区是一个非填充的封闭的几何多边形，在此区域内允许线路板的各层导线可以

连接。在 Allegro 中，线路板只能有一个允许布线区。任何在允许布线区外的连线操作被自
动布线器忽略。 

• Route keepout：禁止布线区。 

禁止布线区是一个由设计者创建的封闭的填充区域，在此区域内不允许各层有连线操

作，自动布线器不会将连线布在禁止布线区内。在设计中可以根据需要在板中加许多禁止布

线区。 
• Via keepout：过孔禁放区。 

过孔禁放区是个封闭的填充区域，在此区域内禁止放置任何过孔。自动布线器不会在此

区域内放置任何过孔，在设计中可以根据需要在板中加过孔禁放区。 
• Package keepin：允许放置器件区。 

允许放置器件区是一个非填充的封闭的几何多边形，在此区域内允许放置线路板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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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Allegro只允许有一个允许放置器件区。 
• Package keepout：器件禁放区。 

器件禁放区是一个由设计者创建的封闭的填充区域，此区域内不允许放置任何器件。自

动放置器件的操作命令不会将器件放置在此区域内。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在板中添加器件禁

放区，不受数目的限制。 
• Probe keepout：测试点禁放区。 

测试点禁放区是一个封闭的填充区域，在此区域内不允许放置测试点。 
• Gloss keepout：禁止布线优化区。 

禁止布线优化区是一个封闭的填充区域，它定义了在此区域内不允许布线优化操作。 

8.5  显示信息 
在设计 PCB 的过程中，读者往往需要了解设计文件中各种的信息以对设计做出准确的

把握，本小节主要讲述查看各种信息的命令。 

8.5.1  显示元件信息 

要查看元件信息时，首先要激活信息显示功能，可以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

者按键盘上的 F5键，激活信息显示功能。 

激活信息显示功能后，控制栏的【Find】面板被激活。 
用鼠标单击所要查看的元件项开关，即选择【Symbols】项，使其有效。然后用鼠标单

击所要查看的元件，即可看到元件的信息，如图 8-16所示。 

 
图8-16   显示的元件信息 

8.5.2  显示测量信息 

Allegro 提供了测量命令使设计者可获得设计对象及物体之间间距的信息。Allegro 的测
量操作限定于在 ETCH、PIN和 VIA等类定义的子类的间距。在显示测量结果时，一个重要
的数据是 AIR GAP（气隙），在 Allegro中，AIR GAP指的是在测量两个目标元素时它们之
间最短的距离。Allegro在测量时会显示一个短线，这个短线的长度等于 AIR GAP的长度。
图 8-17所示是一个测量两个焊盘之间距离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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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7   显示测量信息 

Allegro可以测量的内容如下。 
• 测量元件与元件之间的间距； 
• 测量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 
• 测量文字到其他类之间的间距； 
• 测量焊盘到其他类之间的间距； 
• 测量过孔到其他类之间的间距； 
• 测量连线的宽度； 
• 测量连线的长度。 
测量命令的操作如下：从 Allegro 主菜单栏中选择【Display】/【Measure】命令，在右

边显示控制栏的【Find】面板中选择指定的设计元素，用鼠标单击第一个测量对象，Allegro
显示【Measure】对话框并识别对象和位置；用鼠标单击第二个测量对象，Allegro 更新
【Measure】对话框，识别第二个对象和其位置，并显示所选两点的距离。在工作区中单击
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可结束测量。 

8.5.3  显示高亮和关闭高亮 

Allegro 提供了高亮显示对象和关闭高亮显示的功能，可以高亮的子类有 Symbols、
Function、Nets、Pins和 DRC errors。 

显示对象高亮 

1.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Highlight】，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钮。 
2. 在过滤器选中所要高亮的目标对象子类。 
3. 在显示窗中直接选中目标对象或在过滤器查找对话框中输入目标对象名。 

关闭高亮显示 

1.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DeHighlight】，或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 
2. 在显示窗中直接选中已高亮目标对象或在过滤器查找对话框中输入目标对象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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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显示鼠线和关闭鼠线显示 

鼠线（又称为飞线，Ratsnet）表示了元件管脚之间的连接关系，在对元器件进行编辑操
作时，可显示或隐藏鼠线以便于操作。Allegro 提供了 3 种显示鼠线和关闭鼠线显示的操作
命令。 

• 显示所有鼠线和关闭所有鼠线显示。 
• 显示某个元件的鼠线和关闭元件的鼠线显示。 
• 显示某个网络的鼠线和关闭网络的鼠线显示。 
命令操作如下： 

(1) 单板级的鼠线显示与关闭。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Show Rats】/【All】或单击 按钮，则图像视窗

显示出设计文件中的所有的鼠线。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Blank Rats】/【All】或单击 按钮，则图像视窗

隐藏所有的鼠线。 
(2) 元器件级的鼠线显示与关闭。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Show Rats】/【Components】后，直接单击元件或
在过滤器中选中某个元件，则图像视窗显示出与这个元件相关的鼠线。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Blank Rats】/【Components】后，直接单击元件或
在过滤器中选中某个元件，则图像视窗关闭与这个元件相关的鼠线显示。 

(3) 网络级的鼠线显示与关闭。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Show Rats】/【Net】后，直接单击与这个网络相
关器件引脚或在过滤器中选中此网络，则图像视窗显示出这个网络的鼠线。 
选择菜单命令【Display】/【Blank Rats】/【Net】后，直接单击此网络或在过
滤器中选中这个网络，则图像视窗关闭与这个网络的鼠线显示。 

还有一种隐藏鼠线的方法，就是给网络设置 NO_RAT 的属性。选择【Edit】 /
【Properties】命令后选中某网络，出现【Edit Properties】和【Show Properties】两个窗口。
在【Edit Properties】窗口点选“NO_RAT”属性，此时，该属性跳转到界面右边，单击

按钮后【Show Properties】窗口显示出该网络此时已经设定好 NO_RAT属性。此时
已经显示出的鼠线会被隐藏起来，再次进行显示该网络鼠线的操作时也不会有鼠线显示出

来。这种隐藏鼠线的方法只适用于网络级，没有针对元器件的操作方法。 

8.6  设计规则检查 
在 PCB 的设计过程中，为了确保信号的质量、设计的成功以及加工厂工艺的限制，要

对设计的线路板定义设计规则，这些设计规则通过属性和约束的方式贯彻到设计过程中。在

设计过程中，一旦有违背设计规则的现象，就会出现设计规则错误，Allegro 通过设计规则
检查的方法提醒设计者纠正出现的设计错误，避免这些错误输出到加工文件中。 

Allegro 提供了在线设计规则检查（DRC）功能，可以实时检查，但在一个复杂的设计
中，由于数据量非常大，会使系统运行的时间较长。设计者还可以采用批检查的方法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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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性能，这个方法可使设计者在完成一个阶段的设计后进行规则检查，以便决定是否需

要解决出现的 DRC错误。 
当 Allegro 检查到违反设计规则的冲突时，在相应位置上会出现一个 DRC 标记符号，

设计者可通过 Color Visibility的设置查看出现的标记。 
DRC标记符号包含有下列 DRC信息： 
• DRC的类、子类以及位置信息； 
• 约束设定的类型（间距的、物理的、电气的）； 
• 设定的约束名； 
• 冲突的约束类型（例如连线与过孔的间距）； 
• 冲突中涉及到的第一方对象的相关数据； 
• 冲突中涉及到的第二方对象的相关数据。 

8.6.1  设置设计规则 

本节主要对设计中应用到的一些参数进行设置，这些参数是和设计要求以及制版工艺水

平密切相关的。 
在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etup】 /【Constraints】命令（或单击 图标），出现

【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对话框，如图 8-18所示。 

 
图8-18   【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对话框 

对话框中包括 Standard design rules（标准设计规则）和 Extended design rules（扩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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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两大部分。标准设计规则用来设定常用的普通设计规则，大多数网络遵守这种设计规

则。扩展设计规则用来对有特殊设计要求的网络设定设计规则，又分为 Spacing rule set（间
距设计规则集）、Physical（lines/vias）rule set（物理设计规则集）和 Constraints area（区域
设计规则）3 部分。间距设计规则集设定不同网络之间和间距有关的设计参数，例如连线和
连线之间、管脚和管脚之间、过孔和过孔之间、图形和图形之间以及它们各自之间的间距参

数。物理设计规则集设定单个网络的线宽、过孔等和自身物理特性相关的参数。区域设计规

则是用来配合间距设计规则集以及物理设计规则集对有特殊区域要求的网络进行规则设计。 

8.6.2  标准设计规则 

标准设计规则首先是对 DRC 实时检查的设定。选中“On”是打开实时 DRC 检查功
能，如果设计不符合规则要求，会即刻出现蝴蝶结状的 DRC标识；选中“Off”是关闭实时
DRC检查功能。因为实时检查是否满足设计规则需要消耗系统资源，所以打开 DRC实时检
查功能后有时会影响一些命令的执行速度。接下来是设定标准设计规则，单击【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中的 按钮进入到【Default Value Form】界面，如图
8-19所示。 

 

图8-19   标准设计规则设置界面 

【Subclass】用来设置应用规则的叠层。如果想设置所有层有相同的标准规则，则选择
“ALL ETCH”，否则可针对不同的布线层设置不同的标准规则。 
【Line to line】、【Line to pad】和【Pad to pad】分别用来设置连线到连线之间的间距、

连线到焊盘之间的间距以及焊盘到焊盘之间的间距。 
【Line width】用来设置连线的线宽。 
【Etch on subclass】用来设置布线的子类，通常都选择“Allowed”。 
【Same net DRC】用来设定同一个网络上的 DRC 检查。通常情况下选择“On”，这样

就可以保证相同网络过孔与焊盘距离、测试点与焊盘距离都进行 DRC 检查。否则很可能出
现为进行 DRC检查而违反规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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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间距设计规则 

间距规则是指不同的设计元素之间的间距规则，最为常用的就是不同网络之间的间距规

则，其设置步骤如下。 

设置间距设计规则 
1. 单击【 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中【 Spacing rule set】部分的

按钮，单击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Find】面板，只选中
“Nets”选项。 

2. 单击【Find By Name】中的 按钮，在出现的【Find by Name/Property】
界面中选中一个网络名，单击其中的 按钮后出现【Edit Property】和
【Show Properties】窗口。【Show Properties】窗口用来显示当前所选网络已经
定义的属性，而【Edit Property】窗口用来显示可以对网络定义的属性。 

3. 在【Edit Property】窗口中点选“NET_SPACING_TYPE”属性，该属性跳转
到【Edit Property】界面右边，在【Value】栏下的文本编辑框中输入网络的类
名（如图 8-20所示的“CLK”），单击 按钮后【Show Properties】窗口
显示出此时该网络已经设定了值为“CLK”的 NET_SPACING_TYPE 属性，
如图 8-21所示。 

 
图8-20   设置间距设计规则时的【Edit Property】界面 

 
图8-21   【Show Properties】窗口 

4. 单击【Spacing rule set】部分的 按钮，弹出【Spacing Rule Set Etch 
Spacing Value】窗口。在 按钮后面的文本编辑框中输入新的间距规

则名“0.2MM-SPACING”，单击 按钮，此时新的间距规则名出现在

【Constraint Set Name】后的编辑框中，如图 8-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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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2   0.2MM-SPACING规则设置界面 

5. 在界面中设置设计元素之间的间距要求，其含义从字面均可以理解，读者可
以自己设置。 

6. 在【Spacing rule set】部分单击 按钮，弹出【Spacing Rule Set 
Assignment Table】窗口，如图 8-23所示。 

 
图8-23   间距设计规则分配界面 

7. 该窗口罗列了设计中所有的间距规则以及所有可能的组合。其中
“NO_TYPE”属性是指那些没有指定间距设计规则的网络，这些网络在设计
中遵守前面定义的标准设计规则 DEFAULT。其中【NET Spacing Constraint 
Set】项下面的下拉列表中列出了所有的间距规则（包括缺省的标准规则），针
对不同属性的网络的组合，可选择不同的间距规则。 

8.6.4  物理设计规则 

物理设计规则是指设计元素本身的一些规则，如连接线的最小线宽等，设置步骤如下。 

设置物理设计规则 
1. 单击【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中【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部分的

按钮，单击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Find】面板，只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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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选项。 
2. 单击【Find By Name】中的 按钮，在出现的【Find by Name/Property】界

面中选中一个网络名，单击其中的 按钮后出现【Edit Property】和
【Show Properties】窗口。 

3. 在【Edit Property】窗口选择“NET_PHYSICAL_TYPE”属性，此时，该属性
跳转到界面右边。 

4. 在【Value】栏下面的文本框中输入网络的类名“CLK”，如图 8-24所示。 

 
图8-24   设置物理设计规则时的【Edit Property】界面 

5. 单击 按钮，【Show Properties】窗口显示出此时该网络已经设定了值为
“CLK”的 NET_PHYSICAL_TYPE属性，如图 8-25所示。 

 
图8-25   Show Properties窗口 

6. 单击【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部分的 按钮，弹出

【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Etch Values】窗口，在 按钮后面的文

本框中输入新的物理规则名“clk”（参见图 8-26），单击 按钮，则新

的物理规则名出现在【Constraint Set Name】后的编辑框中。 
7. 在【Physical rule set】部分单击 按钮，弹出【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Assignment table】窗口，如图 8-27所示。该窗口罗列了设计中所有的
物理设计规则，其中 NO_TYPE属性是指那些没有指定物理设计规则的网络，
这些网络在设计中遵守前面定义的标准设计规则 DEFAULT。其中【Physical 
Constraint Set】项下面的下拉列表中列出了所有的物理规则（包括缺省的标准
规则），针对不同属性的网络，可选择不同的物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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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6   0.2MM-PHYSICAL规则设置界面 

 
图8-27   物理设计规则分配界面 

8.6.5  区域设计规则 

区域设计规则是指设计区域中的一些特定的规则，如穿过该区域的连线的最小线宽等，

设置步骤如下。 

设置区域设计规则 
1. 单击 图标，出现【Color and Visibility】窗口。设置【GROUP】为

“Geometry”，在【BOARD GEOMETRY】的子类中选中“CONSTRAINT-
AREA”，关闭【Color and Visibility】窗口。 

2. 单击【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中【Areas】部分的 按钮，命令状态

栏显示“Enter shape outline”，在设计单板的视图界面中绘制一个长方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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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3. 单击【Areas】部分的 按钮，单击窗口右边显示控制窗口

中的【Find】面板，只选中“Shapes”选项。 
4. 单击刚才添加的约束区域外形框，出现【Edit Property】窗口，在【Edit 

Property】窗口中选中“ NET_PHYSICAL_TYPE”属性，此时，属性
“NET_PHYSICAL_TYPE”跳转到界面右边，输入属性名“thick”，如图 8-28
所示。 

 
图8-28   区域的属性设置界面 

5. 单击 按钮，【Show Properties】窗口显示出此时约束区域已经设定了值
为“THICK”的 NET_PHYSICAL_TYPE属性，如图 8-29所示。 

 

图8-29   区域的属性显示界面 

6. 单 击 【 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 部 分 的 按 钮 ， 弹 出

【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Etch Spacing Value】窗口，在 按钮后面

的文本编辑框中输入物理规则名“2MM_PHYSICAL”，单击 按钮，此

时新的物理规则名出现在【Constraint Set Name】后的编辑框中，如图 8-30所
示。在界面中设置规则要求。 

7. 单击【Physical rule set】部分的 按钮，弹出【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Assignment Table】窗口，如图 8-31所示。该窗口罗列了设计中所有
的物理设计规则以及区域规则所对应的组合。其中【Net Physical Property】列
的 NO_TYPE是指那些没有指定特殊物理设计规则的网络，这些网络在设计中
遵守前面定义的标准设计规则 DEFAULT，【Area Property】列的 NO_TYPE是
指那些没有指定特殊区域设计规则的区域，在这些区域进行布线设计时要遵

守前面定义的标准设计规则 DEFAULT。根据不同属性的网络与不同属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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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选择合适的物理设计规则。 

 
图8-30   2MM_PHYSICAL规则设置界面 

 
图8-31   区域的物理设计规则分配界面 

区域设计规则也可以和间距设计规则配合使用，其操作类似于区域规则和物理规则的

配合使用。 

8.6.6  其他设计规则 

Allegro 中还提供了设置诸如元器件封装符号之间的间距规则以及一些和电气特性相关
的规则，它们的设置也都是在【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中进行的。 
单击【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中间的 按钮进入【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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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ints】界面，如图 8-32 所示。在这个界面中可以设置一些封装距离、禁布区、阻焊
区、测试点等的设计规则开关。 

 
图8-32   设计规则开关界面 

单击【 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中间的 按钮进入

【Electrical Contraints】界面，如图 8-33 所示。可以在该界面中设置一些和电气规则有关的
检查规则开关。 

 
图8-33   电气规则开关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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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元器件的布局 
元器件的布局是 PCB设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好的布局便于整个 PCB板设计的布线，

而且能很好地保证 PCB 板的性能。Allegro 中提供了多种元器件的布局方法，下面分别讲
述。 

8.7.1  手动布局 

从 Allegro 主菜单中选择【Place】 /【Manually】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出现

【Placement】对话框，如图 8-34所示。 
单击【Placement List】选项卡中【Components by Refdes】项前面的“＋”号，该设计

包含的所有元器件封装都罗列出来了。选中其中某项前面的选择框，移动光标到工作区域，

可以看到该元件的封装符号粘贴在光标上和光标一起移动。在设计界面中单击即可将放置该

器件。 

 
图8-34   【Placement】对话框 

 

退出【Placement】对话框需要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如果直接单击右上角的 按

钮，则前面放置的元器件都没有进行确认，需要重新放置。 

 
放置元器件封装符号时，元器件的方向以及放在 PCB 板的正面或者反面都是可以设置

的。在 Allegro主界面中选择【Setup】/【Drawing Options】命令，出现【Drawing Options】
对话框，选择【Symbol】选项卡，如图 8-34 所示。【Angle】项后面的下拉列表中列出了所
有可选择的元器件放置角度（选选择项有 0、45、90、135、180、225、270 和 315）。复选
框【Mirror】是对元件放置在设计单板的正面或者反面进行设置，不选中表示元器件是放置
在正面的，选中表示元器件放置时进行镜像并放在单板背面，缺省情况下是不选中的。 
当元器件处于放置状态时，单击鼠标右键出现一个浮动菜单，如图 8-36 所示，选择其

中的【Mirror】命令可以将元器件放置在单板背面，选择【Rotate】命令可以对元器件进行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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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5   【Drawing Options】对话框 图8-36   元器件放置状态时的浮动菜单 

元器件放置以后，可以对其进行移动操作。选择【Edit】/【Move】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单击界面右边的显示控制窗口中的【Find】面板，选中其中的【Symbols】项，单击
某个封装，随后该封装符号就会跟随光标一起移动。 
当设计处于元器件移动状态时，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框选多个元器件，可以实现一次移动

多个元器件。 
在框选多个元器件时，不能将设计的外形符号也选中，否则移动元器件时外形符号也一起移

动。一般情况下在放置好设计外形符号后对其添加 FIXED 属性，这样外形符号的位置就固定

了，不会再被移动。 
当元器件处于移动状态时，单击鼠标右键出现一个浮动菜单，如图 8-37 所示，选中其中

的【Rotate】命令可以实现封装的旋转，移动光标可使封装符号跟随光标的趋势每次以 90°
旋转，旋转到合适的角度后单击鼠标左键又回到元件的移动状态。也可以直接选择【Edit】/
【Spin】命令对元器件封装符号进行旋转。 

 
图8-37   元器件处于移动状态时的浮动菜单 

有时为了优化布局，需要对两个器件交换位置，此时可选择【Place】 /【Swap】 /
【Components】命令，然后分别单击两个要交换位置的器件就可实现位置交换。 

选择【Edit】/【Delete】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可以实现对设计元素的删除。单击界

面右边的显示控制窗口中的【Find】面板，选中其中的【Symbols】项，单击某个封装后可
以删除该符号。 

为了了解已经布局的器件和还没有布局的器件情况，可以通过报告功能来实现。选择

【Tools】/【Reports】命令，出现【Report】对话框。分别选择其中的【Placed Component】
和【Unplaced Componets】项，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即可分别获得关于已布局和未

布局的器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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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用 Concept HDL原理图手工放置器件 

本节介绍一种在原理图中选择器件然后将器件放置在 BRD 文件中的操作方法。使用这
种操作方法的前提条件是 BRD文件中的逻辑数据是从 Concept HDL原理图中导入的。为了
确保原理图设计界面和 PCB 设计界面的通信，还要求 Concept HDL 和 Allegro 两个工作界
面都是从 Project Manager界面中打开的。 

用 Concept HDL原理图手工放置器件 
1. 打开项目的 Project Manager界面。 
2. 从项目的 Project Manager界面先后打开项目原理图和项目的 PCB文件。 
3. 调整原理图和 PCB文件窗口的大小，使它们各占整个屏幕的左右半部分。 
4. 在 Allegro 主设计界面中选择【Place】 /【Manually】命令，弹出一个
【Placement】的窗口，此时可以先不理会这个窗口。 

5. 将光标移到原理图界面中并单击其中的一个器件。 
6. 再将光标移回到 Allegro 界面中，此时刚才所单击的器件的物理封装将附着在

光标上并跟随光标一起移到，单击鼠标左键后就将该器件放置在 PCB 文件
中，如图 8-38所示。 

 
图8-38   从原理图中放置器件的界面 

在 PCB设计过程中，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移动或者编辑元器件。例如，在 Allegro主设计
界面中选择【Edit】/【Move】命令，然后将光标移到原理图界面中并单击想要移动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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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再将光标移回到 Allegro 界面中，刚才单击选中的元器件附着在光标上，移动光标到目
的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将该器件放置在新的位置。 

8.7.3  用 Quickplace进行布局 

我们还可以利用 Allegro 中提供的 Quickplace 命令将元器件放置在外形图符号以外，然
后再移动元器件进行手工布局。 

用 Quickplace进行布局 
1. 选择【View】/【Zoom World】命令将整个设计区域显示出来。 
2. 选择【Display】/【Blank Rats】/【All】命令（或单击 图标）隐藏所有的鼠

线。 
3. 选择【Place】/【Quickplace】命令，出现【Quickplace】对话框，如图 8-39所
示。 

 
图8-39   【Quickplace】对话框 

4. 【Edge】栏用于设置元器件放置在外形框以外的哪个部分，有【Left】、
【Top】、【Right】和【Bottom】等 4 个复选框，这里选择【Left】和【Top】
两个复选框。 

5. 【Side】栏用于设置元器件放置在顶层还是放置在底层，有【Top】和
【Bottom】两个单选项，这里选中【Top】层。 

6. 【Place by part number】选项将系统设置为按照元器件代码放置器件，【Place 
by net name】选项将系统设置为按照网络名放置器件，【Place by schemetic 
pager number】选项将系统设置为按照原理图页码放置器件，【Place all 
components】选项将系统设置为放置所有的器件。选中以上 4 个复选框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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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下面的【Place by refdes】栏中的各选项变为灰色的不可设置状态。
这里我们不选中这 4 个复选框，将【Place by refdes】栏中的【Type】项设置
为“IC“，底下的【Symbols placed】部分将会显示出已经放置的 IC器件和总
的 IC器件数，【Unplaced symbol count】项显示还没有放置的总器件数，如图
8-40所示。 

 

图8-40   有关放置和未放置元件的信息 

7. 设置完成后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将所有的 IC 器件快速地放置在外
形框左边和上边。 

8. 操作完成后在界面底部的状态栏会显示“Quickplac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信息。重新设置后依次将 IO 器件和 Discrete 器件分别放置在外形框的右边和
上边。 

通过以上操作可以先将所有的元器件放在外形框外边，然后再手动移动元器件进行最后

的布局。 

8.7.4  用 SPECCTRA进行自动布局 

 Cadence 公司提供的自动布线器 SPECCTRA 可以实现自动布局和自动布线的功能，这
对于提高 PCB设计者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意义。下面我们就用 SPECCTRA对该设计实例进
行自动布局。 
为了说明用 SPECCTRA 自动布局的过程，我们从没有进行任何布局的状态开始

SPECCTRA自动布局的练习。 

用 SPECCTRA进行自动布局 
1. 选择【Place】/【SPECCTRA】命令，出现 SPECCTRA 界面。此时 Allegro 中
的所有设计数据已经转换到 SPECCTRA 界面中。我们注意到刚进入到

SPECCTRA界面时，所有的元器件都放置在外形图符号以外的区域。 
2. 缺省情况下，打开 SPECCTRA界面时系统都处于布线状态，单击 SPECCTRA
界面左上角的布局图标 将 SPECCTRA从布线状态转换为布局状态。此时我
们注意到整个界面中的一些图标工具栏发生了变化。 

3. 选择【Autoplace】/【initPlace Large Components】命令，出现【InitPlace Large 
Components】窗口，如图 8-41 所示。界面中要分别设置表面贴的 SMD 器件
和通孔的 THC器件的放置层面，顶层和底层的放置方向。图 8-41中的设置可
以使所有大器件都以 0°或者 180°的角度放置在顶层。 

利用 SPECCTRA 进行元器件的放置还有一个优点，即能进行元器件的对齐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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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Align Compinents】复选框就是进行这项功能的设置。 

 
图8-41   放置大元器件的参数设置窗口 

4. 单击 按钮开始进行最初的大器件自动布局。在进行自动布局的过程

中，SPECCTRA 界面左下角出现一个橙色的 按钮表示命令正在进行。

当完成最初的大器件布局后，该按钮恢复为绿色的 按钮。 
5. 为了优化大器件的布局，有时需要将器件的位置进行交换。选择
【 Autoplace 】 / 【 Interchange Components 】 命 令 ， 出 现 【 Interchange 
Components】对话框，设置参数如图 8-42所示。 

 
图8-42   交换元器件的参数设置对话框 

6. 单击 按钮开始器件布局优化，状态按钮变为绿色之前不要进行其他操

作。 
接下来可以进行小器件的布局操作。 
7. 选择【Autoplace】 /【 InitPlace Small Components】 /【All】命令，出现
【InitPlace All Small Components】对话框，如图 8-43所示。要分别设置表面
贴的 SMD 器件和通孔的 THC 器件的放置层面，顶层和底层的放置方向。图
8-43 中的设置参数可以将所有表面贴的分立器件器件放置在底层，所有的通
孔器件放置在顶层。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开始进行剩余的小器件的自

动布局。 
完成自动布局后，选择【File】/【Quit】命令，出现【Save And Quit】对话框，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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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所示，提示是否将在 SPECCTRA 中进行的所有布局操作都保存在一个文件中。接受其缺
省设置，单击 按钮，系统再次回到 Allegro 界面。此时在 SPECCTRA 界面中完
成布局的设计状态转换并传递到 Allegro中，随后可利用【Move】等命令对某些器件的布局
进行人为的调整。 

 
图8-43   放置所有小器件的参数设置 

 
图8-44   退出 SPECCTRA时的提示 

8.7.5  高级布局技巧 

在进行元器件布局时，Allegro 还提供了多种高级的布局功能，下面就对其中的两种操
作方法进行讲解。 

应用 ALT_SYMBOL属性 
1.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Place】/【Manually】命令，出现【Placement】界
面。 

2. 滚动滑块选择其中某一器件“U2”，此时，器件 U2 的物理封装 SO8-150 粘贴
在鼠标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lt Symbol】项后的 DIP8，
此时器件的封装类型变成了 DIP8类型，单击界面中某处将 U2放置。 

3. 单击 按钮关闭【Placement】界面。 
4. 选择【Display】/【Property】命令，在出现的【Show Property】窗口中选择

“Alt_Symbols”属性，如图 8-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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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5   显示设计中有 Alt_Symbols属性的元件 

5. 单击界面中的 按钮后，设计中所有定义了 Alt_Symbols属性的元件都
会显示出来。 

在移动或者编辑器件的过程中也可以应用这种“Alt Symbol”属性对同一器件选择不同
的封装。 

 

这种操作方法是有一定的应用前提的，必须在原理图库设计的过程中给该元器件添加了“Alt 

Symbol”属性，这样在 Allegro中才可用这个属性选择不同的器件封装。 

 

应用 PLACE_TAG属性 
1. 选择【Edit】/【Property】命令，单击右边的显示控制窗口中【Find】面板。 
2. 从【Find By Name】部分的两个下拉列表中分别选中“Comp(or Pin)”和

“Name”项，单击 按钮，出现【Find By Name/Property】窗口。 
3. 滚动左边列表的滑块，选中几个器件，当选中每一个器件位号时，它会自动
跳转到右边的列表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所选器件的组，如图 8-46所示。 

 
图8-46   设置器件组 



第 8章  Allegro PCB设计的常用操作命令  

 208 

4. 单击【Find By Name/Property】窗口中的 按钮，出现【Edit Property】
窗口。在该窗口中选择“PLACE_TAG”属性，单击其中的 按钮，此

时所选器件组已经添加了 PLACE_TAG属性。 
5. 选择【Place】 /【Manually】命令，出现【Placement】界面，从【Type 

filters】下拉列表中选择“Place tag”后，刚才定义了“Place tag”属性的 3个
器件自动选中，如图 8-47 所示。这样就可以连续将以上元器件放置到设计区
域了。 

 
图8-47   利用 Place tag属性对元器件进行布局 

8.8  布线 
布线是 PCB 设计中的另一项重要的内容，本节主要讲述布线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以及各

种布线方法中的各种命令。 

8.8.1  设置过孔焊盘 

布线之前应首先设置好布线过程中换层所需要的过孔。 
从 Allegro 主菜单中选择【Setup】 /【Constraints】命令，出现【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单击【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部分的 按钮，出现

【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Etch Spacing Value】窗口。确保最顶行的【Constrains Set 
Name】项后面的选项为“DEFAULT”，中间部分的【Via list property】栏中，【Available 
database padstacks】中显示的是整个设计中用到的所有焊盘，【Current via list】中显示的是
所有可以作为过孔使用的焊盘。在【Name】文本编辑框中输入所要添加过孔的名字
“via0_6d0_25”（也可以单击后面的 按钮，在焊盘库中进行搜索），然后单击 按

钮，相应的过孔会自动添加到【Current via list】框中，如图 8-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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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8   设置过孔焊盘 

添加过孔后单击【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界面下的 按钮关闭窗口。 
可以设置添加多个焊盘作为过孔，系统在应用时优先使用排在最先的焊盘作为缺省过

孔，如果想选用不同的过孔，可以在布线的过程中进行选择。 
当某个焊盘不再作为过孔使用时，直接单击【Current via list】中的焊盘名称，该焊盘就

从【Current via list】中删除了。 

8.8.2  添加和删除连接线的相关命令 

本节将介绍添加和删除连接线的相关操作以及相关命令。 

一、 添加连接线 
单击 图标显示整个设计区域，单击 图标隐藏设计中的所有鼠线。 
选择【Display】/【Show Rats】/【Net】命令，单击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Find】面

板，从【Find By Name】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Net”，在文本编辑框中输入一个网络名后单
击键盘上的 Tab 键，该网络的鼠线显示出来，并在下面的信息兰显示“Ratsnest shown for 
net CPLD”的信息。 
选择【Route】 /【Connect】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

【Options】和【Find】面板都会发生变化。设置【Find】和【Options】面板，如图 8-49 所
示。 

      

图8-49   设置【Find】和【Options】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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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解释【Find】和【Options】面板中相关选项的作用。 

• 【Find】面板 
在【Find】面板中，只有图 8-49 左图所示的几个选项是可选的，单击 按钮可以

选中所有选项。选中【Pins】项表示可以从管脚开始布线，选中【Vias】项表示可以从过孔
开始布线，选中【Shapes】项表示可以从一个布线的图形开始布线，选中【Clines Segs】项
表示可以从一段连接线开始布线，选中【Ratsnests】项表示可以从鼠线上开始布线，选中
【Rat Ts】项表示可以从一个网络的 T结点开始布线。 

• 【Options】面板 
在【Options】面板中，【Act】和【Alt】分别用来设置当前布线层和替换布线层，其下

拉列表中就是前面我们设置的所有板层，还可以通过单击前面的颜色块儿来显示或者隐藏相

应层中的连接线。【Via】前的下拉列表中罗列出系统设置的所有过孔焊盘，布线时可根据需
要选择不同的过孔焊盘。【Net】后面显示当前所走连接线的网络名。 
【Line lock】后的两个下拉列表分别设置连接线的线型和角度，线型有“Line”和

“Arc”两种选择，角度有“off”、“45”和“90”三种选择。当连接线的线型选择为
“Line”时，出现的【Miter】用来设置圆弧的大小，后面的下拉列表有“Min”和“Fixed”
两种选项，分别用来设置最小的圆弧和固定大小的圆弧；当连接线的线型选择为“Arc”
时，出现的【Radius】用来设置弧的半径，后面的下拉列表有“Min”和“Fixed”两种选
项，分别用来设置最小弧半径和固定大小的弧半径。 
【Line width】用来设置连接线的线宽。当设置的线宽不是系统设置的缺省线宽时，可

通过单击后面的 按钮来恢复到缺省线宽，这个按钮只有在线宽不是缺省线宽时才有

效。 
【Bubble】项用来设置布线过程中如何影响已经存在的连接线或者过孔，有“Off”、

“Hug preferred”和“Shove preferred”3 种选项。选项“Off”表示布线时不影响已经存在
的连接线或焊盘，如果它们之间不符合布线规则则直接显示出错误的 DRC 标识；选项
“Hug preferred”表示当前所走的连接线如果和焊盘之间的间距不满足设计规则时，连接线
自动移动位置，将焊盘包裹起来，这时不会有错误的 DRC 标识出现，如果实在无法满足设
计规则，Allegro底部的信息栏会出现错误信息，布线无法进行；选项“Shove preferred”表
示当前所走的连接线如果和已经存在的连接线或者焊盘之间的间距不满足设计规则，系统自

动按照设计规则将已经存在的连接线或者焊盘推挤到合适的位置，以便留有空间给新的连接

线。选择不同的【Bubble】选项时，下面的【Shove Vias】、【Gridless】、【Clip dangling 
clines】和【Smooth】项有不同的设置。当【Bubble】项选中“Off”时，这 4 项都变为灰色
的不可设置状态。当【Bubble】项选中“Hug preferred”时，【Clip dangling clines】项变为
灰色的不可设置状态，其余项是可设置的。当【Bubble】项选中“Shove preferred”时，以
上 4项都是可设置状态，其中【Shove Vias】有“Off”、“Minimal”和“Full”3个选项，分
别表示不推挤过孔、最小程度的推挤过孔和完全推挤过孔。 
复选框【Gridless】表示在推挤时不必将连接线或者过孔推挤到格点的位置。复选框

【Clip dangling clines】表示在推挤的过程中删除易产生错误的连接线。 
【Smooth】下拉列表有“Off”、“Minimal”和“Full”3 个选项，分别表示不将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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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平滑、最小程度的将连接线变得平滑和将连接线变得完全平滑。 
复选框【Snap to connect point】表示在连线时，系统是否自动将连接线连接到连接点的

中心处。复选框 【Replace etch】表示在连线时，是否用新的连接线代替原来已经存在的连
接线。 

在布线时我们注意到，虽然在【Options】面板中设置的布线宽度是 0.127mm，但因为
我们对 CPLD网络定义了 NET_PHYSICAL_TYPE属性，所以实际的布线宽度是物理属性中
定义的 0.2mm.。 
在布线时，为了验证前面设置的特定区域布线属性，我们特意在跨越该区域的地方走一

根连接线。可以发现，在穿越该区域时，连接线的宽度是我们定义的 2mm。 
在布线的过程中单击鼠标右键，出现图 8-50 所示的菜单，选择【Done】命令结束布

线，选择【Oops】命令将取消同一线网布线命令中的上一段布线，选择【Cancle】命令将取
消本次布线命令的所有操作，选择【Next】命令将布线结束本次布线操作，开始下一个布线
命令。选择【Add Via】（添加过孔）命令将在光标处添加一个系统设置的缺省过孔，选择
【Swap Layers】（换层）命令将当前层所布的连接线替换成替换层的连接线。 

 
图8-50   添加连接线时的弹出式菜单 

二、 删除连接线 
选择【Edit】/【Delete】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

和【Find】面板发生变化。 
单击【Find】面板中的 按钮，只选中【Clines】项。单击一条布线网络，该连接

线高亮显示。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菜单（参见 8-51）中选择【Done】命令可删除整个
线网的连接线。 

 

图8-51   删除连接线时的弹出式菜单 

单击【Find】面板中的 按钮，选中【Clines Segs】项。单击一段连接线，该连
接线高亮显示。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可删除该段连接线。 
选择【Edit】/【Delete】命令后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ut】命令，选中

【Find】面板中的【Clines Segs】项。单击一段连接线，该连接线高亮显示，再次用鼠标单
击高亮显示的连接线段中的一点，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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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两次单击点中间的连接线段。 

三、 添加过孔 
选择【Route】/【Connect】命令，设置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面板中的当

前层和替换层分别为“TOP”和“BOTTOM”层。从一个线网的管脚处开始布线，到达想
要添加过孔的地点，双击鼠标左键，系统在该处添加了一个系统缺省的过孔，同时

【Options】面板中的当前层和替换层分别变化为“BOTTOM”和“TOP”层。如果想选择
不同的过孔，可在布线的过程中从【Find】面板的【Via】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也可以在
布线过程中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dd Via】命令项，则在光标处添加一个
系统设置的缺省过孔。 

四、 【Slide】命令 
选择【Route】/【Slide】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

和【Find】面板发生变化。在【Find】面板中，只有【Groups】、【Vias】、【Cline Segs】和
【Rat Ts】4项是可选的，选中【Vias】和【Cline Segs】选项。在【Options】面板中，设置
各项如图 8-52所示。 

 
图8-52   设置【Options】面板 

其中，【Active etch subclass】显示当前的有效层，【Net】显示当前的网络名，
【Corners】用来设置移动连接线时连接线可保持的角度，有“90”、“45”、“Arc”和
“Off”4 个选项，最常用的是“45”选项。当【Corners】设置为“45”时，用【Max 45 
len】来设置 45°的连接线的最大长度，一般越大越好。选中复选框【Allow DRCs】，就会在
移动连接线时不考虑设计规则而产生 DRC错误，一般不选中。复选框【Gridless】是用来设
置在移动连接线时是否要将连接线移动到布线格点的位置上。复选框【Add at max】设置是
否用【Max 45 len】或者【Max arc rad】的值来添加 45°斜线或者弧线。复选框【Vias with 
segments】是用来说明是否将连接线上的过孔一起移动。复选框【Ts with segments】是用来
说明是否将连接线的 T结点一起移动。 

五、 【Vertex】命令 
选择【Edit】/【Vertex】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单击连接线上一个拐点，此时，该

拐点跟随光标一起移动，选择一个新的地方单击鼠标左键就将拐点放置在了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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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平直的连接线上单击一点，移动光标时该点跟随光标移动到新的位置，单击鼠标

左键将给原来平直的连接线增加了一个拐点。 
单击连接线上的一个拐点，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elete Vertex】命

令，系统将删除该拐点并将连接线变成平滑的连接线。 

8.8.3  自动布线 

前面已经讲到利用 SPECCTRA进行自动布局的功能，SPECCTRA的自动布线功能也很
强大，本节简要介绍一些交换式自动布线的功能，第 11章将进行深入的讲解。 
从 Allegro 的主界面中选择【Route】命令，出现图 8-53 所示的菜单。这个菜单中罗列

出所用关于布线的命令，其中和自动布线有关的就是中间的几项，下面对常用的命令加以说

明。 

 
图8-53   【Route】菜单 

(1) 【Fanout By Pick】：该命令的功能是对网络或者元器件进行扇出操作。 
选择该命令后，在工作区中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菜单中选择【Setup】命令，打开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 Paramaters】对话框。对话框中有 7个选项卡，当前有效的
是【Fanout】选项卡，如图 8-54所示。在该选项卡中可以对扇出时的规则进行设置。 

• 【Direction】项用来设置扇出过孔相对于焊盘的方向，有“In”、“Out”和
“Either”3个选项。 

• 【Via Location】项用来设置扇出过孔相对于器件外形框的位置，有“Inside”、
“Outside”和“Anywhere”3 个选项。可结合器件类型以及实际需求进行不
同的设置。 

• 复选框【Maximum Fanout Length】用来设置从管脚到扇出过孔的连线的最大
长度。 

• 复选框【Enable Radial Wires】用来设置在布线时是否允许辐射状连线，该功
能一般在 Allegro中不用。 

• 【Fanout Grid】项用来进行扇出时的格点设置。 
• 【Pin Types】项用来设置扇出时的管脚类型。 
• 【Sharing】项用来设置扇出时的一些共享项目。 
复选框【Share Within Distance】用来设置可以共享的最大布线长度，超出这个
长度范围后就不能共享了，值为“-1”时表示应用 200mil的缺省距离。 
复选框【Share Pins】用来设置自动布线器是否将表面贴焊盘扇出到同一网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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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焊盘上。其后的编辑框用来设置可共享一个通孔焊盘的最大连接线数量。 
复选框【Share SMD's on Way to Via】用来设置自动布线器在将一个表面贴焊盘
扇出到过孔之前是否将同一网络上的表面贴焊盘进行连线。其后的编辑框用来

设置可直接相连的表面贴焊盘的最大数量。 
复选框【Share Vias】用来设置自动布线器是否将表面贴焊盘扇出到同一个过
孔上。其后的编辑框用来设置可共享一个过孔的最大连接线数量。 

 
图8-54   【Fanout】选项卡 

设置完扇出参数后，在 Allegro 界面右边控制窗口的【Find】面板中分别选中【Nets】、
【Symbols】等选项，可以对网络、原器件、封装类型等进行扇出操作。 

(2) 【Route Net(s) By Pick】：该命令的功能是针对网络进行自动布线。 
选中该命令后，在工作区中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菜单中选择【Setup】命令，打开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对话框，如图 8-55所示。 
该对话框主要用来对自动布线过程中的一些参数进行设置，例如可设置特定的布线次

数，或者设置为灵活布线，或者选择一个特定的 Do文件。 
• 复选框【Limit via creation】设置是否限制生成过孔。 
• 复选框【Enabke diagonal routing】设置是否启用对角线形式的布线。 
• 复选框【Limit wraparounds】设置是否限制包线，还可以通过【Wire grid】和
【Via grid】中各项的设置来实现对布线格点和过孔格点的控制。 

• 【Routing Direction】项用来设置每个布线层的走线方向。 
• 复选框【Protect】设置是否保护相应布线层已经完成的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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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5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对话框 

(3) 【Elongation By Pick】命令的功能是为了匹配一些连线的长度要求而进行的延
长线（即我们平常说的蛇行线）设计。 

选择该命令后，在工作区中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Setup】命令，打开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 Paramaters】对话框，此时的有效设置选项卡为【Elongate】
选项卡，如图 8-56所示。 

 

图8-56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 Paramaters】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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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 4 种形式的延长线可供选择，分别为 Meander（任意形式的弯曲延长）、
Trombone（长号形式的等长度弯曲延长）、Accordion（可折叠的不等长度弯曲延长）和
Sawtooth（锯齿形弯曲延长），可以选择需要的延长线方式并设置针对该种形式的线间距以
及最大、最小幅值。图 8-57罗出 Trombone和 Accordion两种延长线的形式以及它们各自的
参数。复选框【Pattern Stacking】用来设置是否进行多种延长线形式的叠加，复选框【Miter 
Corners】用来设置是否对 90°直角连线进行平滑处理。 

 
图8-57   Trombone和 Accordion延长线 

(4) 【Route Automatic】命令与【Route Net(s) By Pick】命令的功能类似，都是先
进行自动布线过程参数的设置后再进行自动布线，但二者也有区别。 

选择【Route Automatic】命令后进入的【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对话框比选择
【Route Net(s) By Pick】命令进入的【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对话框多了一个
【Selections】选项卡，如图 8-58所示。 

 
图8-58   【Route Automatic】命令的【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对话框 

在该选项卡中可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自动布线操作：选择【Entire design】项是对整个
板子进行布线；选择【All selected】项后可从下面的网络列表中选择进行布线的网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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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but selected】项刚好和选择【All selected】项相反，是对整个设计中除过选中网络以
外的所有网络进行布线。 

(5) 【SPECCTRA Editor】命令的功能是直接从 Allegro界面进入到 SPECCTRA界
面。 

执行该命令后，所有的设计数据同时也传递到 SPECCTRA 中，随后所有的自动布线操
作都在 SPECCTRA 中进行。当完成自动操作后保存、退出 SPECCTRA 界面后又自动回到
Allegro界面，同时所有设计数据也从 SPECCTRA中传递到 Allegro中。 

8.9  铺铜设计 
Allegro 中的铺铜技术可以分为阴板（Nagative）铺铜和阳板（Positive）铺铜两类，如

图 8-59 所示。两者各有优、缺点：阴板覆铜的优点是生成光绘数据量小，能自适应动态的
布局、布线修改，缺点是所有的焊盘必须具有 flash 名，以便能将 Gerber 文件载到 Allegro
后查看结果；阳板覆铜的优点是直观、所见即所得，焊盘无须具有 flash 名，缺点是光绘文
件数据量大。 

 

图8-59   Allegro中两种覆铜方式 

Allegro 中针对阳板铺铜和阴板铺铜设计了不同的操作方法，而且对于铜层的编辑修改
等也提供了相应的操作，下面分别讲述。 

8.9.1  阳板铺铜 

通常情况下，阳板都设计为顶层、底层以及布线层。有时为了满足屏蔽等因素，需要对

顶层和底层没有布线的区域进行铺地层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阳板铺铜，其操作步骤如下。 

阳板铺铜 
1.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hape】/【Polygon】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底

部的命令状态栏出现“Enter shape outline”的提示字符，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
的【Options】面板如图 8-6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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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0   添加 Shape时的【Options】面板 

面板中的各项功能介绍如下。 
【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用来设置要添加的 Shape 的有效类和子类，通常设置为

“Etch”和“Top”（或 Bottom）。 
【Shape Fill】栏的【Type】下拉列表中有“Dynamic copper”、“Static solid”、“Static 

crosshatch”和“Unfilled”等 4个选项，分别解释如下。 
• Dynamic copper表示动态的铺铜，这是 Allegro 15.0版本相对于 14.2版本最为
突出的一项功能，动态铺铜能有效地适用于动态设计，当铜层铺好以后，器件

的布局和布线进行调整时铜层能动态地进行相应的调整。 
• Static solid表示静态的实铜，静态的实铜没有动态修改的特性，因此在铺完静
态实铜后，如果对布局和布线进行调整，需要重新进行铺铜处理。 

• Static crosshatch 表示静态的网格铜，它和静实铜的特性是一样的，没有动态
修改的功能，只是铜层表现为网格状，不是实铜。 

• Unfilled 表示只有铜层外形框，没有进行填充的铜层设计，也没有动态修改的
特性。 

将【Shape Fill】栏的【Type】下拉列表设置为“Dynamic copper”时，复选框【Defer 
Performing dynamic fill】变为有效，用来设置是否动态地更新所添加的 Shape。其下的下拉
列表用来设置该 Shape 的网络属性，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想要的选项，可以单击后面的
按钮进入到【Selete Net】界面，这个界面中罗列了设计中所有的网络，可从中选择。 

【Shape Grid】用来设置 Shape的网格，有“Current Grid”和“None”两个选项，一般
接受缺省的“Current Grid”即可。 
【Segment Type】中的【Type】项用来设置连接线的格式，有“Line”、“Line 45”、

“Line Orthogonal”和“Arc”4个选项，分别表示直线、45°直线、垂直直线和弧线，通常
情况下设置为“Line 45”。 

2. 设置完以上各项后，开始在主设计区域画出一个多边形的 Shape，当终点达到
起点的附近时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后该 Shape 自
动封闭，系统根据 Shape区域内的设计元素以及网络属性自动地进行避让和铺
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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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同层但不同网络属性的连接线穿过该铜层区域时，系统会根据设计规则自动地进行

避让处理。当有不同网络属性的过孔添加到该铜层区域时，系统也会自动产生避让，这就是

动态铺铜的优势所在。 
3. 从 Allegro 的主界面中选择【Shape】/【Rectangular】命令（也可以单击 图

标），或者选择【Shape】/【Circular】命令（也可以单击 图标），即可绘制

Shape。 
选择【Shape】/【Rectangular】命令时，绘制的 Shape 外形是长方形，选择【Shape】/

【Circular】命令时，绘制的 Shape外形是圆形。 

8.9.2  阴板铺铜 

一般情况下，为了减少光绘数据量，我们将有大面积铺铜的电源层和地层等设计为阴

板，其铺铜的操作步骤如下。 

阴板铺铜 
1.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etup】/【Areas】/【Route Keepin】命令，此时的
状态和添加阳板铜层的状态一样。在控制窗口的【Options】面板中将【Active 
Class】和【Subclass】项分别设置为“Route Keepin”和“All”，【Shape Fill】
栏的【Type】项设置为“Unfilled”。 

2. 在工作区中画出一个比外形框向内缩近的 Shape作为 Route Keepin区域。 
在设计阴板铺铜时，必须先设计一个 Route Keepin的区域，如果设计中没有 Route Keepin区域，

进行后面的操作时系统会有出错提示。 

 
有些阴板铺铜是一个网络的整板铺铜，有些是几个网络共用一层的分割平面铺铜，此时

就需要对其进行不同的操作。 
首先考虑单一网络的整板铺铜。 
3.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Edit】 /【Split Plane】 /【Create】命令，出现
【Create Split Plane】对话框，如图 8-61所示。 

 

图8-61   【Create Split Plane】对话框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进行阴板铺铜的相应层，【Shape type desired】项设置为
“Dynamic”。 

5. 单击 按钮，出现【Selete Net】对话框，从中选择要给铜层设置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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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后单击 按钮结束操作，此时系统自动以刚才设置的 Route Keepin
区域外形框为边界进行整板的阴板铺铜。 

再考虑几个网络共用一层的分割平面铺铜，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首先设置各个网络之间

的间隔区域，在 PCB设计中，就是进行 Anti Etch的设计。 
6.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Add】 /【Line】命令，设置右面控制窗口中的
【Options】面板如图 8-62所示。 

 
图8-62   设置【Options】面板 

【Active Class】项设置为“Anti Etch”，表示目前绘制的是 Anti Etch线段。【Subclass】
项设置为进行阴板铺铜的相应层。【Line Lock】后面的两个下拉列表分别用来设置线段的外
形和角度，线段外形有“Line”和“Arc”2 个选项，一般选择“Line”，线段角度有“Off”、
“45”和“90”3个选项，一般选择“45”。【Line width】项用来设置【Line font】项设置为
“Solid”时的实线 Anti Etch 线宽，如果【Line font】项设置为别的选项，则线宽为 0。
【Line font】项用来设置 Anti Etch的线型，有“Solid”、“Hidden”、“Phantom”、“Dotted”
和“Center”5 个选项，分别表示实线、虚线、一长两短、点划线和一长一短的线型。一般
情况下【Line font】项都设置为“Solid”，此时【Line width】项实际上就是在设置两个不同
网络直接的间隔区域的宽度。 

7. 设置完【Options】选项卡后，在工作区中两个网络的分界处画出一条分割平
面的 Anti Etch线。 

8. 从 Allegro主界面中选择【Edit】/【Split Plane】/【Create】命令，出现图 8-60
所示对话框，设置相应的铜层和 Shape 类型后同样出现【Selete Net】对话
框。 

9. 因为现在我们将一个平面分割成两个有不同网络属性的平面，所以要分别对
不同的平面分配不同的网络，完成后单击【Selete Net】对话框中的
按钮即可完成分割平面层的阴板铺铜。 

8.9.3  铜层的编辑修改 

Allegro提供了丰富的铜层编辑修改命令，下面对几个常用的命令进行讲述。 
•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hape】/【Manual Void】/【Polygon】命令（也可
以单击 图标），将在已经添加的铜层上画出一个多边形的 Shape，完成后系
统自动把这个多边形的 Shape铜层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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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Shape】/【Manual Void】/【Rectangular】命令（也可以单击 图标），

将在已经添加的铜层上画出一个长方形的 Shape，完成后系统自动把这个长方
形的 Shape铜层删除。 

• 选择【Shape】/【Manual Void】/【Circular】命令（也可以单击 图标），将

在已经添加的铜层上画出一个圆形的 Shape，完成后系统自动把这个圆形的
Shape铜层删除。 

• 选择【Shape】/【Edit Boundary】命令（也可以单击 图标），可以对铜层的

边界进行编辑。 
• 选择【Shape】/【Edit Boundary】命令可以修改原有铜层的边框。 
• 选择【Shape】/【Delete Islands】命令（也可以单击 图标），可以对没有网

络属性的孤立的铜层进行删除操作。运行该命令后，右边控制窗口中的

【Options】面板如图 8-63所示。 

 
图8-63   删除孤立铜层时的【Options】面板  

【Options】面板中显示出存在孤立铜层的相应层、该层上的孤立铜层数量、整个设计
中的孤立铜层数量。单击 按钮可将当前层上的所有孤立铜层删除，单击 按

钮工作区将居中显示当前层中的第一个孤立铜层，单击 按钮将依次居中显示所有的孤

立铜层，单击 按钮可删除当前居中显示的孤立铜层，单击 按钮可将设计中所

有的孤立铜层的相关信息显示在报告窗口中。 

8.10  后处理 
在整个设计的布线工作基本完成后，需要对整个设计进行一些后续处理，使整个设计更

优化、更美观、更准确。下面对 Allegro中提供的几种后处理命令进行说明。 

8.10.1  Gloss优化命令 

当 PCB板设计完成后，无论是手工布线还是采用 SPECCTRA进行自动布线，总会产生
一些布线效果不好、多余过孔等问题。此时应该利用 Allegro 系统提供的 Gloss 命令对设计
进行优化和调整，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设计的美观和可生产性，并且可以降低制造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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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靠性。这些后续处理是在前面布线的基础上对整个设计进行优化和修改，每一项的执

行都需谨慎处理，否则可能引起非预期的效果，在设置完相关参数后可单项运行。 

 

当利用 Gloss命令中的 Center lines between pads和 Improve line entry into pads 功能对设计进行优

化后，很难再实现 ECO，这是因为许多布线通道被封闭了，Cadence 推荐我们在执行 Gloss 命令

以前对文件进行备份，或者在执行 Gloss命令时不选择以上两项功能。 

一、 优化前的准备工作 
在进行优化工作之前，先检查设计以确定是整个板子都需要进行优化还是只对某个区域

或者某些网络进行优化。 
如果某些网络有特殊需求，我们就应该对其进行设置以保护在优化过程中不改变这些网

络的特殊性。保护网络不在优化过程中改变的方法就是给网络增加 NO_GLOSS 或者 FIXED
属性。NO_GLOSS 属性确保网络不在优化过程中改变，FIXED 属性确保网络在任何布线或
优化过程中都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要保护设计中的某个区域不被优化，则应设置一个 NO_GLOSS 的多边形。

NO_GLOSS 的 多 边 形 应 该 设 置 在 MANUFACTURE 层 ， 它 的 子 层 可 以 是

NO_GLOSS_TOP、NO_GLOSS_BOTTOM、NO_GLOSS_ALL或 NO_GLOSS_INTERNAL。 
Allegro 还提供了几种不同的优化命令可以针对不同的优化区域进行操作，分别为

【Route】/【Gloss】菜单中的【Design】、【Room】、【Window】、【Highlight】和【List】。
【Design】用于对整个设计进行优化，【Room】用于对选定的 room 进行优化，【Window】
用于对选定的窗口进行优化，【Highlight】用于对高亮显示的单个网络或者元件进行优化，
【List】用于对所设定的列表项目进行优化。 

二、 项目和参数设置 

选择【Route】/【Gloss】/【Parameters】命令，出现【Glossing Controller】对话框，如
图 8-64所示。 

 

图8-64   【Glossing Controller】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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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框中的【Application】栏罗列了可进行优化操作的所有选项，单击某项前的 按钮即

可进入到该项的参数设置对话框，选中某项后面【Run】栏中的 按钮，再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即可进行相关项目的优化。如果一次选中多个项目，优化时就按照项目在这个

对话框中的排列顺序依次进行。 

该对话框中可进行的优化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 【Line And via cleanup】：走线和过孔的清除。 

• 【Via eliminate】：减少过孔。 
• 【Line smoothing】：将弯折线变平滑。 
• 【Center lines between pads】：将两焊盘之间的走线放置在中间。 
• 【Improve line entry into pads】：增加连入焊盘走线的入口。 
• 【Line fattering】：增大线宽。 
• 【Convert conner to arc】：将走线方角变为圆弧。 
• 【Pad and T connection filler】：焊盘和 T行联接处理。 
• 【Dielectric generation】：产生绝缘体。 
下面分别对常用的几种功能进行说明。 
(1) 【Line And via cleanup】：这项功能将走线和过孔清除后重新布线。单击该项

前的 按钮可调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8-65所示。 

 
图8-65   【Line and Via Cleanup】对话框 

对话框中的参数设置分为 3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Line】的参数设置，主要选项介绍如下。 
• 【Jog Size Limit】用于设定在清除过程中可增加的斜线段个数，值为“-1”时
表明该项没有限制。 

• 【Etch Length/Via】用于设定为了减少过孔而增加的布线长度，值为“-1”时
表明该项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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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Length Limit】用于设定线网的长度超过该设定值时才对其进行清除和
重新布线，值为“-1”时表明该项没有限制。 

• 【Maximum 45 Length】用于设定 45°角的水平边或者垂直边的长度。 
• 复选框【Slip Slide】用于设定在清除布线时是否可以应用推挤功能。 
第二部分为关于【Via】的参数设置，主要选项介绍如下。 
• 复选框【Clearup Pin-Escapes】用于设定是否清除从焊盘到过孔的引出线和过
孔，缺省是不选中的。 

• 【Minimum Via Limit】用于设定线网上的过孔数超过多少时才对其进行清除
和重新布线。 

第三部分是一些其他参数的设置，主要选项介绍如下。 
• 复选框【Retry】用于设定清除连线后布线器是否进行重新连线，一般情况下
选中该复选框。 

• 【Number of Executions】用于设定执行操作的次数，推荐选择多次运行。 
• 【Cleanup All】用于设定清除的对象，选择“Lines”只清除连线，选择
“Lines and Vias”清除连线和过孔，选择“Lines，Vias， and Missing 
Connects”清除连线和过孔，随后对清除的连线以及设计中没有连接的线网进
行连线。 

(2) 【Via eliminate】项用来减少整个设计所用过孔数量。单击该项前面的 按

钮，出现如图 8-66所示的参数设置对话框。 

 

图8-66   【Via Eliminate】对话框 

• 复选框【Eliminate Used Pin Escapes】用来设定是否减少有用的扇出过孔。选
中后，当两个 SMD 型焊盘各通过一个扇出过孔引出后又通过其他层走线相连
时，系统会尝试将这两个过孔删除，用同样线宽的表层走线来实现两个 SMD
焊盘的连接。 

• 复选框【Eliminate Unused Pin Escapes】用来设定是否减少无用的扇出过孔。
选中后，当一个 SMD 焊盘通过一个扇出过孔引出后又通过表层走线实现了和
另一个 SMD焊盘的连接时，系统会删除这个没有起作用的过孔。 

• 复选框【Eliminate Stand Alone Vias】用来设定是否删除没有网络属性的孤立
过孔。 

• 复选框【Eliminate Regular Through Vias】用来设定是否删除正规的多余通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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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g Size】用来设定在执行【Via eliminate】时可用的最大的拐线尺寸，缺省
值为“-1”，表明在执行【Via eliminate】时没有拐线尺寸方面的限制。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退出，在【Glossing Controller】对话框中只选择【Via 
eliminate】选项，然后单击 按钮开始进行【Via eliminate】的优化操作。 

(3) 【Line smoothing】项用来删除设计中额外的连接线段或者拐线，使连接线变
得平滑。每次执行【Line smoothing】命令时只对设计中的每个线网检查一
遍，所以最优的情况是将该命令执行多次。单击该项前面的 按钮，出现如

图 8-67所示的设置对话框。 

 
图8-67   【Line Smoothing】对话框 

• 【Eliminate】栏用于设定能被删除的对象，有以下 3个复选框： 
【Bubbles】用来设定是否删除一个 90°走线后的 45°走线。 
【Jogs】用来设定是否删除多余的拐线，将两段拐线合并为一段拐线。 
【Dangling Lines】用来设定是否删除两头没有连接的孤立线段。 

• 【Line Segments】栏设定线段的一些参数，有以下设置： 
复选框【Convert 90’s to 45’s】用来设定是否将设计中的 90º拐角转换为 45°拐
角。 
复选框【Extend 45’s】用来设定是否延长连接一个水平线段和一个垂直线段的
45°连接线，这样就可将水平线段和垂直线段删除。 
【Maximum 45 Length】用来设定 45°连接线的最大长度，缺省值为“-1”，表
明对该项没有限制。 
【Length Limit】用来设定进行平滑处理的连接线的长度，缺省值为“-1”，表
明没有限制，任何长度的连接线都要进行平滑处理。 
【Corner Type】用来设定是 45°的拐角还是 90°的拐角，缺省为 45°拐角。 

• 【Number of Executions】用来设定【Line smoothing】命令的执行次数，推荐
多次执行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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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退出，在【Glossing Controller】对话框中只选
择【Line smoothing】选项，单击 按钮开始进行【Line smoothing】的操作。 

(4) 【Center lines between pads】用来调整连接线使之与相邻管脚保持相同的距
离。单击该项前面的 按钮，出现如图 8-68所示的设置对话框。 

 

图8-68   【Center Lines Between Pads】对话框 

• 复选框【Minimum move size】用来设定移动连接线的最小距离，缺省值为两
个设计单位。当一组连接线中任意连接线的移动距离小于该值，这一组中所有

的连接线都不进行移动。 
• 复选框【Adjacent pad tolerance】用来设定两个相邻管脚水平方向或者垂直方
向上中心到中心的最大距离。 

• 【Corner Type】用来设定采用的是 45°拐角还是 90°拐角，缺省为 45°拐
角。 

• 【Line spacing】用来设定划分线间距的种类。选择【Minimum】是说明按照
线到线的最小间距分配布线空间，最外面的连接线和管脚之间的剩余间距保持

平均分配。如果有 DRC 错误产生，就不将连接线移动到中间。选择【Even】
是保持每一条连接线和管脚之间的间距都是相等的。如果有 DRC 错误产生，
则应用【Minimum】规则重新移动连接线。 

单击 按钮可进入图 8-69所示的【Glossing Subclasses】对话框。 

 
图8-69   【Glossing Subclasses】对话框 

在这个对话框中可从现有板层中添加或删除进行 Glossing 处理的叠层，单击
按钮可添加新层（可选的层都是已经定义的并且类型设置为 Conductord 的层），单击

按钮可删除后面的层。右边的文本输入框用来设定有效的 aroute生成的连接线上的
拐线个数，由于 Allegro中 aroute不可用，所以此部分可以忽略不管。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退出，在【Glossing Controller】对话框中只选择【Center 

lines between pads】选项，单击 按钮开始进行【Center lines between pads】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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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  丝印调整 

在设计文件中，丝印包括元器件的外形框、元器件的位号和板上的一些丝印标注等信

息。丝印调整包括元器件位号的更改和丝印数据的位置大小调整，元器件位号的调整涉及到

逻辑数据的修改，而丝印数据位置大小的调整则只是简单的物理数据的修改，下面分别说明

以上两种丝印调整的操作。 

一、  元器件位号的调整 
Allegro 中的元器件位号调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次操作改变设计中全部器件的位

号，另一种是设置 Auto_Rename 属性后单独修改某个元器件的位号。这两种操作都是在一
个界面中完成的。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Logic】/【Auto Reame Refdes】/【Rename】命令，出现
【Rename RefDes】对话框，如图 8-70所示。 

 

图8-70   【Rename RefDes】对话框 

选中【Rename all components】复选框后将会修改设计中所有的元器件位号。选中该复
选框时，下面的 按钮变成灰色的不可用状态。 

如果想单独修改定义了 Auto_Rename 属性的元器件位号，不选中【Rename all 
components】复选框，此时， 按钮变成可用，单击该按钮即单独

修改元器件的位号。【Grid Specification】栏用来选择布局格点，有【User defined grid】（用
户自定义格点）和【Use default grid】（系统缺省格点）两个选项。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打开【Rename Ref Des Set Up】对话框，如图 8-71所示。 

• 【Layer Options】栏用于设置和层有关的参数。 
【 Layer】项用于设置进行位号修改的层，有“ BOTH”、“ TOP”和
“BOTTOM”3个选项。 
【Starting Layer】项用来设置首先进行位号修改的层，如果【Layer】项设置为
“BOTH”，则该项有“Top Layer”和“Bottom Layer”两个选项，如果
【Layer】项设置为“TOP”或者“BOTTOM”，则该项是灰色不可选的。 
【Component Origin】项用于设置器件的坐标原点，有“Pin 1”、“Body 



第 8章  Allegro PCB设计的常用操作命令  

 228 

Center”和“Symbol Origin”3个选项，通常选择“Symbol Origin”。 

 

图8-71   【Rename Ref Des Set Up】对话框 

• 【Directions for Top Layer】栏和【Directions for Bottom Layer】栏用于设置修
改位号时分别在“Top”层和“Bottom”层的方向（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两
个选项）和次序（有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4 个选项），
如果【Layer】项设置为“BOTH”，则两项可同时进行设置，如果【Layer】项
设置为“TOP”或者“BOTTOM”，则相应的一项变成灰色不可选。 

• 【Reference Designator Format】栏用于设置有位号字符有关的参数。 
【RefDes Prefix】用来设置位号中的字母，值为*时表示利用元器件缺省的位号
字母。 
【Top Layer Identifier】项和【Bottom Layer Identifier】项分别用来给 Top 层和
Bottom 层的位号前面加一个标识性字符，缺省的是在 Top 层位号前面添加字
母“T”，在 Bottom 层位号前面添加字母“B”，通常情况下可以保留此处的空
白。 
【Skip Character(s)】项用来设置在调整丝印位号的过程中要跳过的字母，这些
字母一般都是一些易混淆出错的字母，如 I、O、Q等。 
【Rename Method】项用来设置重命名位号的方法，有“Grid Based”和
“Sequential”两个选项，“Grid Based”表示以格点为基础的命名方式，
“Sequential”表示按照字母顺序的命名方式。当选中“Grid Based”时，下面
的【Grid Based Renaming】栏变得有效，其中的【1st Direction Designation】、
【2nd Direction Designation】和【Suffix】分别用来设置第一个方向的标识符、
第二个方向上的标识符和后缀字母。当选中“Sequential”时，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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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e current prefixes】可用来设置是否保持现有的前缀符号。【Refdes 
Digits】下拉列表中可选择位号中数字所占的位数，选项范围为 1～5。 

二、  丝印数据位置大小的调整 
丝印数据的位置调整非常简单，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Edit】/【Move】命令，在右

边控制窗口的【Find】面板中只选中【Text】选项，随后单击某丝印字符，此时丝印字符就
跟随光标一起移动，在合适的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将丝印数据进行移动。 
调整丝印数据大小的操作如下：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etup】/【Text Sizes】命

令，出现图 8-72 所示的【Text Setup】对话框。该对话框用来设定设计中字体的大小，包括
字体线宽、字体高度、线间距、光绘数据的宽度以及字符间距等，每一个字号对应一组特定

的字体大小。可以修改现有字号中的各项获得需要的字体大小，也可以单击 按钮恢

复到系统的缺省设置，还可以单击 按钮添加新的字号设置。设置完成后单击对话框

中的 按钮可退出字体大小设置对话框。 

 
图8-72   【Text Setup】对话框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Edit】/【Change】命令，在右边控制窗口的【Find】面板中
只选中【Text】选项，设置【Options】面板如图 8-73所示。 

 
图8-73   设置【Options】面板 

其中，【New subclass】项用来选择需要修改的子类属性，如果要修改顶层的丝印位号，
则设置为“Silkscreen_Top”，如果要修改底层的丝印位号，则设置为“Silkscreen_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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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lock】项用来设置丝印位号的字体号码，根据刚才在【Text Setup】对话框中设定的
字号大小选择合适的字体号码即可。设置完成后单击需要修改的丝印位号，系统将其改为合

适的大小。 

8.10.3  原理图和 PCB之间的一致性检查 

在设计 PCB 文件的过程中，有时会根据布线情况对设计进行一些逻辑修改，例如调整
两个元器件的位号，调整元器件中功能块儿的网络连线等，这样的操作导致了原理图文件和

PCB文件逻辑上的不一致，因此在设计完 PCB文件后需要对原理图文件和 PCB文件的一致
性进行检查。如果两者不一致，则需要根据 PCB文件对原理图文件进行反向同步的操作。 
检查原理图文件和 PCB文件的一致性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打开项目管理器文件 example.cpm，单击项目管理器界面中的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

中选择【Design Differences】选项，出现【Design Differences - example.cpm】对话框，如图
8-74所示。 

 

图8-74   【Design Differences - example.cpm】对话框 

复选框【Update board view before compare】是设置将要进行比较的 PCB文件，复选框
【Update Pboard view before compare】是设置将要进行比较的原理图文件，这两个复选框都
要选中。单击 Allegro 项后面的 按钮选择最后的 PCB 设计文件，单击【Package】项
后面的 按钮选择原理图最后的封装信息。复选框【Extract Constraits】是设置在进行
比较时，是否考虑 PCB 文件中的约束规则，一般情况下选择不考虑，因为有很多设计规则
是针对 PCB 设计的一些物理实现上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没有必要在原理图中体现出来的，
而且这两者的比较只是看它们之间的逻辑设计是否一致。设置完成后单击界面中的

按钮开始一系列的比较。 
如果比较结果相同，系统最终会显示出一个没有设计差别的提示框，如图 8-75所示。 

 
图8-75   没有差别的提示界面 

如果比较结果不相同，系统会显示出原理图和 PCB的不同之处，如图 8-7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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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6   有差别的显示界面 

此时，仔细分析系统提示的各个不同之处，我们需要根据 PCB 对原理图文件进行反向
同步，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打开项目管理器文件 example.cpm，单击项目管理器界面中的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

中选择【Import Physical】选项，出现【Import Physical - example.cpm】对话框，如图 8-77
所示。 

 

图8-77   【Import Physical - example.cpm】对话框 

其中复选框【Genetate Feedback File】用来设定 PCB 文件，复选框【Package Design 
Feedback Source】用来设定 PCB 设计文件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选择【Allegro】选项即
可。复选框【Backannotate Schematic】是设定是否对原理图进行反向标注，一般都要选中该
项。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开始进行原理图文件和 PCB 文件的同步工作。设计同步
的工作结束后系统会提示如图 8-78 所示的结果，单击 按钮可以打开查看详细的同

步结果，也可以单击 按钮结束设计同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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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8   同步完成时的提示结果 

8.11  设计检查 
设计完成后需要对整个设计进行全面的检查，一般情况下包括 DRC 检查，检查未放置

的器件和未连接的管脚等。下面分别对这些设计检查的相关内容进行说明。这些检查的操作

在设计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也可以介入。 

8.11.1  DRC检查 REPORT等 

DRC是英文 Design Rule Check的缩写，即设计规则检查。在进行 PCB设计时，我们都
会预先定制一些设计规则来约束设计。如果设计不满足设定的约束规则，就会出现 DRC 标
识，提示我们设计有误。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设定是否进行单板的在线 DRC检查。 
选择【Setup】 /【Drawing Options】命令，打开【Drawing Options】对话框，选择

【Status】选项卡，如图 8-79 所示。选中【DRC Controls】栏的复选框【On-line DRC】，则
进行实时的 DRC 检查，设计过程中如有违反设计规则的情况则立即显示出 DRC 标识。单
击复选框后面的 按钮后系统进行 DRC的更新，同时该界面中的【DRC errors】前面
的颜色标识会显示为绿色，后面的数字会显示出整个设计中的 DRC数量，【Up To Data】显
示出这个 DRC 的数量是更新过的。如若没有选中该复选框，则在设计过程中不进行实时检
查，此时，复选框后面的 按钮是灰色不可用的，并且【DRC errors】前面的颜色标
识会显示为红色，DRC数量后面的【Out Of Date】显示出这个数量没有进行实时更新。 

 
图8-79   【Status】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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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法是选择【Setup】/【Constraints】命令，打开【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对
话框，在对话框中设置【On-line DRC】的值为“On”时进行实时的 DRC 检查，选择为
“Off”时不进行实时的 DRC检查。 

提示：可以选择【Tools】/【Update DRC】命令进行 DRC标识的更新。 

如果在查看 DRC 错误时感觉 DRC 标识太小或太大，可选择【Setup】/【Drawing 
Options】命令，打开【Drawing Options】对话框，选择【Display】选项卡，在【DRC maker 
Size】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具体的数字即可对 DRC标识符号的大小进行控制。 
如果想详细了解 DRC 标识的含义，单击 按钮，在显示控制窗口中的【Find】面板中

只选择【DRC errors】选项，然后单击设计界面中出现的 DRC 标识，在弹出的【Show 
Element】窗口中会显示出该 DRC标识的详细信息，包括哪一层的错误信息，违反了哪个设
计规则，设计规则中的要求，实际的设计水平，违反规则的因素，发生错误处的坐标等。 
如果想要了解整个设计中的所有 DRC 的相关信息，可从主菜单中选择【Tools】/

【Reports】命令，打开【Reports】对话框，选择其中的【Design Rules Check】项输出有关
DRC的报告即可。该报告详细地罗列出设计中的每一个 DRC的相关信息，最后还会对所有
DRC错误进行分类总结。 

8.11.2  其他项目的检查 

对于未放置的器件和未连接的管脚等的检查也是通过【Report】命令来实现的。选择
【Tools】/【Reports】命令，打开【Reports】对话框，选择【Unconnected Pins】后，输出的
报告中详细地罗列出没有连接的网络名以及该网络上没有连接的管脚名，坐标值等信息。选

则【Unplaced Components】后，输出的报告中罗列出所有还没有放置的元器件。选择
【Dangling Lines】后，输出的报告中罗列出所有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危险走线。 

8.12  CAM输出 
当整个设计完成，需要生产加工时，Allegro能生成用于数控（Numerically Controlled，

NC）钻孔和制版的光绘等输出文件。本节主要就生产输出文件的操作进行说明。 

8.12.1  生成数控文件 

一、  设置钻孔参数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Parameters】命令，出现【NC 

Drill/Tape】对话框，如图 8-80所示。 
(1) 【Paper Tape】栏用来设置磁带参数。  
• 【File Name】设置输出文件的名字，这些文件都要在文件名和扩展名中间附
加从 1开始以 1为步长递增的数字。如果没有明确指定扩展名，则用.tap作为
扩展名。输出文件的缺省文件名为“ncdrill.tap”。 

• 【Header】设置磁带的 ASCII文件头，缺省情况下为“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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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设置磁带的 Leader长度，单位和【Length】的单位保持一致，缺省
值为“12Feet”。 

• 【Length】设置磁带的长度，如果文件太长，一个磁带容纳不下，就要将文件
分割成几个小文件。单位有“Feet”（英尺）和“Meters”（米）两种选项，缺
省值为“9999Feet”。 

• 【Code】设置磁带输出格式，有 ASCII 和 EIA 两种标准，缺省选择 ASCII 格
式。 

• 复选框【Separate plated/non-plated】设置是否将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生成不
同的钻孔磁带，缺省情况下是生成同一个钻孔磁带。 

 

图8-80   NC Drill/Tape界面 

(2) 【Drill】栏用来设置钻孔参数。 
• 【File Name】设置钻孔文件的名字，缺省命名为“nc_param.txt”，一般不进行
修改。 

• 【Format】中的两个整数值分别用来说明钻孔数据的整数位和小数位的有效位
数。 

• 【Offset X】和【Offset Y】用来说明数据的误差值，一般都设置为“0”即
可。 

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退出，同时在当前工作目录中生成“nc_param.txt”文
件。该文件将以上所有的设置记录下来，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进行查看，其格式和内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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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8-81。 

 
图8-81   nc_param.txt文件示例 

二、  生成数控钻孔数据（NC Drill Data） 

生成钻孔图 
1.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Display】/【Color/Visibility】命令，出现【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从【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Manufacturing”选项，选
中【Ncdrill_Legned】和【Ncdrill_Figure】选项。从【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
“Stack-Up”选项，选中所有的“Pin”项，退出【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
框。 

2.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命令，出现
【Drill Legend】对话框，如图 8-82所示。 

 
图8-82   【Drill Legend】对话框 

• 【Template File】设置用来产生钻孔图例的模板文件。 
Cadence 提供了 5 种单位分别为“mil”、“in”、“mm”、“um”和“cm”的缺省
钻孔模板文件，这些模板文件都是 ASCII格式的文本文件，可以用任何一种文
本编辑器对其进行编辑，其存放路径为 Cadence 安装目录下的
$CDSROOT\share\pcb\text\legend 目录。如果模板文件的单位和设计文件的单
位不同，Allegro 自动将模板文件的单位转换成设计文件的单位，但单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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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有可能产生不精确的结果。单击后面的 按钮可搜索我们需要的

模板文件。 
• 【Legend Title】说明钻孔图例的标题。 
• 【Output Unit】设置输出钻孔图例数据的单位。其下拉列表的选项有“Mils”、
“Inch”、“Microns”、“Millimeter”和“Centimeter”，分别对应 5 种模板文
件。 

• 【Plated Hole Tolerance】和【Non-Plated Hole Tolerance】分别设置金属化孔和
非金属化孔的钻孔直径误差，一般情况都为 0。 

• 【HOLD SORTING METHOD】设置钻孔的排列方法。 
【By Hole Size】有“Ascending”（从小到大）和“Descending”（从大到小）
两种选项。 
【By Plating Status】有“Plated First”（金属化孔在前）和“Non Plated First”
（非金属化孔在前）两种选项。 

3. 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退出，生成的钻孔图跟随光标移动，移动鼠标光

标到放置钻孔图的设计区域空白处，单击左键放置钻孔图。 

生成纸带输出文件 
1.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Tape】命令，出现
【NC TAPE】对话框，如图 8-83所示。 

 
图8-83   【NC TAPE】对话框 

【Scale Factor】用来设置钻孔坐标的比例系数。一般情况下不填写，系统默认的比例系
数为 1。 

2. 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操作完成时在命令状态栏出现提示“NCLegend 
generation successful”，同时在板文件所在目录生成 ncdrill1.tap 文件，其内容
和格式参见图 8-84。 

 
图8-84   ncdrill1.tap文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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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文件 
完成以上操作后，系统在当前工作路径下生成了名为“ncdrill.log”和“nctape.log”的

文件，这是 ASCII 型的日志文件，记录了出错信息、NC 钻孔参数、输出纸带文件名和大
小、钻孔的数量和纸带的长度等信息。可以选择【File】/【Viewlog】命令或者直接打开日
志文件查看详细内容。 

8.12.2  生成光绘文件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 /【Artwork】命令，出现【Artwork Control 
Form】对话框，该对话框有【Film Control】和【General Parameters】两个选项卡。 
【General Parameters】选项卡用来设定光绘文件的输出格式以及相关的参数，如图 8-85

所示。 

 

图8-85   【General Parameters】选项卡 

• 【Device Type】栏用于选择不同的光绘输出模式，“Gerber 600”和“Gerber 
400”是矢量型的输出格式，“Gerber RS274X”、“Barco DPF”和“MDA”是
标量型的输出格式。一次只能选选择一种光绘格式。 

• 【File size limits】栏用于设定制作光绘的菲林的尺寸大小。 
• 【Coordinate type】栏用于设定光绘坐标是相对于坐标原点的绝对坐标
（Absolute）还是与上一次坐标值之间的相对坐标（Incremental），一般情况下
选择绝对坐标。该项设置只在选择矢量型的光绘格式时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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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 action】栏设置在生成光绘文件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系统该如何操
作，有两个选项。选择【Abort film】后系统会放弃生成出错部分的光绘文
件，但仍然处理其他层的光绘文件。选择【Abort all】后系统会退出整个输出
光绘文件的操作，不产生任何的光绘文件，一般情况下选择【Abort film】。 

• 【Format】栏用来设定光绘数据中整数位和小数位中的有效位数。这两项的可
选值都是 0～5之间的整数。 

• 【Output options】栏用来设置和输出有关的项，复选框【Optimize data】设置
是否将输出数据进行优化，复选框【Use‘G’codes】设置是否输出 G 码表，
一般情况下都选中。该项设置只在选择矢量型的光绘格式时才有效。 

• 【Suppress】栏用来设置一些和数位有关的量，复选框【Leading zeros】设置
是否将输出数据中小数点前的 0 删除，复选框【Trailing zeros】设置是否将输
出数据小数点后面的 0 删除，复选框【Equal coordinates】设置是否输出等效
的坐标值。 

• 【Output units】栏设置输出值的单位，有“Inches”（英制）和“Millimeter” 
（公制）两种选项，可根据实际的设计情况进行选择。 

• 【Max apertures per wheet】项用来设置一轮上的光圈数。该项设置是针对矢量
型光绘格式的设置。 

• 【Continue with undefined apertures】项用来设置如果没有匹配的光圈时系统是
否继续进行的，缺省值为“999”。该项设置是针对标量型光绘格式的设置。 

• 【Scale factor for output】项用来设置输出的比例系数，缺省值为“1”。 
以上各项设置完成后系统会生成 art_param.txt 文本文件，该文件记录了输出光绘文件时

的所有参数设置情况，其格式和内容如图 8-86所示。 

 

图8-86   art_param.txt文件示例 

【Film Control】选项卡用于设定每个板层光绘胶片及相应参数，界面如图 8-87所示。 
【Available films】栏用于设定每个板层所对应的胶片，【Film options】栏用于设定该层

胶片的参数。【Available films】栏中罗列了设计所包含的所有光绘层，可以单击前面的选择
框选中该层胶片进行操作。单击光绘名前面的“+”号可展开该层光绘所包含的数据。 
当右键单击某光绘层时会出现一个弹出式菜单，如图 8-8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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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7   【Film Control】选项卡 

 
图8-88   弹出式菜单 

• 【Display】命令用来在 Allegro界面中显示该层光绘的相关数据。 
• 【Add】命令用来在所选光绘层后面添加一个新的光绘层。选择该命令后，出
现一个提示框，输入新的光绘层名称后单击 按钮即可。新生成的光绘

层包含了当前 Allegro界面中显示出的所有 Class和 Subclass。 
• 【Cut】命令用来删除所选的光绘层。一个设计文件至少包括一个光绘层，如
果只有一个光绘层时，即使执行了删除命令，惟一的光绘层也不会被删除。 

• 【Undo Cut】命令用来恢复刚刚删除的光绘层。这个操作只能在刚刚进行了删
除操作后才有效，而且只能恢复上一步的删除内容。 

• 【Copy】命令用来复制所选光绘层并增加一个名为“Copy_of_的光绘层。 
• 【Save】命令用来生成一个文本文件，该文件存储在当前设计文件所在目录
下，和光绘文件同名，包含了所选光绘文件中所有的数据。 

• 【Match Display】命令用当前 Allegro 设计界面中的所有 Class 和 Subclass 代
替所选光绘层中的所有 Class和 Subclass。 

当在某一层光绘文件所包含的 Class/Subclass 上单击鼠标右键，弹出的菜单中只有
【Add】和【Cut】两个命令。【Add】命令用于在光绘文件中增加 Class/Subclass 项，选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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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后，出现【Subclass Selection】对话框，如图 8-89所示。 

 
图8-89   【Subclass Selection】对话框 

对话框中显示了设计中可添加的所有 Class/Subclass 项，可以展开各项后选中需要的
Class/Subclass项，单击 按钮后新选择的项就添加到该层光绘文件中。 

【Cut】命令用于删除选中的 Class/Subclass 项。每个光绘文件至少包括一个
Class/Subclass 项，当只有一个 Class/Subclass 项时，即使执行了删除命令，惟一的
Class/Subclass项也不会被删除。 
按钮 用于选中所有的光绘层文件。 
按钮 用于调用文本文件。如果已经存在和文本文件同名的光绘文件，则只用该

文本文件的内容修改光绘层文件中所包含的数据，如果还没有存在同名的光绘文件，则生成

同名的光绘文件，且文本文件的内容决定了光绘文件所包含的数据。这个文本文件通常是选

中一个光绘文件后单击鼠标右键，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Save】命令得到的。 
复选框【Check database before artwork】用于设定在生成光绘文件之前利用系统模块

DB Docotor对数据库进行检查。 
按钮 用来对选中的光绘层文件生成相应的.art 文件，这些.art 文件和当前的设计

文件在同一目录下，是我们进行 PCB的加工生产时需要的数据文件。当生成所有.art文件的
时候，显示栏会显示“artwork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的
信息。如果中间有错误发生，也会有相应的错误提示信息。 
【Flim name】显示出所编辑的光绘层的文件名。在这个对应项中无法修改光绘层的文

件名，只能在【Film Contral】栏的光绘层中进行修改。 
【Rotation】用来设置光绘图形的旋转角度，有 0、90、180和 270四个选项，缺省值为

0。 
【Offset X】和【Offset Y】分别用来设置光绘坐标的 x向和 y向偏移量，缺省值为 0。 
【Undifined line width】用来定义光绘文件中没有定义线宽的线条宽度。 
【Shape bounding box】应用于负片的光绘文件中，用来设定在设计外形框以外多少的

区域内增加一个光绘外形框。 
【Plot mode】用来设定光绘文件的种类，有“Positive”（正片）和“Negative”（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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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选项，缺省值为正片。 
复选框【Film mirrored】用来说明光绘输出文件是否进行镜像，缺省为不选中。 
复选框【Full contact thermal-reliefs】应用于负片光绘文件，当选中此项时，管脚和过孔

与 Shape相连时，不是通过花焊盘而是通过实心的焊盘相连。如果没有选中此项，管脚和过
孔则是通过热焊盘和 Shape相连。缺省为不选中。 
复选框【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只对内层的光绘文件适用，用来设定在光绘文件中

是否生成没有和连接线相连的管脚和过孔。 
复选框【Draw missing pad apertures】只有选择为矢量形的光绘文件输出格式时才有

效。如果选中该项，当外形框和焊盘在 art_aper.txt 文件中找不到匹配的光圈，则在输出光
绘文件时采用线型光圈。如果没有选中，就不制作这些找不到匹配光圈的外形框和焊盘了。

缺省为不选。 
复选框【Use aperture rotation】只有选择为矢量形的光绘文件输出格式时才有效，设定

是否将光圈文件进行旋转。缺省为不选中。 
复选框【Suppress shape fill】只有选择为矢量形的光绘文件输出格式时才有效且只和负

片类型的光绘文件有关。用来设定输出 Shape是否进行填充。 
复选框【Vector based pad behavior】只有选择为标量形的光绘文件输出格式时才有效，

说明标量光绘文件是否利用矢量方法来确定如何制作焊盘的 Flash。 
将 GND和 POWER层设置为 Negatibe（阴板），其余层都设置为 Positive（阳板）。其他

参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选中所有的光绘层文件，单击

按钮开始光绘输出文件的生成，系统在状态栏会提示“Starting Create artwork 
films...”的字样，光绘文件成功输出后在状态栏会显示“artwork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的字样。系统在生成光绘输出文件的同时还生成了
photoplot.log日志文件，可查看该日志文件对光绘输出文件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解。 

8.12.3  生成坐标文件 

针对 PCB 板上的表面贴装元器件，我们还需要输出用于进行元器件贴片时的坐标文
件。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 File】 /【Export】 /【 Placement】命令，出现【Export 
Placement】对话框，如图 8-90所示。 

 

图8-90   【Export Placement】 

坐标文件的缺省命名为“place_txt.txt”，缺省路径为当前设计文件所在路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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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用改动这些设置，如果需要改动，可单击 按钮进行文件名和路径的设置。

【Placement Origin】栏用来设置产生器件坐标时的原点坐标，有 3 个单选项：【Symbol 
Origin】项是将元器件的原点设置为坐标原点，【Body Center】项是将元器件的中心设置为
坐标原点，【Pin 1】项是将元器件的 1 号管脚所在位置设置为坐标原点。一般情况下选择以
元器件的原点位置为坐标原点。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就可输出坐标文件。 
坐标文件的格式和内容如图 8-91所示。 

 
图8-91   坐标文件示例 

8.12.4  光绘文件的检查 

生成光绘文件后，一定要对光绘文件进行检查，以防有错误发生。一般情况下，检查光

绘文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 Allegro 软件进行检查，另一种是利用专业软件 CAM350
进行检查，本文主要说明利用 Allegro软件检查光绘文件的方法。 
新生成一个和光绘文件在同一级目录下的 BRD 文件，该文件是为了将光绘数据导入后

对光绘进行检查的同时不破坏已经完成的设计文件，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文件，光绘数据检

查完成后应将这个文件删除。注意这个 BRD 文件的设计区域应该设得足够大，以便我们同
时查看多个光绘文件。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File】/【Imxport】/【Artwork】命令，出现【Load Photoplot】

对话框，如图 8-92所示。 

 

图8-92   【Load Photoplot】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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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按钮，从弹出菜单中选择输出光绘数据时的光绘格式，单击 按钮

选择要导入的光绘文件。【Class】和【Subclass】项是用来设置将要导入后的光绘数据是以
什么形式显示的。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这两项都可以不用设置，这样，所有

导入的光绘数据都看成是同样的层来显示。 
当选择了要导入的光绘数据和格式后，对话框会发生一些变化，如图 8-93 所示。

【Options】栏中的【Origin】是用来设置数据坐标原点的，有两个选项，“Absolute Origin”
是以数据的绝对坐标原点为原点，“Data Origin”是以数据的原点为原点。复选框【Add 
Offset】设置是否考虑误差，一般情况下不选中。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开始导入光

绘数据。在设计界面中单击鼠标左键，光绘数据开始以该点为原点显示在设计区域中。 

 

图8-93   变化后的【Load Photoplot】对话框 

一层光绘数据完全导入后，对话框再次出现，选择另一层的光绘数据后，对话框再次发

生变化，如图 8-94所示，新增的复选框【Re-Use Last Mirror/Rotaion/Location】是用来设置
新导入的光绘数据是否重复利用前一次的位置、旋转角度等信息，一般情况下不选中。 

 

图8-94   再次导入光绘数据时的【Load Photoplot】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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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绘文件等内容。本章所讲述的内容比较多，也非常重要，读者应熟练掌握。 

8.14  习题 
掌握从参数设置到布局、布线等的操作命令。 

8.13  小结 
本章重点讲解了 Allegro 中的常用操作命令，包括参数设置、布局、布线、检查和设计



第9章  Allegro PCB设计准备 

本章主要就 PCB 设计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创建焊盘、元器件封装、机械外形符
号、热焊盘符号、图形（Shape）符号以及格式符合等内容加以介绍。 

9.1  创建焊盘 
在设计中，每个器件的封装引脚是由与之相关的焊盘构成的，焊盘描述了器件引脚如何

与设计中所涉及的每个物理层发生联系，每个焊盘包含以下信息： 
• 焊盘尺寸大小和焊盘形状； 
• 钻孔尺寸和显示符号。 
焊盘还描述了引脚在表层（顶层和底层）的 SOLDERMASK、PASTEMASK 和

FILMMASK 等相关信息。同时，焊盘还包含有数控钻孔数据，Allegro 用此数据产生钻孔符
号和钻带文件。 

9.1.1  焊盘设计器 

Allegro 在创建器件封装前必须先建立焊盘，建立的焊盘放在焊盘库里，在做器件封装
时从焊盘库里调用。Allegro 创建的焊盘文件名后缀为.pad。Allegro 用 Pad Designer 创建并
编辑焊盘。 

在 Allegro 中，一个器件封装的每个引脚必须有一个与之相联系的焊盘名。在创建器件
封装时，将引脚加到所画的封装中。在加每一个引脚时，Allegro 找到库中的焊盘，将焊盘
的定义拷贝到封装图中，并显示焊盘的图示。基于这个原因，必须在创建器件封装前先设计

出库中所用的焊盘。 
在创建器件封装符号时，Allegro 存储每一个引脚对应的焊盘名而不是焊盘数据。在将

器件封装符号加到设计中时，Allegro 从焊盘库拷贝焊盘数据，同时从器件封装库拷贝器件
封装数据。 

Allegro 用在全局或本地环境文件定义的焊盘库路径指针（PADPATH）和器件封装库路
径指针（PSMPATH）查找焊盘库和器件封装库。 
一旦一个焊盘在某个设计中出现一次，Allegro 使其他所有相同的焊盘参考于那个焊盘

而不是参考库中的焊盘。 
选择【开始】/【程序】/【Cadence PSD 15.0】/【Allegro Utilities】/【Pad Designer】命

令，即可启动焊盘设计器。图 9-1 所示为打开一个焊盘文件后的工作界面，主要由菜单栏和
工作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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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焊盘设计器的工作界面 

9.1.1.1  菜单栏 
焊盘设计器的菜单栏包含【File】、【Reports】和【Help】三个菜单，下面重点介绍

【File】和【Reports】菜单。 

一、 【File】菜单 

【File】菜单包含 8个命令，如图 9-2所示。 

 

图9-2   【File】菜单 

• 【New】：创建一个新焊盘。 
• 【Open】：打开一个已有的焊盘。 
• 【Save】：存储焊盘。 
• 【Save As】：将编辑的焊盘更名另存。 
• 【Check】：检查编辑的焊盘是否符合规范。 
• 【Properties】：对焊盘数据库锁定或解锁。 
• 【Script】：记录和重新演示焊盘编辑的脚本过程。 
• 【Exit】：退出焊盘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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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eports】菜单 

【Reports】菜单只包含一个命令，如图 9-3所示。 

 

图9-3   【Reports】菜单 

   【Padstack Summary】：此命令的功能是给出当前所编辑焊盘的所有相关信息的报告，此
报告是一个文本文件，包括焊盘名，焊盘类型，选用的单位（公制或英制），精确度，焊盘

在印制板顶层、底层和中间层的几何形状及物理尺寸等内容。 

9.1.1.2  工作区 
菜单栏下面是焊盘编辑器的工作区，包含【Parameters】和【Layers】两个选项卡。 

一、 【Parameters】选项卡 

【Parameters】选项卡如图 9-4 所示，通过该选项卡可以编辑和设定焊盘的类型、钻孔
尺寸和单位等基本参数。 

 
图9-4   【Parameters】选项卡 

(1) 焊盘类型（Type）。 
在【Type】栏内可以指定正在编辑的焊盘属于哪一类型焊盘，它有 3 个选项，分别是

“Through”（通孔类）、“Blind/Buried”（埋盲孔类）和“Single”（表贴类），如图 9-5 所
示。 

 
图9-5   焊盘类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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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层（Internal layers）。 
【Internal layers】栏有两个选项，分别是“Fixed”（固定）和“Optional”（可选），如

图 9-6 所示。该栏定义了焊盘在生成光绘文件时是否需要禁止未连接的焊盘。“Fixed”选项
保留焊盘，“Optional”选项可禁止生成未连接的焊盘。 

 

图9-6   内层设定 

(3) 单位（Units）。 
【Units】栏指定采用何种类型的单位编辑焊盘，包含“Units”（单位类型）和

“Decimal places”（精确度，用小数点后面的位数表示）两个选项。用户可选择的单位类型
有 Mils（千分之一英寸）、Inch（英寸）、Millimeter（毫米）、Centimeter（厘米）和 Micron
（微米）。选择单位类型时，单击 按钮选中所需的单位类型即可（参见图 9-7）。设定精确
度时，在精确度编辑框内填写所需的精确度数字（注意：精确度最高到小数点后面 4位，即
只能在 0～4之间选择）。 

       

图9-7   单位设定：单位类型和精确度 

(4) 多孔（Multiple drill）。 
勾选其中的【Enable】选项可以使设计者在一个有多个过孔的焊盘上对行和列以及间距

进行定义。设置钻孔的数目时，行和列的数目设置范围为 1～10，总过孔数不超过 50。 
(5) 钻孔参数（Drill hole）。 
【Drill hole】栏用于设定在焊盘为通孔或埋盲孔时钻孔的类型和钻孔的直径，如图 9-8

所示。“Plating type”（电镀类型）有 3 种，分别为“Plated”（电镀）、“Non-Plated”（不电
镀）和“Optional”（随意）。“Size”（钻孔尺寸）表示钻孔直径，根据设计要求填写，其下
的（Offset X）和（Offset Y）表示焊盘坐标原点偏离焊盘中心的距离，一般设为（0，0），
使焊盘中心与坐标原点重合。 

  

图9-8   钻孔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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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钻孔符号（Drill symbol）。 
  【Drill symbol】栏用于设定生成钻孔文件时用某种符号和字符来惟一地表示某一类型

的过孔，以示区别，使不同种类型的孔不至于发生混淆。符号的设定有多种，字符由键盘输

入，如图 9-9所示。 

  符号有多种选项，如图 9-9 左图所示，单击“Figure”右侧的下拉列表选中所需的符
号，在“Character”文本框中随意键入一个字符，再在下面的尺寸文本框键入图形的尺寸即
完成了钻孔符号的设定。 

   
图9-9   钻孔符号的设定 

二、 【Layers】选项卡 

【Layers】选项卡主要由【Padstack layers】（焊盘叠层）栏、【Regular Pad】（正焊
盘）栏、【Thermal Relief】（热隔离焊盘）栏、【Anti Pad】（反焊盘）栏和图形显示窗组
成，如图 9-10所示。 

 
图9-10   【Layers】选项卡 

在编辑焊盘时，先用鼠标在【Padstack layers】栏选中所要编辑的层，然后在下面的
【Regular Pad】栏、【Thermal Relief】栏和【Anti Pad】栏中选择所需的几何形状并填写相
关的数据即可。 

• Regular Pad：用正片生成的焊盘，可供选择的形状有 Null、Circle、Square、
Rectangle、Oblong和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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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mal Relief：以热隔离的方式替代焊盘。 
• Anti Pad：与正片的焊盘相对，为负片的焊盘，一般为圆圈，用于阻止引脚与
周围的铜箔相连。 

• Shape：如果焊盘的形状为表中未列出的形状，则必须先在 Allegro 中用生成
Shape的方式产生焊盘的外部形状，在焊盘编辑器中调用 Shape来生成焊盘。 

下面详细介绍【Padstack layers】栏中“Layer”（层）所列出各项的物理意义。 
• BEGIN LAYER：定义焊盘在 PCB板中的起始层，一般指顶层。 
• END LAYER：定义焊盘在 PCB板中的结束层，一般指底层。 
• DEFAULT INTERNAL：定义焊盘在 PCB 板的中处于顶层和底层之间的各
层。 

• SOLDERMASK_TOP：定义位于顶层铜箔焊盘位置的去阻焊窗。 
• SOLDERMASK_BOTTOM：定义位于底层铜箔焊盘位置的去阻焊窗。 
• PASTERMASK_TOP：定义位于顶层焊盘位置的涂胶开窗，此功能用于 PCB
板的钢网加工。 

• PASTERMASK_BOTTOM：定义位于底层焊盘位置的涂胶开窗，此功能用于
PCB板的钢网加工。 

9.1.2  SMT焊盘设计 

下面给出一个创建表贴（SMT）焊盘的实例，该焊盘命名为 smt060_220m，外形为长
方形，宽 0.60mm，长 2.20mm。 

SMT焊盘设计 
1. 启动焊盘设计器 Pad Designer。 
2. 选择【File】/【New】命令，系统弹出【Pse_New】对话框，在【文件名】栏
中输入“smt060_220m”，如图 9-11所示，单击 按钮，关闭对话框。 

 
图9-11   【Pse_New】对话框 

3. 在【Parameters】选项卡中进行如下设置（参见图 9-12）。定义焊盘类型
【 Type】为“ Single”。定义所用的单位及精度，【 Units】设置为
“Millimeter”，【Decimal places】设置为“2”。由于表贴焊盘无钻孔，故钻孔
参数【Drill hole】和钻孔符号【Drill symbol】不定义，即钻孔尺寸【Size】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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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0.00”，字符栏【Figure】设置为“Null”。 

 
图9-12   设置【Parameters】选项卡 

4. 切换到【Layers】选项卡。 
(1) 定义焊盘的铜箔层，用鼠标激活【BEGIN LAYER】层，进行如下设置（参见

图 9-13）。 
【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Rectangle”，【Width】设置为
“0.60”，【Height】设置为“2.20”。 
【Thermal Relief】栏：【Geometry】设置为“Rectangle”，【Width】设置为
“1.00”，【Height】设置为“2.60”。 
【Anti Pad】栏：【Geometry】设置为“Rectangle”，【Width】设置为“1.00”，
【Height】设置为“2.60”。 

 
图9-13   设置【BEGIN LAYER】层 



第 9章  Allegro PCB设计准备  

 252 

(2) 定义焊盘的阻焊开窗，用鼠标激活【SOLDERMASK_TOP】层，进行如下设
置（参见图 9-14）。 
【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Rectangle”，【Width】设置为
“0.80”，【Height】设置为“2.40”。 

 
图9-14   设置【SOLDERMASK_TOP】层 

(3) 定义位于顶层焊盘位置的涂胶开窗，用鼠标激活【PASTERMASK_TOP】层，
进行如下设置（参见图 9-15）。 
【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Rectangle”，【Width】设置为
“0.60”，【Height】设置为“2.20”。 

 
图9-15   设置【PASTERMASK_TOP】层 

5. 至此，焊盘所有的属性及尺寸均定义完毕，如图 9-16 所示。最后检查一遍，
确认无误后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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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6   焊盘 smt060_220m 

9.1.3  通孔焊盘设计 

下面给出一个创建通孔焊盘的实例，该焊盘命名为 thr180_100m，外形为圆形，内孔直
径为 1mm，外径为 1.80mm。 

通孔焊盘设计 
1. 启动焊盘设计器 Pad Designer。 
2. 选择【File】/【New】命令，系统弹出【Pse_New】对话框，在【文件名】栏
中输入“thr180_100m”，如图 9-17所示，单击 按钮，关闭对话框。 

 
图9-17   【Pse_New】对话框 

3. 在【Parameters】选项卡中进行如下设置（参见图 9-18）。 
(1) 定义焊盘类型【Type】为“Through”。 
(2) 定义所用的单位及精度，【Units】设置为“Millimeter”，【Decimal places】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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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2”。 
(3) 定义钻孔参数【Drill hole】，【Plating type】设置为“Plated”，【Size】设置为
“1.00”，【Offset X】设置为“0.00”，【Offset Y】设置为“0.00”。 

(4) 定义钻孔符号【Drill symbol】，【Figure】设置为“Circle”，在【Character】文
本框中输入“A”。 

 

图9-18   设置【Parameters】选项卡 

4. 切换到【Layers】选项卡，进行如下设置。 
(1) 定义焊盘的顶层铜箔层，用鼠标激活【BEGIN LAYER】层，进行如下设置
（参见图 9-19）。 

 

图9-19   设置【BEGIN LAYER】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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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1.80”，
【Height】设置为“1.80”。 
【Thermal Relief】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
“2.60”，【Height】设置为“2.60”。 
【Anti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2.60”，
【Height】设置为“2.60”。 

(2) 定义默认的中间铜箔层，用鼠标激活【DEFAULT INTERNAL】层，进行如下
设置（参见图 11-20）。 
【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1.60”，
【Height】设置为“1.60”。 
【Thermal Relief】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
“2.30”，【Height】设置为“2.30”。 
【Anti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2.30”，
【Height】设置为“2.30”。 

 

图9-20   设置【DEFAULT INTERNAL】层 

(3) 定义焊盘的底层铜箔层，用鼠标激活【END LAYER】层，进行如下设置（参
见图 9-21）。 
【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1.80”，
【Height】设置为“1.80”。 
【Thermal Relief】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
“2.54”，【Height】设置为“2.54”。 
【Anti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2.54”，
【Height】设置为“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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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1   设置【END LAYER】层 

(4) 定义焊盘的顶层阻焊开窗，用鼠标激活【SOLDERMASK_TOP】层，进行如
下设置（参见图 9-22）。 
【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2.00”，
【Height】设置为“2.00”。 

 

图9-22   设置【SOLDERMASK_TOP】层 

(5) 定义焊盘的底层阻焊开窗，用鼠标激活【SOLDERMASK_BOTTOM】层，进
行如下设置（参见图 9-23）。 
【Regular Pad】栏：【Geometry】设置为“Circle”，【Width】设置为“2.00”，
【Height】设置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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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3   设置【SOLDERMASK_BOTTOM】层 

5. 至此，焊盘所有的属性及尺寸定义完毕，如图 9-24 所示，最后检查一遍，确
认无误后存盘。 

 
图9-24   焊盘 thr180_100m 

9.1.4  盲埋孔设计 

埋盲孔主要用于高密度板设计，盲孔是指由顶层或底层到内层的导电连接孔，埋孔是指

内层之间的导电连接孔。这两种孔必须创建后才能用在 PCB 板的设计中，不能将通孔作为
埋盲孔使用。 
盲孔的创建：我们要创建的盲孔其内径为 0.254mm（ 10mil），外径为 0.55mm

（22mil），命名为 b_via55_25。盲孔与通孔的创建过程基本相同，其区别是层的设置不同，
如图 9-25所示，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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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5   盲孔 b_via55_25的数据设置 

埋孔的创建：我们要创建的埋孔其内径为 0.254mm（ 10mil），外径为 0.55mm
（22mil），命名为 bu_via55_25。由于埋孔定义为层内的连接，所以顶层和底层不定义，内
层定义两层。用鼠标右键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Insert】命令，插入一层，
层名定义为“SIGNAL”。埋孔层数据的设置如图 9-26所示。 

 
图9-26   埋孔 bu_via55_25的数据设置 

9.2  创建元件封装符号 
在电路设计中，要将原理图设计变为具体的器件物理连接，首先必须要创建器件的物理

符号，也就是器件的封装。Allegro 用封装编辑器 Allegro Package 来完成器件的封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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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对 Allegro Package 的使用方法进行简要介绍，并通过几个创建封装的实例使读者
对创建封装的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在 Allegro 中，所有被调用到设计过程的图示文件是通过类型予以归类的。所用的图示
文件要转化为相关的符号文件才能在设计中使用。下面介绍 Allegro 设计过程所用到的符号
文件类型。 

一、 器件封装符号 
器件封装是电子器件的物理表示，如电阻、电容、连接器、晶体管等。每一个器件封装

都包含引脚，其作用是在互连时作为连接线的连接点。 

二、 结构板图符号 
设计中的结构板图包括装配孔、板子外框等，这些要素是非电子的，它们不含有器件位

号等信息。另外，结构板图还含有器件或连线允许和禁止区域的定义。 

三、 格式图符号 
格式图符号指的是不同公司用于对设计图例规范化的格式图，它一般含有图示大小、版

本定义、设计者、设计日期和公司标志等信息。 
图 9-27列出了各种符号与设计文件的关系。 

 

图9-27   各种设计符号与设计文件的关系 

在 Allegro中，一个设计符号由两个文件构成，分别为图示文件和符号文件。 
图示文件是从 Allegro符号编辑器的【Add】和【Edit】菜单中运行各种命令后产生的图

示文件，设计者可以从编辑器的图示界面直接看到图示结果，图示文件的后缀为“.dra”。 
首先为一个符号创建一个图示文件，再指定它的符号文件类型。在编辑好图示文件后，

可将其转化为下列各种符号文件。 
• 器件封装符号（.psm）。 
• 结构板图符号（.bsm）。 
• 格式图符号（.osm）。 
• 填充图示符号（.s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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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sh符号（.fsm）。 
Allegro 将生成的符号文件保存在库中，在设计中可以复用。一旦将库中的符号文件加

载到设计中，Allegro 将此符号文件的定义用于设计实例中，如果设计中此符号不存在，
Allegro会到库中去查询它。在创建器件封装时，有以下几个要素是必备的。 

• 至少含有一个引脚：引脚是一个由焊盘构成的网络连线的连接点，它是构成
器件封装的最基本要素。 

• 元件的外形：元件的外形是器件的几何图示，由线段、弧线、文字、圆圈和
注释等构成。 

• 元件的参考位号：在设计中用文字定义的器件的识别归类符号。 
• 至少有一个元件放置范围的矩形定义：此矩形定义了元件的范围及外形大
小，DRC使用此定义检查布局时器件之间的间距是否违反设计规则。 

还有一些要素虽不是必需的，但可在创建封装符号时添加到器件封装中，分别如下。 
• 器件类型文字。 
• 元件值。 
• 元件的容差。 
• 元件的高度。 
• 丝印信息。 
• 用户的器件代码。 
• 禁止布线区域。 
• 禁止过孔区域。 
• 导线。 
• 过孔。 
在创建元件封装时，必须清楚地知道下列物理数据。 
• 引脚之间的间距。 
• 焊盘尺寸。 
• 钻孔尺寸。 
• 器件的坐标原点。 
• 元件大小尺寸。 
在做器件封装时，Allegro使用下列的类。 
• BOARD_GEOMETRY。 
• COMPONENT_VALUE。 

• DEVICE_TYPE。 

• ETCH。 

• MANUFACTURING。 

• PACKAGE_GEOMETRY。 

• PIN。 

• REFERENCE_DESIGNATOR。 

• ROUTE_KEEPOUT。 
•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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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_PART_NUMBER。 
• VIA_CLASS。 
• VIA_KEEPOUT。 

9.2.1  封装编辑器 

Allegro 使用 Allegro Package 创建、编辑器件封装。在创建新元件封装时，选择【程
序】/【Cadence PSD 15.0】/【Allegro】进入 Allegro工作界面，然后选择【File】/【New】
命令，出现【New Drawing】对话框，如图 9-28所示。 

 
图9-28   【New Drawing】对话框 

首先选择所要创建新图形的类型：如果要创建封装，用鼠标激活【Package symbol】，
在【Drawing Name】栏中填写所要创建新封装的命名；如果编辑一个现有的封装，单击

按钮，选中所要编辑的封装名，再单击 按钮，即进入 Allegro Package工作界
面，如图 9-29所示。 

 
图9-29   Allegro Package工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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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菜单栏 

菜单栏主要由文件（File）、编辑（Edit）、视图（View）、添加（Add）、显示
（Display）、设定（Setup）、几何形状（Shape）、板层（Layout）、尺寸（Dimension）、工具
（Tools）和帮助（Help）等 11个下拉菜单组成。 

• 文件（File）菜单除了包含新建、打开和保存等通用文件处理命令外，还包含
符号生成（Create Symbol）、器件生成（Create Device）、输入（Import）、输出
（Export）、查看文本文件（Viewlog）、文件浏览器（File Viewer）、打印设置
（Plot Setup）、打印预览（Plot Preview ）、打印（Plot）、属性（Properties）、
改变编辑器（Change Editor）、脚本（Script）和退出（Exit）等命令。 

• 编辑（Edit）菜单的主要功能是选择当前操作的编辑命令，如移动、复制、旋
转、镜像、删除和文字编辑等。 

• 视图（View）菜单包含了对当前编辑的封装图形进行放大、缩小、对中、全
局、刷新和工具栏设定等命令。 

• 添加（Add）菜单包含了为当前编辑的图形选择添加对象的常用命令，主要包
括线段、字符、弧线、圆圈、方形和矩形等。 

• 显示（Display）菜单主要包含了颜色设定及开关、颜色优先级显示以及测量
等命令。 

• 设定（Setup）菜单主要包含了对显示窗的编辑尺寸、图示选项、网格显示以
及字符大小等属性进行设定的命令。 

• 几何形状（Shape）菜单的主要功能是添加并定义几何形状。 
• 板层（Layout）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器件封装定义引脚操作。 
• 尺寸（Dimension）菜单主要包含了对需要测量的尺寸予以标注等命令。 
• 工具（Tools）菜单主要包含了对器件引脚的焊盘进行编辑、修改和替换等操
作命令。 

• 帮助（Help）菜单包含了在线帮助和使用查询等命令。 

二、 通用工具栏 
通用工具栏分为文件工具栏、编辑工具栏、视图工具栏、添加工具栏、显示工具栏、设

定工具栏、布线工具栏、尺寸工具栏、报告及帮助工具栏等几部分。 
• 文件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 3个，其功能依次为新建文件、打开文件和保存
文件。 

• 编辑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 3个，其功能依次为移动、复制和删除。 

• 视图工具栏 中的按钮与菜单栏中的视图（View）菜单包含的命令功
能相似，依次为视图选择、视图满幅、视图放大、视图缩小和前一视图。 

• 添加工具栏 中的按钮与菜单栏中的添加（Add）菜单包含的命令功能
相似，依次为线段、矩形、文字和文字编辑。 

• 显示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 6 个，其功能依次为颜色显示设置、显示
过滤器、添加引脚、器件位号、大面积形状添加和元件生成。 

• 设定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 6 个，其功能依次为网格显示切换、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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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规则约束（不用）、设计约束、布线区设定、放置器件区设定。 
• 布线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两个，其功能依次为添加线段和滑动。 
• 几何形状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 9 个，其功能依次为多
边形、长方形、圆形、选择、避让、多边形避让、长方形避让、圆形避让和边

界编辑。 
• 尺寸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 9 个，其功能依次为标注线形、尺
寸标注、尺寸数据、角度标注、加标注线、标注直径、标注弧线、圆圈标注和

斜面标注。 
• 报告及帮助工具栏 中的按钮有两个，其功能依次为报告和帮助。 
其他几个区域和设计 PCB的界面类似，此处不在一一叙述。 

9.2.2  手工创建一个 PCB元件 

本节创建的封装为 DIP28 封装，共有 28 个管脚，每列 14 个管脚，列与列的距离为
15.24mm（600mil），同列相邻管脚之间的距离为 2.54mm（100mil），选用引脚的焊盘内
孔直径为 0.8mm，焊盘外径为 1.3mm。 
下面介绍元件封装的创建过程和方法。 

一、 参数和界面设定 
启动 Allegro Package，进入 Allegro Package 工作界面。选择【Setup】/【Drawing 

Size】命令，出现【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Type】设置为“Package”，【User 
Units】设置为“Mils”，在【DRAWING EXTENTS】栏填写与器件封装大小相适合的数据，
如图 9-30所示，单击 按钮。 

 
图9-30   【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二、 网格设定 
选择【Setup】/【Grids】命令，进行网格间距设定。由于在编辑过程中，一些命令的执

行与网格的最小间距有关，所以必须设定网格点的显示参数。由于 DIP28 的引脚间距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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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il的整数倍，故将网格点相邻间距设为 10mil，如图 9-31所示，单击 按钮。 

 
图9-31   网格间距设定 

三、 放置焊盘 

单击显示工具栏中的添加引脚按钮 ，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面板如图 9-32所示。 

 
图9-32   【Options】面板 

单击【Padstack】项右侧的 按钮，弹出如图 9-33 所示的对话框，此对话框列出焊盘库
中所有的焊盘，用鼠标选中所需的焊盘，单击 按钮。 

 

图9-33   焊盘选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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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盘选择好后，在作图界面中，所选焊盘粘贴在鼠标光标上跟随光标一起移动，这时就

可以放置焊盘了。放置焊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光标放在所需的位置上，单击鼠标左键。

另一种方式是在命令栏输入坐标，一般用后一种方式可以实现对焊盘的精确定位。 
焊盘 Ths1r300r80为方形焊盘，只用于器件的 1脚，这时控制窗口的数据输入如图 9-34

所示。 

 
图9-34   控制窗口的数据输入 

【Qty】表示 x 或 y 方向上需要放置焊盘的数量，【Spacing】表示相邻焊盘的间距，
【Order】表示焊盘排列的方向，对于 x 方向有左（Left）、右（Right），对于 y 方向有上
（Up）、下（Down）。 
这里将器件的坐标原点定在器件的第一脚，在命令栏键入坐标点如图 9-35所示。 

 

图9-35   在命令栏中输入坐标点命令 

注意：在输入坐标命令时，“x”或“y”字母一定要用小写，字母后面要空一格，输入后按回车键即可。 

接下来选择 2～28 脚所用的焊盘 Padstack:Thc1r30d0r80，并改变【Qty】数据，如图 9-
36所示。注意，此时 Pin# 对应为 2，表示起始引脚为 2脚。 

 
图9-36   控制窗口数据修改 1 

在命令栏键入 2脚的坐标：Command > x 0  -100，按回车键，至此，器件的左列焊盘
放置完毕。 
器件的右列焊盘与左列不同，需要修改，对控制窗口参数进行修改，如图 9-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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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7   控制窗口数据修改 2 

在命令栏键入 15脚的坐标：Command > x 600 -1300 ，按回车键，至此，器件的所有
焊盘放置完毕。 

四、 改变焊盘序号文字大小    

在前面放置焊盘时，控制窗口的【Text block】对焊盘序号文字的大小予以定义，为 1
号字体。如果觉得字体大小不合适，可以修改。 
选择【Setup】/【Text Sizes】命令，出现如图 9-38 所示的对话框，在对应的 1 号字体

一行中改变相应的参数，即可改变字体的大小。 

 
图9-38   字体大小设定 

五、 改变焊盘序号  
焊盘序号必须与原理图库中对应器件的引脚序号一致，否则就不能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有时可能个别引脚焊盘的序号需要加以改变，这时，只要对焊盘的序号予以编辑调整即可。 
选择【Edit】/【Text】命令，然后用鼠标单击需要编辑的焊盘序号，则对应的焊盘序号

显示如图 9-39所示，此时键入新的焊盘序号后按回车键就完成了焊盘序号的修改。 

 
图9-39   编辑焊盘序号 

六、 编辑焊盘 
在放置完焊盘后，如果觉得选用的焊盘不合适，可随时对焊盘进行编辑。菜单栏中的

【Padstack】子菜单中有 4个命令（参见图 9-40）可编辑或修改焊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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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0   焊盘编辑修改命令 

• 【Modify Design Padstack】命令用于修改设计中使用的焊盘。 
• 【Modify Library Padstack】命令用于修改库中的焊盘。 
• 【Replace】命令用于替换设计中的焊盘。 
• 【Refresh】命令用于刷新设计中的焊盘。 

七、 绘制丝印外框  

焊盘放置完后，还需要绘制丝印外框。DIP28 器件的丝印外框与器件的实体大小基本一
致。另外还需绘制出器件的缺口圆弧以表示器件的方向。首先确定丝印线的拐点坐标，由于

坐标原点定在器件的 1 脚，则器件的中心线位于 x=300 的位置上，圆弧的直径设为 200。
丝印的起始点为（200，100），结束点为（400，100）。 

选择【Add】/【Line】命令，在控制窗口选择相应的类（PACKAGE GEOMETRY）和
子类（SILKSCREEN_TOP），修改线宽（参见图 9-41）。 

 

图9-41   定义类和子类及线宽 

在命令栏输入每个拐点的坐标：（x 200 y 100）→（x 50）→（y -1400）→（x 550）→
（y 100）→（x 400），每次输完坐标点后要按回车键，Allegro Package根据坐标点的位置
自动画线，某一坐标不变时不用输入其坐标。画完最后一点时，鼠标右键单击，从弹出的菜

单中选择【Done】命令，或直接按 F2键，外框的直线部分绘制完毕，如图 9-42所示。 

 
图9-42   外框的直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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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Add】/【Arc w/Radius】命令，控制栏的类和子类设置参数不变，在命令栏输入
坐标（x 300 y 100）→（x 200），用鼠标将弧线连到直线的结束点并结束命令即可（参见图
9-43），至此丝印框绘制完毕。 

 
图9-43   外框的弧线部分绘制 

八、 加入丝印文字  
外框绘制完毕后，器件封装的设计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必须给器件封装加位号符号。位

号符号是指用某个字母符号统一表示某一类器件，如习惯上用 R 表示电阻，用 C 表示电容
等等。DIP封装为集成电路，这里用 D表示。 
选择【Add】/【Line】命令或单击 按钮，在控制窗口的【Options】面板修改类和子

类，如图 9-44所示。 

 

图9-44   位号的类和子类 

在器件封装旁边键入 D*字符并结束命令，如图 9-45所示。 

 
图9-45   给器件加位号字符 

九、 定义元件限高  
Allegro 使用“place-bound”子类对器件进行 3 维尺寸定义，同时还可用多个“place-

bound”区域对器件的不同位置的限高予以定义。 
器件的高度是指器件在 z 方向的尺寸，在默认状态下，Allegro 设定所有器件的高度尺

寸最大为 150mil，即 3.81mm。 
在定义器件的限高时，可以定义器件的最大和最小高度，如图 9-46 所示说明了器件最

大高度和最小高度的定义。如果一个器件的最小高度为 200mil，且其占用的面积大于另一
个最大高度为 150mil 的器件，则后一器件可放在前一器件下面，在对设计规则检查时不产
生 DRC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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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6   器件最大和最小高度定义 

Allegro中定义限高的过程如下。 
(1) 首先向器件添加子类为“place-bound”的填充区域，此填充区域可以是矩形、

多边形或圆形。 
(2) 对“place-bound”填充区域赋予高度限制属性。 
在本例设计的 DIP28 器件中，定义两边引脚部分的高度范围为 0～200mil，中间的高度

范围为 150～200mil。 

定义元件限高 
1. 添加填充区域。由于器件的填充区域为 3 部分，所以要分别添加。选择
【Shape】/【Rectangular】命令，在控制窗口的【Options】面板中将当前类和
子类设为“Package Geometry”和“Place_Bound_Top”，然后根据器件的管脚
范围和中部的空间范围添加矩形填充区域（参见图 9-47）。 

 

图9-47   器件不同的限高区域定义 

2. 赋予高度限制属性。选择【Setup】/【Areas】/【Package Height】命令，选中
所要赋予高度的区域，在控制栏中分别填写最高值和最低值（参见图 9-48）；
填写完后，再选中其他区域，将数值填写好直至所有的区域被定义完成。 

 
图9-48   填写器件的限高值 

中间部分 

限高 150～200mil 

右边部分 

限高 150～200mil 

左边部分 

限高 150～200mil 

此处填写最小高度 

此处填写最大高度 



第 9章  Allegro PCB设计准备  

 270 

十、 移动坐标原点  

有时，根据工艺的要求，器件封装的坐标原点为器件的中心点，本节中 DIP28 的坐标
原点为器件 1脚位置，器件的中心点为（300，-650），下面介绍移动坐标原点的方法。 
选择【Setup】 /【Dawing Size】命令，出现如图 9-30 所示的参数设定对话框，在

【MOVE ORIGIN】栏键入中心点坐标（300，-650），完成坐标移动的操作。  

十一、 保存 SYMBOL文件  

器件设计的所有过程完成后，确定无误就可生成.psm 文件。选择【File】 /【Creat 
Symbol】命令，出现如图 9-49 所示的对话框。注意，保存类型必须为*.psm。单击

按钮，开始执行生成命令，命令执行结束后，在命令栏出现文字提示表示成功生

成.psm文件，如图 9-50所示。 

 

图9-49   生成.psm文件 

 

图9-50   命令栏的文字提示表示成功生成.psm文件 

9.2.3  利用向导创建 PCB元件封装 

在创建一些规则引脚的器件封装时，可以用 Allegro Package 的向导器功能完成。
Allegro Package的向导器通过调用规则器件模板并由设计者设置其几何参数的方式完成器件
的创建。本节将介绍用向导器创建 3个元件的例子。 

一、 利用向导器设计一个 SOIC型元件 
下面介绍采用向导器设计 SOIC24 的过程。在设计封装之前，首先要确定器件封装的几

何尺寸和所用的焊盘。选取的焊盘如果不合适会引起器件在焊接时出现工艺问题。 
图 9-51 所示为 SOIC24 封装的尺寸定义，根据定义选取的焊盘宽为 0.6mm，长为

2.0mm。引脚的间距为 50mil，两列的中心距为 320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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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1   SOIC24封装的尺寸定义 

设计一个 SOIC型元件 
1. 择向导器方式。首先，进入 Allegro 工作界面，选择【File】/【New】命令，
打开【New Drawing】对话框，在【Drawing Name】文本框中输入名称
“ SOIC24”，在【 Drawing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 Package symbol
（wizard）”，如图 9-52所示，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图9-52   选择向导器设计封装 

2. 选择器件类型。在弹出的如图 9-53 所示的对话框中选择器件类型【SOIC】，
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图9-53   选择器件封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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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用模板。系统弹出如图 9-54 所示的对话框，供设计者调用模板，单击
按钮，然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图9-54   调用模板 

4. 设置单位和位号。此时出现如图 9-55 所示的对话框，供设计者设置长度单位
和精度以及位号。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图9-55   设置参数单位和位号 

5. 设置尺寸参数。此时界面出现如图 9-56 所示的对话框，供设计者设置器件的
尺寸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6. 选择器件引脚焊盘。此时界面出现如图 9-57 所示的对话框，供设计者选择器
件的引脚焊盘。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7. 设置坐标原点。此时界面出现如图 9-58 所示的对话框，供设计者设置器件的
坐标原点并确定是否生成.psm文件，设置完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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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6   设置尺寸参数 

 
图9-57   选择引脚焊盘 

 
图9-58   设置器件坐标参考点 

8. 确定设置完成。此时界面出现如图 9-59 所示的对话框，提醒设计者所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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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如果无误可单击 按钮完成设置过程，如果要修改前面的设置

可单击 按钮重新设置参数。 

 

图9-59   确定设置完成 

9. 检查生成的封装，创建过程结束。 

二、 利用向导器设计一个 PLCC/QFP型元件 
下面介绍采用向导器完成设计 TQFP128的过程。图 9-60所示为 TQFP128封装的尺寸定

义，器件引脚均布在器件的四周，每面的引脚数为 32 个，引脚的间距为 0.50mm。根据定
义，选取焊盘的宽度为 0.25mm，长为 1.00mm。尺寸单位选用 mm，精度为小数点后 2位。 

 
图9-60   TQFP128封装的尺寸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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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个 PLCC/QFP型元件 
1. 进入 Allegro工作界面，选择【File】/【New】命令，打开【New Drawing】对

话框，在【Drawing Name】文本框中输入名称“TQFP128”，在【Drawing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Package symbol（wizard）”，单击 按钮进入下

一步。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器件类型，选择【PLCC/QFP】后单击 按钮进

入下一步。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然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4. 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设置单位为“Mils”，精度选择“2”，单击 按

钮进入下一步。 
5. 在弹出的引脚参数设置对话框中设置器件的引脚数和引脚间距如图 9-61 所
示，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图9-61   引脚设置 

6. 设置器件几何参数如图 9-62所示，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图9-62   几何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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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器件引脚焊盘，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8. 设置坐标原点。此时界面出现对话框，供设计者设置器件的坐标原点，并确
定是否生成.psm文件，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9. 确定设置完成。此时界面出现对话框，提醒设计者所有步骤已完成，如果无
误可点击 按钮完成设置过程，如果要修改前面的设置可单击

按钮重新设置参数。 
10. 创建完成后，界面生成如图 9-63所示的封装。 

 
图9-63   生成的封装 

三、 利用向导器设计一个 PGA/BGA元件 
下面介绍采用向导器设计 BGA128 的过程。图 9-64 所示为 BGA128 封装的尺寸定义，

器件引脚为 12×12 点阵，中间 4×4 的引脚为空，共有 128 个引脚，引脚的间距为
0.80mm。根据定义，选取焊盘为圆形焊盘，直径为 0.45mm。尺寸单位选用 mm，精度为小
数点后 2位。 

 
图9-64   BGA128封装的尺寸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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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个 PGA/BGA型元件 
1. 进入 Allegro工作界面，选择【File】/【New】命令，打开【New Drawing】对

话框，在【Drawing Name】编辑框中输入名称“BGA128”，在【Drawing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Package symbol（wizard）”，单击 按钮进入下

一步。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器件类型，选择【PGA/BGA】后单击 按钮进

入下一步。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然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4. 设置长度单位、精度以及位号（参见图 9-55），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

进入下一步。 

5. 按图 9-65 所示设置器件的引脚分布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

下一步。 

 
图9-65   引脚的设定 

6. 按图 9-66 所示设置引脚的命名规则，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

步。 

 
图9-66   引脚命名规则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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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器件引脚焊盘如图 9-67 所示，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

步。 

 
图9-67   引脚几何参数的设定 

8. 设置坐标原点。此时界面出现对话框，供设计者设置器件的坐标原点，并确
定是否生成.psm文件，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进入下一步。 

9. 确定设置完成。此时界面出现对话框，提醒设计者所有步骤已完成，如果无
误可单击 按钮完成设置过程，如果要修改前面的设置可单击

按钮重新设置参数。 
10. 检查生成的封装。创建过程完后，生成如图 9-68所示的封装。 

 
图9-68   生成的 BGA封装 

9.3  创建 Format符号 
Format 符号是一些有关图例或者公司标识符的符号，当保存 Format 符号时，系统自动

给文件名添加.osm 的后缀。下面以一个边长为 1.2mm 的等边三角形的丝印防静电标识符为
例来说明生成 Format符号文件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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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个防静电符号 
1. 打开 Allegro 主设计界面，选择【File】/【New】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

出现【New Drawing】对话框。 
2. 在【Drawing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Format symbol”，单击【Drawing 

Name】后的 按钮进入路径选择界面。在文件名后的文本框中输入

“format”，单击 按钮回到【New Drawing】对话框，如图 9-69 所
示，单击 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图9-69   【New Drawing】对话框 

3. 选择【Setup】/【Drawing Size】命令，出现【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设置设计单位【User Units】为“Millimeter”，精度项【Accuracy】为小数点后
4 位，绘图尺寸项【DRAWING EXTENTS】使整个界面为长和宽各为
1000mm，坐标原点位于整个界面的上 300mm、右 300mm处，单击
按钮关闭对话框。 

4. 选择【Shape】/【Polygon】命令（或者单击 图标），底部的命令状态栏出现

“Enter shape outline”的提示字符，设置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面
板如图 9-70所示。 

 
图9-70   设置【Options】面板 

5. 在界面下面的命令状态栏中依次输入： 
x 0 0 
x 1.2 
x 0.6 1.04  
x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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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退出添加 Shape 的命令。此
时，系统自动对 Shape进行填充。 

7. 选择【 File】 /【 Create Symbols】命令保存 Format 符号的 .osm 文件

format.osm。 
8. 选择【File】/【Save】（或单击 图标）命令保存 Format 符号的.dra 文件

format.dra。 
至此，Format符号防静电标识符创建完成。 

9.4  创建 Shape符号 
Shape 符号是一些有特殊外形的图形符号，例如焊盘中需要的特殊图形。当保存 Shape

符号时，系统自动给文件名添加.ssm 的文件后缀。下面说明生成 Shape 图形文件的操作过
程。 

设计一个 Shape符号 
1. 打开 Allegro主设计界面，选择【File】/【New】命令，出现【New Drawing】

对话框。 
2. 【Drawing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Shape symbol”，单击【Drawing Name】
后的 按钮进入路径选择界面。在文件名后的编辑框中输入“shape”后
单击 按钮回到【New Drawing】对话框，如图 9-71 所示，单击

按钮关闭对话框。 

 
图9-71   【New Drawing】对话框 

3. 选择【Setup】/【Drawing Size】命令，出现【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设置【User Units】为“Millimeter”，【Accuracy】为小数点后 4 位，
【DRAWING EXTENTS】使整个界面为长和宽各为 1000mm，坐标原点位于
整个界面的上 300mm、右 300mm处，单击 按钮关闭对话框。 

4. 选择相应的添加 Shape命令，底部的命令状态栏出现“Enter shape outline”的
提示字符，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面板，设置
完成后在设计界面中绘制 Shape图形。 

5. 选择【File】/【Create Symbols】命令保存 Shape符号的.ssm文件 shape.ssm。 
6.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 Shape符号的.dra文件 shape.dra。 
至此，Shape符号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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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创建 Flash符号 
Flash 符号就是花焊盘符号，也可以称为热隔离焊盘，用于大面积铺铜时的负片设计。

当保存 Flash 符号时，系统自动给文件名添加.fsm 的文件后缀。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生
成 Flash符号的操作过程。 

设计一个 Flash符号 
1. 打开 Allegro主设计界面，选择【File】/【New】命令，出现【New Drawing】

对话框。 
2. 在【Drawing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Flash symbol”，单击【Drawing Name】
后的 按钮进入路径选择界面。在文件名后的编辑框中输入“flash”后
单击 按钮回到【New Drawing】对话框，如图 9-72 所示，单击

按钮关闭对话框。 

 
图9-72   【New Drawing】对话框 

3. 选择【Setup】/【Drawing Size】命令，出现【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设置【User Units】为“Millimeter”，【Accuracy】为小数点后 4 位，
【DRAWING EXTENTS】使整个界面为长和宽各为 1000mm，坐标原点位于
整个界面的上 300mm、右 300mm处，单击 按钮关闭对话框。 

4. 选择【Add】/【Flash】命令，出现【Thermal Pad Symbol Definition】对话
框，对话框由以下 3部分组成。 

• 【Thermal Pad Definition】栏用来定义热焊盘的尺寸大小。 
【Inner Diameter】用来设置花焊盘的内环直径。 
【Outer Diameter】用来设置花焊盘的外环直径，单位都是以当前的设计单位
为准。 

• 【Spoke Definition】栏用来设置关于焊盘轮辐的参数。 
【Spoke Width】用于设定焊盘轮辐的宽度。 
【Num. of spokes】用于设定焊盘轮辐的个数。 
【Spoke Angle】用于设定焊盘轮辐的角度。 

• 【Center Dot Option】栏用来设定花焊盘中心的圆形避让参数，一般情况下都
不设置该部分的参数。 
复选框【Add Center Dot】用来设定是否需要添加中心的圆形避让区域。 
【Dot Diameter】用来设定圆形避让区域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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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该对话框如图 9-73 左图所示，单击 按钮，系统自动创建花焊

盘。单击 按钮全局显示设计界面，可以看到图 9-74左图所示花焊盘。 
5. 选择【File】/【Create Symbols】命令保存 Flash符号的.fsm文件 flash.fsm。 
6.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 Flash符号的.dra文件 flash.dra。 
至此，一个花焊盘符号创建完成。 
为了对比理解设计花焊盘时各项参数的意义，重新创建一个花焊盘，其参数设置如图

9-73 右图所示，所创建的花焊盘如图 9-74 右图所示。通过比对我们可以对【Spoke 
Definition】栏的 3个参数有更深刻的理解。 

         
图9-73   【Thermal Pad Symbol Definition】对话框 

       
图9-74   创建的花焊盘 

9.6  创建 PCB外形框图符号 
PCB 的外形框图是一个包括 PCB 板的外形尺寸以及一些有特殊定位要求的器件（例如

计算机前面板处信号灯位、复位按钮位、后背板的连接插座位等）的符号，当保存外形框图

符号时，系统自动给文件名添加.bsm 的文件后缀。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生成外形图符
号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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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外形框 
1. 打开 Allegro 主设计界面，从命令菜单中选择【File】/【New】命令（或者单
击 图标），出现【New Drawing】对话框。 

2. 在【Drawing Type】的下拉列表中选择“Mechnical symbol”，单击【Drawing 
Name】后的 按钮进入路径选择界面。在文件名后的文本框中输入文件

名后单击 按钮回到【New Drawing】对话框，如图 9-75 所示，单击
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图9-75   【New Drawing】对话框 

3. 选择【Setup】/【Drawing Size】命令，出现【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设置该对话框中的参数如图 9-76所示，单击 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图9-76   【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4. 选择【Setup】/【Grids】命令，出现【Grids Display】对话框，如图 9-77 所
示。将【Non-Etch】部分中“Spacing x”和“Spacing y”都设置为“2”（这样
的设置使得【Non-Etch】部分的 x 向和 y 向的网格间距均为 2mm），完成后单
击 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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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7   格点设置 

5. 选择【Add】/【Line】命令（或单击 图标），在【Options】面板的【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选项下的两个下拉列表中分别选择“Board Geometry”和
“Outline”。 

6. 在命令状态栏中依次输入： 
x 0 0 
x 120 
y 90 
x 0  
y 0 

7. 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结束添加线段操作。此
时，外形框已经绘制完成。 

注意：当要在 Allegro界面的命令状态栏中输入数据时，需要先将光标移动到 Allegro界面中。 

添加定位孔 

1. 在 Allegro 主设计界面中选择【Layout】/【Pins】命令（或单击 图标），右

面显示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面板如图 9-78所示。 

 

图9-78   【Options】面板 

2. 单击【Padstack】后的 按钮进入到选择焊盘的对话框，如图 9-79 所示。移
动滑块，选中所需的定位孔焊盘“hole4_0.dra”，单击 按钮，焊盘名

出现在【Padstack】后的文本框中，同时可在设计界面中看到焊盘已经粘贴在
光标上跟随光标一起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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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9   选择焊盘 

3. 在命令状态栏中依次输入： 
x 5 5 
x 5 85 
x 115 5 
x 115 85 

4. 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结束添加过孔操作。此
时，4个用来定位的非金属化孔已经添加。 

添加禁止布线区域 
1. 在 Allegro主设计界面中选择【Setup】/【Areas】/【Route Keepout】命令（或
单击 图标），在【Options】面板的【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选项下的两
个下拉列表中分别选择“Route Keepout”和“All”。 

2. 【Shape Fill】中的【Type】设置为“Static solid”（【Type】有 3 个选项，分
别为“Static solid”、“Static crosshatch”和“Unfilled”，但在设置 Route 
Keepout 时，只有“Static solid”是有效的。如果选择了别的两项，系统会在
命令状态栏显示出“Unfilled shape not allowed on current subclass”或者
“Crosshatch shape not allowed on current subclass”的提示信息，并自动将
【Type】设置为“Static solid”）。 

3. 【Shape Grid】项设置为“Current Grid”。【Segment Type】设置为“Line 45”
（Type 有 4 个选项，分别为“Line”、“Line 45”、“Line Orthogonal”和
“Arc”，分别表示任意角度的直线、45°的直线、90°的直线和弧线），如图 9-
80所示。 

4. 在 Allegro的命令状态栏中依次输入： 
x 0 0 
x 8  
y 90 
x 0 
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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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0   【Options】面板 

5. 第一个禁布区完成。当坐标回到起点时，Allegro 自动关闭设置区域并将其用
填充的阴影来表示。 

6. 在 Allegro的命令状态栏中依次输入： 
x 8 0 
x 120 
y 90 
x 8 
y 82 
x 112 
y 8 
x 8 
y 0 

7. 第二个禁布区完成。 

导圆角 
1. 在 Allegro 主设计界面中选择【Dimension】/【Fillet】命令，右面显示控制窗
口中的【Options】面板如图 11-81所示。 

2. 在【Radius】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圆角半径“6”，命令栏中提示“Pick first 
segment to be filletted ...”。 

 
图9-81   导圆角时的显示控制窗口设置 

3. 单击 4条边框中的一个，命令栏显示“Pick second segment ...”，再单击相邻的
一条边框，此时，由这两条边框形成的直角变成半径为 6mm的圆角。 

4. 重复同样的操作将其他直角导为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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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尺寸标注 
1. 在 Allegro 主设计界面中选择【Dimension】 /【Parameters】命令，进入
【Drafting】对话框，如图 9-82 所示。选择【ANSI】标准，设置【Units】为
“Millimeters”。 

 
图9-82   【Drafting】对话框 

2. 单击【Dimension text】前的 按钮，进入【Dimension Text】对话框，将其中
【Primary dimensions】栏的【Units】设置为“Millimeters”，其他项参数按照
缺省设置即可，单击 按钮退出该对话框。 

3. 单击【Drafting】对话框中的 按钮退出【Drafting】对话框。 
4. 选择【Dimension】/【Linear Dim】命令（或单击 图标），命令状态栏提示

“Pick a point or element to dimension”。 
5. 单击边框的长边，长边的长度就出现在光标处，移动光标到合适的位置后单
击左键放置标注值。 

6. 分别单击长边方向的两个定位孔，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出现在光标处，移动光
标到合适的位置后单击左键放置标注值。 

7. 分别单击一定位孔与长边，选择定位孔和长边之间的距离为标注方向，单击
左键后它们之间的距离值就出现在光标处，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单击左键放

置标注值。 
8.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和短边相关的尺寸进行标注。 
9. 选择【Dimension】/【Radial Leader】命令（或单击 图标），单击其中的一

个圆角，圆角的半径值出现在光标处，移动光标到稍微远离圆角的位置，单

击左键放置圆角的半径标注值。 

保存外形符号 
1. 在 Allegro 主设计界面选择【File】/【Create Symbols】命令保存外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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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sm文件。 
2. 选择【File】/【Save】命令（或单击 图标）保存外形符号的.dra文件。 
3. 至此，整个设计的外形框符号已经设计完成，如图 9-83所示。 

 

图9-83   设计完成的外形框符号 

9.7  小结 
本章就进行 PCB 设计之前需要进行的一些准备工作做了介绍，主要包括创建焊盘、创

建元器件的 PCB 封装、创建格式符号、创建图形符号、创建花焊盘符号、创建机械外形符
号等，每一项准备工作都通过实例加深了读者对该部分的理解。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应该

熟练掌握 PCB设计的前期准备做到。 

9.8  习题 
1. 设计一个 0.8mm×2.4mm的椭圆形状的表贴焊盘。 
2. 设计一个顶层直径为 1.2mm，底层直径为 1.8mm，钻孔直径为 0.6mm 的测试焊

盘。 
3. 图 9-84所示是一个封装类型为 BGA256的有关资料，请读者根据资料给出的相关

信息分别采用手工方式和导向器方式创建封装。 
4. Allegro 中元器件封装符号、格式符号、图形符号、花焊盘符号、结构外形框的文

件后缀分别是什么？其创建过程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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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4   BGA256封装的尺寸定义 



第10章  PCB设计实例 

本章通过一个实例来详细讲解用 Allegro进行 PCB设计的过程和方法。本章的实例数据
保存在配套光盘的“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目录下。 

10.1  设计 PCB外形框图符号 
本节的任务是完成该实例的外形框图符号设计，可以分几个阶段完成：首先绘制外形

框，然后添加定位孔，接下来设置一些特殊的禁止布局布线区域，再下来将外形符号的 4个
90°直角平滑成圆角，最后标注出所有的尺寸。 

机械外形的原始数据读者可参考本书配套光盘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symbols”目录下的“outline.dwg”文
件。 

参考 9.6 节中的创建 PCB 外形框图符号的方法设计出外形符号，最后保存成
“PCBexample-outline.bsm”和“PCBexample-outline.dra”文件。读者也可参考配套光盘中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symbols”目录下的两个同名文件。 

10.2  生成主设计文件 
调用上一节生成的外形框符号，然后生成主设计文件。 

生成主设计文件 
1. 在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File】/【New】命令，打开【New Drawing】对话
框。在【Drawing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Board”，单击【Drawing Name】后
的 按钮进入路径选择界面，在文件名后的文本框中输入

“PCBexample-master”，单击 按钮回到【New Drawing】对话框，如
图 10-1所示。单击 按钮关闭【New Drawing】对话框。 

 
图10-1   【New Drawing】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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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Setup】/【Drawing Size】命令，打开【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参数设置如图 10-2 所示（这样的设置使绘图时的整个界面长和宽各为
1000mm，坐标原点位于整个界面的上 300mm、右 300mm 处），单击
按钮关闭【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图10-2   【Drawing Parameters】对话框 

3. 选择【Place】/【Manually】命令（或单击 图标），出现【Placement】对话
框，单击【Advanced Settings】选项卡，选中【Display definitions from】中的
【Library】复选框。单击【Placement List】选项卡，单击【Mechanical 
symbols】项前的“＋”号以展开【Mechanical symbols】包括的所有项，在外
形符号列表中选中“PCBexample-outline”，如图 10-3 所示，此时外形符号跟
随光标一起移动。 

 
图10-3   【Placement】对话框 

4. 在 Allegro界面的命令栏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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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 0 
5. 外形符号放置好以后单击【Placement】对话框中的 按钮关闭该对话

框。 
6. 选择【Edit】/【Properties】命令，确保右边显示控制窗口中的【Options】面
板选中了“Symbols”项。单击外形图符号，同时出现【Edit Property】和
【Show Properties】两个对话框。 

7. 在【Edit Property】对话框的【Available Properties】中单击“FIXED”属性，
该属性自动跳转到界面的右边，【VALUE】项为“True”，如图 10-4 所示。单
击 按钮，【Show Properties】对话框显示外形图符号已经添加了
“FIXED”属性，如图 10-5所示。 

 
图10-4   【Edit Property】对话框 

 
图10-5   【Show Properties】对话框 

8.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主设计文件 PCBexample-master.brd。读者可参
考配套光盘中“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目录
下的同名文件。 

至此，主设计文件已经生成，随后的所有设计都是在这个主设计文件基础上进行的。 

10.3  网表文件的导入 
下面要将已经生成的原理图网表信息导入到上一节生成的主设计文件中。 

导入网表文件 

1. 打开项目管理器文件 project.cpm，单击项目管理器界面中的 按钮，在弹出

的对话框中选择【Export Physical】项，出现【Export Physical】对话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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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Physical】对话框中的各项如图 10-6所示。 

 

图10-6   【Export Physical】对话框 

2.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开始网表文件的导入操作。 
在导入网表的过程中，系统调出一个窗口以显示各项任务的进度，如图 10-7 所示，当

网表文件完全导入到 PCBexample-master.brd文件中时，系统弹出一个提示窗口（参见图 10-
8），询问是否查看详细的结果，一般选择“否”即可。 

 
图10-7   导入网表文件时的进度窗口 

 
图10-8   完成网表文件导入后的系统提示窗口 

经过网表文件的导入操作，原理图中包含的所有设计信息已经导入到 PCB 设计文件
中，以后的操作就是在 PCBexample-net.brd 这个文件基础上进行，读者可参考配套光盘中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10.4  设置电路板叠层结构和颜色 
接下来需要设置一些设计中用到的参数，如板叠层结构，各层的显示、颜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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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叠层结构设置 
1. 打开 PCBexample-net.brd文件。 
2. 选择【Setup】/【Cross-Section】命令（或单击 图标），出现【Layout Cross 

Section】对话框。该设计为 4 层板的叠层结构，设置对话框如图 10-9 所示，
单击 按钮退出。 

 
图10-9   4层板的叠层结构 

颜色和显示设置 

1.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Display】/【Color/Visibility】命令（或单击 图

标），出现【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如图 10-10所示。 

 

图10-10   【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 

2. 在【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顶部的【Global visibility】下拉列表中选择
“All Invisible”项，出现【Global Visibility】对话框，询问是否修改类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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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单击 按钮确认。 
3. 在【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顶部【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Geometry”

项，在【Board Geometry】列中选中“Outline”和“Dimension”，在【Package 
Geometry 】 列 中 选 中 “ Place_Bound_Top ”、“ Place_Bound_Bottom ”、
“Silkscreen_Top”和“Silkscreen_Bottom”，在对话框底部的颜色区域选择不
同颜色图标并单击各项后的颜色设置按钮对该项进行颜色设置。 

4. 在【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Components”项，在【Ref Des】列中选中
“Silkscreen_Top”和“Silkscreen_Bottom”，分别设置颜色。 

5. 在【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Stack-Up”项，选中 4 个信号层的“Pin”、
“Via”、“Drc”和“Etch”项，并分别设置颜色。 

6. 在【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Areas”项，在【Route Ko】列中选中
“Through All”项并设置颜色。 

7.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退出【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 

10.5  设置设计规则 
本节主要对设计中应用到的一些参数进行设置，这些参数是和设计要求以及制版工艺水

平密切相关的。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etup】 /【Constraints】命令（或单击图标 ），出现

【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对话框，下面分别设置各项规则。 

设置标准设计规则 
单击【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对话框中的 按钮进入

到【Default Values Form】对话框，将各项参数设置为图 10-11 所示，设置完
成后单击 按钮退出。 

 
图10-11   设置标准设计规则 

设置间距设计规则 
1. 参考 8.6 节所介绍的方法给网络 CPLD 和 SDRAM 添加值为“CL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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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_SPACING_TYPE属性。 
2. 创建一个规则名为“0.2mm-spaceing”的间距规则，其中各项设置如图 10-12

所示。 

 

图10-12   0.2mm-spaceing规则设置 

3. 单击【Spacing rule set】栏的 按钮，弹出【Spacing Rule 
Set Assignment Table】对话框。给不同网络属性的网络组合设定如图 10-13所
示的间距规则。 

 

图10-13   间距设计规则分配 

设置物理设计规则 
1. 参考 8.6 节所介绍的方法给网络 CPLD 和 SDRAM 添加值为“CLK”的

NET_PHYSICAL_TYPE 属性。给网络 VCC 和 GND 添加值为“POWER”的
NET_PHYSICAL_TYPE属性。 

2. 创建一个规则名为“0.2mm-physical”的物理规则，其中各项设置如图 10-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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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创建一个规则名为“0.254mm_physical”的间距规则，其中各项设置如图
10-15所示。 

  
图10-14   0.2mm-physical规则设置 图10-15   0.254mm_physical规则设置 

4. 单 击 【 Physical rule set 】 栏 中 的 按 钮 ， 弹 出

【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Assignment Table】对话框。给不同属性的网络
设定如图 10-16所示的物理规则。 

 

图10-16   物理设计规则分配 

区域设计规则 
1. 在单板右下角的位置绘制一个长方形区域，参考 8.6 节介绍的方法给该长方形
区域添加值为“THICK”的 NET_PHYSICAL_TYPE属性。 

2. 创建一个规则名为“2mm-physical”的物理规则，其中各项设置如图 10-1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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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7   2mm-physical规则设置 

3. 单 击 【 Physical rule set 】 栏 的 按 钮 ， 弹 出

【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Assignment Table】对话框。结合不同属性的网
络和不同区域要求的组合，给它们分配如图 10-18所示的物理规则。 

 
图10-18   区域的物理设计规则分配 

至此完成了所有规则的设置，保存文件为 PCBexample-constraints.brd，读者可以参考配
套光盘中“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10.6  元器件的布局 
前面我们已经将原理图中的逻辑关系导入到设计文件，随后又设定了所有的设计参数和

设计规则，接下来应该对所有的元器件进行布局。为了对布局操作进行练习，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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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example-constraints.brd文件另存为 PCBexample-placing.brd文件以备练习时使用。 
结合前面章节中讲到的手动布局、用 Concept HDL原理图手工放置器件、用 Quickplace

进行布局、用 Specctra进行自动布局等方法，读者可以自行练习各种布局方法。 
所有的布局工作完成后将文件另存为 PCBexample-placed.brd 文件，读者可参考配套光

盘中“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10.7  布线和铺铜 
器件完成布局后将进人到布线的操作。为了对布线的相关命令进行练习，我们将

PCBexample-placed.brd文件另存为 PCBexample-routing.brd文件以备练习时使用。 

定义布线格点 
1. 打开 PCBexample-routing.brd 文件。选择【Setup】 /【Grid】命令，出现
【Define Grid】对话框，设置格点如图 10-19所示。 

 
图10-19   布线格点设置 

2. 单击 按钮关闭该对话框。此时，Allegro 的工作界面中显示的就是以
0.1为间距的布线格点。 

设置过孔焊盘 
1. 选择【Setup】/【Constraints】命令，出现【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对话
框。 

2. 单击【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栏的 按钮，出现

【Physical(Lines/Vias) Rule Set Etch Spacing Value】对话框。 
3. 确保最顶行的【Constrains Set Name】项后面的选项为“DEFAULT”，在

【Name】文本框中输入要添加的过孔名“via0_6d0_25”（也可以单击后面的
按钮进行搜索），然后单击 按钮，相应的过孔会自动的添加到

【Current via list】栏中，如图 10-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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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   设置过孔焊盘 

4. 添加过孔后，单击【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对话框中的 按钮关闭

对话框。 

手工布线和自动布线 
结合前面章节中讲到的添加连接线、删除连接线、添加过孔、推挤连接线、编辑顶点等

操作命令，还有自动布线的各个使用技能，读者可以自行练习布线的各种操作。 

电源和地平面的铺铜 
本设计要求第二层铺成地信号，第三层铺成电源信号。为了减少光绘的数据量，这两层

都要求铺成阴板。读者可结合前面章节中关于阴板铺铜的内容自己进行练习。 
完成后将设计文件保存为 PCBexample-routed.brd 文件，读者可参考配套光盘中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10.8  后处理 
设计的布线工作基本完成后，要对整个设计进行一些后续处理，包括以下一些操作。 

Gloss优化操作 

1. 选择【Route】/【Gloss】/【Parameters】命令，出现【Glossing Controller】对
话框。 

2. 设置【Via eliminate】项的各参数如图 10-21 所示。然后执行删除无网络属性
的孤立过孔操作。 

 
图10-21   删除无网络属性的孤立过孔 

3. 设置【Line smoothing】项的各参数如图 10-22 所示。然后执行删除两头没有
连接的连接线、将设计中的 90º度拐角转换为 45º拐角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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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2   布线平滑处理的设置 

丝印调整 
从 Allegro的主界面中选择【Setup】/【Text Sizes】命令，出现如图 10-23所示的【Text 

Setup】对话框。按照图中框选部分设置需要的字号大小，然后将设计中所有的器件位号调
整到相应的大小，并调整方向（每一面的位号丝印只有两个方向）和位置，使得丝印看起来

整齐美观。 

 

图10-23   【Text Setup】对话框 

原理图和 PCB之间的一致性检查 

1. 打开项目管理器文件 example.cpm，单击项目管理器界面中的 按钮，在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Design Differences】选项，出现【Design Differences - 
example.cpm】对话框。 

2. 在【 Update board view before compare】复选框中选择已经完成的
PCBexample-routed.brd 文件，在复选框【 Update package view before 
compare】中选择原有的原理图文件，然后单击 按钮开始 PCB 文件和
原理图的一致性检查，如图 10-24所示。 

3. 如果比较结果不相同，需按照系统提示的不同之处对原理图和 PCB 文件进行
检查和修改。如果比较结果相同，则完成一致性的检查工作，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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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4   【Design Differences - example.cpm】对话框 

Reports检查项的检查 
从 Allegro 的主界面中选择【Tools】/【Reports】命令，出现【Reports】对话框，分别

对其中的【Dangling Lines】、【Design Rules Check】、【Summary Drawing Report】、【Unplaced 
Components】和【Unconnected Pins】等项进行检查。如有与设计要求不符的地方，修正后
重新进行检查直至符合设计要求。 

10.9  CAM输出 

生成数控文件 
1.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Parameters】命令，出

现【NC Drill/Tape】对话框，设置界面中各项参数如图 10-25所示。 

 
图10-25   【NC Drill/Tape】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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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退出，同时在当前工作目录中生成

“ nc_param.txt ” 文 件 ，读 者 可 参 考 配 套 光 盘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CAM”目录下的同名
文件。 

 

系统生成的光绘文件和 PCB文件在同一级目录下，但为了方便管理，通常在 PCB 所在目录中再

创建一个 CAM文件夹，将生成的所有生产用文件和光绘文件存放在这里。 

 
3.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Display】/【Color/Visibility】命令，出现【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从【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Manufacturing”，选中
“NCDRILL_LEGEND”和“NCDRILL_FUGURE”。 

4. 从【Group】下拉列表中选择“Stack-Up”，选中所有的【Pin】项，退出
【Color and Visibility】对话框。 

5.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命令，出现
【Drill Legend】对话框，设置各项参数如图 10-26所示。 

 
图10-26   【Drill Legend】对话框 

6. 单击 按钮退出对话框，生成的钻孔图跟随光标移动，移动鼠标到放

置钻孔图的设计区域空白处，单击左键放置。 
7.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Tape】命令，出现
【NC Tape】对话框。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同时在当前工作目录下

生 成 ncdrill1.tap 文 件 ， 读 者 可 参 考 配 套 光 盘 中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CAM”目录下的同名
文件。 

生成光绘文件 
1.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 /【Artwork】命令，出现【Artwork 

Control Form】对话框。 
2. 设置【General Parameters】选项卡中的参数如图 10-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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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7   设置【General Parameters】选项卡 

3. 设置【Film Control】选项卡中的参数如图 10-28所示。 

 
图10-28   设置【Film Control】选项卡 

4. 针对这个 4层板的设计实例，各个光绘层文件选项应该设置如下： 
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ETCH/TOP 
          PIN/TOP 
          VIA CLAS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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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D:      BOARD GEOMETRY/OUTLINE 
           ETCH/GND 
           PIN/GND 
           VIA CLASS/GND 
POW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ETCH/POWER 
           PIN/POWER 
           VIA CLASS/POWER 
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ETCH/BOTTOM 
           PIN/BOTTOM 
            VIA CLASS/BOTTOM 
SILKCREEN-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ILK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 SILKCREEN_TOP 
                   REF DES/ SILKCREEN_TOP 
SILKCREEN-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ILKCREEN_BOTTOM 
                       PACKAGE GEOMETRY/ SILKCREEN_BOTTOM 
                       REF DES/ SILKCREEN_BOTTOM 
SOLDERMASK-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OLS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 SOLSERMASK_TOP 
                    PIN/ SOLSERMASK_TOP  
                    VIA CLASS/ SOLSERMASK_TOP  
SOLDERMASK-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OLSERMASK_BOTTOM 
                       PACKAGE GEOMETRY/ SOLSERMASK_BOTTOM 
                       PIN/ SOLSERMASK_BOTTOM  
                       VIA CLASS/ SOLSERMASK_BOTTOM 
DRILL: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MANUFACTURE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EING/NCDRILL_FIGURE 

5. 其中，GND 和 POWER 层设置为 Negative（阴板），其他层都设置为 Positive
（阳板）。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选中所有的光绘层文件，单击

按钮开始光绘输出文件的生成。 
6. 输出完成后将在当前工作目录下生成 9 个后缀为.art 的光绘文件，同时还将光

绘界面中的各种设置记录在光绘参数文件 art_param.txt中，读者可参考配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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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CAM”目录下的同
名文件。  

生成坐标文件 
1.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File】/【Export】/【Placement】命令，出现【Export 

Placement】对话框，接受缺省设置。 
2. 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输出坐标文件 place_txt.txt，读者可参考配套光
盘“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CAM”目录下的同
名文件。 

3. 至此，所有的光绘文件都生成了，将 nc_param.txt 文件、ncdrill1.tap 文件、
art_param.txt 文件和 9 个后缀为.art 的文件统一存放在当前目录的下一级目录
“CAM”（要人为的手动生成，系统不会自动产生）中。 

4. 最后，将设计文件保存为 PCBexample-completed.brd 文件，读者可参考配套光
盘“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1\worklib\design\physical”目录下的同名文
件。 

10.10   小结 
本章以一个设计实例的设计过程为线索，全程讲述了设计一个 BRD 文件的各个步骤及

方法，同时也对生产文件和光绘文件的生成进行了练习。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可以实际操

作并掌握整个 PCB设计以及输出生产文件流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功能和命令操作。 

10.11   习题 
1. 以配套光盘中的练习文件 PCBexample-placing.brd 为基础练习各种布局方法及命

令操作。 
2. 以配套光盘中的练习文件 PCBexample-routing.brd 为基础练习各种布线方法及命

令操作。 
 



第11章  SPECCTRA 布线工具 

除 Allegro 布线工具之外，Cadence 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布线工具 SPECCTRA，可以用

此工具来进行自动和交互的布局、布线。本章将简要介绍 SPECCTRA 的基本功能。 

11.1  SPECCTRA 简介 
在 Allegro 和 SPECCTRA 之间传递数据，需要将设计数据从一种格式翻译为另外一种

格式，所有的文件都是简单的文本文件，表 11-1 对这些文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 

表 11-1                               数据文件 

文件类型 转换文件命名 描述 

design *.dsn Allegro 输出的文件，包括 PCB 外形数据、叠层定义、焊盘定义、元件数据、网表、

预布线和设计规则 

session *.ses SPECCTRA 创建的文件，包含原始设计文件的指针、布局和布线数据、门、管脚和端

接信息 

routes *.rte SPECCTRA 创建的文件，包含布线数据，可以被 Allegro 和 SPECCTRA 读取 

wires *.w SPECCTRA 创建的文件，包含布线数据，只能被 SPECCTRA 读取 

虽然以上文件都是文本文件，但建议读者不要直接修改文件，要到 Allegro 或者

SPECCTRA 工具中进行修改。 
SPECCTRA 大的特点就是基于图形的技术，模拟焊盘、布线作为图形，而不是传统

工具认为的格点，该技术可以节省存储的空间。SPECCTRA 的另外一个优点是支持复杂的

设计规则。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启动 SPECCTRA，SPECCTRA 的图形窗口和基本操作。 

11.1.1  启动 SPECCTRA 

启动 SPECCTRA 有以下 4 种方法，下面分别介绍。 
(1) 在 Allegro 界面中选择【Place】/【SPECCTRA】命令，即可进入 SPECCTRA

图形窗口。 
(2) 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进入 SPECCTRA 图形窗口。 

提示：如果在工具栏中没有显示此图标，选择菜单命令【View】/【Customization】/【Toolbar】，打开

【Customize】对话框，选择【Commands】选项卡，在【Categories】栏选择【Route】，在

【Buttons】栏拖动图标 到工具栏中适当的位置即可。 

(3) 在 Windows 开始菜单中启动 SPECCTRA，但是一定要有*.dsn 文件才能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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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选择【开始】/【程序】/【Cadence PSD 15.0】/【SPECCTRA】命令，出

现【SPECCTRA ShapeBased Automation Software Version 15.0 Startup】对话

框，如图 11-1 所示。直接输入 dsn 文件名称或者单击 按钮打开 dsn 文

件，然后单击 按钮，选择许可证“PCB design expert”或者

“SPECCTRA expert system”，单击 按钮。 

提示：读者可以利用本书配套光盘“cadencelab\allegrolab\specctra”目录下的 mb_placed1.dsn 文件启动

SPECCTRA。 

 
图11-1   【SPECCTRA ShapeBased Automation Software Version 15.0 Startup】对话框 

(4) 使用批处理的方式按照顺序运行 SPECCTRA 进程，在进程的开始首先读入设

计文件和一个 DO 文件。要想用批处理的方式运行 SPECCTRA 进程，需要准

备以下 3 个文件： 
• 设计文件； 
• DO 文件； 
• 批处理脚本。 
所谓的 DO 文件就是一个包含一系列自动布线命令的文本文件，是控制自动布线器的脚

本文件。下面是一个简单的 DO 文件示例： 
# Lines beginning with '#' are comments 

# Initial Commands 

bestsave on bestsave.wre 

status_file route.sts 

unit mm 

grid smart (wire 0.01) (via 0.01) 

# Standard Routing Commands 

smart_route 

批处理脚本文件控制自动布线进程，每个命令行以 allegro_pcb_router 开始，包含设计

文件名称、DO 文件名称和需要的选项，请见下面的简单示例： 
allegro_pcb_router des1.dsn -do des1.do -nog -quit 

allegro_pcb_router des2.dsn -do des2.do -nog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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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SPECCTRA 图形窗口及基本操作 

SPECCTRA 的图形窗口也是由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状态栏、信息栏和工作区等

部分组成，如图 11-2 所示。图形窗口的显示有两种：布线环境和布局环境，两种环境的显

示稍微有些不同。在刚启动 SPECCTRA 时，显示的是布线环境，也就是图 11-2 所示的界

面。单击 按钮可以转换到布局环境，菜单栏、工具栏和状态栏的显示会相应改变。单击

按钮又可以返回布线环境。 

 

图11-2   SPECCTRA 图形窗口 

一、 窗口基本操作 

当使用三键鼠标进行画面的放大和缩小的作时，在工作区中按住鼠标中键，拖动到对角

位置再释放鼠标中键即可：从下往右上（或者左上）拖动是放大画面；从上往左下（或者右

下）拖动是缩小画面；如果是水平拖动，则在工作区显示整个 PCB（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

标，也可以显示整个 PCB）。在工作区单击鼠标中键，画面的中心会平移到单击处，单击工

作区下面，单击右边的滑动槽或者拖动滑块也可以完成相同的功能。如果使用两键鼠标，所

有中键的功能需要配合 Alt 键和鼠标右键一起操作。采用菜单命令也可以实现上述操作，选

择【View】/【Zoom】/【All】、【View】/【Zoom】/【In】、【View】/【Zoom】/【Out】、
【View】/【Zoom】/【Previous】命令即可。 

鼠标左键的功能非常多，通过切换模式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可以通过在工作区单击右

键来设置左键的功能，也可以通过单击工具栏图标来实现某些功能。在布局环境和布线环境

下，单击右键，弹出的菜单如图 11-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环境下左键的模式是不同

的。 

菜单栏 
工具栏 

布局按钮 走线按钮

标题栏

工作区

状态栏

信息栏命令输入栏 
单位选择

按钮 

模式状态 坐标显示

控制区 

输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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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线模式选项                           布局模式选项 

图11-3   布线和布局模式选项 

SPECCTRA 刚启动时，左键模式是处于测量（Measure）模式，如图 11-2 所示的模式

状态即为【Measure】模式。单击 图标可以切换到测量模式，左键单击 PCB 图形中的任一

对象会弹出一个【Measure】对话框，报告对象的属性、信息、坐标等内容，如图 11-4 所

示。如果在工作区单击鼠标左键并拖动光标到另一点，则报告两点的坐标和两点间的距离。 

 
图11-4   【Measure】对话框 

单位选择按钮 显示出当前的测量单位，单击单位选择按钮 会弹出一个菜单，

显示出 inch、mil、cm、mm 和 um 等 5 种测量单位可供选择。 
在状态栏显示了布局和布线的状态，单击布线环境下的 按钮，显示【Set Via】对话

框，有 6 种过孔分布图可以选择。按钮 定义了当前布线层的颜色和名称，单击该按

钮可以更改当前布线层。在布局环境和布线环境的状态栏 后都有按钮 ，如果选择

了就进行实时布局、布线规则检查，如果发生冲突会阻止放置、移动元件或者布线，不需要

时可以关掉。 

二、 工具栏 

工具栏中的图标在布局和布线环境下的显示是不同的，但都由 3 个功能组组成，分别为

查看、选择和编辑操作模式。图 11-5 所示为布局环境下工具栏图标的显示，图 11-6 所示为

布线环境下工具栏图标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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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布局工具栏图标 

 
图11-6   布线工具栏图标 

三、 叠层对话框 

单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View】/【Layers】，会弹出【Layers】对话

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进行层的选择、层的布线方向、层的显示和交互编辑等设置，如图

11-7 所示。对话框中的每一行代表设计中的物理或者图形层。 

             

【Layers】对话框               层选择和布线方向 

图11-7   【Layers】对话框 

查看左右的信号层按钮 

层 ID 按钮 

初选层按钮（Primary layer） 

第二选择层按钮（Secondary Layer） 

层查看按钮

显示和选择走线方向按钮 

对象选择控制按钮 

打开调色板对话框按钮

本层不能走线 
垂直走线 
水平走线 

直角正交走线 
对角走线 
正对角走线 
反对角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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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按钮可以显示或者隐藏所有的信号层，单击层 ID 按钮可以显示或者隐

藏某一层，同样单击层查看按钮可以显示指定的层。通过层选择来控制对象选择控制按钮

（S），如果不想选择当前层对象，则单击对象选择控制按钮（S），则按钮上不会显示字母

S，也就不能选择当前层的对象了。在初始层和第二选择层的按钮上都有铅笔状图标，实线

的图标表示当前布线或者编辑激活层，虚线表示第二选择层。 
单击显示和布线方向按钮，弹出的菜单如图 11-7 右图所示，可以控制每层的布线方向

或者是否被选择为布线层。 
单击 按钮打开【Color Palette】对话框，可以进行颜色和图案的设

置。首先选择要改变颜色的对象，然后选择颜色或者图案。 

四、 命令输入 

可以单击工具栏图标或者选择菜单来输入命令，也可以在命令输入栏输入命令或者运行

DO 文件。命令的语法在命令输出窗口显示。 
可以通过单击控制区的 按钮控制命令操作的状态，有以下几种状态。 
• Idle：显示为绿色，等待命令。 
• Form：当打开对话框时，如果此对话框必须关闭才能完成其他操作时，此按

钮显示为 Form。 
• Busy：当操作执行时，此操作不可中断。 
• Pause：当操作执行时，此操作可以中断。单击 Pause 按钮之后，会显示

Continue 和 Stop 按钮，单击 Continue 按钮继续执行当前操作，单击 Stop 按钮

取消当前操作。 
在 SPECCTRA 中除了可以直接在脚本中调用 DO 文件外，还可以选择菜单命令

【File】/【Execute Do Fil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选择相应的 DO 文件， 后

单击 按钮或者 按钮调用 DO 文件。也可以在命令输入栏输入命令，比如 do 
fanout.do 来调用 DO 文件。 

在 SPECCTRA 除了可以运行 DO 文件外，还可以运行 Did 文件，Did 文件是在前一

个 SPECCTRA 进程中自动记录执行命令的文件。当启动 SPECCTRA 时会自动在设计路

径中创建一个 Did 文件，可以选择菜单命令【File】/【Did File】打开【Did File】对话框

来查看或者设置 Did 文件的状态，利用【Did File Mode】的各个选项可以改变 Did 文件

的状态。也可以编辑 Did 文件，将其转为 DO 文件，仅仅保留设置规则或者定义类、格

点等有用的命令，即将下一个进程中可能会用到的重复操作保留下来，方便调用，节省

时间。 

五、 保存文件 

可以在 SPECCTRA 的不同环境下保存不同类型的文件，文件类型如表 11-2 所示。在布

局或者布线环境下选择【File】/【Write】菜单下的各个命令即可输出表 11-2 所示类型的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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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SPECCTRA 输出文件列表 

文件类型 描述 

元件布局（Placement） .plc 文件包含元件的 x,y 坐标、旋转角度、放置层 

元件布局规划（Floor Plan） .pln 文件包含 优布局信息 

布线（Routes） .rte 文件包含 PCB 布线信息 

连接线（Wires） .w 文件包含布线和过孔信息，一般建议保存为.rte 文件 

进程（Session） .ses 文件包含几乎所有的命令和动作 

规则（Rules） .rul 文件包含 session 文件中没有的规则和用户属性，可以用做 DO 文件 

11.2  设置规则 
通常，设置规则在 Allegro 中完成，然后再传递到 SPECCTRA 中，也可以使用

SPECCTRA 的【Define】菜单来设置，在 SPECCTRA 中设置的规则会覆盖*.dsn 文件中的规

则。规则的设置是有层次的，对于同一个对象来说，高优先级的规则会覆盖低优先级的规

则。在 SPECCTRA 中可以设置的规则如表 11-3 所示。 

表 11-3                      在 SPECCTRA 中可以设置的规则 

布线环境下的规则 布局环境下的规则 

Layers Image sets 

Classes of nets Images 

Selected nets Components 

Individual nets Super clusters 

Groups of nets Rooms 

Sets of groups Image sets within rooms 

Individual fromtos  

Padstacks  

Regions  

注意：在 SPECCTRA 中进行的所有设置都不能传递到 Allegro 中，所以在 SPECCTRA 中进行的所有的规则

设置都要形成 DO 文件，在下次进入 SPECCTRA 时，首先执行 DO 文件将规则调入。建议规则设置

尽量在 Allegro 中完成。 

在下面简要介绍规则的设置。 

11.2.1  布局规则 

在缺省情况下，SPECCTRA 会自动检查设计规则，可以在交互布局时关闭实时检查功

能。布局规则也是有层次的，高优先级的规则可以覆盖低优先级的规则。布局规则的优先级

如图 11-8 所示。 
可以使用【Rules】菜单下的命令制订规则，也可以使用【Define】菜单下的命令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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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元件或者区域，然后使用【Rules】菜单来制订相应的规则，具体可制订的规则参见图

11-8。图 11-8 中的允许层是指允许进行布局的 PCB 面，可以给允许层设置通用的规则也可

以给特殊的元件或者区域设置特殊的规则。对立层是指当前放置元件的另外一个 PCB 面，

可以给对立层设置通用的规则或者特殊的规则。 

Image_image

family_family

room_image_set

room

super

component

image

image_set

pcb

高优先级

低优先级

封装间距

间距

间距、允许方向、允许层、对立层

间距、允许方向、允许层、对立层

间距、允许方向、允许层、对立层

间距、允许方向、允许层、对立层

间距、允许方向、允许层、对立层

间距、允许方向、允许层、对立层

间距、允许方向、允许层、对立层

层 可以设置的规则

 

图11-8   布局规则层次及内容 

单击 按钮或者选择菜单命令【Select】/【Components】/【Sel Comp Mode】，然后在

工作区选择元件 U1，U1 被高亮显示。选择菜单命令【Rules】 /【Component】 /
【Spacing】，弹出【Component Spacing Rules】对话框，如图 11-9 所示。要选择其他元件，

可以单击图 11-9 所示对话框中的 按钮，会弹出【Pick Active Comp】对话框，在

对话框中选择完其他元件之后单击 按钮退出【Pick Active Comp】对话框。设置相应的

间距值后，单击【Component Spacing Rules】对话框中的 按钮退出。 

 

图11-9   【Component Spacing Rules】对话框 

11.2.2  布线规则 

可以为指定的层、一组网络、单个网络、点到点、区域等设置布线和电子设计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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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线规则也是有优先级的。布线规则的层次和可以设置的内容如图 11-10 所示。具体的设置

方法是在布线环境下选择菜单【Rules】下的命令。比如选择菜单命令【Rules】/【Net】/
【Clearance】，弹出【Net Clearance Rules】对话框，如图 11-11 所示。同样也可以先使用

【Define】菜单来定义类或者区域，然后使用【Rules】菜单设置规则。 

region

padstack

class_class_layer

class_class

fromto_layer

fromto

group_layer

group

net_layer

net

group_set_layer

group_set

class_layer

class

layer

pcb

高优先级

低优先级

间距、串扰、噪声

层次 可以设置的规则

间距、走线、时序、屏蔽、串扰、噪声

间距、走线、时序、屏蔽、串扰、噪声

间距、走线、时序、屏蔽、串扰、噪声

间距、串扰、噪声

间距、线宽

间距

间距、时序、串扰、噪声

间距、时序、串扰、噪声

间距、走线、时序、串扰、噪声

间距、时序、屏蔽、串扰、噪声

间距、线宽、时序

间距、线宽

间距、走线、时序、串扰、噪声

间距、走线、时间因子、串扰、噪声、噪声因子、成本

间距、走线、时序、串扰、噪声  
图11-10   布线规则的层次和规则 

 

图11-11   【Net Clearance Rules】对话框 

上述规则设置同样可以使用 DO 文件来实现。比如在 DO 文件中输入命令 rule net A 
(width 6)可以设置网络 A 的线宽为 6mil。 



第 11 章  SPECCTRA 布线工具  

 318 

11.3  放置元件 
在放置元件之前要设置整板的规则和约束。选择菜单命令【Autoplace】/【Setup】，弹

出【Placement Setup】对话框，设置元件放置的格点、间距等。在完全设置好规则之后，首

先手工放置关键的元件和连接器等，然后单击 图标或者使用菜单命令【Edit】/【[Un]lock 
Components Mode】固定放置的元件。 

基本的放置过程 
1. 选择【Autoplace】/【Unplace】/【All Components】命令，将所有的元件移动

到板框外。 
2. 选择【Autoplace】/【InitPlace Large Components】命令，弹出【InitPlace Large 

Components】对话框，设置相应的参数，单击 按钮自动放置大元件。 
3. 选择【Autoplace】 /【 Interchange Components】命令，弹出【 Interchange 

Components】对话框，设置相应的参数，单击 按钮自动调整大元件的放

置。 
4. 选择【Autoplace】 /【 InitPlace Small Components】 /【All】命令，弹出

【InitPlace All Small Components】对话框，设置相应的参数，单击 按钮自

动放置所有的小元件。 
5. 选择【Report】/【Specify】命令，弹出【Report Specify】对话框，选择相应

项目，可以查看相应的报告。最后保存文件。 
在 SPECCTRA 中可以通过查看报告来观看布局效果，也可以通过查看图形报告柱状图

和密度分析图来查看布局密度。选择菜单命令【Autoplace】 /【Crossing Histogram】和

【Autoplace】/【Desity Analysis】打开图形报告柱状图和密度分析图。 
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单击工具栏中的相应图标或者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

中选择放置元件的模式进行手工布局调整。 

11.4  自动和交互布线 
转到布线环境，首先选择菜单命令【Autoroute】/【Setup】启动【Routing Setup】对话

框，设置全局的布线选项和约束，可以设置布线和过孔格点、线宽和间距、布线方向和栅

栏。也可以使用 11.2.2 小节介绍的方法设置详细的布线规则。可以自动布线也可以手工布

线，手工布线可以单击工具栏图标或者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布线模式。 

11.4.1  设置布线控制 

下面简单介绍布线的控制命令和方法。 

• 设置格点 
选择【Define】/【Design Grids】命令，弹出【Design Grids】对话框，可以设

置格点。选择【View】/【Display Grids】命令，弹出【Display Grids】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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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可以设置显示格点。 

• 设置层 
可以使用【Define】菜单为某些网络设置固定的布线层。也可以在命令输入栏

中使用 direction 命令来控制布线层。使用 select 和 unselect 命令来指定布线和

非布线层。比如在命令输入栏输入：   
unselect layer s1 
direction s2 vertical 
可以设置布线层对，然后将层对的设置应用给目标网络。选择菜单命令

【 Define 】 / 【 Layer Set 】 / 【 Define/Forget by List 】， 可 以 在 弹 出 的

【Define/Delete Layer Set By List】对话框中设置层对。 
如果不允许表层布线可以设置比如 unselect layer top，对于贴片元件即使设置

了表层不允许布线，依然可以扇出连接线，然后转到其他层布线，缺省的扇出

距离是 0.25inch，可以使用 change smd_escape 命令修改，比如 change 
smd_escape 200 改为 200mil。 

• 设置网络 
定义网络一般可以使用【Define】菜单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命令 define 比如

define (class CLK1 CLOCKOUT CLOCKOUTB)给上例的时钟线设置特殊间距： 
rule class CLK1 (clearance 20 (type wire_wire)) 
define (group GROUP1 (fromto D1-18 U1-C6) (fromto D1-18 D2-18)) 
define (group GROUP2 (fromto D1-17 U1-B5) (fromto D1-17 D2-17)) 
define (group_set GRPSET1 GROUP1 GROUP2) 
如果需要分区可以定义篱笆，比如 x 和 y 为坐标。 
set soft_fence on 
fence <X Y> <X Y> 
fence <X Y> <X Y> 
同网络检查：set same_net_checking on 
设置布线优先顺序：范围值从 1~255。比如上述时钟优先布线： 
circuit class CLK1 (priority 255) 
可以设置的内容很多，就不一一描述了。 

• 设置拓扑 
有些网络需要控制拓扑，需要设置虚拟节点，虚拟节点可以从 Allegro 中带过

来，也可以在 SPECCTRA 中设置并且可以动态调整。比如定义 CLKOUTB 的

拓扑，虚拟节点距离 R1-2 在 200~250mil 之间。 
define (net CLKOUTB (fromto R1-2 (virtual_pin VP1) (circuit (length 250 
200))) (fromto (virtual_pin VP1) D2-38) (fromto (virtual_pin VP1) D1-38)) 
建议拓扑的设置在约束管理器中加入，从 Allegro 中将约束带过来。 

• 设置过孔 
缺省情况下，自动布线器选择最小的过孔，如果想要选择其他过孔，需要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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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选择其他过孔，然后再选择需要使用的过孔，否则指定的过孔不会被使用。

例如： 
unselect all vias 
select via via25 
也可以使用下述命令给指定的网络、网络组等等更换过孔： 
circuit net CLK4 (use_via Via25) 
使用下述命令限制过孔数量，过孔数量限制也可以在约束管理器中添加： 
limit via 2 
如果使用了盲埋孔要确保在设计文件中定义了盲埋孔焊盘，并确保选择了盲埋

孔。 

11.4.2  用 DO 文件进行自动布线 

DO 文件的作用在自动布线中是不可替代的，使用 DO 文件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 重建以前的布线过程； 
• 自动执行重复的动作； 
• 简化布线动作，提高生产力。 
在前面几个小节对 DO 文件已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这里还有强调一下。DO 文件是

一个包含一系列自动布线命令的文本文件，常用的命令如下： 
bestsave on $\best.wir 

status_file $\route.sts 

. 

. 

. 

route 25 

clean 2 

route 50 16 

clean 3 

write routes $\final.rte 

report status $\final.sts 

一般根据需要建立几个 DO 文件以完成不同的功能，不推荐只建立一个大的 DO 文件，

大多 DO 文件按照以下内容分配： 
• 设置布线环境； 
• 设置特殊设计规则； 
• 设置篱笆（fence）和非布线区（keepout）等。 
类似的设计可以重用这些 DO 文件，并且可以使用一个总的 DO 文件来调用多个分 DO

文件，嵌套的数量没有限制，比如 11.4.1 中的设置可以生成一个 rules.do 文件。编辑 DO 文

件可以使用标准的 ASCII 文件编辑器，比如 Windows 的写字板程序等，保存文件的扩展名

为.do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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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文件中可以包含条件表达式（if、while）、宏和系统变量，允许分支和循环。具体

DO 文件的使用在第 13 章会详细介绍。 

11.4.3  扇出 

扇出是自动布线过程的第一步，扇出的效果好坏往往决定着布通率和布线效果。选择

【Autoroute】/【PreRoute】/【Fanout】命令，打开【Fanout】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进行

简单的扇出动作，如控制扇出的方向、位置、管脚类型、分享过孔的管脚数目等，如图 11-
12 所示。 

 

图11-12   【Fanout】对话框 

一般直接在 DO 文件中输入命令，比如 fanout 5 (max_len 200) (pin_type power) (direction 
in_out)，可以直接进行扇出操作。 

11.4.4  自动布线 

一般进行简单的布线可以使用 smart_route 命令，可以自动执行自动布线。如果设计比

较复杂，就要使用自动布线命令来进行预布线、布线和后调整布线等分步进行自动布线。一

般使用 smart_route 命令来评估设计，使用 fanout、route 和 clean 命令进行实际的布线操作。 

一、 自动布线评估 

对于布线复杂的 PCB，需要在正式布线之前进行布局和布线的评估，如果冲突和没有

完成的连接线非常多，需要调整布局或者约束。一般分析状态文件是比较有效的评估方法，

状态文件提供了自动布线过程信息，一些简单的分析方法如表 11-4 所示。可以选择菜单命

令【Report】/【Route Status】输出状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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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状态文件分析 

布线阶段 布线周期 问题判断 

初始阶段 1 未完成的连接线超过 2%，冲突超过 5%（ 大 7%） 

 2 每个周期冲突减少小于 30%，至少应该是两位数 

 3  

 4  

 5 仍然存在未布的线（特别困难的设计可以允许） 

收敛阶段 6 冲突减少小于 10% 

 …  

 75 仍然存在冲突 

如果与表 11-4 的问题吻合，一般需要调整布局或者约束。 

二、 自动布线收敛 

在进行自动布线时，一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改善布线收敛来达到 100%布线。 
• 完成 2 次 route 周期运行 2 次 clean。 
• 减小布线和过孔格点。 
•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放松约束。 
除了上述方法改善收敛，还可以使用删除连接线来打开通路，删除有冲突的连接线来释

放空间，使用 filter 命令删除冲突的部分等方法来实现。命令举例如下： 
route 50 16 -remove 

set autoremove off 

delete conflicts 

filter 5 

如果设置了规则检查，那么在布线中会检查规则并且会高亮有冲突的连接线，具体设置

方法是选择菜单命令【Rules】/【Check Rules】/【Setup】，可以使用菜单命令【Report】/
【Specify】输出需要查看的报告。 

三、 交互布线 

一般在自动布线之前要对重要的线进行手工布线，在自动布线完成时，有时需要手工调

整布线，这就需要使用交互布线命令。前面章节已经对交互布线工具栏图标和右键弹出菜单

做了简单的介绍，使用左键模式可以完成以下任务： 
• 测量举例和查询对象； 
• 创建、编辑、移动、拷贝、剪切、删除布线和过孔； 
• 添加、编辑、拷贝、剪切、合并、删除铜皮、非布线区； 
• 编辑网络拓扑； 
• 改变过孔状态、线宽等； 
• 改变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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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小结 
本章简单介绍了自动布线工具 SPECCTRA 的图形窗口和基本功能，包含数据的传递、

图形窗口介绍、布线和布局规则的设置，对 DO 文件的使用也做了简单的介绍， 后对自动

布线的过程进行了简单描述。 

11.6  习题 
1. 简述自动布线流程。 
2. 试着对 mb_placed.brd 板进行约束的设置和自动布线。 



第12章  Allegro的其他高级功能 

通过前面章节的学习，读者已经掌握了利用 Allegro进行 PCB设计的常用操作命令，本
章主要针对前几章中没有提到但又非常实用的操作命令进行讲解，使读者在操作 Allegro 时
做到熟能生巧，游刃有余。 

12.1  各种网表文件的导入 
不同的原理图设计工具将产生不同形式的网表文件，所以在导入到 Allegro 中时需要进

行不同的设置和操作，下面我们分别对几种不同形式的逻辑数据导入操作进行说明。 

12.1.1  从 Concept HDL到 Allegro 

Cadence 设计系统中的前端设计工具 Concept HDL 是本书前面介绍的主要内容。
Concept HDL 中有直接将设计数据传递到 Allegro 的功能，这在 10.3 节已经进行了详细说
明，此处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主要说明从 Allegro中导入 Concept HDL设计的原理图数据的操作。 
在 Allegro 的主设计界面中选择【File】/【Import】/【Logical】命令，出现【Import 

Logic】对话框，如图 12-1所示。 

 
图12-1   【Cadence】选项卡 

其中，【Import logic type】栏用来设置逻辑文件的种类，可以从 Cadence公司的两种原
理图设计工具 Concept HDL和 Capture中选择。 

【Place Changed Components】栏的作用是当工程文件改变时，同一个位号在原理图中



第 12章  Allegro的其他高级功能  

 326 

可能分配给了和 PCB文件中不同类型的元件。如果选择【Always】，系统将按照新的位号对
所有元件重新进行布局。如果选择【If same symbol】，若同一位号的元件在原理图和 PCB
文件中的元件类型、元件封装、值和容差完全相同时，PCB 文件中的元件保持位置不变；
若原理图和 PCB 文件中的不同，则 PCB 文件中的旧元件将被删除，新元件增加到文件库
中，但它处于没有放置的状态。如果选择【Never】，Allegro 将不对旧的元件进行重新布
局，一切操作都需要人为手动进行。在工程文件发生改变时使用该栏的不同设置，可以使设

计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HDL Constraint Manager Enable Flow options】栏用来设置在导入网表时如何处理约束

规则的问题，选项【Import changed only】是只将修改过的约束导人到 PCB文件中，而 PCB
文件中原有的约束不改变。选项【Overwrite current constraints】则彻底改变 PCB 文件中现
有的约束。 
【Allow etch removal during ECO】复选框的作用是当工程文件发生改变时，有一些管

脚从网络中去掉后，选择该项系统就会在更新 Board文件时自动将以前的连线删除，如果想
手动删除这些连线，则不选该项。 
【Ignore FIXED Property】复选框是设定在导入网表文件时是否忽略设计元素的 FIXED

属性。 
从 Allegro 中导入的原理图逻辑数据是在原理图数据进行封装处理之后的，此时要导入

的网表文件已经准备就绪，所以直接在【Import directory】文本框中输入将要导入的网表文
件即可。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就可实现网表的导入。 

12.1.2  从其他第三方逻辑设计数据到 Allegro 

第三方逻辑数据是指用其他原理图工具设计的数据文件，要将这种形式的文件导入到

Allegro中进行 PCB设计，首先要生成能被 Allegro认可的网表文件，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选择【File】/【Import】/【Logical】命令，在出现的【Import Logic】对话框中选择

【Other】选项卡，如图 12-2所示。 

 

图12-2   【Other】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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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port netlist】文本框用来输入第三方网表文件，也可以单击 按钮进行搜索

查找。 
【Syntax check only】复选框设定是否根据第三方网表文件的语法对现有的设计进行修

改。如果选中该项，则只检查网表文件的语法并生成记录网表文件语法错误的日志文件，但

并不将网表文件导入到现有的设计中。如果第三方网表文件是手工生成的，通常情况要选中

该项对网表文件进行语法检查，直到网表文件没有语法错误为止。如果不选中该项，则系统

在进行语法检查后，如果网表文件没有语法错误就接着将网表文件导入到现有的设计中。如

果存在语法错误，则应逐条修改完所有的语法错误后再进行导入操作。如果网表文件是系统

自动生成的，不会有语法错误，则不需要单独进行语法检查，因此可不选此项直接进行网表

文件的导入操作。 
【Supersede all logical data】复选框设定系统是否在导入新的逻辑数据之前将现有的逻

辑数据删除。若选中该项，导入新的逻辑数据之前系统将删除现有的逻辑数据，不选中的

话，系统将新的逻辑数据附加在现有的逻辑数据之后。 
【Append device file log】复选框设定系统是否在日志文件中添加器件类型的信息，如

果选中，系统生成关于器件的类型文件等并将这些信息添加到日志文件中，如果没有选中，

系统不生成有关器件的日志文件。 
以上 3个复选框在缺省情况下是不选中的。 
后两个复选框和前面的说明是一致的，设置好参数后，单击 按钮就可以进行网

表文件的导入，完成操作之后可以查看日志文件，了解详细的导入参数和有关信息。 

12.2  Allegro中的数据导入和导出功能 
Allegro 中提供了一些将相关数据导入和导出的功能，选择【File】/【Import】或者

【File】/【Export】命令，分别出现图 12-3 所示的子菜单。子菜单中罗列了可以从 Allegro
中导入和导出的所有功能项。逻辑数据和网表文件的导出和导入已经在前面涉及到，下面对

其他几种常用的导入和导出功能进行说明。 

         

图12-3   Allegro中的导入和导出功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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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库文件的导出功能 

选择【File】/【Export】/【Libraries】命令，出现如图 12-4所示的对话框。 

 
图12-4   【Export Libraries】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可选择将 PCB 设计文件中的机械外形符号、器件封装符号、格式符
号、flash图形符号、元器件文件和焊盘库信息提取出来。【No library dependencies】复选框
是设置导出封装符号时从导出的相关焊盘中是否限制生成数据库。在该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

导出项，单击 按钮就可将我们需要的数据导出到当前 PCB文件的同级目录下。 

12.2.2  技术文件的导入和导出功能 

技术文件记录了 PCB设计中定义的所有参数和约束条件。 
选择【File】/【Import】/【Techfile】或者【File】/【Export】/【Techfile】命令，分别

出现图 12-5 所示的对话框。导入对话框中的【Run DRC】复选框是设置将技术文件导入到
当前设计中时是否进行 DRC 检查。单击 按钮可以搜索技术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完成后

单击 或 按钮就可完成技术文件的导入或导出操作。 

        
图12-5   Allegro 中导入和导出技术文件的对话框 

12.2.3  DXF文件的导入和导出功能 

PCB设计中经常会遇到复杂外形框的情况，Allegro中提供的 DXF文件的导入功能可以
直接将 AutoCAD 软件生成的 DXF 文件导入，避免了手工绘制外形框的复杂过程。PCB 设
计完成后还可能需要导出外形图数据与原来的结构数据进行比较等，Allegro 中的 DXF 文件
导出操作就可以实现该功能。下面分别对 DXF的导入和导出操作加以说明。 

选择【File】/【Import】/【DXF】或者【File】/【Export】/【DXF】命令，分别出现如
图 12-6和图 12-7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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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DXF 文件的导入对话框 图12-7   DXF文件的导出对话框 

在导入操作的对话框中，【DXF file】项是设置 DXF 文件的完整路径和文件名。【DXF 
units】项是设置 DXF 文件的单位。【Accuracy】项显示出当前 PCB 文件的精度，如果 PCB
文件精度和 DXF文件精度要求不一致，系统会提示退出【DXF In】对话框重新设定 PCB文
件的精度。【Use default text table】复选框是设置导入时是否利用 DXF 文件中的 text 字符
表。【Incremental addition】复选框设置在导入 DXF 文件时新导入的数据是否覆盖当前设计
中的数据。【Layer conversion file】项用来选择设置 Allegro中 Class和 Subclass与 DXF中特
定层对应关系的层转换文件。【Symbol conversion file】项用来选择设置 Allegro中的符号类
型与 DXF 中的 Block 名对应关系的符号转换文件，只有在 DXF 文件中包含 Block 时
【Symbol conversion file】项才有效。当设定好 DXF文件后，系统缺省将层转换文件和符号
转换文件分别命令为 DXFfilename_l.cnv 和 DXFfilename_s.cnv。单击 按

钮则进入【DXF in Edit/View layers】对话框对当前的层转换文件和符号转换文件进行编辑。 
导出对话框和导入对话框类似，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Accuracy】项设置输出的 DXF

文件的精度，如果 DXF 文件精度小于当前 PCB 文件精度，数据将转化成 DXF 文件的精
度，但有可能因为四舍五入引起数据的误差。【Include symbols in file】复选框设置是否生成
符号和过孔的转化文件。【Drill info】复选框设置是否将 PCB文件中焊盘和过孔的钻孔图形
信息包含在转化文件中。 

12.3  焊盘库和封装符号库的路径设置 
通常情况下设计一个项目文件，其 PCB 文件所调用的焊盘和封装符号都是最先到当前

项目文件的“…\worklib\design\physical\symbols”文件夹中进行搜索，然后再到 Cadence 安
装目录下的库文件夹中进行搜索。当我们要调用不同目录下的焊盘和封装符号时，必须在设

计文件中设置相应的路径，其操作过程如下。 

设置路径 
1. 在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Setup】/【User Preferences】命令，出现【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选择其中的【Design_pathes】项后对话框显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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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所示。 

 
图12-8   【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 

2. 单击【padpath】项后的 按钮进入到焊盘库路径设置对话框，如图 12-9 所
示。选中对话框底部的【Expand】复选框会展开所有焊盘库路径，如果不选
中，则在对话框中显示“＄PADPATH”字样。单击对话框上方的 按钮将在

所有的焊盘路径后面添加新的空白焊盘库路径行，再单击空白行后面的

按钮就可对新路径进行搜索。单击 按钮可删除选中的焊盘路径。单击 或

按钮可分别上移和下移选中的焊盘路径。 

 

图12-9   焊盘库路径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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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psmpath】项后面的 按钮即可进入到封装库路径设置对话框，其界

面和操作同上，这里不再赘述。 

12.4  文件属性操作 
我们可以将文件属性设置为锁定来实现对数据库文件的保护。文件属性设定为锁定后，

数据库文件就变成只读文件，可以防止一些非法或错误操作而破坏数据，而且可以使一些导

出功能（例如导出技术文件操作、导出库操作、创建模块操作等）不再有效。当数据库设定

为锁定状态后，对文件的任何编辑操作都会产生一个错误信息，提示用户数据库现在处于锁

定的保护状态。文件的属性操作主要包括文件的锁定操作和解锁操作。 

锁定操作 
1. 在 Allegro 主设计界面中选择【File】/【Properties】命令，进入文件属性设定
对话框，如图 12-10左图所示。 

    
图12-10   文件锁定对话框 

2. 选中【Lock database】复选框，此时【Password】文本框、【Disable export of 
design data】复选框以及【Comments】文本框都是有效的。输入设定的密码后
选中【Disable export of design data】复选框（推荐），还可以在【Comments】
文本框中输入一些注释性的文字。 

3.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弹出一个确认密码的对话框（参见图 12-10
右图），再次输入密码后会出现一个文件保存对话框，系统提示将锁定的文件

进行保存。系统同时会记录锁定文件的用户名、时间以及在什么操作系统上

锁定文件。 

注意：如果锁定文件时设置了密码，强烈推荐对密码进行备份，因为如果忘记了密码，Cadence 系统是无

法对锁定状态的文件数据库进行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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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操作 
1. 在 Allegro 主设计界面中选择【File】/【Properties】命令，进入文件属性操作
对话框，如图 12-11左图所示。 

2. 若锁定文件时没有密码，单击 按钮即可将文件解锁。 
3. 如果锁定文件时设定了密码，单击 按钮后将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参见

图 12-11右图），输入锁定文件的密码后单击 按钮可解锁文件。如果输

入密码不正确，系统会弹出一个“Password not correct”提示框。 

    
图12-11   文件解锁对话框 

有时，由于某些错误的操作导致系统非正常退出时，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和 PCB 文件
同名但后缀为“sav”的设计文件，系统给此文件自动添加没有保护密码的“write lock”属
性，我们可以将这个文件另存为常用的.brd 文件，此时的.brd 文件还不能进行保存等操作
的，因为它从.sav文件继承了“write lock”属性，选择【File】/【Properties】命令对此文件
解锁后即可对.brd文件进行所有操作了。 

12.5  脚本文件 
脚本文件是一个类似于批处理的文本文件，我们可以通过创建脚本文件来记录我们执行

的一系列操作命令，也可以运行脚本文件来执行一系列设置好的命令。对于一些重复性的操

作，使用脚本文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下面通过一个实例说明脚本文件的使用。 
在进行 PCB 设计时，每个人对颜色的设置都有自己的喜好，我们可以将自己喜欢的颜

色风格设置记录到一个脚本文件中，这样，每次进行 PCB 设计时，首先执行该脚本文件，
就可以将整个系统设置为自己喜欢的颜色。 

生成一个脚本文件 
1. 运行 Allegro，生成一个新的.brd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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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File】/【Scrip】命令，出现【Scripting】对话框，如图 12-12所示。 

 

图12-12   【Scripting】对话框 

3. 在【File】文本框中键入“color”，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此时

【Scripting】对话框消失，随后，将要进行的所有操作都被记录在这个脚本文
件中。 

4. 单击 图标，按照喜好对颜色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退出颜色设置状态。 
5. 选择【File】 /【Scrip】命令，出现【Scripting】对话框，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关闭【Scripting】对话框。 
至此，我们就将对颜色设置进行的所有操作记录在脚本文件 color.scr文件中。 

应用脚本文件 
1. 运行 Allegro，生成一个新的.brd文件。 
2. 单击 图标，看看现在的.brd文件中的颜色设置是什么样的。 
3. 选择【File】/【Scrip】命令，出现【Scripting】对话框，单击 按钮搜

索刚才创建的脚本文件“color.scr”，此时，所选择的脚本文件名及路径就显示
在【File】文本框中。 

4. 单击【Scripting】对话框中的 按钮，运行脚本文件并退出该对话框。 
5. 单击 图标，看看此时.brd 文件中的颜色设置是否已经和刚才手工设置的相
同。 

上述方式生成的脚本文件和当前运行的.brd 文件处在同一级目录下。Allegro 系统本身
还自带了几个脚本文件，可以通过单击 按钮查看。也可以将自己生成的脚本文件

放到系统自带的脚本文件所在的目录中以便调用。 

 

 
系统自带的脚本文件存放在“系统安装路径\Cadence\PSD_15.0\share\pcb\text\script”目录中。 

 

12.6  笔画命令 Stroke 
Allegro 系统将一些命令设置成笔画的形式，这样就可以用笔画的方式来实现命令的执

行。Allegro系统定义的笔画命令有表 12-1中所列的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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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Allegro中的笔画命令 

笔画方式对应的图案 对应的操作命令 

 
World View 

 
Zoom In 

 
Move 

 
Copy 

 
Delete 

当用笔画来实现命令功能时，有以下一些约束条件存在： 
• World View（W）的笔画可以在 Allegro工作区的任何地方应用。 
• Zoom in（Z）的笔画将该笔画所在区域进行放大。 
• Move（M）、Copy（C）和 Delete（D）笔画对笔画起始点的选择对象进行操
作。 

当我们要用这些笔画操作来实现命令时，同时按下 Ctrl 键和鼠标右键，从笔画命令的
起始点（参见图 12-13）开始按照笔画的走向移动鼠标光标，当笔画完成时，释放鼠标右
键。如果 Allegro 系统认可了这种笔画，相应的命令就会被执行。如果 Allegro 系统无法识
别该笔画，系统会提示“Stroke not recognized”信息。 

              

图12-13   Allegro中的笔画命令的起始点 

Allegro 系统不允许用户自己创建笔画方式的命令，也不允许对系统设定的笔画方式进
行编辑和修改。 

12.7  功能键和别名的设置 
Allegro 系统对一些常用的操作命令设置了功能键或者别名的快捷操作方式，这样，执

行该命令时就不用从一级一级的菜单命令中进行选择，可以直接执行相应的快捷操作方式。

除了应用系统已经定义好的快捷操作方式以外，我们也可以对某些操作命令进行快捷方式的

定义以实现简单的操作。 
有关快捷操作方式的操作包括以下内容。 
(1) 显示系统定义的所有快捷操作方式。 
将光标移至 Allegro 主设计界面的命令状态栏，键入“alias”后回车，出现【Defined 

Aliases】对话框，如图 1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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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4   【Defined Aliases】对话框 

对话框中显示了系统已经定义的所有快捷操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将放大（zoom 
in）的功能定义为功能键 F10，因此在 Allegro 处于任何编辑状态下时，按下功能键 F10 就
能将工作区域放大。 

(2) 自己定义功能键。 
将光标移至 Allegro主设计界面的命令状态栏，键入“alias F11 zoom in”后回车。此时

在 Allegro的任何编辑状态下，按下功能键 F11就能将工作区域放大。 
将光标移至 Allegro 主设计界面的命令状态栏，键入“ alias”后回车。在出现的

【Defined Aliases】对话框可以看到系统定义的功能键 F10 和我们自己定义的功能键 F11 都
能实现放大视图的功能。 

(3) 自己定义别名。 
将光标移至 Allegro主设计界面的命令状态栏，键入“alias r redraw”后回车。这样，我

们就将 redraw这个功能用别名 r代替。 
当 Allegro处于编辑状态下时，在命令状态栏中键入字母“r”后回车，整个工作设计界

面将进行刷新。 

 

自己定义的功能键和别名只在当前的 brd 文件中有效，如果想使自己定义的快捷方式始终有

效，则应在系统级环境变量文件中进行定义。 

 

12.8  逻辑操作 
Allegro 系统中提供了一系列关于逻辑的操作命令，在主设计界面中选择【Logic】命

令，出现的菜单如图 12-15 所示，菜单中列出了 Allegro 系统中所有关于逻辑的操作。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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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差分对的设置、直流电源网络的设置、器件位号的设置和交换等，下面分别讲解。 

 
图12-15   【Logic】菜单 

12.8.1  差分对设置命令 

在 PCB 设计中，经常会有差分对信号出现。差分对信号在布线时一般要求等长和等间
距，我们可以通过手工控制的方式实现以上的布线要求，也可以对其设置差分对属性后用自

动布线等手段来实现上述目的。 
在 Allegro 的主设计界面中选择【Logical】/【Assign Differential Pair】命令，打开

【Assign Differential Pair】对话框，如图 12-16所示。 

 
图12-16   【Assign Differential Pair】对话框 

整个对话框分为 3 部分：第 1 部分为【Diff Pairs】，用来显示已经定义好的差分对信
号；第 2 部分为【Nets】，用来从设计文件的所有网络中选择差分信号；第 3 部分为【Diff 
Pair information】，用于设置差分对信号名和差分对中正负信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在【Diff 
Pair information】栏，【Diff Pair name】文本框用来设置差分对的信号名称，缺省情况是从
“DIFFPAIR0”开始，后缀的数字依次加 1。在【Nets】中选定的差分对，其正负信号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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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出现在【Diff Pair information】栏的【Net 1】和【Net 2】文本框中。单击 按

钮可以生成新的差分对信号，单击 按钮重新给差分对选配正负信号，单击

按钮可添加新的差分对对应关系，单击 按钮可修改现有的差分对对应

关系，单击 按钮可以删除现有的差分对对应关系。 
如果系统中的差分对信号命名比较有规律，例如差分对中的正负信号前面的信号名相

同，只是后面分别加上“+”（或者是 P）号和“-”（或者是 N）号以示区别，这样就可以利
用系统提供的自动生成差分对的功能来设置差分对信号。单击图中的 按

钮，出现如图 12-17所示的对话框。 

 
图12-17   自动设置差分对信号的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DiffPair name prefix(optional)】项用来设置差分对信号命名中的前缀符
号，是一个可选的设置项，如果没有设置，系统默认差分对名称为正极性信号名和负极性信

号名中相同的部分。【Net name suffix for】项用来设置差分对信号中正极性信号和负极性信
号的后缀符号。例如，将其中的【+polarity】和【-polarity】项分别设置为“+”和“-”，系
统就会将设计中所有命名的惟一区别是在最后的“+”和“-”号的信号自动定义为差分信号
对。 

12.8.2  直流网络设置命令 

进行 PCB 设计时，一般都会有多种电源和地信号，如果将网络的飞线（Rat，又称鼠
线）显示出来，因为这些网络一般都会有较多的管脚，会使整个设计界面显得很凌乱。本节

介绍的直流网络的设置可以将没有连接的直流网络以另一种形式显示出来。 
从 Allegro主界面中选择【Logic】/【Identify DC Nets】命令，出现如图 12-18所示的对

话框。其中，【Net filter】项用于过滤网络，下面的列表框中罗列出网络名、所赋的直流电
压值以及是否进行了电源规划等网络信息。对于直流网络来说，如果设置了直流电压值，则

在【Voltage】列显示相应的电压值，如果没有设置直流电压值，则在【Voltage】列出现
“NONE”字样。如果对某一网络设置了直流电压值并遵守该约定，则在【Pwr Sched】列
显示出星号，如果不遵守直流电源约定，【Pwr Sched】列不显示任何信息。【Auto power 
schedule】复选框表示是否对选定的网络的直流电源属性进行同步。【Net selected】项用于对
选定网络设置直流电源，【Power schedule】复选框用于设定选定的网络是否遵守直流电源约
定。 按钮用于删除已设定直流电源的网络的直流电源属性。如果对某一网络设置

了直流电源并使其遵守该约定（选中【Power schedule】复选框，可以不选中【Auto power 
schedule】复选框），则该网络在 PCB 设计中常规的飞线显示为一个小的正方形，中间有
45°的十字交叉线，如图 12-19所示。通过这种设置，整个设计区域看起来就干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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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8   设置直流网络属性的对话框 

 
图12-19   设置了直流电压后的飞线显示 

12.8.3  器件位号设置命令 

当 PCB 设计中有几个由相同元件组成的功能块时，我们可以只将其中的一组器件进行
布局布线，然后用块拷贝的方式复制出同样的元件布局和布线，只是此时的元件都是一些没

有实际网络属性的元件。如果将器件的位号显示出来，看到的将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参考

位号，如 R*、C*、L*、D*等。如果此时器件间还有连线，并且 DRC 的方式为实时的，则
在器件管脚和连线处会有 DRC 标识出现。这时，我们可以根据原理图中器件的位号排列顺
序对这些器件设置固定的位号，设置完成后，这些器件就有了实际的网络连接属性，DRC
标识也会随之消失。对器件设置位号的方法如下。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Logic】/【Assign RefDes】命令，屏幕右边的显示控制窗口

如图 12-20 所示。在【Refdes】文本框中输入要设置的器件位号后用鼠标单击相应的元件即
可将该位号赋给元件。【Refdes increment】文本框用于输入位号增长值，常规情况下都设为
1，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当为常规的 1 时，对一个器件设置位号后，文本框中的位
号为同类型的位号加 1。例如，对器件设置位号 R52后，文本框中的位号将自动变为 R53。
文本框中的位号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单击后面的 按钮进行选择。单击 按钮后会出

现一个【Enter reference designer】对话框，罗列出设计中所有未放置元件的位号供我们选
择。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进行器件的位号设置时，只能针对还没有放置的器件，如果某个

位号的器件已经放置在.brd 文件中（即使只是放置在外形框以外），再将该位号设置给别的
器件时，系统会在屏幕下方状态窗口中显示出“E- Symbol is already assigned”字样的错误
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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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0   设置位号时的显示控制窗口 

12.9  更新元件封装符号 
当开始 PCB 设计时，我们要把所有元件的封装调动到该设计中来。但是如果元件的封

装符号或者封装中所用的焊盘符号发生改变，我门可以通过在 Allegro 中更新封装符号或者
通过编辑焊盘的命令来进行修改。 

更新元件封装符号 
1.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Place】/【Update Symbols】命令，弹出【Update 

Symbols】对话框，如图 12-21所示。 

 
图12-21   【Update Symbols】对话框 

2. 在中间的文本框中输入一个包含要更新的封装符号的文件，也可以单击
【Package symbols】前的“+”号（此时 brd 文件所有用到的封装符号都罗列
出来），再选择想要更新的元件封装。 

• 【Update symbol padstacks】复选框设置是否将封装中的焊盘符号进行更新，
一般都要选中。 

• 【Reset symbol test location】复选框设置是否将封装中的文本字符的位置恢复
到封装设计时指定的位置，如果在更新封装符号前已经将板上器件的位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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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就不要选中此项，否则，器件的位号将按照设计封装时的位置进行排

放。 
• 【Ignore FIXED property】复选框设置在更新封装时是否忽略原器件在板中的
“FIXED”属性。 

3.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即可对封装进行更新。 
对于板子的外形框以及所用到符号都可在【Update Symbols】对话框中进行更新。 

更新元件封装符号中所用的焊盘 
1. 从 Allegro 主界面中选择【Tools】/【Padstack】命令，弹出的子菜单如图 12-

22所示。 

 
图12-22   【Padstack】子菜单 

• 【Modify Design Padstack】用于修改 PCB设计中用到的所有焊盘。 
• 【Modify Library Padstack】用于修改 PCB设计能访问的所有焊盘。 
• 【Replace】用于替换设计中用到的所有焊盘。 
• 【Group Edit】用于对设计中用到的焊盘按照外形分类后进行更新。 
• 【Refresh】用于更新设计中用到的所有焊盘。 

2. 选择【Modify Design Padstack】命令，显示控制窗口如图 12-23所示。在列表
框中选择要修改的焊盘，焊盘名出现在【Name】文本框中，其他几项变为无
效。 

 

图12-23   选择【Modify Design Padstack】命令时的显示控制窗口 

3. 单击 按钮进入编辑焊盘的【Padstack Designer】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对
焊盘进行修改后，选择【Files】/【Update to Design】命令即可将修改的内容
更新到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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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Replace】命令，显示控制窗口如图 12-24所示。 

5. 将光标移到【Padstack names】栏的【Old】文本框中，鼠标单击要替换的焊
盘，此时该焊盘名出现在【Old】文本框中，复选框【Single via replace 
mode】变为有效。如果选中该复选框，只修改此处的一个焊盘，否则将设计
用到的所有该种焊盘都进行替换。 

6. 在【New】文本框中输入新的焊盘名，也可单击后面的 按钮进行搜索选

择，然后单击 按钮就可实现焊盘的替换。 

 

图12-24   选择【Replace】命令时的显示控制窗口 

12.10   测试点设计 
如果想在 PCB 生产之后对 PCB 的性能进行测试，需要在 PCB 板上设置一些让测试探

针介入的测试点。Allegro 提供了自动添加测试点或者手动设计测试点的一系列命令，本节
主要就设计测试点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以及相关的设计命令分别进行说明。 

12.10.1  设计测试点前的准备工作 

PCB 设计中，有些区域是不能加测试点的，例如 BGA 封装的元件，因其管脚的引出过
孔要进行塞孔处理，所以 BGA 封装的器件下不能有通孔测试点。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有
Keepout Probe 属性的 Shape 来禁止将通孔测试点添加到该区域，这个属性可以在设计 PCB
时定义，也可以在设计元件的封装时定义。定义的方法和添加 Shape相同，该 Shape的类为
Manufacturing，子类可以为 NO_PROBE_TOP或者 NO_PROBE_BOTTOM。 
当一个网络不需要测试点时，我们可以给网络添加 NO_TEST 属性。NO_TEST 属性还

有一个用途，当需要对不同的网络应用不同的测试点设计方案时，可以先对某些网络添加该

属性，第一次运行添加测试点的命令时，系统就会跳过有 NO_TEST 属性的网络而对别的网
络添加测试点，然后手工删除这些 NO_TEST 属性，再次运行添加测试点的命令（设计了不
同的参数），这样就能实现不同的测试点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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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ROBE_NUMBER属性可以设置一个网络上的测试点个数。 

12.10.2  测试点参数设置 

在运行测试点相关命令之前应对全局的设计参数进行设置。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
【Manufacture】/【Testprep】/【Automatic】命令，打开【Testprep Automatic】对话框，如
图 12-25所示。 

 
图12-25   【Testprep Automatic】对话框 

这是关于设计测试点的初始界面，单击 按钮可进入【Testprep 
Paramaters】对话框，如图 12-26所示。 

 

图12-26   【Testprep Paramaters】对话框 

对话框主要由【Preferences】、【Methodology】、【Restrictions】和【Text】等 4 部分组
成。 
【Preferences】（参数选择）栏可以设定测试点的属性。 
• 【Pin Type】用于设置可进行测试的管脚，有“ Input”、“Ouput”、“Any 

Pin”、“Via”和“Any Pnt”等 5种选项，缺省为“Any Pnt”，表示任意的管脚
和过孔都可以测试。 

• 【Pad Stack Type】用来设定哪种焊盘作为测试点，有“SMT”、“Thru”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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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her”3种选项。 
• 【Test Pad】用来设定可作为测试点的表面贴焊盘，如果【Pad Stack Type】项
设置为“Thru”，则该项为空白。 

• 【Test Via】用来设定可作为测试点的通孔焊盘，如果一个网络不在测试探针
能探测到的一面，则需要用这种通孔测试点来设计一个测试点。 

【Methodology】（测试方法）栏用于设定测试方法的有关参数。 
• 【Layer】用来设定设计的哪一层可以作为测试面。如果选择“Top”或者
“Bottom”层，则系统只在相应的层设置测试点，如果选择“Either”，系统会
在“Top”和“Bottom”层设置测试点，但优先将测试点设置在“Bottom”层。 

• 【Test Method】用来设定每个网络上设置的测试点个数。有“Single”、
“Node”和“Flood”3 种，“Single”表示一个网络有一个测试点即可，
“Node”表示网络上每一段连线都要有一个测试点，“Flood”表示系统尽可能
使每一段连线都有测试点，一般选择“Single”即可。 

• 【Bare Board Test】复选框用来控制器件管脚的测试。如果选中的话，就表示
只要器件的管脚在测试层有定义焊盘，就可以作为测试点；如果不选该项，器

件管脚只有在非器件面时才可以作为测试点。实际上，这个参数的设置是禁止

在进行在线测试时直接从元件面进行测量，因为这样会引入错误的极性。一般

情况下不选中。 
• 【Replace Vias】复选框设置系统可自动地替换作为测试点的过孔。如果选
中，可作为测试点的过孔就用【Test Via】项中指定的通孔测试焊盘替代，这
样就可以将过孔加大而不是增加额外的过孔；如果不选中，则要根据过孔当前

层的焊盘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选中。 
• 【Disable cline bubbling】复选框设置在添加测试点时，如果一个过孔被替换
成测试点，周边的连接线是否自动进行绕行以避免产生 DRC。一般要选择该
项，使系统不对走线进行自动绕行，然后在添加完测试点后检查每个 DRC 并
手动的修改走线，否则系统在自动绕线时会产生一些不理想的走线效果。 

【Restrictions】（约束限制）栏用于限定测试点的位置。 
• 【Test Grid】用来设定测试点的格点大小。系统会将测试点自动设置在格点
上。如果值为 0，则表示没有格点的限制。 

• 【Min Pad Size】用来设置可作为测试点的最小焊盘尺寸。如果测试焊盘太
小，在测试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将这些测试点漏掉。小于这个尺寸的管脚和过孔

是不会被设定为测试点的。 
• 【Min Spacing】用来设定两个相邻测试点之间的最小间距（此处的间距指的
是中心到中心的间距），如果值为 0，则表示没有最小间距的限制。最小间距
值可以大于测试格点值。 

• 【Allow under component】用来设置如何在器件下面设计测试点，右边的下拉
列表中有“Never”、“Top layer only”、“Bottom layer only”和“Either layer”
等 4个选项，分别代表不能在器件下面设计测试点、只能在顶层器件的下面设
计测试点、只能在底层器件下面设置测试点和在顶层和底层都可以，具体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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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单板的测试情况而定。 
• 【Component representation】用来设置判断测试点和元器件间距时，以哪项作
为器件的覆盖区域和外形标识，右边的下拉列表中“Assembly”和“Place 
Bound”两个选项，分别代表器件的安装外形和器件的放置边界。 

【Text】栏用于设置和测试点相关的文本参数。 
• 【Display】复选框用于控制是否显示测试点的文本说明，如选中，显示测试
点的同时文本说明也显示，否则就不显示文本。下面的 3个单选项分别设置文
本编排的规则。 
【net-Alphabetic】设置可将测试点的文本标识按照网络名-字母的顺序来编

排，用完 26个字母后就用 AA表示 27，依次类推。 

【net-Number】设置可将测试点的文本标识按照网络-数字的顺序来编排。数

字是依次增加的，系统不会替代已从序列中删除的测试点，新增加的测试点根

据最后一个测试点的数字再加 1得到。例如，一个网络中现有 3个测试点，分
别为 GND_1、GND_2、GND_3，当删除了测试点 GND_2 后，下一个新增的
测试点命名为 GND_4。 

【stringNumeric】设置可将所有测试点的文本标识以一个任意输入的字符串来
开始命名（缺省的字符串为 TP），其后缀从 1开始依次增加（步进为 1），最后
的 N近似为单板上所有测试点的个数。 

• 【Rotation】的值用来设定文本标识的旋转角度，有 0°、90°、180°和 270° 等
4种选项。 

• 【Offset】的值用来设定文本标识相对于测试点中心的偏移位置。 
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回到【Testprep Automatic】对话框。该对话框中还

有一些和自动添加测试点相关的参数需要设置。 
• 【Allow test directly on pad】复选框表示系统可以将已经定义的管脚或者过孔
作为测试点。如果不选中，系统就要另外产生测试点。 

• 【Allow test directly on trace】复选框和【Testprep Paramaters】对话框中的
【Test SMT/blind pad】项配合使用自动地在走线上添加表面贴测试点。系统会
尽可能将这些表面贴测试点放置在格点的位置上。该项的设置不会在走线上引

出一小段 Stub，也不会自动添加通孔测试点。 

• 【Allow pin escape insertion】复选框和【Via displacement】以及【Testprep 
Paramaters】对话框中的【Test thru via】项项配合使用，可以给网络自动添加
通孔测试点。 

• 【Test unused pins】复选框指定没有网络属性的管脚也要进行测试，如果不选
中，没有网络的管脚就不用进行测量了。一般情况下不选中。 

【Execute mode】有“Overwrite”和“Incremental”两个选项，这个参数决定了添加测
试点的方法。选择“Overwrite”表示系统覆盖所有原来设计的测试点，从零开始重新设计
测试点，这样只是清除了测试点标志，但并不是真地从设计中删除管脚或过孔；选择

“Incremental”表示系统在现有测试点的基础上，对还没有测试点的网络添加测试点。 
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可单击【Testprep Automatic】对话框中的 按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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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动添加测试点的操作，运行完自动添加测试点的命令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名为

testprep.log 的 ASCII 文件，这个日志文件包含运行 Testprep 命令时产生的错误、运行
Testprep 命令时的参数设置、已经处理的网络数和没有测试点的网络数、总的测试点个数等
信息。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File】/【Viewlog】命令可以查看测试点日志文件。如果只是
进行参数设置，可单击对话框中的 退出。 

12.10.3  手工设计测试点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Testprep】/【Manual】命令可进行手动的设置
测试点。选择该命令后，右边控制面板中的【Options】面板显示如图 12-27左图所示，根据
该图中的选项可进行添加测试点、删除测试点、交换测试点以及显示测试点属性等命令。单

击界面下方的 按钮即可进入到【Testprep Paramaters】参数设置界面。单击
按钮可进入到图 12-27 右图所示的界面，在该界面中可选择添加、删除和添加属

性等操作，还可以同时给测试点添加“NO-TEST”、“TESTPOINT_QUANTITY”等属性。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后又回到图 12-27左图所示界面。 

                    
图12-27   手工设计测试点时的【Options】面板 

12.10.4  测试点的固定 

添加完测试点后如果想保证测试点的位置不变，需要对其进行固定。从 Allegro 主界面
选择【Manufacture】/【Testprep】/【Fix/unfix testpoints】命令，出现如图 12-28 所示对话
框。在对话框中可对所有的测试点进行固定或者取消固定的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固定测试

点和取消固定针对的是单板上所有的测试点。 

 
图12-28   固定和取消固定测试点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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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DFA检查 
DFA 是英文 Design for Assembly 的首字母缩写，其含义是考虑有关元器件安装方面要

求的设计。在某些情况下，设计完 PCB 文件后，我们需要对应一定的安装规则来检查设计
是否符合安装要求。Allegro 中提供了检查是否满足安装要求的功能。本节主要就安装性能
检查方面的内容加以说明。 

Allegro 中提供的 DFA 检查可以针对元器件之间的间距、元器件的安装方向和焊接面、
引线长度、孔可测试性、孤立过孔、没有网络属性的悬垂孤线等方面进行。 
进行 DFA检查的大致流程如下： 
(1) 根据实际安装情况定义有关约束规则； 
(2) 对规则进行优先级的设定； 
(3) 给规则设置值； 
(4) 将规则保存到准备实行 DFA检查的设计中； 
(5)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检查项，实施检查。 
(6) 如果没有违反规则的情况发生，则认为设计符合安装要求。如果有违反规则

的情况发生，需要检查设计中的 DRC 以及产生的和 DFA 有关的日志、标志
文件，对违反规则的地方实施修改后再次进行 DFA 检查，直到没有违反规则
的情况发生。 

下面简要介绍进行 DFA检查的操作过程。 
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Manufacture】 /【DFA Check】命令，弹出【Design For 

Assembly】对话框，如图 12-29所示。 
• 【Constraint File Name】项用来设置应用于设计的规则文件。系统缺省的规则
文 件 为 “ dra_constraints.par ”， 位 于 Cadence 安 装 路 径 下 的

“PSD_15.0\share\pcb\assembiy”目录中。当对一个设计进行 DFA 检查时，系
统首先调用缺省的规则文件，如果需要选择自己设计的规则文件，则可单击

按钮进行选择。当设计一个新的规则文件后，可单击 按钮进行

规则文件的保存。 

 
图12-29   【Design For Assembly】对话框 

• 【Mapping File(s)】项是用来设置一个在进行 DFA检查过程中定义了预先约定
的 环 境 变 量 文 件 ， 系 统 缺 省 设 置 为 Cadence 安 装 路 径 下 的

“PSD_15.0/share/pcb/assembiy”目录中的名为 dfa_allegro.env的文件，一般接
受缺省设置即可。如果想用自己设定的环境变量文件，在这个文本框中输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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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变量文件的路径和名称即可。如果想应用多个环境变量文件，用空格将不同

的文件分开即可。 
• 【Max Message Count】项用来设置在进行 DFA检查时每次报告中的最大的信
息条数，缺省值为 200。 

单击 按钮进入到【DFA Audit Setup】对话框，如图 12-30所示，可以在该
对话框中进行规则的设定和检查项目的选择。 

 
图12-30   【DFA Audit Setup】对话框 

单击【Design For Assembly】对话框中的 按钮就可根据设定的规则对选定的检

查项目进行检查。 
单击【Design For Assembly】对话框中的 按钮可将设计中所有违反规则

的地方显示出来。 
单击【Design For Assembly】对话框中的 按钮可调出【DFA Audit Report】对

话框，该对话框给出了所有违反规则的详细情况说明。 
针对每一个检查项目，都可以设置多条规则。例如，在对话框中选中【Component 

_Clearance_Audit】中的缺省设计规则，单击鼠标右键，弹出的菜单如图 12-31所示。 

 
图12-31   DFA检查时的弹出菜单 

• 【 Copy】命令的功能是拷贝缺省的规则设置，并将新规则命名为
“Contraints_1”。如果多次拷贝，命名依次向后排列，每次加 1。 

• 【Delete】命令的功能是删除所选的规则设置。 
• 【Restore Default】命令的功能是将所选规则设置为缺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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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针对几种常用的安装要求说明规则设置的相关情况。 
关于 Component _Clearance_Audit的规则设置如图 12-32所示。 

 
图12-32   安装间距的规则设置 

【Name】文本框用来设置规则的名字。 
【Select By】下拉列表中提供了如图 12-33所示的元器件选择标准。 

 
图12-33   元器件选择标准 

• 【Any】：设置任何元器件之间的间距规则。 
• 【Symbol】：按照封装类型来设置元器件之间的间距规则。 
• 【Dev Type】：按照元器件类型来设置它们之间的间距规则。 
• 【RefDes】：按照位号来设置每个元器件之间的间距规则。 
• 【Property】：按照元器件定义的属性来设置它们之间的间距规则。 
【Value】项根据【Select By】的不同选择有不同的选项。 
关于元器件间距的参数有以下几个：【Edge1】、【Edge2】用来设置元器件的哪条边之间

的间距、【Layer】用来设置元器件放置的层面、【Units】用来设置间距的单位、【Spacing】
用来设置间距的值、【Subclass】用来设置子类。 

关于元器件安装方向和焊接面的规则设置和间距规则设置的对话框类似，只有

【Layer】和【Orientation】两个参数，分别用来设置元器件放置的层面和放置时的角度。一
般情况下不对该项目进行检查。 

12.12   输出报告 
Allegro 提供了丰富的报告功能，以便在任何设计状态都可以实时查询各种设计信息。

从 Allegro主界面选择【Tools】/【Reports】命令即可打开报告对话框，如图 12-34所示。 

 
图12-34   报告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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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报告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报告进行查看。 
一种是只将相关信息显示出来以便实时查看。选定一项内容后，直接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就可输出一个相关信息的文本文件窗口，此窗口报告了相关选项的所有内容。 
另一种方法就是将报告文件输出到一个文件中，这样，即使退出 Allegro 程序，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报告信息。选定一项内容后，在【Output File】文本框中输入文件名，然后单击
按钮就可将报告信息保存到指定的输出文件中。采用这种方法时，输出完成时报告对话

框的最下面一栏会给出“Report Completed”的状态提示，此时，打开刚才生成的输出文件
就可查看报告信息。 

下面对几个常用的报告进行说明。 
• 【Bill of Materials】：料单报告，这个选项将设计中所用到的元器件罗列出
来，同时还包括元件封装名、元件位号、元件类型和元件个数等信息。 

• 【Component】：元件报告，这个选项将设计中所用到的元件罗列出来，同时
包括元件类型、元件值、元件封装、元件坐标、元件放置角度以及是否镜像等

信息。 
• 【Design Rules Check】：DRC报告，这个选项将设计中产生的 DRC信息罗列出
来，包括 DRC所在的层和坐标、DRC错误类型、产生 DRC的相关因素信息、
网络名称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设计进行时，我们要参考该报告实时地

对设计进行修改，当设计完成时，要参考该报告确定最后没有 DRC错误。 
• 【Summary Drawing Report】：设计汇总报告，这个报告根据设计进行的程度
实时地显示设计信息，例如设计尺寸、设计时采用的单位、所用封装总数、

DRC 错误、所用焊盘数等固定信息，还可以显示已经放置的元件数、已经完
成的连接数、已经包含的过孔数等信息。经常查看该报告可以对设计进度做到

心中有数。 
• 【Symbol Library Path】：元件库的路径，这个报告显示所用元件的封装路径以
及所用个数等信息。 

• 【Unconnected Pins】：没有连接的管脚，这个报告实时的显示当前情况下设计
中还没有连接的管脚。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报告，设计进行时，我们参考这个

报告了解设计进度等信息，设计完成时，要最后确认设计中不存在没连接的管

脚。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设计检查时看起来连上的网络实际并没有连上，此

时，这个报告就很有用，根据报告每一条信息逐项检查设计并进行修改直到确

实没有没连接的管脚。 

12.13   技术文件比较 
前面已经讲过有关技术文件和导出技术文件的内容，Allegro 还提供了技术文件比较的

功能。当一块 PCB 改版时，可能要求和前一版在叠层结构、设计单位等信息上保持一致，
此时用技术文件比较功能就很容易进行判断。 

从 Allegro主界面选择【Tools】/【Technology File Compare】命令即可进入技术文件比
较对话框，如图 12-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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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5   技术文件比较对话框 

单击 按钮搜索到要进行比较的技术文件，单击 按钮即可开始比较，完

成后会在 Allegro 的命令状态栏看到比较完成，查看日志文件的提示。选择【File】/
【Viewlog】命令可以打开日志文件查看比较结果。 

12.14   数据库检查 
在设计 PCB 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某些非法操作而破坏整个设计数据库的完整性，有

时还会导致系统出错或无法运行，此时应该对数据库进行错误检查和修复工作。Allegro 系
统提供的 DB Doctor 功能块就可以实现上述目的。可以从 Allegro 主界面选择【Tools】/
【Database Check】进入到数据库检查对话框，也可以从Windows系统的【开始】菜单中选
择【程序】/【Cadence PSD 15.0】/【Allegro Utilities】/【DB Doctor】命令进入到数据库检
查对话框，采用两种方法打开的对话框分别如图 12-36和图 12-37所示。 
从 Allegro 进入到数据库检查对话框时只对正在处理的文件进行检查。在图 12-37 所示

的对话框中，可以在【Input design(wildcards permitted)】文本框中选择不同的文件进行检
查。DB Doctor 在进行数据库检查时会产生一个名为 dbdoctor.log 的日志文件，该文件记录
总结了数据库检查时的信息，如果有错误出现，日志文件还会在文件的最后记录错误的详细

信息，诸如符号和网络名、坐标等。 
   

  
图12-36   从 Allegro进入的数据库检查对话框 图12-37   从 Windows系统进入的数据库检查对话框 

数据库检查对话框中的几个选项介绍如下。 
• 【Input design(wildcards permitted)】：用于输入要检查的文件名。DB Doctor可
以检查的对象包括.brd文件、.pad文件和符号文件等类型。单击后边的 按钮

可查找需要检查的文件。 
• 【Output design(optional with 1 input design)】：用于数据库检查完成后设定一
个不同的输出文件名。如果是在 UNIX系统下，DB Doctor可以用通配符和开
关参数的配合一次检查多个文件，此时，该选项是无效的。但在 Windows 系
统下，DB Doctor 一次只能检查一个文件，所以此选项是始终有效的。如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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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没有设置，系统会以【Input design(wildcards permitted)】项中的输入文件名
来输出文件（覆盖原来的文件）。 

• 【No backup】：用于将检查完成的文件进行备份。如果没有选中该复选框，系
统会在原 brd文件名的基础上自动生成一个名为单板名.brd.orig的备份文件。 

• 【Update all DRC(including Batch)】：选中此选项可以对整个设计重新进行
DRC检查。 

• 【Check shape outlines】：选中此项可以对设计中的所有图形进行检查，无效
的图形将被删除。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即可开始检查。在 Allegro 的命令控制窗口和【DB 
Doctor】对话框的状态栏中都会有提示说明检查正在进行和检查结束。检查完成后可以选择
【File】/【Viewlog】命令查看 dbdoctor.log日志文件，了解详细的检查结果。 

12.15   小结 
本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对 Allegro 中的一些其他高级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过本章

的学习，读者可以更详尽地掌握设计 PCB的技巧。 

12.16   习题 
掌握本章所叙述的各种操作命令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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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复杂的 PCB 设计时，可以将设计按照逻辑功能分成小块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协同

设计。将每个部分存储为逻辑和物理模块后，可以高效地重用这些模块。设计重用是一种非

常高效的设计方法，可以简化设计过程，缩短设计时间。 
进行高速 PCB 设计离不开约束管理器，关于约束管理器的使用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进行了详

细的描述，本章主要讲解在 Allegro 中约束管理器的使用及在原理图和 PCB 之间如何实现同

步。 
本章将通过一个实例来讲解设计重用和驱动的高速 PCB 设计的基本方法，并将前边章

节所介绍的内容加以总结，使读者进一步掌握 Cadence 的高速 PCB 设计流程。本章最后还

会 对 自 动 布 线 的 方 法 和 策 略 进 行 介 绍 。 参 考 示 例 请 见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中 的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2”目录。 

13.1  创建设计重用符号 
要在其他设计中重用某个设计，首先要创建此设计并将其保存为逻辑和物理符号。 

13.1.1  创建一个设计项目 

下面开始创建一个新的设计项目“myreuse”，模块的设计名为“osc”，然后设置此项

目。在创建设计项目之前首先设置环境变量“CDS_SITE=目标路径\cadencelab”。 

 

“目标路径”即读者定义的路径，本书将“目标路径”设置为“C”盘，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

设置，“cadencelab”即本书所附光盘中的练习路径。 

 

创建一个设计项目 
1. 启动项目管理器，选择【File】/【New】/【New Design】命令，出现【New 

Project Widzard - Project Name and Location】对话框。 
2. 在【Location】栏输入“C:\myreuse”，在【Project name】栏输入项目名称

“myreuse”，如图 13-1 所示。 
3. 单击 按钮，进入【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Libraries】对话框。 
4. 可以看到库“standard”、“discrete”、“ic”和“mystd”都显示在【Project】

栏，选择库“mystd”，单击 按钮 3 次，将其放在“standard”的上面，

如图 1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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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New Project Widzard - Project Name and Location】对话框 

 

图13-2   【New Project Wizard - Project Libraries】对话框 

 

图13-3   调整库的先后位置 

5. 单击 按钮，进入【New Project Wizard - Design Name】对话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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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栏输入名称“osc”，如图 13-4 所示。 

 

图13-4   输入设计名称 

6. 单击 按钮，可看到图 13-5 所示的项目信息。 

 

图13-5   项目信息 

7. 单击 按钮，出现图 13-6 所示的提示，表示项目创建成功。 

 
图13-6   项目创建成功 

8. 单击 按钮，新项目创建完成，进入项目管理器界面。 
下面需要设置 PCB 库路径。 
9. 选择【Tools】/【Setup】命令，进入【Project Setup - myreuse.cpm】对话框，

如图 1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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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Project Setup - myreuse.cpm】对话框 

10. 选择【Tools】选项卡，如图 13-8 所示，在该选项卡中可以进行工具的设置。 

 
图13-8   【Tools】选项卡 

11. 单击【Allegro】右边的 按钮，弹出【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

框，进行 Allegro 库路径的设置，如图 13-9 所示。 
12. 单击【Categories】栏的分支【Design_pahts】。 
13. 单击【modulepath】右边的 按钮，进入【MODULEPATH Items】对话框，

设置 PCB 模块路径。 
14. 单击 按钮，添加一个空行，输入模块路径“$CDS_SITE\cadencelibrary\ 

pcblib\module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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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 

15. 如果有多个路径设置，单击对话框任一空白处，然后单击 按钮，将上面输

入的路径移到第一行，如图 13-10 所示，单击 按钮。 

 

图13-10   模块路径设置界面 

16. 单击【padpath】右边的 按钮，进入【PADPATH Items】对话框，设置焊

盘路径。 
17. 单击 按钮，添加一个空行，输入焊盘路径“ $CDS_SITE\cadencelibrary\ 

pcblib\pcbpad\”，单击 按钮。 
18. 单击【psmpath】右边的 按钮，进入【PSMPATH Items】对话框，设置封

装符号路径。 
19. 单击 按钮，添加一个空行，输入封装符号路径“$CDS_SITE\cadenc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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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lib\pcbsymbol\”，单击 按钮。 
20.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退出。 
21. 单击【Project Setup】对话框中的 按钮，退出。 

13.1.2  创建原理图并打包 

要重用设计首先要创建原理图模块，然后将原理图模块打包成子设计，子设计包含了重

用的属性，以便其他设计调用。首先创建名为“osc”的子设计原理图并完成打包，原理图

如图 13-11 所示。 

 
图13-11   子设计 osc 的原理图 

创建设计 osc 的原理图并打包 
1.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选择菜单命令【Tools】/【Concept】或者单击 图标进入

Concept HDL，下面参考图 13-11 添加元件。 
2. 选择菜单命令【Component】/【Add】或者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弹出

【Add Component】对话框，如图 13-12 所示。 

 
图13-12   【Add Component】对话框 

3. 单击对话框中的 按钮，打开【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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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HDL 中已经选择【Tools】/【Options】命令，在【Concept Options】
对话框中选择了【Show PPT Browser】选项，则自动弹出【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如图 13-13 所示。因为有些元件信息或者封装信息在做元件

时会保存在 part.ptf 文件中，所以需要在此对话框中选择元件，所有的信息才

能完全读入。 

 
图13-13   【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 

4. 在【Add Component】对话框的【Library】下拉列表中选择库“ic”，如图 13-
14 所示。 

 
图13-14   选择库“ic” 

5. 在【Cells】栏选择元件“OSCILLATOR”，记住在【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

框中选择相应的行，【VALUE】值为“SSP”的元件，如图 13-15 所示。 

 
图13-15   选择值为“SSP”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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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移动鼠标到原理图界面，在合适的位置放置元件。 
7. 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将“discrete”库中的电阻调出来，3 个电阻的阻值分别为

100kΩ、200kΩ和 3.4MΩ，按照图 13-11 所示放置到合适的位置。 
8. 接下来将“discrete”库中的两个电容调出来，电容值为 22pF。如果参数相同

的元件需放置多个，直接单击放置，不用再到【Physical Part Filter】对话框中

选择元件。 
9. 再将“mystd”库中的“GND”、“INPORT”和“IOPORT”调出来，放到合适

的位置。 
元件放置完成，下面进行连线操作。 
10. 选择【Wire】/【Draw】命令，参照图 13-16 将线连接好。 
11. 选择【Wire】/【Signal Name】命令，添加“XTAL”和“EXTAL”信号名。 
12.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原理图，设计的原理图如图 13-16 所示。 

 
图13-16   设计的 osc 原理图 

从图 13-16 可以看出，有一些信息的显示导致画面比较乱，比如每个电阻和电容都有

SMD 的文字显示，SMD 是 PACK_TYPE 属性值。还有 I1、I2 的显示，这些是 PATH 属性

值。下面继续调整原理图。 
13. 选择菜单命令【Text】/【Attributes】可以查看属性名称，属性值是可以隐藏

的。选择【Group】/【Create】/【By Expression】命令，弹出【Pattern】对话

框，如图 13-17 所示。 

 
图13-17   【Pattern】对话框 

14. 在【Pattern】栏输入属性“PACK_TYPE”，然后单击 按钮，所有选择

的属性值 SMD 都变为红色显示。 
15. 选择菜单命令【Group】/【Property Display】/【Invisible】，所有的 SMD 属性

值都隐藏了。 
16. 选择【File】/【Exit】命令退出 Concept HDL。 
17.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xport Physical】命

令，弹出【Export Physical - myreuse.cpm】对话框，如图 13-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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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8   【Export Physical - myreuse.cpm】对话框 

18. 单击 按钮，弹出【Packager Setup - C:\myreuse\myreuse】对话框，选

择【Subdesign】选项卡，如图 13-19 所示。 

 
图13-19   【Subdesign】选项卡 

19. 单击【Generate Subdesign】栏的 按钮，弹出【Add Subdesign】对话

框，如图 13-20 所示。 

 
图13-20   【Add Subdesign】对话框 

20. 在【Design Name】栏输入“osc”，然后单击 按钮关闭【Add 
Subdesign】对话框。 

21. 单击【 Subdesign】选项卡中的 按钮，退出【Packager Setup - 
C:\myreuse\myreuse】对话框。 

22. 在【Export Physical - myreuse.cpm】对话框的【Package Option】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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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e】选项，然后选中【Update Allegro Board (Netrev)】复选项。 
23. 单击【Input Board】栏中的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参考路径

“ \cadencelab\cadencelibrary\pcblib\pcbtemplate ” 下 的  PCB 模 板 文 件

“pcbtemplate1.brd”。 
24. 在【Output Board】栏输入 PCB 板的名称“osc_unplaced.brd”。 
25. 取消【BackAnnotate Schematic】选项的选择（一般设计重用流程不需要反

标，除非 PCB 设计在上一次打包后做了更改，可以选择此选项打包），如图

13-21 所示。 

 
图13-21   设置完成的界面 

26. 单击 按钮开始打包。 
27. 打包完成后出现【Design Sync】对话框，如图 13-22 所示，提示成功打包，是

否查看结果，单击 按钮。 

 
图13-22   【Design Sync】对话框 

13.1.3  创建 PCB 模块 

前面已经打包了设计并输出到 PCB 文件中，下面省略布局和布线操作，主要讲解将已

经完成布线的 PCB 输出为模块的方法。布线完成的参考文件位于本书配套光盘的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2\worklib\osc\physical”目录中。 

创建 PCB 模块 
1. 进入 Allegro 界面，打开前面创建的 PCB 文件“osc_unplaced.brd”。 
2. 此板设计为 6 层板，选择【Edit】 /【Split Place】 /【Creat】命令，弹出

【Create Split Plane】对话框用于创建平面层，如图 13-23 所示。 
3.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GND”，然后单击 按钮，弹出【Select net】对话

框，如图 1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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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3   【Create Split Plane】对话框 图13-24   【Select net】对话框 

4. 选择网络“Gnd”，然后单击 按钮，退出【Select net】对话框。 
5. 参照上面的操作设置 VCC 平面层也为网络“Gnd”。 
6. 进行布局布线，完成的结果如图 13-25 所示。 

 
图13-25   完成的 PCB 图 

7.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 PCB 文件。 

提示：也可以不对 PCB 进行布线或者只进行局部布线，依然可以输出模块，并重用此模块。 

8. 选择【Tools】/【Create Module】命令，在命令行窗口显示“Selected items for 
module”。 

9. 单击并拖动鼠标光标选择所有的元件和走线，命令行窗口显示“Pick origin”。
也可以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Temp Group】命令选择元件和走线。 

10. 单击图中一点作为模块的原点，一般选择容易对位的点作为原点。 
11. 出现【另存为】对话框，浏览并选择 13.1.1 节设置的模块路径，然后输入文

件名称“osc1.mdd”。 
12. 单击 按钮。 

提示：一般模块名称与设计名称相同，尽量使用短的模块名称，并不要与设计中的网络名称冲突。 

13. 选择【File】/【Exit】命令退出 Allegro。 

13.1.4  创建逻辑重用符号 

如果 PCB 设计有变更就需要反标原理图，直到原理图和 PCB 同步为止。然后再使用

Concept HDL 创建逻辑重用符号，此符号在后面的原理图中会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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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逻辑重用符号 
1.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启动 Concept HDL。 
2. 选择【Tools】/【Generate View】命令，出现【Genview】对话框，如图 13-26

所示。 

 
图13-26   【Genview】对话框 

3. 确 认 【 Source 】 栏 选 择 了 【 Lib.Cell:View 】 选 项 ， 文 本 框 内 显 示 为

“myreuse_lib.OSC:SCH_1”。如果不是单击 按钮进行设置。 
4. 确认【Destination】栏的【View】下拉列表显示为“sym_1”，【Type】下拉列

表显示为“SYMBOL”。 
5. 单击 按钮，弹出【Genview】对话框提示符号创建成功。 
6. 单击 按钮。 
7. 单击 按钮退出对话框。 
8. 选择【File】/【Exit】命令退出 Concept HDL。 
通过上面的操作已经完成了原理图和 PCB 模块的创建，下面讲解如何重用这些模块。 

13.2  重用模块 
首先创建一个顶层的层次原理图，调用已经设计好的模块，然后打包设计到 PCB，在

PCB 中调用模块。 

13.2.1  创建一个顶层的层次原理图 

本节首先创建一个新设计 mb，然后将所需的元件和模块调进原理图，完成一个顶层的

层次原理图设计，在原理图中将调用 13.1.4 节创建的符号，原理图参考文件位于本书配套光

盘的“\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2\worklib\mb\”目录，原理图的 PDF 文档参见本书配

套光盘的“\cadencelab\datasheet\sch.pdf”文件。创建的层次原理图如图 13-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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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7   层次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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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顶层的层次原理图 
1.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选择【Tools】/【Setup】命令，启动【Project Setup】对话

框，如图 13-28 所示。 

 
图13-28   【Project Setup】对话框 

2. 在【Design】栏输入设计名称“mb”。 
3. 单击 按钮退出【Project Setup】对话框。 
4. 进入 Concept HDL，参考图 13-14 将“ic”库中的元件“MPC860”和模块

“MEMORY”调出。 
5. 双击“MEMORY”符号，查看“MEMORY”符号内容，选择【File】/【Edit 

Hierarchy】/【Ascend】命令返回。 
6. 将“myreuse_lib”库中的模块“OSC”调出。 
7. 再将“discrete”库中的“CAPACITOR”调出，记住在【Physical Part Filter】

对话框中选择“0.01uF”和“10uF”的元件。 
8. 选择菜单命令【Text】 /【Attributes】，选择“ 0.01 uF”的电容，弹出

【Attributes】对话框，如图 13-29 所示。 

 
图13-29   【Attributes】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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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Name】栏找到“SIZE”属性，在【Value】栏输入“10”。 
10. 按照第 8、9 步的方法给“10uF”的电容设置“SIZE”属性值为“5”。 
11. 将“mystd”库中的“GND”和“VDD3_3”调出。在调“GND”和“VDD 

3_3”时可能会弹出【Component Browser】对话框，提示调用了一个没有封装

属性的元件，单击 按钮即可。 
12. 选择【Wire】/【Draw】命令将线连接好。 
13. 选择【Wire】/【Signal Name】命令，按照图 13-27 所示添加信号名。 
14. 单击 图标，如果出现【Constraint Manager】提示框，单击 按钮，

出现【Concept HDL】提示框，单击 按钮，启动约束管理器。 
15. 单击 按钮。 
16. 在约束管理器界面单击【Net】下面的工作簿【Routing】，再单击工作表

【Min/Max Propagation Delay】。 
17. 在右边工作表区域找到网络“EXTAL”和“XTAL”，在【Prop】栏下面的

【Max】栏内分别输入“400mil”，如图 13-30 所示。 

 
图13-30   约束的输入 

18. 选择【File】/【Save】命令。 
19. 在 Concept HDL 界面选择【File】/【Save】保存原理图。 
20. 选择【File】/【Exit】退出 Concept HDL。 

13.2.2  打包设计到 PCB 

本节将完成打包设计“mb”，以便给元件指定参考编号，同时输出 PCB 文件 
“mb_unplaced.brd”。 

“mb.brd”的文件与“osc.brd”文件的模板必须保持一致，比如叠层等信息，否则无法在主设

计中调入模块“osc.mdd”。也可以通过导出和导入 techfile 的方法来实现技术要求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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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设计到 PCB 
1. 在项目管理器界面选择【Tools】/【Design Sync】/【Export Physical】命令。 
2. 选择【Package Design】选项，将【Package Option】设置为“Preserve”，单击

按钮，启动【Packager Setup】对话框。 
3. 单击【Subdesign】选项卡，单击【Force Subdesign】栏的 按钮，弹出

【Add Subdesign】对话框。 
4. 在【Design Name】栏输入“osc”，单击 按钮。 
5. 单击 按钮，回到【Export Physical】对话框。 
6. 单 击 【 Input Board 】 文 本 框 后 面 的 按 钮 ， 选 择 参 考 路 径

“ \cadencelab\cadencelibrary\pcblib\pcbtemplate ” 下 的  PCB 模 板 文 件

“pcbtemplate2.brd”。 
7. 注意查看在【Electrical Constraints】栏自动选择了“Export Change only”选

项。 
8. 在【Output Board】文本框输入“mb_unplaced.brd”，如图 13-31 所示。 

 

图13-31   【Export Physical】对话框 

9. 单击 按钮开始打包，如果打包不成功，请查看焊盘和封装的路径设

置是否正确。 
10. 打包完成后出现【Design Sync】对话框，提示成功打包，是否查看结果，单

击 按钮，打包完成。 

13.2.3  在 PCB 中调用模块 

本节介绍如何在 Allegro 中调入 PCB 模块。 

在 PCB 中调用模块 
1. 进入 Allegro，打开 PCB 文件“mb_unplaced.brd”。 
2. 选择【Place】/【Manually】命令，启动【Placement】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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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Module instances】前边的+图标展开，如图 13-32 所示。 

 
图13-32   【Placement】对话框 

4. 选择【OSC/OSC_1】，放置 PCB 模块，如图 13-33 所示。 
5. 单击【Components by refdes】前边的+图标，参考图 13-33 所示放置其他元

件。注意在调出模块时，需要旋转方向，方法和旋转元件相同，单击右键，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Rotate】命令即可。 

 
图13-33   放置 PCB 模块 

6. 元件放置完成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 
7. 选择【File】/【Save As】命令，输入文件名“mb_placed.brd”。 
8. 单击 按钮保存文件。 

13.3  利用约束管理器在原理图和 PCB 之间同步约束 
在前面章节已经对约束管理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于如何从原理图传送电子约束到

PCB 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本节介绍如何在 PCB 中查看从原理图中传递过来的约束，以及

如何从 PCB 传送约束到原理图。 
PCB 创建之后已经附带了所有的约束，在设计过程中可能出现原理图约束有改动的现

象，而同时 PCB 上的约束可能也有改动，这种情况下原理图和 PCB 就没有保持同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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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面两种模式传递变更的约束。 
• 重写当前的约束。 

当从原理图传递变更到 PCB，设计同步会用原理图中的约束将 PCB 文件中的

电子约束全部重写。 
当从 PCB 传递到原理图，设计同步会用 PCB 中的约束重写原理图中的约束。 

• 仅传递变更的约束。 
当从原理图传递变更到 PCB，设计同步仅重写 PCB 中在上次传递之后原理图

中变更的约束。 
当从 PCB 传递到原理图，设计同步仅重写原理图中上次传递之后 PCB 中变更

的约束。 

13.3.1  在 Allegro 中查看、修改和添加约束 

约束管理器是与 Concept HDL 和 Allegro 集成在一起的。PCB 工程师可以在 Allegro 中

启动约束管理器来查看从原理图中获取的约束，除了查看，还可以进行以下工作： 
• 在 PCB 中设置相关的布局和走线的约束； 
• 如果发现 PCB 上走线无法满足约束时，可以更新原理图中传递的约束； 
• 分析不同约束的值； 
• 输出分析结果，方便原理图设计者可以在约束管理器中查看有没有冲突。 
下面的练习将在 Allegro 中启动约束管理器，查看网络 EXTAL 和 XTAL 的约束，并重

新 编 辑 此 网 络 的 约 束 。 本 节 的 练 习 文 件 请 参 考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的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3”目录。 

在 Allegro 中查看和、修改和添加约束 
1. 在【Project Manager】界面打开设计项目“allegrolab3.cpm”，单击 图标，进

入 Allegro 界面，打开 PCB 文件“mb_placed.brd”。 
2. 选择【Setup】/【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命令，启动约束管理器，注

意标题栏显示“connected to PCB Design Expert 15.0”。 
3. 在工作表选择区双击【Net】下面的【Routing】工作簿，打开【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面板，查找网络 EXTAL 和 XTAL 并查看网络属性，如图

13-34 所示。 

 
图13-34   网络 EXTAL 和 XTAL 属性显示 

(1) 如果【Actual】栏显示为黄色，将鼠标放在黄色显示区域，查看状态栏内容提

示为“DRC ananlysis mode is not ON”（分析模式没有打开），选择



  利用约束管理器在原理图和 PCB 之间同步约束 

 371

【Analyze】/【Analysis Mode】命令，启动【Analysis Modes】对话框，如图

13-35 所示。将【Propagation delay】的模式设置为“On”。 

 
图13-35   【Analysis Modes】对话框 

(2) 如果【Actual】栏显示为红色，说明违背了上述约束。XTAL 网络违背了约束

值。 
4. 改 变 网 络 XTAL 的 【 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 】 的 【 Max 】 值 为

“700mil”，可以观察到【Actual】栏变为绿色。 
5. 查找网络 CLKOUT，并修改【Prop Delay】的【Max】值为 200mil。【Actual】

栏显示为红色，显然不能满足约束条件。 
6. 在 Allegro 中调整电阻 R1 的布局，使其靠近 MPC860 的管脚放置，要求管脚

间距小于 200mil。 
7. 回到约束管理器查看 CLKOUT 的【Actual】栏已经变为绿色。 
8. 可以试着给 CLKOUTB 添加【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的【Max】约束值

为“1000mil”，查看结果。 
9. 回到 Allegro 界面，选择【File】/【Save】命令。 
10.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确认覆盖原文件。 
11. 在约束管理器中选择【Analyze】/【Analyze】命令，查看是否有冲突发生。 
12. 选择【File】/【Export】/【Analysis results】命令，弹出【Export Actuals】对

话框。 
13. 在【文件名】栏输入文件名，单击 按钮输出约束结果，文件后缀

为.acf。 
到“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3\worklib\mb\physical”路径下面查找刚才保存的.acf

文件，打开查看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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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在原理图中导入并查看约束 

在 PCB 上修改的约束需要导入原理图中，可以通过原理图的导入功能来实现将物理信

息传递到原理图中。下面的练习将从原理图中启动导入对话框，导入物理设计信息，并在原

理图中查看导入的约束信息。 

在原理图中导入和查看约束 
1. 进入 Concept HDL，选择【File】/【Import Physical】命令，打开【Import 

Physical】对话框，如图 13-36 所示。 

 
图13-36   【Import Physical】对话框 

2. 选 择 【 Generate Feedback Files 】 选 项 。 在 【 Allegro Board 】 选 择

“C:\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3\worklib\mb\physical”路径中的 PCB 文件

“mb_placed.brd”，将要从此文件中读入约束。 
3. 注意缺省选择了【Import changes only】选项，意即仅导入变更的部分。 
4. 确认选择了【Backannotate Schematic】选项。 
5. 单击 按钮，弹出【Design Sync】对话框，如图 13-37 所示，提示打

包执行完毕，有 ECO。 

 
图13-37   【Design Sync】对话框 

6. 单击 按钮，弹出【Design Sync】对话框，提示成功导入。 
7. 再单击 按钮。 
8. 启动约束管理器，查看网络 XTAL、EXTAL 和 CLKOUT 的【Min/Max 

Propogation Delays】的属性值。 
9. 回到原理图界面，选择【Text】/【Attribute】命令，然后单击网络 XTAL 查看

网络属性，如图 13-38 所示，传输延迟属性名称为 PROPAGATION_DELAY，

并且属性的【Net Value】已经变为 700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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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8   XTAL 的【Attributes】对话框 

10. 将网络 XTAL 的属性 PROPAGATION_DELAY 和值设置为显示，注意显示的

内容为“$PROPAGATION_DELAY=?”。 
11. 查看网络 EXTAL 的属性，传输延迟属性名称为 PROPAGATION_DELAY，并

且属性的【Net Value】已经为 700mil。 
12. 将网络 EXTAL 的属性 PROPAGATION_DELAY 和值设置为显示。 
13. 查 看 网 络 CLKOUT 的 属 性 ， 增 加 了 传 输 延 迟 属 性 名 称 为

PROPAGATION_DELAY，属性的【Net Value】为 200mil，如图 13-39 所示。 

 
图13-39   CLKOUT 的【Attributes】对话框 

14. 将网络 CLKOUT 的属性 MAX_PROPAGATION 设置为显示。 
15. 单击 按钮。 
16. 选择【Tools】/【Constraints】/【Update Schematic】命令。 
17. 单击 按钮，确认保存。 
18. 查看网络 EXTAL、XTAL 和 CLKOUT 的约束显示区域，如图 13-40 所示。 

 
图13-40   网络 RXTAL、XTAL 和 CLKOUT 的约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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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用原理图中的约束重写 PCB 中的约束 

在 Allegro 中启动约束管理器修改网络 CLKOUT 的约束，然后再在原理图约束管理器

中变更 EXTAL 的约束，再用原理图中的约束重写 PCB 的约束。 

用原理图中的约束重写 PCB 中的约束 
1. 在 Allegro 中启动约束管理器。 
2. 打开【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的工作表。 
3. 查找网络 CLKOUT，并设置【Prop Delay】的【Max】值为 300mil。 
4. 单击 Allegro 窗口，选择【 File】 / 【 Save As】命令，输入文件名称

“mb_placed_1.brd”。 
5. 单击 按钮保存文件。 
6. 选择【File】/【Exit】命令退出 Allegro。 
7. 进入 Concept HDL 界面，启动约束管理器。 
8. 在工作表选择区双击【Net】下面的【Routing】工作簿，打开【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面板，查找网络 EXTAL 和 XTAL 并查看网络属性。 
9. 改变网络 EXTAL 的【 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 】的【 Max 】值为

“600mil” 
10.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 
11. 回到 Concept HDL 界面，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 
12. 选择【File】/【Export Physical】命令，启动【Export Physical】对话框。 
13. 选择“mb_placed_1.brd”作为输入和输出文件。 
14. 在【Electrical Constraints】栏选择【Overwrite current constraints】选项，如图

13-41 所示。 

 

图13-41   【Export Physical】对话框设置 

15. 单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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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单击 按钮。 
17. 启动 Allegro，选择【Setup】/【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命令启动约

束管理器。 
18. 打开【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的工作表。 
19. 查找网络 CLKOUT，并查看【Prop Delay】的【Max】值已经被改为 200mil。 
20. 查看网络 EXTAL 的【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的【Max】值也被改为

“600mil”，如图 13-42 所示。 

 
图13-42   【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工作表已经被更改 

13.3.4  约束管理器的其他功能 

在上面的练习中观察了约束的同步过程，下面介绍 PCB 中约束管理器的特有功能。 

一、 【Tools】/【Options】命令 

在约束管理器中选择【Tools】/【Options】命令，打开【Options】对话框，如图 13-43
所示。 

 
图13-43   【Options】对话框 

• Automatic topology update：缺省是选择的，控制如何应用拓扑相关的约束。当

设计变更或者最初参考的约束变更时，控制应用拓扑相关的约束。当选择时，

约束管理器随着设计变更会更新约束；当不选择时，需要执行【Tools】/
【Update Topology】命令来更新变更。如果从不选择变为选择，约束管理器提

示一个确认信息是否用更新的拓扑来更新网络的信息。通常当设计变更频繁时

和参考比较复杂的 ECSets 时，不希望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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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p up etch when mapping topology：缺省是不选择的，控制当重新应用 ECSet
和网络的 schedule 变更时是否移走走线和过孔。 

• Overwrite existing constraints：缺省是不选择的，控制当重新应用 ECSet 时，

ECSet 中的约束是否覆盖已经存在的网络的相关约束。当使用【Audit】 /
【Topology Properties】命令移植 14.0 的设计时，一定要选择【Overwrite 
existing constraints】选项，可以确保完全覆盖 14.0 的拓扑样本。 

二、 【Tools】/【Update Topology】命令 

在导入拓扑文件后，使用此命令来应用更新的拓扑模板，如果在图 13-43 中选

择了【 Automatic topology update】选项，就不用执行此命令。 

三、 【Tools】/【Uprev Topology】命令 

如果存在拓扑文件版本比设计中的 ECSets 的版本高，使用此命令自动导入拓

扑 文 件 。 初 始 的 模 板 搜 索 路 径 在 环 境 变 量 中 利 用

TOPOLOGY_TEMPLATE_PATH 来指定。 

13.4  自动和交互布线 
在完成上述原理图设计和 PCB 布局之后，下面开始 PCB 布线，布线采用交互和自动布

线技术。参考示例见本书配套光盘的“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2”目录。 

13.4.1  叠层的设置 

一般在布线之前要做好物理规则的设置，比如线宽、线距、叠层等的设置，如果有阻抗

要求还要进行阻抗的计算。如果给网络设置了阻抗约束，Allegro 在布线时会遵守约束规则

走线，前提是叠层要设置正确。关于叠层的设置可以在 SPECCTRQuest（仿真工具）中设

置，也可以利用 Allegro 中的【Tools】/【Setup Advisor】命令设置，一般此命令用于 Signal 
Explorer 提取拓扑时使用，可以利用其进行叠层材料和参数的设置。还可以在 Allegro 界面

输入命令行“Define lyrstack”来设置。 

设置叠层 
1. 在 Allegro 界面打开“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2\worklib\mb\physical”目

录下的 mb_placed.brd 文件。 
2. 在命令窗口输入命令“Define lyrstack”，进入【Layout Cross Section】对话

框，在此对话框可以查看和编辑叠层材料、厚度、阻抗等信息，如图 13-44 所

示。 
3. 更改 D1 介质的厚度，阻抗值会自动计算变更。 
4. 设置完参数（在设置值时注意单位的选择）后单击 按钮。 
观察图 13-44，在右下角有一个模式选择单选框，缺省选择为差分模式。选择不同的模

式，列标题有些差别，改变某些属性值，会重新计算其他的属性值。具体每列的内容描述参

见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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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4   【Layout Cross Section】对话框 

表 13-1                          叠层横截面工作表的描述 

列标题 描述 

Etch Subclass 代表板截面中的指定的层 

Type 
每种类型层都有对应的颜色，有以下几种层可以选择：SURFACE（白色）、CONDUCTOR 
（黄色）、DIELECTRIC（绿色）、PLANE（红色）、BONDING WIRE（黄色），线宽、阻抗、介

电常数和屏蔽层都依赖于以上类型的设置 

Material 可以从下拉列表的缺省材料中选择，缺省材料都保存在 materials.dat 文件中 

Thickness 设置当前层的厚度值。可以通过【Analyze】/【SI/EMI Sim】/【Audit】/【Design Audit】命

令查看层的厚度值及其他参数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为当前层指定电导率 

Dielectric Constant 介电常数 

Loss Tangent 为选择的介质层设置介质损耗 

Shield 指定选择的平面层作为屏蔽层 

Line Width 指定走线线宽，如果线宽改变，阻抗值会重新计算 

Impedance 设置走线的阻抗，如果阻抗值改变，线宽会自动重新计算 

Total Thickness 板上所有层的厚度，如果 Thickness 值改变，此值会随之改变 

Stripline Layer Dielectric 
指定带状线层介质材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下面两个选项：Determined Automatically
（根据相邻的介质层来决定使用的材料类型）和 Custom Value（使用用户在此栏的 Dielectric 
Constant 和 Loss Tangent 栏指定的介质材料类型） 

Dielectric Constant 为 Stripline Layer Dielectric 栏的介质材料指定介电常数 

Loss Tangent 为 Stripline Layer Dielectric 栏的介质材料指定介电损耗 

Differential Mode 选择或者不选择差分模式 

Differential Coupling Type 指定耦合类型，有 3 个选项：None 仅是用于 BONDING_WIRE 类型，EDGE 是用于同一层的

两条走线的耦合，BROADSIDE 是用于不同层的两条走线的耦合 

Differential Spacing 指定线间距或者层间距 

Differential Impedance 指定选择层的差分阻抗，同样改变阻抗值会提示是变更线宽还是变更线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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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自动和交互布线 

在进行原理图设计和仿真之后开始 PCB 布线，首先将约束加入约束管理器，并查看约

束管理器中约束的内容，然后进入 SPECCTRA 进行自动布线。本节的练习请参考配套光盘

中的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4”目录。 

13.4.2.1  导入和查看约束 
在 PCB 设计开始之前，可能需要将某些约束导入 PCB，并查看布局是否与这些约束冲

突，如果有冲突就需要调整布局，或者修改约束。 

导入和查看约束 
1. 启动 Allegro，打开“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4\mb_unrouted.brd”文

件，选择【File】/【Save As】命令，另存为“mb_routed1.brd”文件。 
2. 查看网络 A<0>的鼠线拓扑结构，如图 13-45 所示。 

 
图13-45   网络 A<0>的鼠线连接 

3. 选择【Setup】/【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命令，启动约束管理器。 
4. 在工作表选择区，单击【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下面的【All Constraints】工

作簿，查看有两个 ECSets，其中一个名称为 “A<0>”，设置的约束值如表

13-2 所示。 

表 13-2                               网络 A<0>约束 

约束 值 网络 备注 

Verify Schedule Yes A<0>  
Topology 

Schedule Daisy-chain A<0>  

Wiring Stub Length 200mil A<0>  

Target 50ohm CLKOUT  
Impedance 

Tolerance 5ohm CLKOUT  

5. 在工作表选择区，双击【Net】下面的【Routing】工作簿，单击【Wiring】工

作表。 
6. 查看总线 A 和 D 都加了约束集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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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Allegro 界面选择【Display】/【Blank Rats】/【All】命令，不显示所有的鼠

线。 
8. 选择【Display】/【Show Rats】/【Nets】命令，显示所有鼠线。 
9. 在控制栏单击 按钮，弹出【Find by Name or Property】对话框。 
10. 在【Object Type】下拉列表中选择“Net”。 
11. 选择网络 CLKOUT 和 CLKOUTB，然后单击 按钮。查看网络的鼠线

连接，如图 13-46 所示。 

 

图13-46   网络 CLKOUT 和 CLKOUTB 的鼠线连接 

12. 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one】命令。 
13. 在约束管理器界面选择【File】/【Import】/【Electrical Csets】命令，弹出

【 Import Electrical CSets 】对话框，选择“ CLKOUT.top ”文件，单击

按钮。“CLKOUT.top”文件是在 SigXp 工具中经过仿真得到的拓扑

文件。 
14. 查看约束管理器工作表选择区【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下面的【All 

Constraints】工作簿已经增加了一个约束名为“CLOCK”的约束。 
15. 单击【Net】下面的【Wiring】工作表。 
16. 右键单击网络 CLKOUT，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lectrical CSets References】

命令，弹出【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对话框，如图 13-47 所示。 

 
图13-47   【Electrical CSet References】对话框 

17.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CLK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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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单击 按钮，弹出【Electrical CSet Apply Information】对话框，显示

相关信息。 
19. 单击 按钮。 
20. 在 Allegro 界面查看网络 CLKOUT 和 CLKOUTB 的鼠线拓扑结构，如图 13-48

所示，拓扑结构已经改变。 

 
图13-48   网络 CLKOUT 的鼠线拓扑结构 

21. 回到约束管理器，查看网络 CLKOUT 的约束值，参见表 13-3。 

表 13-3                                  CLKOUT 约束 

约束 值 网络 备注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LKOUT  

Verify Schedule Yes CLKOUT  Topology 

Schedule TEMPLATE CLKOUT  

Max Exposed Length 400mil CLKOUT  
Wiring 

Max Parallel 2000.00:6.00:4000.00:8.00:60
00:10.00 CLKOUT  

Target 50ohm CLKOUT  
Impedance 

Tolerance 5ohm CLKOUT  

 200 mil R1.2:NET.T.1 T 是 T 节点 Propagation 
Delay  200 mil U1.W3:R1.1  

Scope Local NET.T.1:D1.38, 
NET.T.1:D2.38 Local 意思是网络内部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Delta:Tolerance 0 mil:200 mil NET.T.1:D1.38, 

NET.T.1:D2.38  

22. 查看网络有没有与约束冲突。 
23. 在 Allegro 界面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 

13.4.2.2  自动布线 
在约束全部导入 PCB 之后，开始进行自动布线。自动布线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

手工在菜单上选择命令一步步进行，另外一种就是通过运行 DO 文件，自动执行自动布线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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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面提供了一些自动布线的基本方法，供参考学习，但是自动布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

程，需要不断地实践，掌握更多的设计技巧，才能使自动布线的结果令人满意。 
自动布线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布局； 
• 扇出； 
• 预布线； 
• 关键网络布线； 
• 自动布线； 
• 后处理。 
在布局之后首先进行器件的管脚扇出，扇出结果的好坏往往决定 PCB 的布通率。所谓

预布线即采用多种策略来进行 PCB 的自动布线，看看何种策略布通率高，比如通过工具观

察布线密集度高的部分，调整布局，调整布线层的走线方向等等。在确定自动布线策略之后

即开始自动布线，自动布线完成之后将线倒角或者进行修线处理。从一些实践经验来看，设

计中有 4 个或更多信号层时使用自动布线对设计有很大帮助，只有 1 个或 2 个信号层时最好

不要使用自动布线。 

交互自动布线 
1. 在 Allegro 中打开配套光盘“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4\worklib\mb\physical”

目录下的 mb_unrouted_1.brd”文件。 
2. 选择【File】/【Save As】命令，另存为“mb_routed2.brd”文件。 
3. 选择【Route】/【SPECCTRA Editor】命令，进入自动布线器。 
4. 选择【View】/【Guides】/【Off】命令。 
5. 选择【Select】/【Components】/【Sel Comp Mode】命令，单击 U1。 
6. 选择【Autoroute】/【Pre Route】/【Fanout】命令，弹出【Fanout】对话框，

如图 13-49 所示。 

 
图13-49   【Fanout】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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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按钮，执行扇出。 
8. 选择【Edit】/【[Un] Protect】/【Wires By Net】命令，弹出【[Un] Protect 

Wires By Net】对话框，如图 13-50 所示。 

 
图13-50   【[Un] Protect Wires By Net】对话框 

9. 单击 按钮。 
10. 再单击 按钮，将刚才扇出的过孔和走线保护起来，走线高亮显示。 
11. 选择【Select】/【Components】/【Sel Comp Mode】命令，单击 D1 和 D2。 
12. 回到【Fanout】对话框，选择【Wire(s) between vias:】选项，含义是过孔的间

距要允许穿过一条走线，设置此选项的目的是给以后的自动布线留出走线通

道，如图 13-51 所示。 
13. 单击 按钮，开始扇出。 
14. 选择【 Autoroute 】 / 【 Post Route 】 / 【 [Un]Miter Corners 】命令，弹出

【[Un]Miter Corners】对话框，如图 13-52 所示。 

 
图13-51   【Fanout】对话框 图13-52   【[Un]Miter Corners】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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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单击 按钮，将走线倒角。 
16. 选择【Edit】/【[Un] Protect】/【Wires By Net】命令，弹出【[Un] Protect 

Wires By Net】对话框，单击 按钮。 
17. 再单击 按钮。 
18. 选择【Select】/【Component】/【Unselect All】命令。 
19. 选择【Select】/【Vias for Routing】/【Unselect All】命令，不选择过孔。 
20. 打开【Fanout】对话框，在右下脚的【Sharing】栏选择【Share Vias】选项，

在【Max. share Count】栏输入过孔数“2”。 
21. 单击 按钮，开始扇出。 
22. 选择【 Autoroute 】 / 【 Post Route 】 / 【 [Un]Miter Corners 】命令，弹出

【[Un]Miter Corners】对话框。 
23. 单击 按钮，将走线倒角。 
24. 选择【Edit】/【[Un] Protect】/【Wires By Net】命令，弹出【[Un] Protect 

Wires By Net】对话框，单击 按钮。 
25. 再单击 按钮。 
26. 选择【View】/【Visit】命令进入【Visit】对话框，如图 13-53 所示。 
27. 在对话框中单击【SMD】选项卡，选择【SMD Pads Without Fanouts】选项，

查看没有扇出的管脚，然后手工将未扇出的管脚扇出。也可以通过【View】/
【Highlight】/【SMD Pads Without Fanout】命令将未扇出的管脚高亮来找出未

扇出的管脚。 
28. 将扇出不好的管脚手工进行修改。如图 13-54 所示，由于布局原因，导致扇出

效果不理想。 

 
图13-53   【Visit】对话框 图13-54   不好的布局导致不好的扇出 

29. 修改完之后，选择【Edit】/【[Un] Protect】/【Wires By Net】命令，弹出

【[Un] Protect Wires By Net】对话框，单击 按钮。 
30. 再单击 按钮。 
31. 选择【File】/【Write】/【Session】命令。 
32. 单击 按钮，将扇出的文件保存。 
33. 选择【File】/【Quit】命令。 
34. 单击 按钮，回到 Allegro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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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文件。 
下面开始进行自动布线，一般在进行整个 PCB 的布线之前会首先将重要的信号先进行

布线，然后再自动布其他的走线。 

 

一般进行自动布线操作时，需要反复测试走线策略。保存扇出的文件，方便以后在测试布线或

者走线时重新调用扇出的走线，而不用删除走线，从而使得操作步骤简化。也可以防止将扇出

的文件破坏而前功尽弃，这种策略在自动布线阶段也会常常用到。另外，进行自动布线时，如

果 PCB 走线密度比较高，一定要将所有的管脚都扇出，保证自动布线时预留有足够的走线空

间，不会造成无处放置过孔的现象。 
36. 在 Allegro 的命令窗口输入“set spif_force_virtual_pin_position on”命令。否则

在进入 SPECCTRA 编辑器之后 T 点的位置会改变。 
37. 选择【Route】/【SPECCTRA Editor】命令，进入自动布线器。 
38. 选择【Select】/【Nets】/【By List】命令，弹出【[Un]Select Nets】对话框。 
39. 在【Nets】栏选择网络“CLKOUT”和“CLKOUTB”。 
40. 单击 按钮，可以看到网络“CLKOUT”和“CLKOUTB”已经被高亮。 
41. 选择【Autoroute】 /【Route】命令，弹出【AutoRoute】对话框，单击

按钮，开始自动布线选择的网络。也可以采用手工方式布线，布线

完成检查是否有约束冲突。 
42. 选择【Select】/【Nets】/【Unselect All】命令。 
43. 选择【Edit】/【[Un] Protect】/【Wires By Net】命令。 
44. 单击 按钮。 
45. 再单击 按钮。 
46. 选择【File】/【Write】/【Wires】命令，将文件保存。 
47. 选择【Autoroute】 /【Route】命令，弹出【AutoRoute】对话框，单击

按钮，开始自动布线。 
48. 布线完成后选择【Autoroute】/【Post Route】/【[Un]Miter Corners】命令，弹

出【[Un]Miter Corners】对话框。 
49. 单击 按钮，将走线倒角。有需要的话再进行修线。 
50. 选择【File】/【Write】/【Session】命令，输入文件名称“mb_routed.ses”。 
51. 选择【File】/【Quit】命令。 
52. 单击 按钮，回到 Allegro 界面。 
53.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文件。 

13.4.2.3  利用 DO 文件进行自动布线 
上一节介绍了自动布线操作，下面将通过运行 DO 文件来自动完成布线，采用 DO 文件

来进行自动布线，效率更高。前面介绍过，DO 文件中的命令基本都可以从菜单中获得，可

以从 SPECCTRA 的命令窗口获得 DO 文件命令。 

利用 DO 文件进行自动布线 
1. 回到 Allegro 界面，打开“mb_unrounted_1.brd”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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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File】/【Save As】命令，另存为“mb_routed3.brd”文件。 
3. 选择【Route】/【SPECCTRA Editor】命令，进入自动布线器。 
4. 选择【File】/【Execute Do File】命令，弹出【Execute Do File】对话框，如图

13-55 所示。 

 
图13-55   【Execute Do File】对话框 

5. 单 击 按 钮 ， 弹 出 【 打 开 】 对 话 框 ， 查 找 DO 文 件

“\cadencelab\allegrolab\allegrolab4\worklib\mb\physical\fanout.do”。 
6. 单击 按钮。 
7. 回到【Execute Do File】对话框，单击 按钮，开始执行 DO 文件。 
8. 弹出报告窗口，显示“first fanout the GBA U1 then soft protect”。查看 BGA 的

扇出效果。 
9. 单击 按钮，继续执行 DO 文件。 
10. 弹出报告窗口，显示“fanout the SOP then soft protect”。查看 SOP 器件的扇出

效果。 
11. 单击 按钮，继续执行 DO 文件。 
12. 弹出报告窗口，显示“fanout the DISCRETE then soft protect”。可能会弹出

【SPECCTRA】警告窗口，提示没有可以使用的过孔，单击 按钮即可。 
13. 单击 按钮，继续执行 DO 文件。 
14. 弹出报告窗口，显示“NO FANOUT REPORT”。 
15. 选择【View】/【Visit】命令进入【Visit】对话框。 
16. 在对话框中单击【SMD】选项卡，选择【SMD Pads Without Fanouts】选项，

查看没有扇出的管脚，然后手工将未扇出的管脚扇出。也可以通过【View】/
【Highlight】/【SMD Pads Without Fanout】命令将未扇出的管脚高亮来找出未

扇出的管脚。显示“Please check SMD Pads Without Fanouts”。手工将未扇出

的管脚扇出并修改走线。 
17. 选择【File】/【Write】/【Wires】命令，将扇出的文件保存。 
18. 在进行整个 PCB 的走线之前，一般先手工或者有选择地自动布线重要的信

号，比如网络 CLKOUT 和 CLKOUTB。下面开始执行自动布线的 DO 文件。 
19. 选择【File】/【Execute Do File】命令，弹出【Execute Do File】对话框。 
20. 单击 按钮，查找 DO 文件“route.do”。 
21. 单击 按钮，打开“route.do”文件。 
22. 单击 按钮，开始执行 DO 文件。 
23. 走线完成后选择【 File】 /【Write】 /【 Session】命令，输入文件名称

“mb_routed.ses”。 
24. 选择【File】/【Quit】命令，单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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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 Allegro 界面，选择【File】/【Save As】命令。 
26. 输入文件名称“mb_routed3.brd”，单击 按钮。 
在自动布线完成后再进行修线等工作。在本练习路径下面还提供了一个 DO 文件

“autoroute.do”，这个 DO 文件将多个过程集合在一个 DO 文件中。读者可以试着执行 DO
文件进行练习。 

13.4.3  检查布线结果 

在布线完成时一定要检查是否有布线冲突，可以在 Allegro 中执行【Tools】/【Update 
DRC】命令来检查物理冲突，还可以打开约束管理器来查看约束冲突。 

检查布线结果 
1. 在 Allegro 界面打开“mb_routedb.brd”文件。 
2. 选择【Setup】/【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命令，启动约束管理器。 
3. 单击【Net】下面的【Routing】工作簿，单击【Relative Propogation Delay】工

作表，查看网络“CLOCKOUTB”的约束结果。 
4. 查看网络“CLOCKOUTB”的【Relative Propogation Delay】的【Actual】和

【Margin】的值，看是否有冲突发生。 
5. 再查看其他的约束值，如果显示为红色，说明发生了冲突。 
6. 回到 Allegro 界面，调整有冲突的网络走线，使其满足约束要求。 
7. 选择【File】/【Save】命令保存文件。 
8. 选择【File】/【Exit】命令退出。 

13.5  小结 
本章对设计重用和约束驱动的高速 PCB 设计进行了详细介绍。主要讨论了层次化、模

块化的设计方法，同时对利用约束管理器进行设计同步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于 PCB 特有

的约束管理器的功能进行了简单介绍，最后详细介绍了自动布线的设计方法和流程。 

13.6  习题 
1. 熟悉使用 Cadence 设计重用的设计方法和流程。 
2. 熟悉利用约束管理器进行设计同步的方法。 
3. 简述自动布线的基本步骤及注意事项。 
4. 简述扇出的基本步骤及策略。 
5. 试着修改 DO 文件来改变走线策略。 
 



附录  

F.1  Allegro 的菜单、键入命令和命令解释 

一、 【File】菜单 

表 F-1                          【File】菜单下的命令 

【Fil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New】 new 建立新文件 

/【Open】 open 打开文件 

/【Save】 save 存储文件 

/【Save as】 save as 文件另存 

/【Create symbol】 create symbol 生成符号（*.psm、*.bsm、*.ssm、*.osm）文件 

/【Import】/【Logic】 netin param 输入逻辑文件 

/【Import】/【Artwork】 load photoplot 输入光绘文件 

/【Import】/【Stream】 load stream 从 GDSII 流文件提取数据生成一个设计文件 

/【Import】/【IPF】 load plot 在打印数据之前查看打印文件内容 

/【Import】/【DXF】 dxf in 显示 DXF 对话框，并执行 dxf2a 程序 

/【Import】/【IDF】 idf in 此命令可将结构设计组中信息转换为板外框和器件放置信息 

/【Import】/【IFF】 iff in 将 IFF 格式文件转换为设计文件 

/【Import】/【SPECCTRA】 specctra in  将一个 SPECCTRA 的.ses 文件的数据输入或翻译到设计文件中 

/【Import】/【PADS】 pads in 将 PADS ASCII 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Allegro 设计文件 

/【Import】/【PCAD】 pcad in 将 PCAD PDIF 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Allegro 数据文件 

/【Import】/【Sub-Drawing】 clppaste 从 clipboard 文件将一个设计元素粘贴到设计或图中 

/【Import】/【Techfile】 techfile in 显示对话框并将输入的技术文件加到设计中。技术文件是一个由用

户定义的包含有参数和约束数据的 ASCII 文件 

/【Import】/【Active Times】 signal atimes 显示对话框，将时序数据加载到设计数据库 

/【Import】/【Placement】 plctxt in 此命令允许设计者使用另一个设计中定义了器件位置和角度的 ASCII
文本文件在新的设计中放置器件 

/【Import】/【Annotations】 annotation in 此命令允许从打开的 Allegro 线路板输入包含有 MANUFACTURING
层/MARKUP 子类信息的 ASCII.txt 文件 

/【Export】/【Logic】 feedback 将 Allrgro 板中的逻辑信息输出到另一个文件中 

/【Export】/【Netlist 
w/Properties】 

netout 显示对话框，此对话框可生成含有当前设计中引脚和网络属性的网

表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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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Fil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Export】/【IPF】 creat plot 从当前设计中生成打印文件和控制文件 

/【Export】/【DXF】 dxf out 从一个 Allegro 的.brd 文件输出结构设计数据到 ASCII 格式的 DXF 文

件中 

/【Export】/【IDF】 idf out 此命令可从设计图中输出作为 SDRC 和 PTC 系统输入的设计数据 

/【Export】/【SPECCTRA】 specctra_out 此命令从设计数据库中输出数据到 SPECCTRA 

/【Export】/【Sub-Drawing】 clpcopy 此命令将设计中的目标图示复制为.clp 文件，以供其他设计使用 

/【Export】/【Libraries】 dlib 从一个现有的 Allegro 设计文件中将 Allegro 的库元素写入当前的路径 

/【Export】/【Techfile】 techfile out 从设计中生成技术文件 

/【Export】/【Placement】 plctxt out 此命令产生一个 ASCII 文本文件，place_txt.txt，它含有现有设计中所

放置元件的位置和角度信息 

/【Export】/【Annotations】 annotation out 此命令输出一个 ASCII 文本文件它包含当前板中 Manufacture 层和子

类信息 

/【Export】/【InterComm】 icm_out 输出 intercomm 文本（.bri）文件 

/【Export】/【IPC 356】 ipc356 out 在当前工作路径下产生一个扩展名为.ipc 的文件 

/【Export】/【ODB ++ 
inside】 

odb_out 将数据库信息输出到 Valor ODB++数据库，ODB++格式包含所有的

CAD/EDA 数据库，以及装配和生产数据 

/【Viewlog】 viewlog 此命令使设计者可查看诸如 Autoroute、NC Drill 等命令执行时自动生

成的 log 文件 

/【File Viewer】 无对应键入命令 文件浏览器，可查看后缀为.log、.txt、.rpt、.dat 的文件 

/【Plot Setup】 plot setup 打印机设定 

/【Plot Preview】 plot preview 打印预览 

/【Plot】 plot 打印 

/【Properties】 file_property 此命令可使设计者在文件属性对话框中设定一个随机的密码，此密码

使数据库锁定并被保护 

/【Change Editor】 toolswap 此命令可使设计者改变当前工作的产品工具类型 

/【Script】 script 此命令记录了连续的操作 

/【Exit】 exit 退出 

二、 【Edit】菜单 

表 F-2                         【Edit】菜单下的命令 

【Edit】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Move】 move 移动设计对象 

/【Copy】 copy 复制设计对象 

/【Mirror】 mirroe 将设计对象定位到板子的另一面 

/【Spin】 spin 选中目标对象围绕定义的点旋转 

/【Change】 change 在设计中改变目标对象的一些属性，如线宽、文字大小、定义的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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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Delete】 delete 从设计中删除设计对象 

/【Z-Copy】 zcopy shape 此命令可使设计者在同一位置上将一个填充区域或封闭的多边形予以

复制并添加到不同的类或子类 

/【Split Plane】/【Parameters】 split plane param 此命令为同一层覆铜层分割设定参数 

/【Split Plane】/【Create】 split plane creat 此命令在指定的铜层下生成分离的覆铜层 

/【Vertex】 vertex 此命令对现有的线段加拐点 

/【Delete Vertex】 delete vertex 删除线段的拐点 

/【Text】 text edit 编辑文字 

/【Groups】 groupedit 此命令可选择任意的数据库对象将其集中到一个指定的数据库中 

/【Properties】 property edit 编辑属性 

三、 【View】菜单 

表 F-3                        【View】菜单下的命令 

  【View】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Zoom By Points】 zoom point 画面显示鼠标选择的矩形区域 

/【Zoom Fit】 zoom fit 此命令使整个板子 大地显示在画面中 

/【Zoom In】 zoom in 画面放大 

/【Zoom Out】 zoom out 画面缩小 

/【Zoom World】 zoom world 此命令显示定义的设计区域 

/【Zoom Center】 zoom center 此命令将定义的点作为画面的中心点 

/【Zoom Previous】 zoom previous 查看前一画面 

/【Color View Save】 colorview creat 生成或改变颜色控制显示设置 

/【Color View Restore Last】 colorview restore 当前设计中恢复前一个颜色显示设置 

/【Refresh】 无对应命令 刷新显示 

/【Customization】/【Display】 display param 定义控制栏的显示方式 

/【Customization】/【Toolbar】 无对应命令 定义工具栏的显示 

四、 【Add】菜单 

表 F-4                         【Add】菜单下的命令 

  【Add】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Line】 add line 添加线段 

/【Arc w/Radius】 add rarc 以定义半径方式添加弧线 

/【3pt Arc】 add arc 以定义三点方式添加弧线 

/【Circle】 add circle 添加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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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Rectangle】 add rect 添加一个未填充的矩形区域 

/【Frectangle】 add frect 添加一个填充的矩形区域 

/【Text】 add text 添加文字 

五、 【Display】菜单 

表 F-5                         【Display】菜单下的命令 

【Display】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Color/Visibility】 color 显示颜色管理控制界面 

/【Color Priority】 color priority 显示颜色优先级顺序 

/【Element】 show element 显示所选对象的属性 

/【Measure】 show measure 显示测量信息 

/【Parasitic】 show parasitic 显示所选对象的电气参数 

/【Property】 show property 显示属性 

/【Highlight】 hilight 高亮对象 

/【Dehighlight】 dehilight 关闭高亮 

/【Show Rats】/【All】 rats all 显示所有鼠线或导线 

/【Show Rats】/【Components】 rats components 显示某一元件的鼠线或导线 

/【Show Rats】/【Net】 rats net 显示某一网络的鼠线或导线 

/【Blank Rats】/【All】 unrats all 将所有鼠线或导线消隐 

/【Blank Rats】/【Components】 unrats components 将某一元件的鼠线或导线消隐 

/【Blank Rats】/【Net】 unrats net 将某一网络的鼠线或导线消隐 

六、 【Setup】菜单 

表 F-6                         【Setup】菜单下的命令 

【Setup】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Drawing Size】 drawing param 设定作图参数 

/【Drawing Options】 status 设定作图选项 

/【Text Sizes】 define text 定义文字的尺寸 

/【Grids】 define grid 定义网格 

/【Subclasses】 define subclass 定义子类 

/【Cross－section】 define xsection 设计者可用此命令在对话框中增添或删除板层并改变每一层的设定值 

/【Vias】/【Define B/B Via】 define bbvia 定义埋盲孔 

/【Vias】/【Auto Define B/B Via】 auto define 
bbvia 自动定义埋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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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Constraints】 cns 定义约束 

/【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 

cmgr 打开约束管理器，在其显示的数据表中可创建或修改设计中使用的电

气约束 

/【Property Definitions】 define property 定义属性 

/【Define Lists】 define list 显示对话框并可生成所选网络名、位号等文字的文件列表 

/【Areas】/【Package Keepin】 keepin package 设定允许放置区域 

/【Areas】/【Package Keepout】 keepout package 设定禁止放置区域 

/【Areas】/【Package Height】 package height 设定封装高度区域 

/【Areas】/【Route Keepin】 keepin router 设定允许布线区域 

/【Areas】/【Route Keepout】 keepout router 设定禁止布线区域 

/【Areas】/【Via Keepout】 keepout via 设定禁止过孔区域 

/【Areas】/【Probe Keepout】 keepout probe 设定禁止测试点区域 

/【Areas】/【Gloss Keepout】 keepout gloss 设定禁止平滑区域 

/【Areas】/【Photoplot Outline】 keepin photo 设定光绘文件的外框，此外框定义了光绘数据文件的界限 

/【User Preferences】 enved 显示用户参数对话框，并可在此对话框中直接设定或清除环境变量 

七、 【Shape】菜单 

表 F-7                         【Shape】菜单下的命令 

【Shap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Polygon】 shape add 添加多边形的填充区域 

/【Rectangular】 shape add rect 添加矩形的填充区域 

/【Circular】 shape add circle 添加圆形的填充区域 

/【Manual Void】/【Polygon】 shape void polygon 在填充区域中生成非填充多边形 

/【Select Shape or Void】 shape select 对于选择的巨形填充区域予以编辑可改变其大小 

/【Manual Void】/
【Rectangular】 

shape void rectangle 在填充区域中生成非填充矩形 

/【Manual Void】/【Circular】 shape void circle  在填充区域中生成非填充圆形 

/【Manual Void】/【Delete】 shape void delete 在填充区域中删除非填充区域 

/【Manual Void】/【Element】 shape void element 对位于静态铜箔填充区域内的引脚或过孔使其自动生成非填充型的

避让区域 

/【Manual Void】/【Move】 shape void move 在填充区域中移动非填充几何形 

/【Manual Void】/【Copy】 shape void copy 在填充区域中复制非填充几何形 

/【Edit Boundary】 shape edit boundary 在填充区域重新定义其外部边界或其内部非填充区域的边界 

/【Delete Islands】 island delete 删除无网络连接的孤岛铜箔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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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Change Shape Type】 shape change type 将覆铜区域从动态改变为静态或反之 

/【Merge Shapes】 shape merge shapes 合并重叠的具有同一网络名的填充区域 

/【Check】 shape check 对填充的覆铜层进行检查 

/【Compose Shape】 compose shape 将一组线段或弧线转变为填充区域 

/【Decompose Shape】 decompose shape 删除前一命令中产生的填充区域外形线段 

/【Global Dynamic Params】 shape global param 显示对话框，可设定所有动态填充区域的参数 

八、 【Logic】菜单 

表 F-8                         【Logic】菜单下的命令 

【Logic】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Net Logic】 net logic 在设计中对网络进行交互式修改和编辑 

/【Net Schedule】 net schedule 此命令允许设计者对网络的布线拓扑结构进行调整 

/【Assign Differential Pair】 diff pairs 定义差分线对 

/【Identify DC Nets】 identify nets 此命令将网络定义为直流工作方式 

/【Assign RefDes】 assign refdes 此命令可将参考位号赋给封装器件 

/【Auto Rename RefDes】/
【Rename】 

rename param 此命令可对器件位号以指定的方式重新排序命名 

/【Auto Rename RefDes】/
【Design】 

rename area design 此命令以单步操作方式在设计中对每一个元件自动重命名 

/【Auto Rename RefDes】/
【Room】 

rename area room 此命令可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对元件重命名 

/【Auto Rename RefDes】/
【Window】 

rename area 
window 此命令可在一个斜对角指定的区域对元件重命名 

/【Auto Rename RefDes】/【List】 rename area list 弹出 LIST AREA 窗显示并列出当前重命名的方式及其区域 

/【Change Parts】 partedit 此命令可将选择的器件改为另一器件 

/【Part Logic】 partlogic 此命令可查看和编辑器件列表 

/【Terminator Assignment】 ecl param 显示设定 ECL 属性的对话框 

九、 【Place】菜单 

表 F-9                         【Place】菜单下的命令 

【Plac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Manually】 place manual 手动方式放置器件 

/【Quickplace】 quickplace 快速放置器件 

/【SPECCTRA】 specctra 转到 SPECCTRA 

/【Autoplace】/【Insight】 place insight 显示 Insight对话框，在此对话框可设定确定 佳自动布局参数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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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Autoplace】/【Parameters】 place param 显示自动布局对话框，在此对话框可设定控制自动布局的参数以

及在自动方式下运行自动布局 

/【Autoplace】/【Top Grids】 place set topgrid 此命令在设计板的 BOARD GEOMETRY/SUBSTRATE 
GEOMETRY 类中生成 PLACE_GRID_TOP 子类的栅格点 

/【Autoplace】/【Bottom Grids】 place set 
bottomgrid 

此命令在设计板的 BOARD GEOMETRY/SUBSTRATE 
GEOMETRY 类中生成 PLACE_GRID_BOTTOM 子类的栅格点 

/【Autoplace】/【Design】 place area design 将自动布局模式设为 PLACE WITHIN BOARD，并将布局区域设

为 package keepin，然后在交互模式下运行自动布局 

/【Autoplace】/【Room】 place area room 此命令使设计者定义一个区域，在此区域内自动放置器件。此区

域必须位于 package keepin 内 

/【Autoplace】/【Window】 place area window 此命令使设计者定义一个窗口区域，在此区域内自动放置器件。

此区域必须位于 package keepin 内 

/【Autoplace】/【List】 place area list 弹出 LIST AREA 窗显示当前可自动放置器件的有效区域 

/【Interactive】 place interactive 此命令在交互式模式下自动放置器件 

/【Swap】/【Pins】 swap pins 相互交换引脚 

/【Swap】/【Functions】 swap function 相互交换功能块 

/【Swap】/【Components】 swap components 相互交换元件 

/【Autoswap】/【Parameters】 swap param 此命令显示自动交换对话框，它可建立控制自动交换的参数并运

行自动交换功能 

/【Autoswap】/【Design】 swap area design 此命令将 package keepin 内的区域定义为自动交换区域 

/【Autoswap】/【Room】 swap area room 此命令将让设计者输入一个 room 的名字并将区域作为自动交换区

域 

/【Autoswap】/【Window】 swap area window 此命令可 高定义 16 个在设计中用于交换的窗口区域 

/【Autoswap】/【List】 swap area list 弹出 LIST AREA 窗显示设计中可用于自动交换的有效区域 

/【Update Symbols】 refresh symbol  刷新器件封装 

/【Replace SQ Temporary】/
【Devices】 

replace 
temp_device  

显示对话框，此对话框可更新在 SPECCTRAQuest 产生的任何临

时器件 

/【Replace SQ Temporary】/
【Symbols】 

replace 
temp_symbols  

显示对话框，此对话框可更新在 SPECCTRAQuest 产生的任何临

时封装 

十、 【Route】菜单 

表 F-10                         【Route】菜单下的命令 

【Rout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Connect】 add connect 添加连线 

/【Slide】 slide 线段推挤 

/【Custom Smooth】 custom Smooth 根据在【Options】面板设定的参数优化选择的连线或线段 

/【Router Checks】 specctra check 此命令对当前的设计予以布线检查，其目的是在运行 SPECCTRA
前发现可能存在的布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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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Fanout by Pick】 fanout_by_pick 此命令用于表面贴元器件的扇出功能 

/【Route Net(s) by Pick】 route_by_pick 在设计中选定指定的网络或元件进行自动连线 

/【Elongation by Pick】 elong_by_pick 此命令用于将有长度限制的连线布成蛇行线 

/【Route Automatic】 auto_route 对板中的所有连线和器件通过 SPECCTRA 自动布线器进行自动布线 

/【SPECCTRA Editor】 specctra 此命令将目前的布线界面转到 SPECCTRA 自动布线器中 

/【Miter by Pick】 miter by pick 将 90°弯角的连线变成 45°弯角连线 

/【Unmiter by Pick】 unmiter by pick 将 45°弯角的连线变成 90°弯角连线 

/【Gloss】/【Parameters】 gloss param 显示平滑控制对话框，确定需要平滑的项目 

/【Gloss】/【Design】 gloss area design 选择允许布线区定义的区域 

/【Gloss】/【Room】 gloss area room 指定一个需要平滑的封闭区域 

/【Gloss】/【Window】 gloss area window 用鼠标定义一个需要平滑的封闭斜对角矩形区域 

/【Gloss】/【Highlight】 gloss area highlight 此命令可单独选择网络或器件用于平滑 

/【Gloss】/【List】 gloss area list 弹出 LIST AREA 显示窗显示用于自动平滑的所选区域 

十一、 【Analyze】菜单 

表 F-11                         【Analyze】菜单下的命令 

【Analyz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SI/EMI Sim】/【Initialize】 signal init 此命令显示信号分析初始化对话框，用于定义系统设置和仿真模型 

/【SI/EMI Sim】/【Library】 signal library 此命令显示信号分析库浏览器 

/【SI/EMI Sim】/【Model】 signal model 此命令显示信号模型分配对话框，用于向器件、引脚分配模型 

/【SI/EMI Sim】/【Model 
Dump/Refresh】 

signal model 
refresh 此命令对选择的设计或库中的器件模型进行确认和来源管理操作 

/【SI/EMI Sim】/【Preferences】 signal prefs 此命令显示分析参数选择对话框 

/【SI/EMI Sim】 / 【Audit】/
【Design Audit】 

signal audit 对设计和设定的仿真工具予以核查并核实所有引用的库是否可用 

/【SI/EMI Sim】 / 【Audit】 /
【Net Audit】 

signal audit net 核查选定的网络和网络列表确定网络是否正确设定并核实引用的

库和模型是否可用 

/【SI/EMI Sim】 / 【Audit】 /
【Audit One Library】 

signal lib audit 此命令打开文件浏览器，从中可访问设计模型库文件 

/【SI/EMI Sim】 / 【Audit】 /
【Audit List of Libraries】 

signal libs audit 此命令打开文件浏览器，从中可访问包含设计模型库文件名的列

表文件 

/【SI/EMI Sim】/【Probe】 signal probe 此命令显示信号分析对话框，在此可选择网络以及驱动器-接收器

组合进行信号完整性和 EMI 辐射仿真分析 

/【SI/EMI Sim】/【Xtalk Table】 signal xtalktable 显示信号分析串扰表对话框，用于产生和显示串扰表 

/【EMI Rule Checker】 emcontrol 显示 EMC 规则检查对话框，且能通过运行 EMC 控制系统重复地

检查设计中预设规则所存在 EMI 问题 



  Allegro 的菜单、键入命令和命令解释 

 395

十二、 【Manufacture】菜单 

表 F-12                         【Manufacture】菜单下的命令 

【Manufactur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Dimension/Draft】/
【Parameters】 

draft param 显示对话框，让设计者指定采用的标注标准 

/【Dimension/Draft】/【LineFont】 linefont 指定标注的线形 

/【Dimension/Draft】/【Linear 
Dim】 

dimension linear 生成线性尺寸 

/【Dimension/Draft】/【Datum 
Dim】 

dimension datum 标注坐标尺寸 

/【Dimension/Draft】/【Angular 
Dim】 

dimension angular 标注角度尺寸 

/【Dimension/Draft】/【Leader 
Lines】 

leader only 加指引箭头 

/【Dimension/Draft】/【Diametral 
Leader】 

leader diametral 标注直径 

/【Dimension/Draft】/【Radial 
Leader】 

leader radial 标注半径 

/【Dimension/Draft】/【Balloon 
Leader】 

leader balloon 标注序号 

/【Dimension/Draft】/【Chamfer 
Leader】 

leader chamfer 标注导角 

/【Dimension/Draft】/
【Chamfer】 

draft chamfer 导角 

/【Dimension/Draft】/【Fillet】 draft fillet 导圆角 

/【Dimension/Draft】/【Create 
Detail】 

create detail 产生局部放大 

/【Artwork】 film param 出现 Artwork 控制表对话框，在此对话框可设定胶片选项并产生

光绘文件 

/【Stream Out】 stream out 将设计转为 GDSII 数据流格式 

/【NC】/【Drill Parameters】 ncdrill param 显示 NC DRILL 对话框，在此对话框可定义数字控制钻孔程序的

操作特性 

/【NC】/【Drill Legend】 ncdill legend 生成钻孔图 

/【NC】/【Drill Tape】 nctape_full 生成钻带文件 

/【NC】/【Route】 ncroute 生成用于 NC router 的纸带文件 

/【Cut Marks】 Cut marks 显示 Cut Marks 选项框，此选项框可在线路板外框线的拐角处定

义并增加切割标记。 

/【DFA Check】 dfa 显示 DFA 对话框，可设定约束并运行指定的检查 

/【Create Coupons】 create coupons 显示对话框，可定义并选择所生成的试样类型 

/【Silkscreen】 silkscreen param 此命令指定丝印的操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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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Manufacture】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Testprep】/【Automatic】 testprep automatic 自动加测试点 

/【Testprep】/【Manual】 testprep manual 手动加测试点 

/【Testprep】/【Properties】 testprep property 对单个网络和封装增加与测试点相关的属性 

/【Testprep】/【Fix/unfix 
testpoints】 

testprep fix 测试点加锁/解锁 

/【Testprep】 /【Create 
FIXTURE】 

testprep 
createfixtire 

生成静态的 FIXTURE_TOP 和 FIXTURE_BOTTOM 的子集，并将

PROBE_TOP 和 PROBE_BOTTOM 的子集信息复制给生成的子集 

/【Testprep】/【Create NC drill 
data】 

testprep ncdrill 将测试点位置标记输出到 NC 文件 

/【Variants】/【Create Assembly 
Drawing】 

variant assembly 显示对话框，可设定用于生成装配图的选项 

/【Variants】/【Create Bill of 
Materials】 

variant bom 显示对话框，可设定用于生成元件材料表的选项 

十三、 【Tools】菜单 

表 F-13                         【Tools】菜单下的命令 

【Tools】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Create Module】 creat module 生成模块 

/【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padeditdb 修改设计中使用的焊盘 

/【Padstack】/【Modify Library 
Padstack】 

padeditlib 修改设计中库中的焊盘 

/【Padstack】/【Replace】 replace padstack 焊盘替代 

/【Padstack】/【Group Edit】 mulpadedit 修改个别的焊盘形状 

/【Padstack】/【Refresh】 Refresh padstack 焊盘刷新 

/【Pad】/【Boundary】 editpad boundary 改变焊盘的边界 

/【Pad】/【Restore】 editpad restore 将派生焊盘恢复为原来焊盘 

/【Pad】/【Restore ALL】 editpad restore all 将所有的派生焊盘恢复为原来焊盘 

/【Derive Connectivity】 derive connectivity 设定在 GerBer 文件转化时改善精确度的选项 

/【Reports】 reports 生成报告 

/【Technology File Compare】 techfile compare 技术文件比较 

/【Setup Advisor】 setup advisor 显示 Database Setup Advisor，可将拓扑提取到 Signal Explorer 

/【Database Check】 dbdoctor 数据库检查 

/【Update DRC】 drc update 更新 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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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Help】菜单 

表 F-14                         【Hellp】菜单下的命令 

【Help】菜单 键入命令 注释 

/【Allegro Help】 cdsdoc 显示 Allegro 帮助文件 

/【What’new】  显示帮助文件提示新版本的新功能 

/【Migration Guide】  显示帮助文件并列出版本升级的历史 

/【Manuls】/【command 
refenrence】 

cdsdoc 显示命令帮助并可查阅命令解释 

/【Manuls】/【User Guide】  显示用户指南文件并可查阅设计过程中相关命令的解释 

/【Manuls】/【Properties 
Reference】 

 显示 Allegro 中定义的所有属性及解释 

/【Manuls】/【Documentation 
Roadmap】 

 列出帮助文件的相关条目的解释 

/【Manuls】/【Constraint 
Manager】 

 约束管理器的用户指南 

/【Web resources】/
【CadencePCB.com】 

 连接到 Cadencepcb 网页 

/【Web resource】/【Sourcelink】  连接到 Cadence 公司的 sourcelink 网页 

/【Web resource】/【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连接到 Cadence 公司的 sourcelink 网页可查阅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Web resource】/【Education 
Services】 

 连接到 Cadencepcb 网页可获得相关的教育服务 

/【About Allegro expert】  显示版本信息 

F.2  中英文术语对照表 

• A 
Accuracy：精确度 
Active Devices：有源器件 
Add：添加 
Alias：缩写名 
Allegro：在 Cadence 中特指 PCB 设计程序 
Anti-pad：负片焊盘 
Aperture：光圈 
Arc：弧线 
Area Optimization：区域优化 
Artwork：光绘 
Aspect ratio：外形的比率 
Automatic Placement：自动放置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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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Routing：自动布线 
Autosave：自动存盘 

• B 
Backannotation：反标 
Begin Layer：顶层 
BGA(Ball Grid Array Package)：球栅阵列封装 
Bi-directional：双向 
Blind Via：盲孔 
Board Geometry：模板 
Bottom：底层 
Boundary：边界 
Buried Resistor：埋阻 
Buried Via：埋孔 
Bus：总线 

• C 
Capacitance：电容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特性阻抗 
Circuit：电路 
Class：类 
Clearance：间距 
Color Palette Selector：调色盘选择器 
Color Editing：颜色编辑 
Color Priority Form：色彩优先表 
Command：命令 
Command Line：命令行 
Component：元件 
Component Pin：元件引脚 
Conductance：电导率 
Conductivity：传导率 
Conductors：导体 
Connection：连接 
Connect Line：连接线 
Console Window：控制命令窗 
Control Panel：控制栏 
Constraint：约束 
Constraint Area：约束区域 
Constraint Set：约束设定 
Construct：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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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ers：转换器 
Crosstalk：串扰 
Cursor：光标 

• D 
Database：数据库 
Data Translators：数据译码器 
Decoupling：去藕 
Default：默认 
Design：设计 
Design Work Window：设计工作视窗 
Device：器件 
Device File：器件文件 
Differential Pair 差分线对 
Dielectric：介质 
Dielectric Constant：介电常数 
Discrete：离散 
Display Area：显示区域 
Display Color：显示颜色 
Distance：距离 
Drawing：作图 
Drawing Grid：作图格点 
DRC：设计规则检查 
DRC Rule Sets：设计规则检查的规则设定 
Drill Symbol：钻孔符号 
Driver：驱动器 
Driver Terminator：驱动器终端 
Dynamic Copper Pour：动态覆铜 

• E 
ECL：射极耦合逻辑 
ECL Net：射极耦合逻辑网络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电磁辐射 
End Layer：底层 
Environment：环境 
Environment Variables：环境变量 
Etch：蚀刻 
ETCH Subclass：布线层 
Execution：执行 
Export：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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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ails：失败 
Failure Rate：错误率 
Fall time：下降时间 
Fanout：扇出 
Fiducial Mark：基准符号 
Fill：填冲 
Filter：过滤器 
Flash：在照相制版中，用标准光圈生成焊盘的过成 
Floorplanning：指定区域放置器件 
Font：字体 
Format Symbol：格式符号 
Function：功能块 
Function Designator：功能块位号 

• G 
Gate array：门阵列 
Gate：门 
Glossing：优化，平滑 
Ground：地，指电路中所有信号电压的测量参考点 
Group：群组 

• H 
Help：帮助 
Highlight：高亮 
High Speed：高速 
Hybrid Circuit：混合电路 

• I 
IC：集成电路 
Impedance：特征阻抗 
Import：导入 
Inductance：电感 
Internal layer：内层 

• K 
Keepin Package：允许布局区域 
Keepout Package：禁止布局区域 

• L 
Layer：层 
Library：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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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负载 
Load terminator：负载终端 
Log：日志 
Lossy：有损耗的 
Lump Load：集总参数负载 

• M 
Manhattan Distance：曼哈顿距离 
Map：映射 
Mask：屏蔽 
Measuring：测量 
Mechanical symbol：结构类（如 PCB 板）器件符号 
Menu Option：菜单选项 
Menu Pop-up：菜单弹出 
Menutool：菜单工具 
Millimeter：毫米 
Move：移动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 

• N 
Nagative：阴板 
NC Drill Data：数控钻孔数据 
Net：网络 
Net Layer Rules：网络层规则 
Netlist：网表 
Noise Immunity：抗扰性 
Noise Margin：噪声容限 

• O 
Object：对象 
Option：选项 
Outline：外框线 
Overshoot：过冲 

• P 
Package geometry：封装器件 
Package symbol：封装符号 
Pad：焊盘（多指表贴焊盘） 
Padstack：焊盘符号（它含有设计图形中每一层焊盘定义的所有数据） 
Palette：调色盘 
Parameters：参数 
Passive devices：无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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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e：粘贴 
Pastemask：钢网开窗 
Path：路径 
Pin Pair：引脚对 
Pin-to-pin Connection：引脚对引脚的连接 
Placement：布局 
Placement Evaluator：布局评估器 
Placement Grid：布局格点 
Plot：打印 
Positive：阳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线路板 
Property：特性 
Pulse：脉冲 

• Q 
QFP(Quad Flat Package)：四边引出扁平封装 
Origin：原点 

• R 
Reference Designator：参考位号，线路板上某一类器件的排序编号 
Reflection：反射 
Reference designator：位号 
Refresh Symbol：刷新器件封装 
Regular Pad：规则焊盘 
Report：报告 
Reuse：设计复用 
Rise time：上升时间 
Regular pad：规则焊盘 
Resistance：阻抗 
Reports：报告 
Room：由用户定义的设计区域，此区域由自动执行的程序分别处理 
Route Keeping：允许布线区 
Route Keepout：禁止布线 
Routing：布线 
Routing Area：布线区域 
Routing Channels：布线通道 
Routing Grid：布线网格 
Routing Layer：布线层 
Routing Subclass：布线子类 
Rules-driven Design：规则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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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cript Files：脚本文件 
Scroll Area：滚动区域 
Scroll Bar：滚动条 
Shape：在 Allegro 中指平面几何形状，可以对其填冲 
SI：信号完整性 
Silkscreen：丝网印刷 
Signal Analysis：信号分析 
Signal Noise：信号噪声 
Size：大小 
Skip：跳越 
SMD Pad：表面贴装器件焊盘 
SMD Pin：表面贴装器件引脚 
Soldermask：阻焊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小尺寸封装 
Source：源，驱动器 
Status Area：状态区域 
Status Message：状态信息 
Stub：短线 
Subclass：子类 
Substrate：基片，衬底 
Subtractive Process：蚀刻过程 
Surface：表面 
Surface-mounted Pin：表面安装引脚 
Swap：交换 
Symbol：器件封装 

• T 
Target：目标 
Technology File：技术文件 
Terminator：终端 
Terminator Assignment：终端设定 
Testpoint：测试点 
Thermal Analysis：热分析 
Thermal-relief Pad：热隔离焊盘 
Thermal Shift：热漂移 
Third Party：第三方 
Through-hole Component：通孔元器件 
Title bar：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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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顶层 
Topology：拓扑 
Transmission Line：传输线 

• U 
User-defined Net：用户定义网络 
User Unit：用户单位 

• V 
Via：过孔 

Via Pitch：过孔中心点间允许 近的间距 
Via Grid：过孔的网格 
Via Keepout：禁放过孔区 
Visibility：显示控制 

• W 
Window：视窗 
Window Cursor：视窗光标 
Wizard：向导 
Work Window：工作视窗 

• X 
XNet：扩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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