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ntline InCAM®Pro

一个全新的 CAM 时代

Frontline InCAM® Pro InCAM�Pro

更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为新兴技术做好准备

软板专家

Frontline InCAM Pro 旨在满足人们对更小尺寸和更智能电子设备日
益增长的需求，支持 5G、类载板电路、软板和工业 4.0 等最激动人心
的新兴技术和趋势。 

 
 

 ▪ 针对软板及软硬板的单条排版，可自动任意角度旋转及对齐。

 ▪ 可自动添加工具孔，也可打开 PCB, Array, Panel 进行交互式
的编辑。

 ▪ 用于覆盖膜层优化的 DFM，可将优化的覆盖膜层转换为 NC 治具。

分析后可生成大量的软板和软硬结合板报告。 ▪

一起来加入智能制造和工业 4.0 革命

效率驱动型工具

Frontline InCAM Pro 通 过 先 进 的 可 追 溯
性及 PCB 编码技术，支持制造技术中的自
动化操作及数据的交换。

可以通过 300 多种可靠的 DFM 来缩短产品交付时间，消除错误设
计，从而保证产品质量。可以自动化调整字符、阻焊、铜层、阻抗线，自
动化分配属性及简化物件处理。

类载板电路

软板检查

工具孔编辑器

PCB 编码

信号层优化器

阻焊层修复

Frontline InCAM Pro 了解软板制造商的需求： 

自动化 连通 可追溯 安全

    2022 KLA 公司。所有品牌或产品名称可能为其各自公司的商标。KLA 保留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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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line InCAM®Pro

让您的制程精益求精
Frontline InCAM Pro  是一款面向 PCB 制造商的全新 CAM 系统，
它融入了我们研发成果内一些最为精密的技术。作为 Frontline 新的
旗舰产品，它非常直观并且反应敏捷，对我们日常所用的 CAM 进行
了全新定义。 

 ▪ CAM 运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 非常直观的用户界面，史无前例。

 ▪ 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

CAM 运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提升效益并加快产品上市

Frontline InCAM Pro 拥有更加智能的算法和设计架构，可实现并
行处理，并且支持更大内存，可以缩短多层板及各种产品类型的制作
周期，也能提升自动化作业流程及加快简单数据的处理。它可以给您
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极大缩短用户操作及结果响应时间。 

加快耗时流程的处理

 ▪ Shapelist Pro – 快速进行图形相关计算，加速 DFM 和分析。

 ▪ Memory Plus – 可以利用更多内存加速算法和 DFM。

 ▪ Netlist Prober – 缩短故障排查时间。

Silk Screen Classifier – 可大范围地调整和编辑相似的字符框。

 ▪ Multilayer PCB Optimization – 应用于信号层修复、信号层检
查和阻焊层检查。

 ▪

 

新的交互工具

保存交互式间距修复 (ISR) 设置

可以快速解决间距问题，且在无法实现时发出警报。可设置保持最小
孔环，可使用每个功能的预设值快速处理间距问题，而无需每次全盘
重置参数。

快速交互式字符层修复 (ISSR)

可使用 ISSR 工具处理文字， 如
识别、调整大小和编辑相似的
文本框和文字（包括任意旋转
和缩放），从而缩短制作周期。

交互式间距修复

交互式字符层修复

层间对齐

层间对齐功能具有超强实用性，可以同时使用多种对齐模式，一次性
地对齐显示所有图层 - 因此无需切换模式或调整图层。

智能选择

要进行快速编辑时，可使用单选或多选方式，一次性地选择多个元素。

叠构串接

Frontline InCAM Pro 支持从 Frontline InPlan 中串接叠构结果，
可节省作业时间并确保数据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非常直观的用户界面，史无前例
可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复杂的料号， 同时可缩短培训时间

Frontline InCAM Pro 专 为 未 来 的 变 革 者 设 计，非 常 容 易 上 手。
Frontline InCAM Pro 简洁的设计和友好的操作界面可在最少的培
训时间内实现最快速、最有效的人机交互，帮助 CAM 设计人员在更
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工作。 

以弹窗为导向的设计

您可以利用弹窗设计的界面，在多个窗口上一目了然地访问多个功能
和多个任务，从而加快与系统的交互速度。

命令行界面 (CLI)、自动补全和键盘控制

简单、高效、个性化

可通过键入命令并使用键盘快捷键进行快速定位和操作。可以从内置
命令中选择或创建自定义命令。而更加智能的补全功能意味着您只需
要简单地输入前面几个字符即可自动补全整个操作。

Frontline InCAM Pro 重视客制化操作以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GUI 
设计，它具有鸟瞰图式的层别管理设计，可将暂时不需要的层别隐藏
起来。

与 Frontline InPlan 协同作业

命令行界面

以弹窗为设计导向

层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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