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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和维护数据库

这份教材
这份文件中包含了培训模块“如何使用和维护数据库”方面的资料。它不是作为单一的资源来使
用，而是要和手册中的其它模块和资料来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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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和维护数据库

培训模块的目的和内容
目的
这个培训模块，主要是针对担负创建和/或维护公司自己的数据库任务的工程师。在这里，我们会回
顾 PC|SCHEMATIC 数据库程序，以及这个程序的功能，还有如何与 PC|SCHEMATIC Automation 相
互配合。您会学习到：修改区域，导入和导出数据，执行小的 SQL 查询，类似的数据库维护。
这是一个一天的培训模块。

内容
这个课程是关于如何使用和管理 PC|SCHEMATIC 数据库，也包含了以下主题的回顾和练习：


定义：什么是数据库，表格，记录，区域



数据库中的数据和 PC|SCHEMATIC Automation 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 PC|SCHEMATIC 数据库中
o

如何从元件供应商导入数据库

o

创建自己的数据库

o

如何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记录）

o

在选取菜单中调取数据库中的元件

o

使用 SQL 命令来清理和维护数据库

前提
这个培训模块需要的前提条件是，您必须对软件操作，以及 Excel 操作有一定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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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据库
一个数据库中包含了关联到元件的所有信息，这意味着文档是正确和完整的，比如可以创建正确的
清单和标签。当然这需要数据库保持更新。
数据库就是一个结构化的数据收集，比如，元件的范围。它包含表格
表格，表格由很多记录
记录组成，每个
表格
记录
记录又包含有不同属性的不同区域
区域。
区域
下面的数据库是一个电话清单的例子，其中只为清单中新增加的人，输入了邮政编码。因为城镇是
在另一个表格中输入的。区域邮政编码把两个表格绑定在一起（关联数据库）。

PC|SCHEMATIC 数据库 由两个表格组成：


元件，
元件，包含所有已创建的元件的相同记录，这意味着它们都包含相同的区域。对于某些元件
来说，有些区域可以是空的



菜单，包含菜单结构，按照单独的物品类别，对输入的元件进行分组
菜单

元件 表格：


除了其它的，还包含如下显示的区域。可以增加区域的数量。只是要记住，这些区域会应用
于所有元件。分组
分组区域，关联菜单表格。
分组

菜单 表格：


包含物品分组标题。每一个物品分组都有相应的语言描述，比如丹麦文，英文，德文，捷克
文。可以添加更多的物品分组和其它语言描述。元件表格中的区域分组
分组，对应菜单表格中的
分组
区域菜单链接
菜单链接，并把两个表格绑定在一起。
菜单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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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和 PC|SCHEMATIC Automation
PC|SCHEMATIC 数据库是针对 PC|SCHEMATIC Automation 程序的一个工具——需要更新和维护—
—允许一个设计方案包含关联到使用的元件的所有信息。 这样，在完成原理图后，可以自动生成相
关的清单，包括零部件清单和接线端子清单等。
事实上，数据库是一个单独的程序，这意味着在数据库结构中的改变，必须直接在这个程序中操
作，而不是在 PC|SCHEMATIC Automation 中。在 PC|SCHEMATIC Automation 中画原理图时，只是
和数据库建立了一个参考。
这个图形显示了在每一个元件上，数据库中包含的信息：



电气符号



连接数据



机械符号



参考字母



其它信息，价格，供应商，代理商，
等等

数据库设置
安装 PC|SCHEMATIC Automation 时，会自动安装
ELDEMO 数据库。元件表格 (名称 ELDEMO) 被自动选中，
作为数据库表格。安装完成后要使用哪个数据库，可以有很
多选择。但是默认情况下，使用这个数据库。
一般情况下，需要自己选择使用哪个数据库和哪些元件表
格。
所有的数据库功能，比如，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可以在设置
设置
|数据库
数据库|数据库设置
数据库设置中设定。分为以下几个组：
数据库
数据库设置

查看区域
在这里，可以选择在搜索元件时，要显示的区域。以及运行
PC|SCHEMATIC Automation 时，使用的数据库。也可以调
整显示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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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数据
在这里可以选择哪些数据库区域包含所需要的信息。
比如：
 条目号对应 EAN 号
 类型对应类型
类型
 符号对应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
 连接数据对应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参考字母对应参考字母
参考字母
 机械符号对应机械符号
机械符号，或者清单中的其它
机械符号
区域
在 PC|SCHEMATIC Automation 和数据库区域之间建立了链接时，意味着在工作时，这些区域中的信
息会从数据库直接调用。
鼠标停留在符号上时，描述
描述和单位
(如果单位/包装不是 1 时，会显
描述 单位/包装
单位 包装信息，显示在黄色信息框中
包装
示出单位数量)。
这也意味着，在设计方案中手工输入到这些区域中的数据，可以被直接传送到数据库中一个记录的
相应区域。

元件搜索
在这里设定数据库中的默认搜索设置。在标准搜索窗口
中，也可以激活
激活/关闭
核准的/不再使用的
激活 关闭选项“核准的
关闭
核准的 不再使用的”。
不再使用的

数据库菜单
在这里，可以把元件表格和菜单表格链接在一起。
区域菜单链接
菜单链接和分组
菜单链接 分组一般都是组合起来使用。
分组
描述对应分类说明
分类说明。
分类说明

链接别名
链接别名
在这里，可以输入服务器上的文件夹（其中包含数据表
格）路径。记住，在对话框的上方，选择要使用链接别
名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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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数据库更新
有一个功能，允许您更新元件数据，包括符号和连接数据。改变一个元件
的条目号，或者使用这个功能时，会从数据库调取数据。这个功能是非常
重要的，它可以保证所有元件都使用正确的信息。

数据库的路径
在设置
设置|目录
设置 目录中，输入相关数据库的路径。
目录
选择的路径，通常指向网络驱动器上的文件夹。
有管脚数据的记事本文件 (*.pin), 符号选择 (*.pcs) 和电缆
线 (*.cbl) 也必须在这个文件夹中。更多内容，请参考附录
1 和 2.

从数据库调取
从数据库调取符号
调取符号
在电气符号区域中输入符号名称时，数据库必须能从正确
的文件夹中调取符号。文件夹可以被赋予一个别名，并在
设置|目录
目录|显示目录别名
显示目录别名中加以选择。
设置
目录
显示目录别名
在这里，要输入在数据库中显示的有效的符号目录设置。
如果一个符号目录没有包含在别名列表中，则数据库就不
能查找到相应的符号。
别名的顺序，也就是数据库搜索的顺序。这意味着，可以
有几个符号使用相同的名称，但是数据库会选择最先查找
到的符号。

如何核准数据库元件
如果要使用标准“核准的
核准的”作为常规的搜索标准，则需要能核准单独的数据库元件。
核准的
您可以打开每一个元件记录来核准它们，也可以打开只包含核准的元件的一个设计方案。用这种方
法，可以同时核准所有的元件。选择功能
功能|特殊功能
特殊功能|把设计方案中的所有条目在数据库
把设计方案中的所有条目在数据库中
设置为“
功能
特殊功能
把设计方案中的所有条目在数据库
中设置为
“已
核准”
核准”。

PC|SCHEMATIC 数据库
页8

SZ 755-88859921 SH 21-51087906

www.kgs.com.hk

BJ 10-51665105

HK 852-26371886

如何使用和维护数据库

数据库中的符号和连接数据
数据库把符号和元件数据连接在一起，因为数据库中包含了所有符号都需要的区域的数据信息。
所有符号都包含下面的数据区域（见创建符号
创建符号）：
创建符号



符号名称 (K, F, Q 等等) 可以由 参考字母 来控制
符号类型 (元件类型名称) 对应 类型





符号条目号 (元件条目号) 对应 EAN 号
符号功能 (“传送带前进” 等) 对应于在设计方案中输入自由文本
符号参考 会自动显示。如果一个元件包含多个符号，并且“参考”被激活。对于继电器和



PLC 符号，总是激活的。
符号本身，比如符号文件名称，对应于 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

符号的连接点包含下面类型的数据：





连接名称，对应
管脚数据
连接名称
连接功能 (比如 I/O 地址) 可以输入到 管脚数据 区域
连接标签 (“STM1”, “STM2” 等) 可以输入到设计方案中，或者包含在外部的 I/O 文件
连接描述 (比如 “启动电机 1”) 可以输入到设计方案中，或者包含在外部的 I/O 文件

数据库中的电气符号
下面，我们会说明，在数据库中输入不同的数据，相应的选项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对于元
件，符号，连接名称，可选择的符号等方面的选择。所有的输入数据，分别对应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和管脚数
电气符号
管脚数
据。
连接名称的创建如下：
比如，在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区域中输入连接名称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13,14
还可以在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中，使用
[方括号] 来设置连接的功能。比如：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13[IN],14[OUT]
一个元件包含的所有符号，都必须输入到元件的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区域，按照重要程度
电气符号
排序 (第一个最重要)。如果元件包含多个符号，则以分号 “;” 分隔。
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 07-15-01;H7313-02;07-02-01
触点旁边的小数字 “(2)” 是参考文本。
在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区域输入数据，可以改变所有的连接名称。输入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后，连接名称变为可见的。连接名称的顺序，必须和符号对应。每一
个单独的符号的连接名称之间，以分号 “;” 分隔。比如：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A1,A2;1,2,3,4,5,6;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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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数据库中输入可选择的符号。
例子：有激励线圈的继电器和有转换/常开/常闭选项的转换触点。符号以或
或 (|) 分隔。包含可选择的符
号的部分，以 [ ] 框住，# 代表乘法。连接数据必须按照符号的顺序输入。
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
07-15-01;[07-02-04#3|07-02-01#3|07-02-03#3]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A1,A2;12,14,11;22,24,21;32,34,31;14,11;24,21;34,31;12,11;22,2
1;32,31
如果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的内容太长，也可以在一个记事本文件中输入
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的信息，然后在管脚数据区域输入这个文件的名
称。比如， FILE=gadgetdata.pin.
这个 gadgetdata.pin 文件，必须保存在数据库文件夹！
从数据库取出元件时，符号应该像这个样子：

数据库包含元件的数据。数据库可以控制所有其它符号的设置，就像下面看到的一样。
下面的符号，可以通过符号生成器创建出来。(使用符号生成器创建出来的符号，连接
点的名称是可见的。因为这个功能被用来创建当前数据库中没有的特殊元件.) 使连接
名称不可见，但是请注意连接名称的顺序。因为它以后会随着符号被调用。保存 符号
到自己的文件夹 \Own 符号名为 GADGET1.

现在，符号必须作为数据库中的一个元件来使用。
直接在数据库中创建一个元件，使用如下的数据信息：
EAN 号

1122

电气符号

GADGET1

类型

Small gadget

管脚数据

1,2,,,3,4,,,

添加这个元件时，将会如左图显示。这是因为，数据库允许您“关闭”创建的连接
点。实现方法：在分隔连接点的逗号 (,) 之间，不输入任何内容。连接点的数据存在于
管脚数据区域。
管脚数据

可以编辑 GADGET1 符号，来产生三种不同的状态。要创建有状态的符号，必须激活图标 "状态到层
" (看起来像一个阀)。这时会打开层对话框，相关的层也会逐个激活。每一个状态会显示在各自的
层。这样，需要在每一个层添加一个符号。记住，连接点必须被创建在层 0, 另存符号为 GADGET2.
使用 § 标记，选择合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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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使用下面的数据：
EAN 号

1133

电气符号

GADGET2§1

类型

Middle gadget

管脚数据

1,3,,,2,4,,,

添加这个元件时，将会如左图显示。在数据库中，可以输入 "§" ，后面再输入状
态的编号，来选择一个状态。请注意，和前一个元件比较，连接数据改变了。名
称的顺序，和原来的符号相同。
要打开和关闭连接点，以及选择符号状态，数据库本身也可以控制符号类型。也
就是说，如果符号是常规
常规，PLC，接线端子
接线端子，或者
..., 数据库也可以控制连接点的
常规
接线端子
状态，比如输入，或者输出。
这些设置和选项的说明和列表，请参考附录。

数据库中的机械符号
机械符号用于显示面板的外观，以及元件占据多少空间。电气符号和机械符号的区别
是，创建机械符号时，符号名布置在符号的中心，连接名布置在符号的内侧。这样，
符号可以在图纸上紧挨着布置在一起。
有些机械符号创建时，有很多细节图形。连接点布置在合适的位置，元件也易于辨
认。但是，通常创建机械符号时，只是标明它的外部尺寸。比如，元件的尺寸为
40x70 mm. 这个符号的名称就是: #x40mmy70mm.
安装时，数据库中有一个用于机械符号的数据区域 – 机械符号
机械符号。这个数据区域，会连接到机械布置
符号
图页面。可以有多个数据区域用于其它机械符号 – 比如气动元件 – 这样，可以在同一个设计方案中
产生不同种类元件的布置图。布置图页面必须连接到相应的数据区域。创建数据区域的内容，请参
考 21 页。- 改变元件表格。然后可以添加区域到上面提到的列表中。

PC|SCHEMATIC 数据库

SZ 755-88859921 SH 21-51087906

www.kgs.com.hk

BJ 10-51665105 HK 852-26371886

页

如何使用和维护数据库

数据库
数据库包含了关联到元件的电气和机械特性的信息，也有供应商，价格等其它信息。必须使用数据
库来自动生成清单，机械图纸和电气文档。
数据库包含元件的所有 (相关的) 信息。比如：



有连接数据的电气符号
条目号 (EAN 号) 和类型




机械尺寸标注
生产商，供应商，价格，等等

数据库作为 PC|SCHEMATIC Automation 的一个工具
输入快捷键 D 进入数据库，会打
开数据库搜索窗口。
数据库窗口被分割为一些元件
组，品牌 (生产商), 结果窗口和搜
索区域。
这里有过滤器功能。当选择元件
组和/或选择生产商时：元件组会
被展开，显示子组。结果窗口中
也会显示元件。
选中的组的生产商，显示在右
边。
可以选择每一个生产商，这样，相关的元件组会显示在结果窗口。
窗口底部也有不同的搜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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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符号来
选择一个符号来调取
号来调取元件
调取元件
在选取菜单中选择有串联电阻的灯，把它
布置到设计方案中。
不用输入类型和条目号，点击“数据库”
按钮。现在，程序会使用这个符号，并在
数据库中搜索。
结果窗口中会显示出使用这个符号的所有
元件。
双击其中一个记录，灯的类型和条目号会自动作为元件数据。
也可以按下 Ctrl 键，点击选取菜单中的符号来搜索。比如，这样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辅助触点。

搜索 EAN 号或者类型来调取
或者类型来调取元件
调取元件
如果知道了元件的条目号，或者类型的名
称，那么可以直接在搜索区域输入。过滤
器激活时，结果窗口会显示出符合搜索标
准的所有元件。

搜索条目组或者生产商来调取
搜索条目组或者生产商来调取元件
调取元件
上面的方法，适合于您预先知道需
要的元件，或者元件的编号，或者
名称，或者电气符号。
很多时候，您可能只知道元件的类
型或者生产商。
在这里搜索“白炽灯”，就会显示
出结果。您可以看到这里只有一个
生产商。
可以混合多个不同的标准来交叉搜
索。
当需要的元件显示在结果窗口时，
双击它，元件符号/符号会紧接着
显示在迷你选取菜单中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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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电气符号的元件
选择一个白炽灯时，灯的符号会显示在迷你选取菜单中。现在就可以命名和布置它。
灯的类型，条目号，以及连接名称的所有信息，都会从数据库中调用。

有多个电气符号的元件
如果选择了一个包含多个符号的自动开关，会显示出迷你
选取菜单，其中包含这个元件的所有符号。所有符号都包
含正确的连接名称，这样在画图时，就可以自动添加进去
触点的编号，不需要手工输入。
从一个包含多个符号的元件来添加符号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查找这个元件的其它符号。
“显示可用的”功能就是专为此目的设计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一直保持这个窗口打开。
尝试一下… 把线圈布置在图纸上，命名为 K1. 再调取另一个接触器，把线圈布置在图纸上，命名为
K2.
在页面上点击右键，再选择“显示可用窗口”，可以看到两个元件的可用符号。现在会出现一个表
格，显示有可用符号的元件。
在“描述”中搜索“辅助”，可以找到数据库中针对继电器的辅助模块。辅助模块的元件名称必须
和继电器相同，但是条目号不同。

查看记录
可以查看元件数据。在结果窗口中选中一个元件并点击铅笔 (编辑)，会打开这个记录。
这时，可以编辑，删除或添加一个记录。
所有元件都包含附录 3 中列出的的数据区域。见 31 页的供应商数据库结构。
演示数据库会被默认安装。通常情况下，数据库的首要搜索 ID，是 13 位 EAN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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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菜单中的元件
选取菜单中的符号，可以包含元件的条目数据 (用于多个元件)。这样，把符号布置在图纸中时，可以
选择使用。
在符号上点击右键，选择“元件条目数据”，选择“ + ”在列表中创建一个元件。选择“DB”从数
据库调取元件数据。重复此操作，直到所有需要的元件都位于列表中。也可以不在空白行中输入内
容 (只有符号)。
添加了这些信息后，鼠标停留在符号上时，所有的条目数据都会显示出来。如果元件包含多个符
号，比如一个继电器，主要符号 (线圈) 会显示在选取菜单中，其它符号 (触点) 会显示在迷你菜单
中。如果元件包含可以选择的符号，那么选择了需要的符号时，迷你菜单中的另一半可选符号就会
消失。

如何在数据库中创建新元件
在数据库中，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创建元件：




在数据库中直接输入
符号有条目号时，无论有/没有机械符号，直接从图纸中添加到数据库。比如一个元件
从外部数据库导入 (更新)



导入列表文件 (比如 Excel).

下面会一一叙述这几种创建元件的方法。
即使在运行 PC|SCHEMATIC Automation 程序，也可以执行这些操作。只有在改变数据库的结构时，
才需要断开数据库和软件的连接。

如何直接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
如何直接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
如果创建的元件不属于任何一个条目组，按照下列步骤。
按下“D”，打开数据库。
点击“铅笔”按钮，以查看记录模式打开窗口。
点击窗口底部的“ + ”，添加一个新元件。
输入元件要包含的数据。必须在 EAN 区域输入数据，因为我们要使用这个企业作为一个 ID 区域。
所有元件都要有一个唯一的编号 (关键区域) (除了数据库控制的 ID 区域之外)。
关闭窗口，完成输入。接受更新记录的提示。
如果知道元件属于哪一个条目组，可以在条目组区域直接输入相应的值。
如果要布置元件，在数据库窗口中双击这个元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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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原理图中的元件添加到数据库中
可以直接从设计方案添加元件，这是一个快速而容易的方法。有时候您会在设计方案中发现几个新
的元件，而且您需要把它们添加到您自己的数据库中。
在这个练习中，我们要相应地创建包含一个和多个符号的两个元件。

元件“
元件“灯”
在选取菜单中选择符号“有串联电阻的灯”，布置这个符号。指定连接名称为 –P1:1,2.
输入条目号 (112233) 和类型的名称 (lamplight)。布置符号后，在它上面点击右键，再选
择“选择元件”，再选择“功能|数据库|添加到数据库” (快捷键：Shift+Ctrl+D)。这样
会直接把元件添加到数据库，并打开数据库对话框。在 EAN 号 区域输入条目号，在类
类
型区域输入类型的名称，在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区域输入符号的文件名称
(08-10B01) ，在管脚数
管脚数
电气符号
据区域输入连接名称 (1,2)。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所有其它信息。和常规创建元件的方法一样。
如果机械符号是圆的，直径为 20 mm, 那么在机械符号区域输入 “#r10mm”.

元件“
元件“继电器”
继电器”
在图纸上布置元件 K1 的符号，比如这个元件包含 1 线圈，2 常开触点和 2 常闭触
点，还有一个机械符号。在图纸上顺序布置这些符号，这个顺序也会体现在数据库
中。对元件的所有符号指定正确的连接编号 (见下图)。在机械符号
机械符号区域输入右图中
机械符号
显示的文字，可以直接在数据库中创建机械符号。“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把右图
显示的符号布置到一个机械页面，这个页面会调用机械符号
机械符号区域。
机械符号
在其中一个符号上点击右键，再选择“选择名称”。所有相同名称的符号都会被选
中。
点击“DATA”按钮，在对话框中输入下面的内容：
类型: XW4
条目号: 3333.
现在，所有 -K1 符号都具有相同的数据。
在其中一个符号上点击右键，并选择“选择元件”；
再选择“功能|数据库|添加到数据库 (快捷键: Shift+Ctrl+D).
现在，元件在数据库中被创建为一个记录，位于 Blank 文件夹，有条目号，电气符号，连接名称，机
机
械符号区域也会有机械符号。
械符号
提示
打开记录时，如果要修改数据区域的内容，可以使用下拉箭头，查找已有的文本。这样，每次定义
的生产商的名字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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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的 PLC
画 PLC 时，使用数据库会给您提供极大的方便。
可以在数据库中输入基本的 plc 数据。这样，选择了相应的元件时，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添加上去。当
然，您可以在画图时手工输入这些信息。但是，由于 plc 包含了大量的预先编制程序，我们建议，最
好把要使用的 plc 添加到数据库中，以便节省您手工输入的时间。另外，这也会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
的风险。
如果直接从数据库选择 plc, 会出现一个选取菜单，其中包含元件的所有符号。一些 plc 有可选择的符
号，允许您选择大符号或者小符号。另外，数据库中的 (大部分) plc 已经被指定地址了。比如，plc
在地址 0 应该有的地址，都被自动指定了。
程序中有很多计数功能，因为 plc 设计时有这方面的需要和特性。更多细节，请参考附录 (从 27 页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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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数据库
设计方案中包含所使用的元件和其它对象的所有信息。从版本 11 开始，所有的元件数据都会包含在
一个内部数据库中。这样，如果设计方案以这种方式保存时，可以把这个数据以结构化的方式导
出。

内部数据库的设置
在“设置|数据库”中，选择保存在
设计方案文件数据库中的数据区
域。可以选择要保存在设计方案文
件数据库中的数据区域。点击按钮
“从来没有保存的区域”，出现一
个窗口，在这里可以取消选择区
域。
系统区域会连接两个程序。见页 7
的元件数据。

使用“
使用“设计方案元件数据库”
设计方案元件数据库”
在上面的窗口中，可以选择“锁定”设计方案元件数据库。这意味
着，在更新设计方案中的清单时，您要使用这个数据库作为首选数
据库。这是很有用的。改动一个设计方案时，有时候其中包含的元
件，没有在您自己的数据库中。“解锁”意味着，要在您自己的数
据库中查找，并更新清单。那些只存在于设计方案中，没有在您自
己数据库中的元件，在清单中只有空白行（没有列出相对应的内
容）。
但是，如果要添加新元件，仍然需要在您自己的数据库中操作。
设计方案数据库位于“功能|数据库|设计方案元件数据库…”。
包括的区域，可以在设置
设置中选
设置
择。
打开这个数据库时，会显示这个
窗口。可以导出这个数据库，然
后把它导入到另一个数据库中。
或者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数据
库来使用。解锁时，会从自己的
数据库来更新；锁定时，会从设
计方案数据库来更新。在窗口的
底部，会显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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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入数据库更新
导入一个数据库更新，也许是维护数据库时，最常见的工作。第一步，先要断开和数据库的连接。
如果收到信息，有可用的数据库更新，请选择更新。这时，会从主页上下载更新。然后，保存起
来。比如，保存到桌面。



打开数据库
数据库程序
数据库程序
从文件
文件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输入
文件
输入




选择数据库；选择元件表格 (或者包含元件的表格)
选择了我们提供的数据库时，会创建出和原有的数据库相同的区域名称。有相同名称区域中
的数据，会自动对应到“大”的数据库中的相应区域。
选择“EAN 号”作为搜索键，因为它 (基本上) 包含唯一的编号。



不要在 ID 区域输入任何内容，因为它是一个自动区域。
连接并更新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区域可能太“短”。在下一个章节，我们会说明，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

如何把一个 Excel 清单导入到数据库
也可以使用 Excel 文件来更新数据库 (或者其它类型的清单)。使用下面几列，尝试创建一个小的
Excel 清单：条目号，描述，价格。





打开数据库程序
数据库程序
从文件
文件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输入
文件
输入
选择小的 Excel 文件
由于区域名称不匹配，比如，名称不相同，您必须选择每一列要更新哪些区域



另外，选择“EAN 号”作为搜索键

如果没有区域包含条目组，则所有元件都创建在 Blank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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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数据库程序中工作
有时候，执行数据库操作时，需要断开和 PC|SCHEMATIC Automation 的连接。总之，对数据库结构
的更改，以及更改数据库的设置，都要这样做。下面会有一些例子。
创建自己的数据库：


创建一个空的数据库，添加自己需要的数据库区域
o eldemo.mdb 数据库，会默认安装在 PC 上
o

创建有表格菜单的数据库

更新数据库：


如果更新包含有不同长度，不同类型，或者其它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必须被忽略，或者必
须更改表格的结构。

复制 和/或 更改表格结构：


添加新区域
o 比如，更多机械区域，或者技术数据区域




重新命名区域
更改区域属性，比如长度或类型
o 如果有一个老的数据库，需要从下载的最新数据库来更新，这个步骤是必要的

更改菜单结构：


添加新区域，比如新的条目组。

如何使用数据库结构，
如何使用数据库结构，创建空的数据库
必须断开数据库。
点击设置
设置|数
(或者，关闭 PC|SCHEMATIC Automation 程序，然后直接打开数据
设置 数据库，并断开数据库
据库
库)。
点击工具
工具|数据库
工具 数据库 (安装软件后，Eldemo.mdb 数据库会默认安装并连接)。




选择文件
文件|新建
文件 新建
在表格向导
表格向导中，选择创建新的
创建新的，并选择 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然后选择 Microsoft Access
表格向导
创建新的
2000.
在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区域，更改
新.mdb 为 MyDB.mdb.
数据库名称

现在就创建了数据库文件。然后，必须添加元件表格
元件表格和数据库菜单表格
元件表格 数据库菜单表格：
数据库菜单表格




接受添加表格到 MyDB
在表格向导
表格向导中，可以选择复制一个表格结构，来添加一个新的表格
表格向导
从 eldemo.mdb (可以通过浏览
浏览选项查找) 复制元件表格 (现在创建了一个空的复制表格).
浏览

MyDB 现在包含了元件表格。比如，它包含了区域。但是表格中没有内容。
MyDB 现在必须按照和 eldemo (或者其它供应商数据库) 同样的方法，指定一个菜单表格。这个表格
必须把内容也复制过来，这样，MyDB 将会显示和其它数据库相同的条目组结构。





选择文件
文件|新建
文件 新建
在表格向导
表格向导中，选择创建新的表格
创建新的表格，并选择 Microsoft Access 表格
表格向导
创建新的表格
选择复制表格
复制表格 (eldemo.mdb 中的 DbMenu 菜单表格).
程序会建议保留名称，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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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表格
现在，MyDB 就有了 DbMenu 表格。在工具栏中选择元件表格。
必须连接表格，这样，DbMenu 功能会作为一个菜单表格。比如，它会对元件表格排序。





在菜单
菜单|设置
打开菜单
菜单 设置中，选择打开菜单
设置
选择数据库文件
数据库文件
选择 MyDB.mdb 并打开它
选择 DbMenu 表格

表格会按照 eldemo 数据库同样的方法来连接：您的数据库区域具有和以下相同的数据区域名称 (在
数据库设置中)。

现在就创建了一个新的空的元件数据库，然后可以创建元件，或者导入元件。

更改元件表格
您也许需要调整元件的表格结构。因为：


区域太小



缺少一个或多个区域

如何更改表格属性：



选择相关表格 – 元件表格
点击文件
文件|属性
属性，出现右边的对话
文件
属性



框
在这里，可以查看哪些区域的属
性可以直接更改



可以添加或删除区域

如果要创建自己的数据库并使用自己的区
域 (比如现有的 是/否 – 调整范围，等)，可以在这里创建需要的区域并指定属性。
元件表格包含数据库所有元件的全部数据信息。这个表格会包含和 Eldemo 数据库相同的区域。
如果下载了一个更新，并且更新和已有的表格结构不一致，受影响的区域会显示出来，您可以按照
上面的方法来更改这些区域。
区域索引会提高搜索的速度，但是不能应用于多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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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表格菜单
表格菜单用于对数据库中的元件分组。要更改表格菜单，
有两种方法：



创建多种语言
创建多个条目组

创建多种语言，就是更改表格的属性：



进入 DBmenu 表格
选择文件
文件|属性
属性。显示出右边的对话框，在这里可
文件
属性
以更改表格。

如果要创建其它条目组，按照以下步骤：



进入元件表格
选择菜单
菜单|编辑
菜单
编辑




选择编辑下拉菜单
在这里可以添加或者删除菜单项，也可以创
建子菜单

更改完成后，必须关闭菜单表格，这些改动才会生
效。记住，位于子菜单时，会只显示 +-s …..

移动元件到另一个文件夹
直接在图纸中创建了元件时，它会被保存到 Blank 文件夹。要把它移到到“正确的”文件夹，按照以
下步骤：



选择相应的元件，点击右键并选择移动元件
移动元件
转到“正确的”文件夹，点击右键，再选择添加
添加

如果需要移动很多元件到另一个文件夹 – 比如在一个组中 – 最好通过 SQL 的方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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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查询
SQL 是一种标准的数据库语言，针对有经验的数据库使用者。SQL 允许您更改数据库的结构，也可
以更改数据库表格的内容。
很多现在的数据库，很少使用 SQL 作为数据库程序的内建功能，来满足大部分需求。而这些以前只
能由 SQL 来实现。比如直接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和数据库表格。
对于 PC|SCHEMATIC 数据库来说，也是这样。只会使用 SQL 来执行某些操作，大部分操作都会在
下面描述。请注意，如果 SQL 命令的语法是正确的，则不会出现警告，而直接执行这个命令。因
此，如果不清楚这个命令的后果，就不要使用 SQL 命令。

少许内建的 SQL 功能
数据库包含过滤器功能，允许
您简单而容易地列出符合一个
标准的元件。使用标准，可以
在所有区域中搜索，用于很多
逻辑操作 (大于，小于，开始
于，包含，等)。如果只是选择
元件并删除，可以直接过滤到
垃圾箱。从版本 10 开始就有
此功能了。这意味着，删除元
件的操作，现在可以立即执行，不用进入 SQL 对话框。
选择的记录，也可以导出到另一个数据库，或者保存到其它地方。
通常来说，过滤器功能是作为一个“全面的”请求的集合。就是说，您设置搜索标准，然后符合帮
助的区域会显示出来。然后可以直接更改元件的区域。见下图：
如果在处理多个元件，它们都符合一个需求。
比如，同上面所述，使用查找并替换功能，可
以一次性改变所有元件的供应商名称。
有时候，您可能需要设置多个标准。就是说，
当过滤器功能和查找并替换功能都不能满足您
的要求时，SQL 就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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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例子
供应商 Louis Poulsen El-teknik A/S 把公司名称改变为 Lemvigh Müller El-teknik. 因此，相对应的名称
也必须改变。
由于数据库被多个用户使用，过
滤器功能会返回下面的内容：
输入相同供应商名称的所有这些
不同的方法，必须在数据库中改
变。

当然，您可以，多次重复执行查
查
找并替换功能。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是如何使用
SQL.
找并替换
在章节的最后，会有一个使用的命令概览和操作列表。
首先，不使用供应商来搜索元件。这意味着供应商区
域是空白的。
请注意语法。
符合要求的元件，会显示在数据记录标签。由于它们
只是被“选中”，不会对这些记录执行任何操作。
所有的执行结果，都会显示在信息标签。

在这里，搜索供应商为 施耐德集团 的记录。
请注意语法。
搜索的是一个绝对值，因此，使用“=”。
这意味着，不相同的记录不会显示出来。

百分号标记“%”不能和“=”一起使用。试着使用一
下，结果窗口中会是空白。
搜索到有相似的值的文本时，比如不同版本的施耐德
施耐德
集团，操作 LIKE 会和“%”标记一起使用。在这里，
集团
是一个请求的回复。比如，和使用过滤器功能之后的
相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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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创建元件时，使用了供应商名称“施耐德
施耐德”怎
施耐德
么办?
这里是一个例子，显示了 SQL 的强大功能。
请注意语法。缩进纯粹是为了好看。

只要供应商名称相同，下一步是马上更新所有查找到
的记录。如果经常执行类似的操作，最好保存搜索查
询为一个文件。这样，可以容易地再次执行搜索，或
者修改后用于下一次搜索。
当创建了一个选择请求时，它可以被调整到匹配需要
的更新。不能撤消更新命令；因此，选择了这种方
法。

快速更改搜索请求后，它被改变为一个更新命令。
请注意语法。
这一次，搜索返回了空白结果。在信息标签中，有一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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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的命令列表
SELECT 区域，区域名称 FROM 表格名称
WHERE 区域名称 = ‘value’ / < value / <> value
OR 区域名称 > value
AND 区域名称 = ‘value’;
(AND 优先级高于 OR. 如果搜索相同，您必须在圆括号内输入逻辑项)
SELECT 选择
DELETE 从表格中删除记录 …
先运行 SELECT 并替换 SELECT 使用 DELETE
UPDATE 表格 SET 区域名称 = “ 改变一个特别的区域中的值为一个特别的值.
先运行 SELECT, 以便检查您是否正在更新正确的文件 …
LIKE ’%xxx’ % 是一个有意思的符号, 它意味着符号的所有组合.
”_” (下划线) 是 1 个符号, 它意味着您可以在很多符号中搜索
( “ (双引号) 中的值是字母和数字混合的值, 没有 “ (双引号) 的值是数字的值)
SELECT 可以同一时间运行在多个表格...

下面，是一些过滤器功能也可以处理的标准和准则。 (not) 意味着相反的标准也是存在的；要使用这
些命令，必须在前面添加 NOT .
含义

命令

含义

命令

(not) 包含

LIKE ”%xx%”

(not) 以...开始

LIKE ”xx%”

等于

=

不同于

<>

大于

>

大于或等于

>=

小于

<

小于或等于

<=

(not) 在...中

LIKE ”xx%”

(not) 在...之间

BETWEEN xx AND yy

(not) 以...结束

LIKE ”%xx”

(not) 与…相同

LIKE ”xx”

(not) 为空

is NULL

重复的

(complicated SQL)

记住要打包数据库
完成了数据库结构的编辑后，应该打包数据库：点击文件
文件|打包
文件 打包。这个命令会删除一些操作时可能产
打包
生的空间并优化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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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进入电气符号数据库区域
除了上面的例子，您也可以进入电气符号区域，有以下几种选择，来决定一个元件包含的符号。
一个符号 (符号名称和符号文件夹中的一个符号一样)
PLC1OUT-UF
多个符号 (符号之间用分号隔开。分号后面没有空格)
PLC1OUT-P;PLC1OUT-UF
同一类型的多个符号 (#n 标明指定符号的数量)
PLC1OUT-UF#8 (表示 8 个 PLC1OUT-UF)
PLCREF8;PLC1OUT-UF#8
或-功能
功能 有多种画图功能 ([A|B|C] 在方括号中，以“|”分隔。可以有几种选择)
PLCREF8-;[PLC!OUT-UF#8|PLC8OUT]
子名称 (A () 符号用于子名称 A 在括号中)
PLCREF4O4I;O(PCSOUT-UF#4);I(PLCIN-UF#4)
这里的子名称是输出和输入，分别表示。
F(H7315M21=N);Q1(07-15-01;H7302-01;07-02-03);Q2(07-15-01;H7302-01;07-02-03)
这里，子名称 F, Q1 和 Q2 显示出来。布置元件时，会使用名称 Q
单独的管脚/连接编号，可以
在管脚数据中定义。

符号类型 =A 或 =A,B (在符号类型后面添加“=”输入时，可以改变符号类型)
PLCREF8-;PLC1OUT-UF=T,P#8
解释
N

Normal 常规

T

Terminal 接线端子

R

Relay 继电器

P

Plc PLC

O

Normally open 常开

X

Plc reference PLC 参考

C

Normally closed 常闭

T,R

Terminal/Relay 接线端子/继电器

S

Switch 开关

T,O

Terminal/Normally open 接线端子/常开

M

Master reference 主参考

T,C

Terminal/Normally closed 接线端子/常
闭

W

With reference 有参考

T,S

Terminal/Switch 接线端子/开关

T,P

Terminal/Plc 接线端子/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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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n
PLCREFOUT4D4A;PLC1OUTAD#§1;PLC1OUTAD4§2
如果选择要使用数据库来控制符号的状态，则事先必须创建有状态的符号。
FILE=
如果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区域太短，也可以使用
FILE=xxx.pcs, xxx.pcs 就是包含电气符号内容的文件的名称，其
电气符号
中的格式按照上面的规则来输入。
这个文件位于数据库文件夹中。可以在设置
设置|目录
设置 目录中设定。
目录
在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文件中，换行符等于分号，这意味着下面的
3 个例子，有同样的结果。
电气符号
PLCREF8-;PLC1OUT-UF#8

PLCREF8-

PLCREF8-;

PLC1OUT-UF#8

PLC1OUT-U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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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在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数据库区域中输入
管脚数据
单一输入
10 (符号的一个管脚名称为 10, 即使在“创建符号”时，它被命名为其它值)
同一符号的多个连接:
同一符号的多个连接 ,
1,2,3,4,5,6 (符号中的每个连接，以逗号分隔)
同一符号的连续连接名称:
同一符号的连续连接名称 ,…,
1,…,6 (中间的和相邻的数字，以 “…” 代替)
多个符号的连接之间的分隔:
多个符号的连接之间的分隔 ;
1,2;3,4:5,6 (3 个符号，每一个符号有两个连接，它们的连接编号都不同)
有一个连接的符号的连续的连接名称:
有一个连接的符号的连续的连接名称 ;…;
1;…;6 (6 个单独的符号，每一个符号有自己的连接名称)
一个 I/O 地址的描述:
地址]
地址的描述 [地址
地址
1[10.00];2[10.01];3[10.02] (在方括号中输入物理连接地址)
一个 I/O 状态的描述:
状态]
状态的描述 [/I:状态
状态
1[/I:OP];2[/I:IP]
1[10.00/I:IP];2[10.01/I:OP]

解释
ET

External terminal connection 外部接线端子连
接

IT

Internal terminal connection 内部接线端子连接

OP

Output plc connection 外部 PLC 连接

IP

Input plc connection 输入 PLC 连接

EI

External terminal connection with plc input 外
部接线端子连接, 有 PLC 输入

EO

External terminal connection with plc output 外
部接线端子连接, 有 PLC 输出

II

Internal terminal connection with plc input 内
部接线端子连接, 有 PLC 输入

IO

Internal terminal connection with plc output 内部
接线端子连接, 有 PLC 输出

N

Normal 常规

管脚数据中的计数功能
在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区域，有几个不同的选择，来执行计数功能。
管脚数据
对相同符号计数:
对相同符号计数 {++(A),}#n (注意 } 前面的逗号)
{++(1),}=#16

=> 1,2,3,4,5,6,…….

{++(1)[10.++(0)],}=#16

=> 1[10.0],2[10.1],3[10.2],….

{A++(1)[Y10.++(0)],}=#16

=> A1[Y10.0],A2[Y10.1],A3[Y10.2],…

对有一个连接的多个符号计数:
对有一个连接的多个符号计数 {++(A);}#n (注意 } 前面的分号)
{++(1);}=#16

=> 1;2;3;4;5;6;…….

{++(1)[10.++(0)];}=#16

=> 1[10.0];2[10.1];3[10.2];….

{A++(1)[Y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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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两个连接的多个符号计数:
对有两个连接的多个符号计数 {++(A),++(B);}#n
{++(1),++(1)G;}#8
{++(1)[10.++(0)],++(1)G;}#8

=> 1,1G;2,2G;3,3G;…..
=> 1[10.0],1G;2[10.1],2G;3[10.2],3G;…..

对多于 1 的计数:
的计数 {++d(A);}#n
{++2(1);}#8

=> 1;3;5;7;9;….

{++2(1),++2(2);}#8

=> 1,2;3,4;5,6;7,8;9,10;…

对指定的数目系统计数:
对指定的数目系统计数 {++(DA);}#n
{++(1)[10.++(D0)];}#8

=> {++(1)[10.++(0)];}#8

{++(1)[10.++(H0)];}#8

=> Hexadecimal

{++(1)[10.++(O0)];}#8

=> Octal

{++(1)[10.++(B0)];}#8

=> Binary

Decimal

取消 D,H,O,B 的意义:
的意义 {++(/DA);}#n (注意 D 前面的 / )
{++(1)[++(/O0)];}#8

=> 1,O0;2,O2;3,O3;…..

指定区域宽度 (数字编号
数字编号):
数字编号 {++(A:x);}#n
{++(1)[10.++(00:2)];}#8

=> 1[10.00];2[10.01];3[10.02];….

倒计数:
倒计数 {--(A);}#n
{--(20),++(1);}#4

=> 20,1;19,2;18,3;17,4;……

例子
1 plc-参考符号，有两个连接；8 个 plc 符号, 每一个符号有两个连接：
电气符号：

PLCREF8-1;PLC1OUT-P#8

管脚数据：

{B++(0)[++(10.00)],A++(0),}#8,0V,24VAC;{B++(0),A++(0);}#8

管脚数据中的计数值：
B0[10.00],A0,B1[10.01],A1,…….,B7[10.07],A7;B0,A0;B1,A1;….;B7,A7
FILE=
如果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区域太短，也可以使用
FILE=xxxx.pin，xxxx.pin 就是包含管
管脚数据内容的文件的名
管脚数据
脚数据
称，其中的格式按照上面的规则来输入。
文件位于数据库文件夹中，在设置
设置|目录
设置 目录中设定。
目录
请注意：
管脚数据文件中，换行符等于分号。下面的
3 个例子，有同样的结果：
请注意：在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
{B++(0)[++(10.00)],A++(0),}#8;{B++(0),A++(0);}#8
{B++(0)[++(10.00)],A++(0),}#8
{B++(0),A++(0);}#8
{B++(0)[++(10.00)],A++(0),}#8;
{B++(0),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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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供应商数据库的结构
区域

长度

索引

描述:
描述

ID

-

y

自动 ID 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不要输入任何数据

EAN 号

13

y

如果 EAN 编号不存在，必须要包含 EAN 编号，或者是 EL 编号；如果 EL 编号不
存在，也可以是条目号

STOCKNO

15

供应商的内部条目号

ORDER NO

20

元件订货号 (6-12-05)

TYPE

30

元件类型指定

DESCRIPT

100

元件描述

UKDESCRIPT

100

– do – in 英文

DEDESCRIPT

100

– do – in 德文

REMARKS

50

备注。比如，元件用在哪里或者怎么使用

CATALOGUE

40

数据表/书的参考

SOURCE

30

供应商名称

MANUFACTUR

30

元件生产商名称

PRICE

10

价格

DISCOUNT

4

折扣 [0,01 – 1,00 (空白 = 1)]

NET PRICE

9

实价 [0,00 – 99999,99]

TAX

5

税率 [0,00 – 99.99 (空白=0)]

WEIGHT

8

总重 [0,000 – 999,999)

UNITS PER PACK

5

每个包装的单位数量

PCSTYPE

100

y

元件中包含的电气符号的文件名称 [比如 07-15-01;07-02-01].
如果元件没有电气符号，必须在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区域中输入
SUPPORT
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区域中也可以输入可选择的符号，或者输入
FILE=.
电气符号
电气符号必须位于相关的文件夹

PINDATA

80

电气符号的管脚编号 A1,A2;13,14. 也可以输入 FILE=

MECTYPE

20

机械符号的文件名称
如果元件没有机械符号，必须在机械符号区域中输入 (Ignore) .
机械符号必须位于供应商符号库中。

ACCESSORY

附件的 EAN 编号必须总是和相关的元件一起指定

40

也可以输入 DETAIL= 或 FILE= 来指定附件
y

菜单表格中使用的元件组的编号

TABLECODE

10

REFID

2

元件的参考字母，如果这个字母和命名符号的字母不一样

APPROVED

0

布尔区域，用于在数据库中分类
用户自己设置值

OBSOLETE

0

布尔区域，用于在数据库中分类
供应商自己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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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创建符号
符号文本和模块大小
符号文本和模块大小
符号是按照标准创建出来的。软件中的大型符号库，实际上是 EN60617, 它包含同一标准的符号，以
及频繁使用的这些标准的混合。 符号上的文本位置，以及连接点上的文本位置等等，都遵循标准中
设定的规则。
进入创建符号功能
创建符号功能 (按下 F8) 模式，来创建一个新符号。下面的点和文本会显示出来：
在这些周围画出符号，添加连接点，把文本移动到正
确的位置…..
符号文本如左图所示：前面三个是标准要求的，后面
两个是软件中需要的。

符号名

符号名称是一个字母 (大写，在设置
设置|文本
符号默认值中定义)。实际的字母包括在列表
设置 文本 /符号默认值
符号默认值
中。它总是显示的。程序会自动添加 “-“ (在指针
指针/屏幕
指针 屏幕中定义)。
屏幕

参考

页/电路
电路 标出和其它有相同名称的符号的参考。在参考
参考标签中，可以定义文本的调整，
参考
等等。只有当它有内容时才显示。

符号功能

元件的功能文本。在设置
设置|文本
设置 文本/符号默认值
文本 符号默认值中定义是否显示。默认是显示的。
符号默认值

符号类型

元件的类型名称。如果已经创建过了元件，可以直接从数据库中调用。在设置
设置|文本
设置 文本/符
文本 符
号默认值中定义是否显示。
号默认值

符号条目

元件条目号。如果已经创建过了元件，可以直接从数据库中调用。在设置
设置|文本
设置 文本/符号默
文本 符号默
认值中定义是否显示。
认值

每一个连接点都包含下面的文本 – 前两个是标准中要求的。
连接名称

连接点名称，就是管教上的编号。有内容时才会显示出来。这些编号可以从数据库 (管
脚数据) 中调用，也可以直接输入：P1:X1,X2.
管脚编号的顺序，取决于数值。从数据库调用管脚数据时，这个数值是非常重要的。

连接功能

连接点的功能文本。如果是 plc, 这个区域被用于连接的 I/O 地址。

连接标签

程式化的文本。比如 plc:stm1. 默认不显示。

连接描述

描述连接点或者 – 如果是 plc – I/O 地址的全部文本。

主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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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电气符号的基本规则
所有的符号和图形，都是用单元尺寸的倍数创建的。在 PC´SCHEMATIC Automation 中，单元尺寸是
2.5 mm.
线的宽度是 0.25 mm
字体高度是 1.8 mm, 宽度是高度的 2/3. 就是 1.2 mm. 如果选择了不同高度，默认会选中自动
自动来指定宽
自动
度，它固定了高度/宽度的比率。
符号库中存在的符号，都是按照这些方针创建出来的。
符号中的连接点，总是位于栅格点上。
所有符号的尺寸，都必须是 2.5 mm 的倍数。
参考点 (*) 和连接点，它们的间隔也应该是 2.5 mm 的倍数。
在空白图纸上，用线宽为 0.25 mm 的线条，画出符号。符号属性为“跟随连接”。
符号使用递增的连接名：1, 2, 3, 4, 等等。这个数字顺序决定了，从数据库的管脚数据
管脚数据区域调用连接
管脚数据
名时，或者当布置符号时，每一个连接名布置的正确位置。连接名会布置在符号上。见下图所示：

文本必须有下面的属性
文本

颜色

高度

宽度

可见性

符号名称

黑色

2.5

1.4

是

符号类型

蓝色

1.8

1.2

是

符号条目号

蓝色

1.8

1.2

是

连接名称

蓝色

1.8

1.2

否

连接功能

蓝色

1.8

1.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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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机械符号的基本规则
机械符号必须按照 1:1 的比例，在平面图/机械图页面上画出。线和圆用黑色画出。
参考点 (*) 必须位于悬挂中心，或者安装孔的中间。
机械符号的连接点 (在数据库中，添加到电气符号上的编号)，必须有正确的连接名称。
文本必须有下面的属性
文本

颜色

高度

宽度

符号名称

黑色

5

2.8

符号类型

蓝色

1.8

1.2

符号条目号

蓝色

1.8

1.2

连接名称

蓝色

1.8

1.2

连接功能

蓝色

1.8

1.2

自由文本

蓝色

可选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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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索引
没有找到索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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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CHEMATIC A/S 开发的其它软件
PowerDistribution
用于维护，文档化和浏览电气安装。

Tele
用于维护，文档化和浏览电信和数据安装。

Loop
用于维护，文档化和浏览过程仪表。

我们也 和几个供应商合作，开发了一些程序，用于创建其它技术文档。

UniDoc
和 Elpefa. Siemens, Servodan, ABB, LeGrand, Müller Electric 合作开发的软件，用于产生典型测试板
的文档。

MultiDim
和 Schneider Electric 合作开发的软件，用于产生大型板子的文档。

NKTdoc
和 NKT 电缆 合作开发的软件。有丹麦文，英文，波兰文，捷克文几种版本。

GARO Box Builder, GARO Builder, GARO GPI
和 GARO AB (一个大的瑞典批发商) 合作开发的软件。只作内部使用，用于在线订购预置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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