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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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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Windows® 7 (64 位元)、Windows® 8.1 Pro 和 Windows® 10、支援 DVD 的光碟機
CAD 整合：hyperCAD®、hyperCAD®-S、Autodesk® Inventor®、SOLIDWORKS、ThinkDesign 
軟體語言：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荷蘭文、捷克文、波蘭文、俄文、斯洛維尼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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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hyperMILL® 2018.1 提供許多新功能，可進行更有效率的編
程和製造。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是新的 NC 碼模
擬解決方案。3軸 同動車削開啟新的車削可行性，而 

hyperCAD®-S 電極模組則將工作流程延伸到放電 EDM。

2018.1 版有什麼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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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特色 

專案助理 

新專案助理允許使用者更快速定義工作清單的所有必要設定。
直觀易懂的使用者指引和自動化功能使工作清單的建立更加容
易。 
 
優點： 建立工作清單簡單又快速。

工作名稱的個別定義 

加工的工作名稱和註解都可以自訂。使用者可以使用各種的變
數如預留量、垂直步距、架構 ID、刀具直徑或銑削區域來建立
個別的名稱。對工作參數所做的變更會以名稱樣式自動更新。
 
優點： 直觀的名稱

刀具資料庫

除了標準冷卻器，刀具資料庫可進一步定義最多七個冷卻器。
在透過指定 ID 配置在執行後處理器時，不同的冷卻器可受到控
制。在刀具資料庫中可以更仔細指定個別冷卻器。

優點： 簡化的冷卻器定義。



4

一般

CAM – 2D 策略

 特色 

 舊 

平滑重疊 

在依賴斜率的加工過程中，新的「平滑重疊」功能可將轉換區的
曲面品質最佳化。傾度加工邊界更加精準，而且可在傾度加工
邊界達到完美曲面共混，或者藉由稍微抬高刀具來改善殘料清
角加工邊界。 

下列策略有支援此功能：
n  3D 輪廓精加工
n  3D Z 等高環繞精加工
n  3D 完整精加工
n  3D Z 等高外形精加工
n  3D 自動餘料加工
n  5× 殘料清角加工 

優點： 提升曲面品質。

量測

現在可以直接從使用者介面輸入各種量測策略的公差規格。在
這麼做時，使用者可以指定對稱或不對稱的尺寸公差設定。 

優點： 更容易使用。

3D 模型上的 2D 輪廓銑削

選取垂直曲面即能自動產生銑削輪廓。加工高度和深度會自動
從曲面資訊轉移過來。「輪廓曲面」特徵也適用於此新功能。 

優點： 編程簡單快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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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 – 3D 策略

CAM – 銑車

 特色 

 特色 

3D 最佳化粗加工

有適宜槽穴加工適用的兩個新功能： 

n  有了「高進給加工」選項，透過定義扇形高度可自動計算側邊
進給。加入特殊運動，以避免在極高側邊進給時在轉角殘留
餘料。

n  智慧型切削分佈和最佳化刀具路徑針對剩餘殘料提供更大的
製程安全性。

優點： 使用高進給加工刀具進行高進給加工時，有極高的易用
度。

3軸 同動車削

同動加工的兩個新策略*啟用更高效率的車銑切削。透過車削操
作過程中同動調整進刀角度的方式，以單一工作步驟加工複雜
的工作幾何圖形。在此，可利用同步線來設定樞轉軸的移動順
序。同步線之間會自動計算第三軸移動。

粗加工：包括在粗加工過程中使用同動樞轉軸等創新方式，提
供使用者許多好處。各種不同的刀具方向將切刀的效用發揮到
最大，同時也幫助延長刀具壽命。

精加工：樞轉軸的同動移動允許以單一工作步驟來精加工複雜
的輪廓。這表示，由刀具可伸入區域和可見邊界的限制而導致
的換刀與段差可被避免。

優點： 加強曲面品質，減少換刀，進而延長刀具壽命。

*注意：3 軸同動車削需要適合的後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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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 – 銑車

高效率車削

前所未有的快速車削！

有了車床適用的 Vandurit 創新 rollFEED® 刀片，以及最適合的 hyperMILL® rollFEED® 車削策略*，隨時都可以做出完美無
瑕的工件輪廓。

製程如何運作

此獨一無二的車削作業可在任何外形的工件曲面上旋轉刀片。透過水平旋轉具 X 和 Z 軸之同動補償的樞轉軸，產生切削
運動。

使用單一刀具加工凹槽

加工凹槽時，該策略會透過圓柱面自動將刀具從第一個平面層級引導到第二個平面層級。如此一來，利用單一刀具和
單一移動就能高效地加工凹槽，就算是大半徑工件也能透過結合滾動和轉動的運動，可靠地進行加工。

rollFEED®

車削

*注意：hyperMILL® rollFEED® 車削需要適合的後處理器。



n  rollFEED® 刀具系統和刀片 
僅需要兩個 rollFEED® 車削刀片幾何就能進行車削作業。其
可使用 rollFEED® 策略進行編程。rollFEED® QuickChange 刀
具系統具備特別開發的底板，可支持獨一無二的 rollFEED® 
刀片。

n  rollFEED® 驅動單元 
rollFEED® 驅動單元安裝在車床的轉塔上當成第三軸，可像
驅動刀具般地使用。具備 X、Z 和樞轉軸的車銑複合加工和
車銑機器，已配備第三個軸，所以不需要此驅動單元。

n  應用範圍 
– 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加工 
– 刀片可用於所有的切削材料 
– 用於內部及外部加工 
–  多樣化應用：用於平面層級、圓柱、凸面體和凹面，	
並可用於斜面和凹槽

特徵

n  高效率製程
n  產生無扭曲的完美精加工曲面
n  容易編程
n  減少換刀次數
n  負角區域可整合到滾動運動中
n  具樞轉軸的銑車加工機僅需要 rollFEED® 刀把和刀片。 

n  使用 rollFEED® 驅動單元升級現有的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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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Machining Center

Center Optimizer

完美融合虛擬與真實世界

*注意：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需要 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後處理器。

OPEN MIND 已經開發出 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來評估、控制和最佳化加工製程，穩定性更甚以往。	
這個高效率模擬方案包含三個模組：Center、Optimizer 和 CONNECTED Machining。

提高模擬安全性 

實際加工情況，包括機台控制器和 PLC 等需要虛擬映射，並依照 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Center 中的 NC 

程式碼模擬。全部製程對使用者都是可見的，可供詳細分析。實際發生機器碰撞，後果可能造成昂貴機器的損
壞、生產停頓，進而導致嚴重延誤等情況，而這些都可以避免。

不只是模擬

強大的最佳化演算法確保設計多軸加工的高效率。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Optimizer 會自動尋找最好的
傾斜角度，因而能製造出完美的加工成果。除此之外，hyperMILL® CONNECTED Machining 能和機器深入互聯及
同步。

新一代的後處理器是將效率推至新高的大功臣 

後處理器技術*能有顯著發展的另一個利器是 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模擬方法，因為它的許多創新功能
完全填補原有的不足之處。例如，NC 程式和 hyperMILL® 的加工資訊之間現在可以進行雙向連結。透過這個連
接，各個 hyperMILL® 工作可以被指派給 NC 碼。



遠端控制開始和停止作業 直觀易懂的操作

NC 程式碼顯示模擬程式碼的每一行機械與加工除料模擬與機器互聯

應用領域

n 	檢查、評估和最佳化加工程序
n 	將工作配對到可用的機器
n 	在可用的機器之間轉換工作任務
n 	支援新置機器
n 	在投標報價中更精準地評估成本

OPEN MIND Technologies AG 技術長 Josef Koch 博士

「要以更加安全且有效率的方式設計經驗
證的製程，hyperMILL®	VIRTUAL		
Machining	Center	是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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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Machining Center

工作區監控 

利用儲存的機械模型，工作區監控功能會檢查 2.5D、 3D、3+2 
或 5 軸連動加工運動是否跨越任何極限位置。系統會檢查直線
軸 (X、Y 和 Z) 及旋轉軸 (A、B 和 C) 的運動，連同夾鉗和夾具
系統也會檢查。

安全工作區分析

獨特的最佳位置功能可自動將加工操作最佳化，使其符合可用
的工作空間。因此，工作空間監控功能得以指出已跨越極限位
置，但實際的工作空間仍需進行加工操作。此時，最佳位置功
能會自動判斷工作區的最佳設置位置。這樣就不會產生一些不
必要的設置變化，而造成停機。

設定中斷點

可以控制模擬動作在某些特定位置停止，以確實檢查關鍵點，
並且更精確地評估後續流程。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自動建立中斷
點，例如換刀，或是從快速提刀改成切削運動。此外，也可以
透過 NC 碼區塊行手動選擇中斷點，或從刀具路徑的任意點挑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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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Machining Optimizer

避免重新定位 

為了避免耗時的重新定位和退刀情況，Optimizer 要分析的不
只 是 個 別 的 操 作 ， 而 是 整 個 加 工 順 序 。 依 照 此 分
析，Optimizer 會在給定的機器極限之內，選擇加工整個流程
所適用的理想方法。

運動最佳化

如果因偵測到碰撞而無法進行 3 軸運 動，Optimizer 會借助第
四或第五軸來改變 動作。在此範例中，第四個位置因主軸頭周 
邊零件而導致碰撞。基於這個原因， C 軸會旋轉，以避開碰撞
的方式進行加工。

最佳化運動

個 別 操 作 之 間 的 移 動 ， 與 各 自 機 器 的 運 動 特 性 完 全 契
合。Optimizer 分析這些移動的目的是為了在重新定位期間，
避免產生大幅度動作。與此同時，旋轉軸會沿著最短路徑移
動，線性軸的移動則會減到最小。如此有助於加快移動的速
度。

不使用 Optimizer：偵測到碰撞

使用 Optimizer：避開碰撞

使用優化器:  C軸轉動



CAD 系統中絕無僅有

只有高階 CAM 開發者可以設計出專為 CAM 打造的 CAD。因此，以創新先鋒聞名的 OPEN MIND Technologies 

AG 開發出與 hyperMILL® 完美結合的全新 CAD 系統。這套系統具有 OPEN MIND 製作的 3D CAD 核心。之後開

發出 CAM 程式設計師適用的獨特 CAD 系統，簡單易學，且大幅加速 NC 編程的流程。

hyperCAD®-S 完全發揮現代硬體系統的性能，進而建立數位製造資料。先進且強大的 64 位元系統，是可克服

許多在處理多邊形網面、表面和實體時遇到的日常難題的絕佳解決方案，它能打造精準的組件和刀具。備妥大

量匯入的資料後，即可供後續的 NC 編程使用，不僅簡單、快速、安全而且完整，完全不受原始 CAD 系統所影

響。hyperCAD®-S 是單純的「專為 CAM 打造的 CAD」。

 專為 CAM 打造的 CAD 

幾何引擎 實體 網面 形變 電極介面

資訊：hyperC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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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整合：hyperCAD®-S

 特色 

 特色 

 特色 

鏈選取

新的「最小距離」模式會自動尋找兩個選定邊之間的直接路線。
如此便可快速選取模型上的邏輯運轉邊界。使用者可使用「使
用者驅動」選項來影響鏈結進程。

優點： 更容易使用。

全域擬合 

這項新功能允許將多面融入到一個具有已定義 ISO 方向的表
面。為達到在 hyperMILL® 中編程之目的，提供使用者統一的基
本方向來處理表面修補。同時也可將修剪分析面加入，以形成
一個面。

優點： 針對 NC 編程快速建立單一表面。

參數清單

新的參數清單用於集中管理變數，並指派值給變數。這些值可
根據數學條件、函數和常數來定義。使用者現在可以使用這些
變數來控制夾鉗的定位。變數也能顯示在文字欄位中。

優點： 簡化夾鉗定位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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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CAD®-S 電極

 特色 

電極程序的一致性

有了新介面並整合 CERTA Systems 後，便能提供持續製程鏈來
供 hyperCAD®-S 和 hyperMILL® 製造電極。

n  Q-Measure：在 hyperCAD®-S  整合 Q-Measure 允許使用者在
其熟悉的 hyperCAD®-S 環境中直接建立測量機台測量點和精
度值。可以在 hyperCAD®-S 中快速且輕鬆地定義所有相關的
測量點。在測量機台上識別電極後，會自動產生程式，然後
開始測量。在測量時，萬一在目標/實際比較中出現偏差，便
會自動起始必要的製程步驟。 

n  CERTA Systems Job Manager：hyperCAD®-S Electrode 模
組的技術資料會透過報告功能轉移到 CERTA Systems Job 
Manager。Job Manager 會將自動產生的 EDM 程式，轉送到放
電機。

優點： 電極製造自動化。

電極版本號碼 

hyperCAD®-S 自動產生現有電極的版本號碼。如此可預防被意
外覆寫，並提供可靠的版本記錄。

優點： 更大的電極管理清晰度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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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CAD®-S 電極

 特色 

旋轉電極

允許循環放置具刀把上不同的放電間隙的多重電極幾何圖形。
角度、方向和距離都可以指定。在放置各種不同的幾何圖形
後，會自動檢查碰撞情況。

優點： 節省銑削和放電時間。

建立局部電極

此指令會建立電極幾何圖形，不需要一個或多個區域的原料或
刀把。然後，便可將各種電極幾何圖形放置在一個或多個刀把
上。

 優點： 建立個別電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