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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功能介紹 https://whatsnew.mastercam.com/2020/zh-cn/Content/OnlineOnly/Home.htm 

 

 

新知造網站 & 免費技術分享 http://www.newmake.com.tw  

新知造雲端學院 http://elearning.newmake.com.tw    

 

您可以觀看我們的視

頻，瞭解可用的新功能

和特點。請查看新知造

雲端學院或 CNC 原廠

和 Youtube 

•新的 3D 熔接工法 

•增強孔的加工 

•串聯介面優化 

•新增孔 BOM 表  

•支援中文單線字體 

•支援車削 3D 刀具  

•刀片和刀柄過濾  

•改進機台的配置操作 

…. 

完成註冊的用戶可以

到 Mastercam 網站 

選擇產品安裝與 

Mastercam 2020 更新

檔案 

增強 Mastercam 2020 體

驗？我們提供豐富的資

源，供您瞭解更多的資

訊，包括教程、技術分

享和線上論壇。請查看 

Mastercam 檔案 > 說明

或社群頁面。 

http://www.newmake.com.tw/
https://whatsnew.mastercam.com/2020/zh-cn/Content/OnlineOnly/Home.htm
http://www.newmake.com.tw/
http://elearning.newmak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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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連管理 

 

當您選擇曲面或實體做串連時，您可將串連轉換為

循環或邊界。 

 

 轉換為邊界:可將串連線段打斷。 

              (當切換為邊界時，可編輯不同 

               段之轉速及補正。) 

 轉換為循環:可直接將線段轉換成串連。 

 

優點:增加更彈性的串連編輯應用  

 

 增強實體分析 

 

 分析實體的功能增強，直接點擊實體可分析

實體的密度、體積、重心..等等。 

 更嚴謹的檢查實體，將顯示所有實體的錯誤

問題。 

 

優點:強化實體分析功能與立即發現問題。 

 

 

 

 新增串連選項與優化 

      

Mastercam 2020版本提供全新的串連介面  

 線架構模式: 

1. 圖示更換 

2. 新增動態開始點功能，直接定義下刀點。 

3. 分支功能 

 實體串聯模式: 

    新增開放型凸島與封閉型凹槽可做選擇。 

 使用實體串連有以下快捷鍵可用 

[Shift+單擊]-選擇相切的實體面 

[Alt+單擊]-選擇向量 

[Ctrl+單擊]-選擇匹配的實體圓角或孔 

[ Ctrl+ Shift+單擊]-選擇相似的實體特徵 

 

優點:讓您更快速地選擇串連，減少編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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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文件導入 

 

 支援NX、ProE、 CreoTM、Inventor、CATIATM

文件中的3D註解。 

 支援Rhino6、solidEdge2019、catiaV5和

solidworks2019直接介面檔 

 支援從STEP、Creo、PROE、NX檔案導入座標

系。 

 輸入ACIS .SAT和.SAB時，支援spatial2019版 

 

優點:避免轉檔造成問題，浪費CAD整理時間。 

 

 

 上下文功能區選項 

 

在螢幕視窗中點擊圖素時，Mastercam 2020版本會

自動將上方選項卡切換成所點擊圖素的相關應用

功能，讓您立即點擊選項做編輯。 

 

優點:加快對零件的設計修改以縮短編輯時間。 

 

 增強合併模型 

 

 位置定位可依據選取方式或曲面對齊，也可

使用動態、鏡像和比例的方式來合併模型。 

 放置層別新增三種方式:合併檔案層別、活動

層別和補正值。 

 

優點:提供模型更方便簡易的合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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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平面功能 

 

 一次顯示多個平面，滑鼠雙擊可調整個別平

面位置。 

 找平面功能新增依平面:全部、已選取和已顯

示。 

 平面的右鍵功能列新增凝合原點，可快速移

至世界座標點。 

 平面的座標顯示可調整大小與透明 

 

優點:平面顯示讓平面座標選擇更快速方便 

 

 增強自動抓點 

 

自動抓點支援面中心(Face Center)模式，可將自動

抓點置於所選面的重心位置。 

 

Ps:選擇面中心(Face Center)可從自動抓點下拉列表

中做選擇，或按 [F] 開啟此功能 

 

優點:對於物件中心可方便快速取得 

 

 串連高亮顯示 

 

現在可以在顏色選項中，調整串連高亮設定，並

可自行設定顏色。 

 

優點:更清楚顯示，更容易地選擇串連產生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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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實體模擬 

 

 素材模型的對話框選項中，新增顏色的定義 

 對於素材模型、工件和夾治具的輪廓邊緣做了

高亮顯示。 

 

優點: 模擬時更清晰與識別。 

 

 

 刀具顏色自定義 

 

線性模擬時，現在可以自訂刀具的刀刃和刀桿顏

色，使模擬切削時可以更清楚，車床銑床皆可調

整。 

 

優點:直覺清楚地辨識刀具有效刃長 

     和判斷夾持長的安全性 

 

 模型透明度 

 

您可以點選檢視中的著色選項，自行定義模型的

透明度百分比。 

 

優點:透明度的控制，讓您更容易清楚地檢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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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列表功能(BOM) 

 

 在標註選項卡註解內新增孔列表功能，可快

速的將實體上的孔做分類和數量標示列出。  

 各類別的孔可以定義不同顏色來區分 

 新增孔位置關聯性 

 

優點:更快速知道實體上孔的大小及數量以判斷 

    刀具規劃與2D圖的確認比對。 

 

 

 True Type字體 

 

Mastercam 2020現在支援中文單字體，此True Type

字體為OLF Simple Sans CJK OC，共有35000多個字

符，除了支援33000多個中文字符外，也支援多國

語系Ex:日文、韓文...etc。 

 

優點:解決您物件編號做單線字體加工的困擾。 

 

 

 

 自動填補複雜曲面 Power Surface 

 

Power Surface自動填補曲面。新介面提供了各個選

項功能的提示，讓您更了解每個功能的應用 

 

優點:讓您快速了解功能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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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布林運算 

 

Mastercam2019版本當同時選擇兩個實體會產生錯

誤。 

在Mastercam 2020解決了這個問題，使用功能時系

統會提示您選擇一個目標。此外，您現在也可以

選擇多個實體，系統會自行判斷其中一個當主體。 

在實體管理器中按[Shift +單擊]或[Ctrl +單擊]以選

擇多個實體。 

 

優點:解決實體布林運算選擇性的困擾 

 

 

 增強剖面線功能 

 

Mastercam 2020 剖面線功能選項中的曲面流線曲

線功能，新增修補面邊界的功能，可快速針對此

曲面的UV方向，同時取得剖斷面線和所選的曲面

將高亮顯示。 

 

優點:減少剖面的操作 

 

 

 銑削增強---新增刀具種類 

 

Mastercam2020 新增兩種刀具分別是橢圓型

刀具與鏡片酒桶型刀具。 

 

優點:此類刀具可讓您大幅度提升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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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孔介面整合 

 

Mastercam2020 鑽孔介面將2~5軸鑽孔都整合在

同一操作介面。包括刀軸控制與旋轉軸與安全範

圍等。工法包括有:一般鑽孔、全圓銑削、螺旋銑

孔與螺紋銑削。 

(注意:多軸模組才可使用到五軸鑽孔功能) 

 

優點:鑽孔更加簡易方便操作 

 

 增強鑽孔工法應用 

 

Mastercam2020 除了安全提刀範圍定義外，也增

加許多特徵孔應用。包括 

 直接選擇特徵面即可抓取中心點 

 參考素材運算孔和線的深度 

 顯示特徵孔的屬性 

 

優點:多軸鑽孔操作更簡易快速且更安全 

 

 

 覆蓋圖形直徑 

 

當銑削螺紋牙或是銑圓時，因設變或其他加工因

素導致圓要銑更大或是縮小，此功能可不用重新

修改CAD 直接從此功能設定銑圓或牙的直徑大

小。 

註明:當選擇圓弧、實體孔或圓柱特徵時才能啟用 

 

優點:可節省修改CAD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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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修次數與重疊量 

 

Mastercam早期版本，在工法內的精修次數選項無

法支援重疊量的使用，會產生錯誤訊息。 

在Mastercam 2020版本已解決這個問題。 

 

優點:避免精修時所產生的進退刀刀痕問題。 

  

 

 3D等距加工 

 

Mastercam 2020版本，支援環繞和等距環繞工法使

用參考曲線作為起始來運算刀具路徑。也新增封

閉偏移與修剪補正，對於複雜零件的造型，提供

了高質量的刀具路徑加工軌跡 

 

優點:可提高整體工件表面的高品質加工。 

  

 

 拖放刀具路徑圖形 

 

使用3D刀具路徑時，若遇到許多面的實體 可透過

新增的拖放刀具路徑圖形功能，可直接將圖形和預

留量做修改 

 

優點:快速複製上一個路徑的圖形， 

    無須再手動點選小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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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3D熔接加工 

 

Mastercam 2020版本，提供使用者全新的熔接加工

介面，熔接加工改進了運算速度、路徑的加工順

序，讓整體的加工時間更縮短。 

 

優點:提高整個工件表面的高品質加工， 

 

  

 

 增強去毛邊功能 

 

多軸加工內的去毛邊工法，在切削方式中新增: 

順銑與逆銑，在進階自動邊緣檢測中新增:依照高

度限制檢測區域，您可以自行限制軸的角度以減

少刀軸的變化。 

 

優點:確保品質與加工的安全性 

 

 

 增強側銑功能 

 

 多軸側銑新增定位選項，當需要將刀軸投影的

方向從世界座標重新對齊到WCS、刀具平

面、繪圖平面時，此選項非常有用。  

 進階控制側略中也新增垂直於導引曲線 

 

優點:提高了側銑加工的軸向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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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車削刀具的定義 

 

Mastercam 2020版本，針對3D車刀建立有大幅地改

進，如下幾項: 

 刀片插入刀柄時接觸即停止功能 

 3D刀具在列表中顯示更容易分辨 

 建立3D刀具時自動定義補償點 

 車刀庫中新增刀片及刀柄選項 

 刀具過濾新增刀具、刀片和刀把的過濾選項 

 

優點:更能符合3D車刀的建構與簡易性 

 

 車刀刀片設計器 

 

Mastercam 2020版本，提供用戶使用新的“刀片設

計器”功能來建立刀片。 刀片設計器支持ANSI和

ISO參數定義或基於實體模型來自定義刀片。 

 

優點:更能符合車刀刀片的建構與簡易性 

 

 車刀刀把設計器 

 

Mastercam 2020版本，提供用戶使用新的“刀把設

計器”功能來建立刀把，您可透過實體模型來定義

刀把設計。 

 

優點:更能符合車刀刀把的建構與簡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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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文件上有任何疑問或問題，歡迎利用                                                                                    

請Mail : danny@newmake.com.tw 或電話與我們連絡。04-2320-7747 

 

Mastercam 2020 版本超過 100 個以上的新增功能，此更新手

冊經由新知造科技只擷取了部分亮點功能，如您想要了解更

多的細節功能可至新知造科技的雲端學院_版本更新教學影

片或參閱 https://whatsnew.mastercam.com/2020/en-us/網站。 

新知造雲端學院 http://elearning.newmak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