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生產力零件製造
NX CAM — 更快速製造優質零件的完整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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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軟體如何協助您快速製作更優質的零件？ 
NX 擁有哪些能提高零件製造生產力的優勢？

各項關鍵功能具備更多價值

NX CAM 先進的編程能力、後處理及模擬等各項重
要功能，能為客戶帶來與眾不同的關鍵優勢。每個 
NX 模組都提供一般 CAM 套件標準功能無法比擬的
能力。例如，整合式工具機模擬是由 NX 後處理器
的輸出所驅動，而非僅透過刀具路徑資料來進行。

正因如此，NX 得以在其 CAM 系統內部實行更高階
的編程驗證。

NX 在製造業的應用

NX 在單一 CAM 系統中納入完整的 NC 編程功能，
以及一組整合的製造軟體應用程式。這些應用程式

都是以經實證的 NX 技術為基礎，能協助零件建模、
工具設計及檢查編程等作業。

適合您行業的最佳選擇

NX 已經廣為不同領域的行業所採用，例如航太
業、汽車業、醫療裝置、模具和沖模以及機械行業， 
充分發揮其經實證的強大製造能力。

無論是擁有少量工具機的小型機械廠，或是能運用

眾多工具機的大型製造工程師團隊，NX 都能配合您
的業務需要提供適當的解決方案。

製造業領導廠商

當正確的設計和製造軟體能夠與最新的控制器、工具機

和其他生產線設備搭配運作時，您就可以導入理想的流

程鏈，將業務效能發揮到極致。

Siemens 是進階工具機控制器技術及驅動設備領域的公
認領導廠商。結合軟體和製造設備專業知識兩方面之長，

我們得以開發完美的零件製造解決方案，為您帶來無與

倫比的強大優勢。

NX CAM 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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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CAM 重要功能

先進的編程功能

NX CAM 提供極其廣泛的功能，從 NC 編程
到多軸機械加工一應俱全，NC 程式設計師
只要透過單一系統，即可處理各種類型的
工作。

NX CAM 靈活彈性的功能，即使是最嚴苛的
工作，也能輕鬆完成。

編程自動化

進階特徵式機械加工為編程自動化帶來額
外的價值。

透過進階特徵式機械加工，最多可以減少 
90% 的編程時間。

後處理與模擬功能

NX CAM 具備緊密整合的後處理系統。多重
層級的 NC 程式驗證包括 G-code 驅動模擬，
不需要個別模擬套件。

輕鬆使用

如想追求最高的生產力，使用者可以用圖
形化方式操作系統。例如，選取並移動刀
具的 3D 模型以調整刀具路徑，便是快速、
直覺的系統操控方式。

對話框使用具有清楚註解的圖形，指出需
要輸入到功能表的數值。

整合式解決方案

NX 先進的 CAD 工具能讓 NC 程式設計師進
行多元化的工作，從新零件建模到直接由 
3D 模型資料建立設定圖面，都能一手掌握。

在製造用途上，NX 也隨 CAM 一併提供各
類特殊應用程式，包括工具設計和檢查編
程模組。3D 模型無需透過資料轉譯，就能
在應用程式之間順暢轉移。

讓 NX 與 Teamcenter® 軟體連線進行資料
及流程管理，提供功能更強大的零件製造
解決方案，從 3D 零件模型到設定表、工具
清單及 CNC 輸出檔案等所有類型的資料，
都能充分納入管理。

利用 NX 完成由設計到 
機械加工的流程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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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軸車銑

NX CAM 針對稜形零件和曲面零件提供了廣
泛的 2 軸與 3 軸機械加工功能，從手動刀具
路徑建立與編輯到進階的自動化切削方法，
可說是一應俱全。

•	最佳化的粗削方法能夠在不使刀具過載的
情況下，達成最高的材料移除速率。

•	全自動的剩餘車銑功能會移除前次操作尚
未切削的材料，並消除切削空氣的情況。

•	大量的精削技術提供卓越的曲面加工品質。
•	自動碰撞偵測功能，即使是最嚴苛的幾何
資料，也能確保機械加工安全執行。

高速機械加工

NX 成功的高速粗削能力，能在管理刀具負載
的情況下維持絕佳的金屬移除速率。

HSM 精削操作 (例如「平順」功能 ) 提供平
滑的切削圖樣，因此能以高進給速率生產出
最好的精削品質。

NX 的擺線切削圖樣能依據使用者定義的條
件，自動避免讓您超出容許的切削條件。
 

先進的編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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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軸機械加工

NX 的多軸機械加工能力讓您能以較少的操作
和設定，生產高度精準的複雜零件，因而降
低成本並縮短交貨時間。

NX CAM 支援多種能針對複雜曲面精確定義
受控多軸刀具路徑的方法，並進行有效的碰
撞及挖鑿檢查。

•	快速精確的粗削與精削方法有助於進行複
雜零件的機械加工，例如用於航太業的零
件。

•	 Z 等級方法搭配傾角刀具，有助於使用短刀
具以降低刀具偏差。

•	平滑的「平順」策略是適用於多軸 HSM 精
削的理想切削方法。

•	曲率匹配技術能夠持續對刀具軸進行調整，
使刀具接觸面最大化，如此在使用較大刀
具時就能降低進刀次數

•	自動化的可變軸輪廓處理只需要極少的幾
何資料選擇，就能沿著草繪壁及其他輪廓
進行切削

線切割放電加工

NX 線切割放電加工編程能夠直接由線束及實
心兩種模型運作，支援以 2 軸及 4 軸模式切
削零件。

提供各種線切割操作方式，包括多路徑輪廓
處理、線切割反轉及區域移除。

先進 NC 編程市場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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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工具機

NX 為支援同時多軸操作的最新多功工具機提
供完備的機械加工能力。

同步化管理程式的圖形顯示，能針對多重通
道之間的機械加工序列提供互動式控制。

追蹤正在處理的工件狀態，是有效銑削作
業的關鍵。NX CAM 會自動產生處理中工件 
(IPW)，讓工件組態能夠在車銑及車削之間流
暢轉換。

車削

NX CAM 提供完整的車削解決方案，能讓您
輕鬆用於簡單的程式，其強大的功能也足以
應付多軸心、多刀塔應用中最複雜的幾何資
料。NX 車削功能可以使用 2D 零件輪廓或全
實心模型，也為粗削、多程精削、切槽、螺
紋切削及中心線鑽孔等操作提供常式。

NX 車削功能還可以控制 A 軸和 B 軸刀具。除
了為常見任務提供各種功能以外，還有一項
特殊的「教學模式」功能，可為精削和特殊
切削情境提供額外的使用者控制功能。

先進的編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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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專屬軟體能夠大幅改善 NC 程式設計師
的生產力，這是只使用一般功能所無法相 
比的。

渦輪機車銑

您可以使用 NX，套用專為複雜多葉片旋轉
式零件 (例如渦輪葉片和推進器 ) 所設計的  
5 軸 NC 編程專用操作，以減少編程精力。

同步 5 軸粗削能讓您指定參數，以有效率地
移除葉片之間的材料，例如切削等級補正、
驅動圖樣及刀具軸等。

刀具軸參數能讓您建立最佳化的  5 軸 
刀具路徑。

剩餘車銑能自動移除先前操作剩餘的材料，
同時也能最佳化零件的進刀方式。

輪毂精削能精確掌控側邊切削步距、切削圖樣
和刀具路徑平滑化，建立最佳化的刀具路徑。

葉片精削讓您可以指定要切削的葉片側邊，
以及邊線的刀具軸穩定參數，藉此對主要的
葉片進行精削處理。

分歧器精削能讓您為具有單一或多個分岐
器葉片的渦輪葉片與推進器進行編程 (在某
些推進器上的主要葉片之間有較小的葉片， 
稱為分歧器 )。

應用專屬的編程方式

NX Turbomachinery  
Milling 能讓您為 
多葉片零件加工 
輕鬆進行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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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式機械加工 (FBM)

您可以利用 NX 的特徵式機械加工功能，直
接從零件設計模型建立最佳化的機械加工編
程。FBM 會自動辨識多種機械加工特徵類型
並進行編程，包括：

•	稜形
•	車削
•	線切割放電加工
•	顏色和屬性

選擇機械加工步驟時需用到可配置的邏輯和
條件，由系統內含的機械加工資料庫所管理 
(如下圖所示 )。
 

您可以透過簡單的編輯程式 (Machining Knowledge 
Editor)，輕鬆設定、新增或修改特徵式機械加工操
作及其選擇方式。

PMI 驅動機械加工。NX 可以讀取附加於模型的產品
製造資訊 (PMI)，例如公差和曲面精削，並讓使用者
選擇機械加工方法。

例如，極細微的公差可能需要用到特定的精削流程
與刀具。NX CAM 可以讀取附加至 NX 設計模型的公
差資料，並利用這些資料選擇正確的機械加工操作。
如此一來，PMI 資料便能驅動 NC 編程和機械加工的
進行。

編程自動化

十倍速編程方式

操作 1
粗削 3

操作元素 
資料庫機械加工流程

半精削 2

精削 1

操作 2

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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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加工資料庫

NX CAM 提供的客製化機械加工資料庫能讓
您管理經實證的資料，並將其套用至關聯的
刀具路徑操作上。

NX 會自動為指定的操作及刀具選擇套用正確
的進給速率與速度。

機械加工精靈

您可以透過簡便的步驟建立流程精靈，處理
日常一般任務。精靈能夠依據簡單的使用者
選擇結果，完成複雜的軟體設定。您可以在 
NX 功能表中輕鬆找到這些精靈。

流程範本

NX CAM 能讓您套用預先定義的規則驅動流
程和設定範本，標準化編程工作並加快進行
的速度。

一般而言，系統會透過各種流程，以確保偏
好的方法及工裝 /模具都能廣為使用。

範本是在  NX 中標準化  NC 編程作業的最強大
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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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後處理器

NX 本身即具備與核心 CAM 系統緊密連線的
後處理器系統。

您可以為絕大部分類型的工具機和控制器組
態輕鬆產生所需要的 NC 程式碼。

後處理器資料庫

後處理器資料庫是一種線上資源，包含能夠
支援各種類型工具機的大量發佈資料。

PostBuilder

NX CAM 的 PostBuilder 功能可以讓您建立與
編輯後處理器。您可以利用 PostBuilder 的圖
形使用者介面，為所需要的 NC 程式碼指定
參數。

Siemens 控制器的最佳化輸出

NX CAM 同時也提供最佳化的 Sinumerik 後
處理器，可以根據機械加工操作資料自動選
擇重要的控制器設定。

您可以利用  NX CAM 內的特定功能表，選擇 
Sinumerik 控制器的重要功能。

後處理

Siemens Sinumerik  
控制器的最佳化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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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加工流程驗證

NX CAM 有一項關鍵優勢，就是整合式模擬
和驗證，讓程式設計師可以在 NC 編程工作
階段中檢查刀具路徑，同時也有多層次的功
能可供選擇。

例如，G-code 驅動工具機模擬會顯示 NX 內
部後處理器的 NC 程式碼輸出所驅動的動作。
工具機連同零件、夾治具和工裝 /模具的 3D 
模型，都會隨著 G-code 的處理過程，依照工
具機將會移動的方式開始移動。

Siemens 虛擬 NC 控制器核心 (VNCK) 加入 
NX CAM 之後，您可以用實際的控制器軟體
來驅動整合式機械加工模擬解決方案。整合
式解決方案將能以高度精準的速度、加速、
刀具變更和週期時間為基礎，以最接近的數
字資料呈現實際的工具機動作。

工具機支援套件

支援套件提供完整的高階工具機解決方案，
包括：

•  經實證的後處理器
•  工具機 3D 實心模型
•  範例零件、範本及文件

機械加工模擬

G-code 驅動模擬 —  
盡在 NX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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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導向的編程能力

NX 鼓勵使用者盡可能利用圖形化的方式驅
動系統。比起透過功能表鍵入數字，在螢幕
上選取並移動刀具的 3D 模型，是更快速、 
直覺的刀具操控方法。

直覺的使用者介面

最新的使用者互動技術和預先定義的編程環
境，有助於提高您的生產力。

 
說明圖像為對話框選項提供視覺化的說明。

操作導覽器

操作導覽器能方便程式設計師存取重要的資
訊，促進這類資訊的重用。這個富含大量資
訊的環境會顯示操作序列及相依關係，同時
也會追蹤刀具使用狀況並協助運用關聯的零
件資料。

整合式工作流程教學指導及文件

NX 為各種編程流程提供逐步進行的教學指
導，包括沖模、銑削及航太機械加工。您可
以直接透過 NX 存取這些教學指導。

NX 搜尋引擎的功能與網際網路搜尋引擎極為
相似，您只要利用關鍵字搜尋就能迅速找到
某一項指令。

輕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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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零件建模準備

NX 最新的 CAD 技術能讓 NC 程式設計師迅速
準備零件模型，包括協力廠商的 CAD 模型。

只要利用同步建模技術，您就可以直接編輯
零件模型，並準備讓零件進入 NC 編程，包
括封閉孔洞和空隙、補正實體面及調整零件
特徵大小等功能。

NX 提供一組專門的 CAD 功能，讓 NC 程式設
計師能夠在建立 NC 操作之前快速進行分析。

您可以用檢視橫切面的方式，檢查零件和 
工件。

主要模型概念

NX 採用主要模型概念，方便同步進行設計與 
NC 編程，作法是將所有功能 (例如 CAM 及 
CMM) 連結至零件的單一模型定義上。

因此，NC 程式設計師可以在設計人員完成
零件設計前開始編程。即使設計模型有變更，
完整的關聯性也可以確保 NC 操作日後隨之
更新。

建模、組立件與製圖

NX 提供了當今市場上最強大的 CAD 功能組
合。這些功能已納入 NX CAM 之中，可供有
需要的 NC 程式設計師用來建立零件、坯件
形狀、夾治具或工具機模型以進行模擬。

NX 的 CAD/CAM 優勢

您可以透過簡單的 
拖放作業輕鬆編輯  
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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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也提供許多其他製造應用程式，例如工具
設計與檢查編程。

工具設計

NX 模具設計能夠直接從零件模型將設計分模
線和分模面、核心與凹陷以及模具基礎的完
整流程自動化。而主要特徵資料的加入，也
能驅動 NX CAM 自動化刀具路徑編程。

NX 連續沖模設計包含專業級的沖模製作知
識，能自動化設計流程，引導您透過一系列
的步驟，完成可成形性分析、條料排樣、沖
模座設計與驗證。

NX 為汽車沖壓模具提供了一套解決方案， 
包括規劃、沖模實體面設計和可行性、架構
設計和驗證等層面。

NX 電極設計將眾多的業界最佳實做彙整成 
一套逐步實施的方法，可以將電極的設計、
收縮量、驗證和文件自動化。

NX 在製造業的應用

適合製造工程師的 
可擴充解決方案



15

具備擴展性的檢查編程

NX 的編程應用程式，可協助您為三次元座標
量測儀 (CMM) 建立檢查編程。

NX CMM 檢查編程能讓您使用簡化的工作流
程縮短達到量產時間，並迅速產生不會互相
碰撞的計畫。您可以直接在 CAD 模型上進行
編程以降低不一致的情形，並確保設計需求
的正確性。

藉由在模型 (包括 GD&T 和 3D 註解 ) 上使用
產品和製造資訊 (PMI) 自動建立計畫，您完
全不需要擔心完整性，還能套用自己的標準
檢查路徑方法、工具和專案範本，進一步自
動化編程流程。

NX 的 CMM 工具機模擬功能可讓您執行工具
機的運動學模型模擬，以確認所有特徵是否
都可存取，並確認未超過工具機限制。

您可以為特定  CMM 輸出  DMIS 或建立客製化
後處理器。



製造工程 生產線

產品設計

CAD CAM 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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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充分發揮工具機的價值，您必須將驅動
工具機的流程最佳化。一套緊密連結的整體
流程可以讓您更快完成新工具機的部署，同
時達成更高的生產效率。

CAD

製造流程從零件設計資料輸入開始，通常
是 3D CAD 模型，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是 2D  
圖面。

通常會需要用到 3D CAD 軟體以準備或調
整零件設計模型，以便進行後續的 NC 編程 
操作。

CAD 應用程式也可以用來設計與組合夾治
具。NX CAM 套件內含完全整合的 CAD 功能，
全部納入同一套 NX 系統之中。

CAM 

NX CAM 包含 NC 編程、後處理及工具機模
擬。在最佳化的流程鏈中，上述每一項 CAM 
元素都經過配置，以符合目標工具機的需要。

功能完備的套件

Siemens 是進階工具機控制器技術及驅動設
備領域的公認領導廠商。

結合軟體和製造設備專業知識兩方面之長，
我們得以提供 CAD-CAM-CNC 流程鏈支援，
讓您最新的工具機投資價值發揮到極致。

 

CAD-CAM-CNC 流程鏈



零件建模準備

工具庫 生產線資料存取

虛擬工具機工裝/模具和夾治具設計

流程規劃

直接數控

工具管理

CAM

CMM 編程

CNC

CMM 檢查執行

資料與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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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M-CNC 流程鏈支援核心機械加工解
決方案。許多公司需要額外的應用程式及其
他設備，才能完成零件製造流程。

符合您需求的解決方案

能夠在多種應用程式 (例如工具設計或 CMM 
編程 ) 中使用相同的 3D 模型，是一項主要的
優勢。NX 能讓所有應用程式共用相同的 3D 
模型技術以支援這些方案，讓您享有更快速、
整合度更高的流程。

資料與流程管理

Siemens PLM Software 可透過 Teamcenter 
套件促進資料及流程的管理，您也能透過此
套件管理完整的製造計畫。

此外也有生產線應用程式可供運用，包括分
散式數控 (DNC)，能夠將受 Teamcenter 管理
的資料直接連線至工具機上。生產線工具資
料管理解決方案可以直接使用計劃資料和連
至設備的介面，例如刀具設定儀。

我們的解決方案

當您定義出一份零件製造計畫同時送入生產
線執行時，Siemens PLM Software 能為您提
供符合特殊業務需求的解決方案。

零件製造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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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CAM — 完整的功能

NX CAM 提供大量的深入 NC 編程功能，讓 NC 程式設計師只要透過單一系統即可處理各種類型的工作。

2 1/2 軸車銑 這個模組能協助進行每項工作幾乎都會用到的簡單車銑及鑽孔功能，提供的刀具路徑範例包括鋸齒狀、
補正和插銑等，同時還提供由手動刀具定位到進階的擺線粗削等多種方法。任一種車銑模組都可以與
車削模組結合，提供銑削支援。

3 軸車銑 粗削、剩餘車銑、半精削和輪廓表面精削等功能，有助於因應自由成型曲面所帶來的各項挑戰。這項
功能還包含高速機械加工所需要的額外功能。

5 軸車銑 提供彈性的 5 軸編程功能，包括高度自動化的幾何資料選擇及精確的刀具軸控制。

渦輪機車銑 支援專門針對複雜多葉片旋轉式零件 (例如渦輪葉片和推進器 ) 所設計的 5 軸 NC 編程操作。

車削 這個模組提供簡單的 2 軸車削應用，也提供多軸心、多刀塔應用。系統可以和實心、線束甚至是 2D 
輪廓搭配運作。對於銑削工具機而言，這個模組可以視需要和任何車銑模組結合。

線切割放電加工 支援 2 到 4 軸編程，包括多路徑輪廓處理、線切割反轉及區域移除

FBM 編輯 這些功能可以讓您透過 Machining Knowledge Editor 建立並修改特徵定義和規則驅動自動化流程。

NC 模擬 完全整合的 G-code 驅動機械加工模擬會使用後處理的輸出，達成最完整的模擬成果。同時發生的多
通道動作會經過同步化及分析。內含的 Machine Tool Builder 會建構實際的運動學工具機組立件。

NC 編程專用進階  
CAD 功能

系統提供最新的 NX CAD 技術，以協助快速 3D 模型的準備與編輯等作業。這項 NC 編程功能可以用
來建立坯件形狀、工具機組立件、工具和夾治具的 3D 模型。CAD 功能的層級需視選擇的 CAM 套件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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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CAM 模組和套件

將您軟體投資的 
價值發揮到極致

2 1/2 軸車銑 這個模組能協助進行每項工作幾乎都會用到的簡單車銑及鑽孔功能，提供的刀具路徑範例包括鋸齒狀、
補正和插銑等，同時還提供由手動刀具定位到進階的擺線粗削等多種方法。任一種車銑模組都可以與
車削模組結合，提供銑削支援。

3 軸車銑 粗削、剩餘車銑、半精削和輪廓表面精削等功能，有助於因應自由成型曲面所帶來的各項挑戰。這項
功能還包含高速機械加工所需要的額外功能。

5 軸車銑 提供彈性的 5 軸編程功能，包括高度自動化的幾何資料選擇及精確的刀具軸控制。

渦輪機車銑 支援專門針對複雜多葉片旋轉式零件 (例如渦輪葉片和推進器 ) 所設計的 5 軸 NC 編程操作。

車削 這個模組提供簡單的 2 軸車削應用，也提供多軸心、多刀塔應用。系統可以和實心、線束甚至是 2D 
輪廓搭配運作。對於銑削工具機而言，這個模組可以視需要和任何車銑模組結合。

線切割放電加工 支援 2 到 4 軸編程，包括多路徑輪廓處理、線切割反轉及區域移除

FBM 編輯 這些功能可以讓您透過 Machining Knowledge Editor 建立並修改特徵定義和規則驅動自動化流程。

NC 模擬 完全整合的 G-code 驅動機械加工模擬會使用後處理的輸出，達成最完整的模擬成果。同時發生的多
通道動作會經過同步化及分析。內含的 Machine Tool Builder 會建構實際的運動學工具機組立件。

NC 編程專用進階  
CAD 功能

系統提供最新的 NX CAD 技術，以協助快速 3D 模型的準備與編輯等作業。這項 NC 編程功能可以用
來建立坯件形狀、工具機組立件、工具和夾治具的 3D 模型。CAD 功能的層級需視選擇的 CAM 套件
而定。

軟體模組 
 

NX CAM 套件
  

CAD/CAM  
車削基礎型

CAD/CAM  
車銑基礎型

僅限 CAM  
5 軸機械加工

進階 5 軸 
機械加工

完整 
機械加工

基礎型 • • • • •

2 ½ 軸車銑 • • • •

3 軸車銑 • • • •

5 軸車銑 • • •

渦輪機車銑 •

車削 • •

線切割放電加工 (NX30431) •

特徵式機械加工編輯 •

NC 模擬 • • •

NC 編程專用進階 CAD 功能* • • • •

 *基礎型模組包含部分 CAD 編輯功能。NC 編程專用進階 CAD 功能 (第 1 級或第 2 級 ) 包含於上述 NX CAM 套件中。其他的 CAM 模組是以個別附加 
     模組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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