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9 的新增功能—E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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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动态连接器配置

优点

• 增强了动态连接器插入功能，支持图形分段和配对连接
器对。

实现对分段和配对
连接器的理顺和简
化插入。

增强更改测量单位的功能

优点

• 您可以轻松更改首选测量单位。在电线、电缆和制造商零件
的属性中，您可以选择以毫米或英寸为单位显示尺寸。

提供在项目中定义和
更改测量单位的顺畅
和简化方法。

在生成的报表图纸和导出的 PDF 文件中自动生成链接

优点

• 可以为生成的报表添加 BOM/报表零部件的“跳转至”链接。
在管理报表中的链接时，它们在报表图纸中自动生成。
• 您可以导出带有 BOM/报表零部件“跳转至”链接的 PDF 文
件，以导航到生成的 PDF 工程图。

提供顺畅和简化方法
来导航到报表和 PDF
工程图中的 BOM/报
表零部件。

在平展工程图中增强表格、BOM 和文档功能

优点

• 自动生成合适且有组织的平展线路工程图及相关表格。表格
中显示的所有信息（例如 BOM、电路摘要和接头表格）都会
按照原理图的数据显示在平展线路工程图中。

提供了为基于原理图
数据的平展文档创建
表格和文档的顺畅和
简化方法。

SOLIDWORKS Electrical 3D 中的分接头

优点

• 有效使用 SOLIDWORKS® Electrical 原理图中的分接头，利用
通过回路符号来展示在分接头两侧具有相同电位的电路，并
将其添加到 3D 中，使用各种具有有效平展线路功能的自动
传递选项进行传递。

能够在 3D 中使用
原理图驱动的分接
头，可以通过自动
创建表格对其进行
展平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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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固定长度覆盖层

优点

• 在线路段上为不同位置和元素有效创建部分或固定长
度覆盖层。

提供顺畅和简化方法，为缆束和
内联功能创建部分或固定长度覆
盖层，例如电缆套和标号标签（
内联）。

IPC 网络表输出 (SOLIDWORKS PCB)

优点

• IPC 网络表会补充 Gerber 输出，以提供作为制造套
包一部分向印刷电路板 (PCB) 制造商提供的电导率
信息。

由于 Gerber 缺乏连接信息，因
此 IPC 网络表可以帮助电路板
制造商在制造前将用户提供的
Gerber 数据或由 PCB 制造商修
改的 Gerber 数据与 CAD 源设计
进行比较，并确保二者相匹配。

机械驱动的 PCB 放置障碍 (SOLIDWORKS PCB)

优点

• 印刷电路板 (PCB) 上电子部件的任何所需放置限制
都能在 SOLIDWORKS 3D CAD 中进行定义，并通过
SOLIDWORKS PCB Connector 传递给 SOLIDWORKS®
PCB。这些放置限制可应用于 PCB 表面或偏移中，以
方便进行高度限制。任何来自 3D CAD 的放置限制都
会作为放置障碍显示在 SOLIDWORKS PCB 中。

SOLIDWORKS 机械设计师们可以
在设计阶段通过电子方式交流、
进行控制并验证任何所需的放置
限制，这有助于确保正确电路板
和机壳的成型并满足要求，进而
理顺 ECAD-MCAD 工作流程。

支持零部件锁定/固定状态协作及全部 3D 标注反转
更改协作

优点

• 通过 SOLIDWORKS PCB Connector 进行的 ECADMCAD 协作已得到增强，现在支持电子部件锁定/固
定状态的传递，并能将电子部件从 PCB 的一侧反转到
另一侧，并在 Z 轴对该更改进行协作。

为 SOLIDWORKS 机械设计师增
加了额外的功能，现在他们可以
修改电子部件在 SOLIDWORKS
3D CAD 中的位置，并可对电子
部件在所需位置进行更大程度的
控制，以避免在 PCB 布局时发
生意外更改。

铜可视化 (SOLIDWORKS PCB)

优点

• 通过 SOLIDWORKS PCB Connector 进行的 ECAD-CAD
协作已得到增强，现在包含铜元素在 SOLIDWORKS
3D CAD 中 PCB 上的可视化。

在 SOLIDWORKS 3D CAD
中 修 改 电 子 部 件 的 位 置
时，SOLIDWORKS 机械设计师
目前能够看到铜痕和焊盘，这有
助于他们在确定最佳部件位置时
更好地制定决策。

我们的 3DEXPERIENCE 平台为我们服务于 12 个行业领域的品牌应用程序提供了技术驱动，同时提供了一系
列丰富的行业解决方案经验。
3DEXPERIENCE® 公司达索系统为企业和用户提供可持续构想创新产品的虚拟空间。本公司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转变了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支持方式。达
索系统协作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创新，实现了更多通过虚拟世界改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本集团为 140 多个国家/地区、各行各业、不同规模的 220000 多家
客户带来价值。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3ds.com/z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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