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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优势：
■ 易学易用
■ 经验证的PCB设计、分析和验证
技术

■ 准确处理您面临的严峻设计问题

■ 缩短设计时间
■ 完整3D可视化显示、放置和间距
检查

■ 可与MCAD设计环境协同工作

PADS Standard Plus 提供了简单易用的完整桌面设计流程，适用于需要提高生产率的 PCB硬件工程师和 Layout 设计人员。

概述
PADS®个人自动化设计解决方案提供了简单易用的环境，可帮助您化解日常遇到的 PCB 设计挑战。利用 PADS，您不仅
可以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而且还能节省成本。

PADS Standard Plus 面向需要设计流程更为完善且包含高级工具集的独立工程师，其中配备了增强的 Layout和集成式
分析与验证，可全面满足您快速创建高质量 PCB 的一切需求。

简单易用的原理图与Layout转换器可以把您当前工具集（不论是 Allegro®、Altium® Designer、 CADSTAR®、 
OrCAD®、P-CAD® 还是 Protel®）中的库和原理图导入 PADS Standard Plus中。

“ PADS套件是一款直观、小巧却功能强大的EDA设计平台，是工程设计的基石，能帮我们自
下而上快速、高效地拓展业务。PADS符合我们多品种小批量的业务模型。利用PADS，我们
开发了设计复用模块并部署在多个设计级别上，将提供给客户的库存量（SKU）增加了一个
数量级。PADS不仅具有我们设计要求中的设计灵活性，还拓展了我们的客户市场，并为我们
带来了一系列成功，从而帮助我们发展业务并成为业内领先的供应商之一。”

——Rittenhouse Engineering, LLC

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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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图设计 
PADS包含各种系统设计输入和定义功能。直观的项目和
设计导航、完整的层次化支持、启动库以及先进的设计属
性和设计规则管理，可简化原理图输入和定义。针对布局
和布线的完整正向和反向标注，以及与信号完整性的直接
链接，可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和生产率。

PADS中心数据库包含所有设计规则和约束，并提供在线
DRC检查功能。多级层次结构可指导您在直观易 懂的电子
表格用户界面中完成规则的输入过程, 并自动同步更新 
Layout。默认规则、类规则、网络规则、组规则、引脚对
规则、层规则、条件规则和元器件规则均包含在内。高速
PCB设计规则包括差分对规则、匹配长度规则、最大和最
小长度规则以及对DDR拓扑的支持规则（虚拟引脚和关联
网络）。

元器件管理
利用PADS元器件管理，您可以通过一
个电子表格就可以访问所有元器件信
息，而无需担心数据冗余、多个库或
费时的工具管理。PADS通过行业标准
的开放数据库连接（ODBC）轻松地与
公司元器件和MRP数据库集成，

使分散在各地的设计团队能够访问
中心库元器件信息。

借助PADS元器件管理，各数据库可
以保持同步和更新，从而避免了代
价高昂的重新设计和质量问题。否
则，这些问题可能到设计周期的后
期阶段才能被检测出来。

PartQuest™ 
使用PartQuest（网址：https://
partquest.com）研究、识别和购买
适合您设计的元器件，然后将原理
图符号、封装和3D图直接下载到
PADS库。所有无法通过搜索获得的
元器件模型都可以免费构建，并在
24小时内添加到您的库中。

归档管理 
您可以利用PADS为项目数据创建多个备份，并在以后轻松
地检索该数据并进行检查和修改。在不同的应用情形下执
行时(例如,约束管理、仿真和分析、不同的布局选项
等)，PADS会自动创建每个阶段的归档，从而节省时间和
成本，您也不必担心会丢失设计数据。

所有配置的PADS都包含：直观的项目和设计导航、完整的层次化支持，以及先进的
设计属性和设计规则管理。视频工具提示（tooltips）可简化学习过程。

使用图形化视图查看报告以比较差异，轻松生成报告，并添加批注与标记以供以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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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搜索保存库，使用图形化视图快速轻松地查看其中
的内容。使用保存库恢复备份，从现有归档创建新项目，
以及比较多个版本。使用归档搜索、报告生成和比较功
能，改进团队协作。

使用智能化注解轻松地添加注释和信息，智能化注解不但
与特定设计对象关联，还以合理的方式按问题或主题组织
注释。

模拟/混合信号仿真
PADS Standard Plus具有高级电路仿真功能，可对模拟信
号、混合信号和混合技术PCB电路进行全面分析。从PADS 
AMS Cloud导入电路，以驱动仿真和PCB设计，然后使用
功能强大的SPICE和基于VHDL-AMS模型技术，来帮助理
解和验证电路行为。

利用PADS Standard Plus，您还可以探索各种方案，以确
定哪些参数或条件对电路性能影响最大，从而对电路进行
优化。

PADS包含数千种经验证的流行模型，可访问大量外部供应
商库，可导入和转换现有PSpice库，并可利用常见的
SPICE模型生成拖拽符号，以自动创建符号。

PADS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功能
强大，而且足够简单，任何
人都可以使用。即便不是
SI（信号完整性）工程师，也
能够定义布线约束，验证布
线后的电路板、并确保您的
设计目标已经达成。

PADS Standard Plus原理图具有集成的模拟仿真环境，可轻松驱动仿真和PCB布
局，缩短总体设计时间。

PADS Standard Plus利用HyperLynx®技术进行信号完整性分
析，可助您确定布线约束，验证PCB布线。

信号完整性分析
信号完整性分析（SI）是当今电子设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集成电路的快速边沿速率会产生有害的高速效应。即使
是低频运行的PCB设计也会出现诸如过冲、振铃、串扰和时
序等信号失真问题。PADS信号完整性分析与原理图完全集
成，使您能够在设计周期早期进行预布局分析，从而发现关
键问题。在布局完成后、关键网络布线完成后、整板布线完
成后三个重要阶段，我们都可以用HyperLynx SI来进行信
号完整性和时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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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分析 
PADS一项独特的功能——可在早期实现对印刷电路板进行
热分析。布局完成后，您可立即对完成布局、部分完成布
线或全部完成布线的 PCB 设计进行板级别热分析。利用温
度分布图、梯度图和过温图，您可在设计早期解决电路板
和元器件过热问题。PADS会考虑传导、对流和辐射冷却效
应等因素，可助您识别设计中任何潜在的“热区”，并采
取相应措施。

可选功能包括：用于裸片设计的高级封装实用工具、测试
覆盖率审核、借入第三方CAD / CAM工具的IDF接口，以及
ECAD-MCAD协作。

3D可视化和编辑 

PADS Standard Plus为您的布局环境添加了高质量的3D可
视化和编辑功能。利用PADS，您可以对元器件、焊盘、走
线、丝印层、阻焊层等PCB组件进行逼真的可视化显
示。PADS还可以对动态对象同步进行模拟，如此您便可以
3D形式查看PCB，并找出PCB与机械对象的冲突，从而消
除耗时而又代价高昂的错误。

您可以根据您的PCB设计约束，在3D视图中轻松地安装元
器件，进行测量，并运行间隙检查。您可在布局期间使用
DRC在线检查功能，并对整个布局进行DRC批量检查，从
而提高您布局过程的速度和效率。

您只需导入STEP文件即可将3D模型添加到库中，使3D元
器件、外壳和电路板组件易于访问且随时可用。您还可随
时将组件导出为STEP、3D PDF、JPG等格式，让协作和文
件编制简单高效。

您可以在PADS 的3D视图中轻松测量距离和对象间的最小距离，
可测量轴、边、面和点之间的距离。

PADS Standard Plus本身就包含热分析功能。

PCB布局 
PADS提供的高级布局和布线功能节省了大量的设计时间。
将设计规则与实时设计规则检查和双向交互显示结合使
用，可确保电路板符合您的设计规格，从而避免了设计原
型和制造后再进行昂贵的设计更改。  由于PCB采用动态铜
拼板，您可以轻地创建和修改分割和混合平面，以及信号
层上的铜区域。

射频功能包括用于轻松创建共面波导的缝合过孔，以及根
据规则填充包含过孔区域的功能。同时，还支持导入复杂
的射频形状和倒角。

您还可以使用物理设计重用功能，通常在通道设计中复用
已经布局和布线的复杂电路，或复制电路以进行新的设
计，从而节省大量时间。

PADS还包括自动尺寸标注、将DXF直接导入电路板和元器
件编辑器、高级制造验证工具、装配变量功能以及3D显示
和编辑功能。

www.me  nto  rpc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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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DX数据交换文件与您的机械CAD系统进行协作，以
在电气EDA系统和机械CAD系统之间传达设计意图。您可
以预览和考虑设计建议，然后在整个设计过程的任意时间
接受、拒绝对于各项纠正与改善措施的设计建议并提出反
建议。PADS可让您和MCAD设计人员在各自的领域里舒服
地工作，从而实现有效而便捷的协作。

使用PADS，您可以一致且迭代地通过PCB和外壳的3D可
视化直观视图，轻松地在自己的环境中进行协作。与机械
工程师之间保持快速且有效的沟通，您能以较低的开发成
本、更快的速度将产品推向市场。

布线
使用PADS，您可以轻松对所有设计
元素进行交互式布线，包括：仿真、
数字和混合模式。您可对布线进行全
方位的控制，并且可以在正交、对角
和任意角度的样式之间选择。

精密的设计规则可控制走线长度要
求,并简化差分对的交互式布线过
程。直观的图形化监控工具为即时的
可视化验证提供了实时反馈。

您还可以利用经验证的布线算法，在对象或对象组（例如
元器件、层、网络和过孔）之间应用稳健的设计规则和高
级设计约束。

最适合自动布线的操作包括按单个元器件或元器件组执行
扇出和布线。

完成关键网络布线后，您可使用布局后验证功能，分析信
号完整性和时序问题，确保电路板交付生产前符合设计标
准。

PADS Standard Plus可根据PCB设计约束和间距定义，进行3D设计规则检查。

与MCAD进行协作 

PADS Standard Plus可实现电气领域和机械领域的协同。

www.me  nto  rpc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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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功能：PCB高级布局
为缩短设计周期，提高可制造性，PADS增加了PCB高级布
局选件，可提供可测试性设计、自动高速布线和高级封装
等功能。 

高级封装
利用PADS 高级封装工具可大幅缩短
封装设计时间并提高您的 PCB 设计
质量。借助PADS，您可以自动完成
封装设计流程中的多项关键工作，
包括芯片导入、基于规则的焊线设
计以及倒装芯片定义等，从而提高
最终设计的质量。

使用PADS，您可以轻松地设计裸片
元器件并将其摆放在板载芯片(COB) 
和多芯片模块 (MCM)、球栅阵列 
(BGA) 以及芯片级封装 (CSP) 中。

使用各种芯片、芯片标识和布线向
导，您可轻松对单芯片封装进行布线并定义芯片标识。

您可利用高级 PCB 模块对具有高速约束的网络进行自动布线。

可测性设计
PADS可在正常布线阶段自动插入测试点，以优化测试点
的布局。您可以设置焊盘接入规则，以及SMD焊盘的过孔
布置规则，然后利用布线后审查和设计验证检查焊盘。

自动高速布线
您可利用高速自动布线器，对具有长度约束的网络进行自
动布线。可根据定义的约束差分对、最大／最小长度网络
和匹配长度网络快速完成自动布线和验证。 

采用裸片元器件进行设计时，高级封装工具可缩短设计时间。

可选功能：可制造性设计分析（DFMA）
将DFM分析集成到您的PADS®流程，您可最大限度地减少
生产问题，减少每个设计的改版次数，从而缩短产品的上
市周期。

PCB制造商的业务目标与您不同，他们更关注生产速度，
而不太重视质量，因而可能为加快生产而更改设计，而没
有将更改后的设计反馈给您。因此，您应该先确保设计符
合要求且生产就绪，再发送给制造商，这至关重要。

在基于电子表格的编辑器中，对原理图或布局设定设计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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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用户界面 
若您想根据个人的工作方式修改工具，您可使用PADS即时
自定义菜单项、工具栏和快捷键。只需将新图标拖放到新
工具栏或现存工具栏上。自定义用户界面还提供可保存的
工作空间，多位设计人员共享同一台计算机时，可轻松存
储并调出各自喜欢的电路板布局。自定义用户界面甚至还
有编辑环境，可使用Visual Basic（VB）或C ++创建宏观应
用。

为什么选择Mentor？
Mentor是西门子公司旗下的一个业务部门，是电子硬件和
软件设计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电
子，半导体和系统公司提供产品、咨询服务和屡获殊荣的
支持。我们助力公司能够更快、更经济地开发更好的电子
产品。我们为日益复杂的电路板设计和芯片设计领域提供
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工程师克服设计难题。

我们专注于为PADS流程开发强大、易用的功能，助力个人
和小型团队解决当今最棘手的PCB设计难题。正是采用了这
种方法，我们成为了桌面级PCB设计的全球标准，并成为在
EDA客户支持领域唯一五次荣膺STAR大奖的企业。

PADS添加了DFM分析功能，以便您在生产问题出现之前，就能
发现组装和测试问题。

为了保持对设计的控制，你应该在布局期间找到并解决以
下等问题：阻焊细丝、阻焊层暴露的意外覆铜、测试点间
距不当等，这很重要。投产之前对您的PCB布局进行制造
和装配验证，可为您节省资金，并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PADS DFMA包含100多种最常用的制造和组装分析，可轻
松识别导致生产延误的各种问题。关键网络完成布线后，
您还可以使用布局后信号完整性分析检查信号完整性和时
序问题，并确保电路板交付生产前，符合所有设计标准。

公司总部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8005 S.W. Boeckman Road
Wilsonville, Oregon 97070 USA
电话：+1-503-685-7000
传真：+1-503-685-1204

销售和产品信息

电话：+86-21-6101-6301
sales_info@mentor.com

上海

明导（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 号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2 号楼 5 楼
邮编：200127
电话：+86-21-6101-6301
传真：+86-21-5047-1379

台灣

愛爾蘭商明導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 120 號 11 樓
郵編：300
電話：+886-3-513-1000
傳真：+886-3-573-4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