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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a Portal 部件下载  

1.1 账户创建  

在设置—用户—管理选项中，选中 Data Portal。  

在登录—Portal-URL 栏中输入：https://eplandata.de/portal/  

在登录数据中填入用户名及密码。注：密码必须包含 8-20 个字符且不能与用户名相同。

此外密码至少包括一个小写字母、一个大写字母、一个数字和一个特殊字符。  

 

单击创建帐户，弹出如下界面。输入相关数据后，单击确认，完成注册。关闭设置选项

卡。  

https://eplandata.de/portal/
https://eplandata.de/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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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PLAN 菜单栏工具选项中，打开 Data Portal 导航器，此时会弹出如下界面，勾选同

意，然后点击提交。  

 

在弹出的如下界面里，点击现在请求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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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收到相关邮件后，点击确认链接，完成确认。  

 

1.2 Data Portal 导航器  

打开 Data Portal 导航器 菜单：工具>EPLAN Data Portal，如下图所示。默认显示制

造商，可按部件品牌展开相关目录。也可按照目录显示、列表显示等方式展示部件。可通过

右侧查找框，输入需要查询的信息来快速查找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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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需要的部件后，特征里表示该部件在 Data Portal 里上传了哪些数据，如：商业数

据、功能模版、2D 宏、3D 宏以及 CAD 文件等信息。该部件可通过图中的操作，直接插入到

原理图中，或下载到本地，或添加到购物车里。添加到购物车里的部件，可转到购物车一次

全部导入到本地部件库里。 

 

  

1.3 部件库更新（此功能需要 EDP Pro 授权）  

打开工具—部件—管理，选中整个部件库或想要更新的部件，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

通过 Data Portal 更新。然后弹出 Data Portal 导航器。  

 

在 Data Portal 导航器里，单击更新/补充全部部件，则所有相关的部件都从 Data Portal 

里下载更新到本地部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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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过表格批量下载 （此功能需要 EDP Pro 授权） 

新建一个 Excel 表，数据格式为：在第一行里输入 typenr，然后插入两个空行，在第四

行里开始输入需要下载的部件的类型编码。（该格式为固定格式，否则 Data Portal 无法识别

内容，参照附件一）。  

  

将 Excel 表另存为 CSV 文件  

  

在 Data Portal 导航器里打开购物车，单击将外部数据导入到购物车中  

 

选择 CSV 文件，然后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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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需要添加到购物车里的部件，然后单击提交  

 

导入完成后，单击购物车，检查是否是需要的部件。最后导入所需要部件到本地部件

库。  

 

2 商业数据与 dxf 数据下载 

2.1 网页登陆 

登陆网站：https://www.eplandata.de/portal/portal.php。如下图： 

https://www.eplandata.de/portal/porta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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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网站之中直接搜索产品，也可以选择产品的品牌，然后根据分类选择产品。同

样，可以通过左上角的按钮，通过高级搜索，定义特征等方式来下载产品。 

2.2 通过购物车下载数据 

可以先将各个型号的部件先放入购物车，然后在购物车下载所有的部件。如下图。 

 

 

然后在购物车，统计下载部件。如下图中的两个按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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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个部件数据下载 

通过搜索具体的产品型号，可以下载对应产品的型号的商业数据以及 dxf 数据。供应商

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通过此窗口下载。 

 

 

3 部件 edz 格式导入方法 

3.1 打开部件管理对话框 

在 EPLAN 平台软件之中，通过菜单：工具>部件>管理，打开部件管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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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部件管理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3.2 选择希望导入的部件库 

通过部件管理对话框右下角的菜单：附件>设置，创建或者选择目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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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库的创建或者选择界面如下图，完成以后点击确定。 

 

注意：数据库的选择需要和相应的路径变量契合，需要相关的用户目录设置来保证图

片、文档、宏等文件被导入到正确的目录。 

3.3 导入 edz 格式文件 

通过部件管理对话框中的附加>导入，可以打开导入数据集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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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入数据集对话框内文件类型，选择 EPLAN Data Portal 交换格式（EDZ），通过对话

框，选择本地的 edz 格式的数据格式文件。如下图。 

 

选择导入的选项，包括只添加新建数据集、只更新已有数据集和更新已有数据集并添加

新建数据集，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即可，最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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