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ntline InCAM®Pro

一個全新的 CAM 時代

Frontline InCAM® Pro InCAM�Pro

更快速回應市場需求
為新興技術做好準備

軟板專家

Frontline InCAM Pro 旨在滿足人們對更小尺寸和更智慧電子設備
日益增長的需求，  支援 5G、  類載板電路、軟板和工業 4.0 等最激動
人心的新興技術和趨勢。

 
 

 ▪ 針對軟板及軟硬板的單條排版，  可自動任意角度旋轉及對齊。

 ▪ 可自動添加工具孔，  也可打開 PCB, Array, Panel 進行互動式
的編輯。

 ▪ 用於覆蓋膜層優化的 DFM，  可將優化的覆蓋膜層轉換為 NC 治
具。

分析後可生成大量的軟板和軟硬結合板報告。
 
▪

一起來加入智慧製造和工業 4.0 革命

效率驅動型工具

Frontline InCAM Pro 通 過 先 進 的 可 追 溯
性及 PCB 編碼技術，支援製造技術中的自
動化操作及資料的交換。

可以通過 300 多種可靠的 DFM 來縮短產品交付時間，消除錯誤設
計，從而保證產品品質。  可以自動化調整字元、阻焊、銅層、阻抗線，  
自動化分配屬性及簡化物件處理。

類載板電路

軟板檢查

工具孔編輯器

PCB編碼

信號層優化器

阻焊層修復

Frontline InCAM Pro 瞭解軟板製造商的需求：

自動化 連通 可追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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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line InCAM®Pro

讓您的製程精益求精
Frontline InCAM Pro 是一款面向 PCB 製造商的全新 CAM 系統，
它融入了我們研發成果內一些最為精密的技術。  作為 Frontline
新的旗艦產品，  它非常直觀並且反應敏捷，對我們日常所用的 
CAM 進行了全新定義。

 ▪ CAM 運行速度之快，  前所未有。

 ▪ 非常直觀的使用者介面，  史無前例。

 ▪ 更快速地回應市場需求。

CAM 運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提升效益並加快產品上市

Frontline InCAM Pro 擁有更加智慧的演算法和設計架構，可實現
並行處理，並且支援更大記憶體，可以縮短多層板及各種產品類型
的製作週期，也能提升自動化作業流程及加快簡單資料的處理。  它
可以給您帶來全新的用戶體驗，極大縮短用戶作業處理後結果取得
的回應時間。

加快耗時流程的處理

 ▪ Shapelist Pro – 快速進行圖形相關計算，加速 DFM 和分析。

 ▪ Memory Plus – 可以利用更多記憶體加速演算法和 DFM。

 ▪ Netlist Prober – 縮短故障排查時間。

Silk Screen Classifier – 可大範圍地調整和編輯相似的字元框。

 ▪ Multilayer PCB Optimization – 應用於信號層修復、信號層檢
查和阻焊層檢查。

 ▪

 

新的交互工具
保存互動式間距修復 (ISR) 設置

可以快速解決間距問題，且在無法實現時發出警報。  可設置保持最小
孔環，可使用每個功能的預設值快速處理間距問題，而無需每次全盤
重置參數。

快速互動式字元層修復 (ISSR)

可使用 ISSR 工具處理文字， 如
識別、調整大小和編輯相似的
文字方塊和文字（包括任意旋
轉和縮放），從而縮短製作週
期。

互動式間距修復

互動式字元層修復

層間對齊

層間對齊功能具有超強實用性，可以同時使用多種對齊模式，一次性
地對齊顯示所有圖層 - 因此無需切換模式或調整圖層。

智慧選擇

要進行快速編輯時，可使用單選或多選方式，   一次性地選擇多個元
素。

疊構串接

Frontline InCAM Pro 支 持 從 Frontline InPlan 中 串 接 疊 構 結
果，  可節省作業時間並確保資料的一致性與可靠性。  

 
 
 
 
 
 
 
 
 
 

非常直觀的使用者介面，史無前例
可在更短時間內完成更複雜的料號， 同時可縮短培訓時間

Frontline InCAM Pro 專為未來的變革者而設計，非常容易上手。
Frontline InCAM Pro 簡潔的設計和友好的操作介面可在最少的培
訓時間內實現最快速、  最有效的人機交互，幫助 CAM 設計人員在
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工作。

以彈窗為導向的設計

您可以利用彈窗設計的介面，  在多個視窗上一目了然地訪問多個功
能和多個任務，  從而加快與系統的交互速度。

命令行界面 (CLI)、自動補全和鍵盤操作

簡單、高效、個性化

可通過键入命令並使用键盘快捷键進行快速定位和操作。 可以從内
置命令中選择或創建自訂義命令。而更加智慧的補全功能意味着您
只需要简單地输入前面幾個字符即可自動補全整個操作。

Frontline InCAM Pro 重視客製化操作以及符合人體工程學的 GUI 
設計，它具有鳥瞰圖式的層別管理設計，可將暫時不需要的層別隱藏
起來。

與 Frontline InPlan 協同作業

命令列介面

以彈窗為設計導向

層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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