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昂科最新的ToolRoom软件版本包含的新特征与功能提升将帮
助你提升生产力与使用便利性。

复杂刀具形状的自由设计永远是ToolRoom软件的一大特
色。ToolRoom 2016的新特征进一步扩展了定义与磨削宽范围
的特殊刀具形状。



成型砂轮整体开槽与成型
砂轮沟槽抛光
•	支持变螺旋

•	新的成型砂轮整体开槽与成型砂轮
沟槽抛光工序

•	仍旧保留旧的操作工序

•	粗加工与精加工都可以分刀修整砂轮

•	冷却孔	-	校正刃口至孔的偏转角度

•	校正Y偏置非零时的直径

•	校正芯部带锥度的螺旋	–	不会产生
锥度径向刃带

圆柱形外圆磨削
•	现有的圆柱形外圆磨削功能作为旧操作保留

•	聚焦使用的便利性并将其整合到铣刀与钻头专
家软件中

•	图形与磨削操作分开

•	多种图形定义方式:	阶梯表格,	锥度表格,	轮廓
图形

•	智能余量去除功能,	操作与操作间自动计算同时
支持圆弧磨削计算

•	根据余量显示分刀次数

•	磨削主轴与工件头架均可实现摆动磨削以避免
磨削纹路

•	砂轮修整可在粗磨与精磨后控制

•	支持去皮磨削不再需要使用轮廓软件

iGrind中的新刀具类型 - 枪钻 
•	枪钻刀具类型已添加到iGrind中

•	专家向导基于方便使用而设计



轮廓编辑软件
•	轮廓后角线性变化

•	每个元素可修改后角，可变刃带或后角角度

•	尖角圆弧过渡

•	刀具碟形角使用带碟形的碗形砂轮在12点位置
磨削

•	菜单项中增加椭圆功能

•	引入偏转角式面磨削通过使用控制砂轮接触距离

•	每个后角或全部进给速度控制

•	轮廓粗磨可使用砂轮圆角大于凹圆半径的砂轮

•	在12点钟磨削零度剪切角自动选择1A1砂轮的
二侧面

•	可变间隙角+倾斜角编辑器带动画编辑

•	平面后角磨削后偏心部分连接轮廓，也可以有
选项进行轮廓修剪

•	出错信息清除并给出推荐动作

•	轮廓编辑器尺寸标注

圆角铣刀
•	外圆-圆角-端面磨削与齿隙磨削操作已完全重新
设计.	原有的操作作为旧功能保留

•	外圆-圆角-端面磨削特征:

-	偏心外圆后角与平面后角在圆角处直接融合

-	后角与刃带宽度可设计复杂值

•	-	4	轴磨削	&	固定磨削点磨削

-	无限后角数量

•	齿隙操作特征:

-	平面或曲面齿隙面

-	经典或凸面芯部轮廓形式

-	连续或分开的圆角齿隙与端面齿隙磨削



夹头保护
•	刀具端面探测在伸出长度区域紧挨着有一个按
钮可在磨削前计算刀具最小的伸出长度

•	在线探测后检查会进行以防止夹头与砂轮碰撞

•	出错信息将提示用户避免碰撞所需的最小伸出
长度

•		I3DG	模拟将提示操作者夹头或上压式支撑有
碰撞

•	使用运行上料机	Loadermate的刀具如检测有碰
撞将直接送回料盘不磨削

机床配置器
•	机床配置器可用于配置夹头，刀柄与上压式支
撑

•	所有昂科提供的刀柄，夹头数据库提供给客户
使用

•	有选项功能提供给客户用于输入用户自己拥有
的特殊夹头与刀柄

冷却孔编辑器
•	棒料编辑器用于在CIM3D棒料中定义冷却孔的
螺旋，直线或分叉形式

CIM3D中冷却孔分析支持
ToolRoom
•	自动检测冷却孔破损并且着色标记破损。

•	分析刀具最小冷却孔壁厚与臂厚公差



Weldon平面操作
•	新操作WELDON平面可以通过添加操作/应用部
分添加

•	此操作特别用来磨削一个或多个平面并选择磨
削侧翼

添加/删除操作对话
•	完成重新设计的单功能分类的操作清单

•	支持用户定义自己喜好类操作

•	支持关键字搜索与显示旧功能保留

沟槽选择与顺序
•	控制磨削槽的顺序

•	沟槽磨削可以选择反向槽以平衡磨削力

•	基于单槽的操作控制



刀具，砂轮与生产管理

网络砂轮库
•	砂轮库利用用户参数条激活

•	可以在本地与网络打开

•	砂轮库集中管理

•	提供一种容易在多台机床间共享砂轮组标定
参数的方式

•	搜索/过滤工具

•	模拟/机床标定状态提供保护防止将模拟机上
的砂轮组标定数据用到机床上

•	区分	11A2与	11V9砂轮

•	公司管理者可以创建终端用户的不同访问权限

•	增加用户限额并可随时调整访问权限

•	用户需要登录相应访问权限

•	可以在不同模式选择，生产，服务，热机与调试等



生产监控 – 客户端
•	总览面显示机床数量与识别号

•	此页可设置

生产监控 – 细节
•	选项可选产生报告的生产数据日期与时间

•	选项可选产生报告机床至机床间，班次与班次
间等

•	网络浏览器支持	Internet Explorer, Safari,	
Google Chrome,	并且可用于最新的手机,	iPad	等

生产监控
•	监控所有网络上的所有机床

•	记录机床的加工时间，停机时间，调试时间等

•	不同的登录者提供示同的等级与访问权限

•		OPC UA	服务器组件在机床上提供部分功能

•	客户端服务器分别安装刀具服务与砂轮服务

网络刀具库
•	集中网络管理刀具文件

•	版本控制与不同的浏览工具

Web Server



提升砂轮模型
•	更理想的显示砂轮

•	分别模拟砂轮粒度部分与砂轮基体部分

砂轮尺寸
•	新功能在文件菜单中可以显示当前砂轮组的砂
轮宽度与直径

•	此信息可打印

I3DG 与模拟加强
•		CIM3D v8	质量提升

•	防锯齿现在可以在Windows	8下实现（独立
硬件）

•	用户参数用于控制3D优化或加工时间估计功
能已去除。加工时间已自动产生对于优化的操
作，同时包括后继的分刀磨削时间

•	时间超限与内存超限可以通过出错窗口的一个
按钮直接增加容量，但只对当前刀具有效

•	特征颜色渲染可以使用并且是默认选项

•	TPD产生与模拟CIM3D/I3DG间自由流动。
二种处理模式平行运行以得到更好的性能

•	碰撞图像显示在夹头保护状态的主页上

•	模拟-现在按钮将能自动进入重磨模式，模拟
可以仅一个操作



用户输入砂轮标定
•	在用户输入对话框中添加一列用于砂轮直径

•	增加一个标记用于显示修改值

用力击或打开或/关闭
•	触摸屏可通过猛击在多个操作间同时打开或关闭

表格编辑功能
•	表格右击菜单

•		CTRL-Enter以展开后续的所有行

•	大表格防止重复数据的输入，丝锥磨牙-刃带补
偿等

扩展NC输入区域
•	按钮可扩展NC输入区域至整个窗口并能恢复至
正常窗口

•	不需要滚动就能阅读更多的NC代码



刀具组合的A-偏转计算器向导
•	按钮出现在刀具组合页的偏置位置旁

•	计算主槽截面与前导直径相交位置

Windows 7 & 8 兼容
•		RN33兼容	Windows 7 & 8专业版32位与64位操
作系统

注释 & 附件
•	拖动与下拉添加附件

•	图像可以插入到注释中	(!photo.jpg!)

I3DG 可用于冲头软件
•	整合模拟图像已添加至	iPunch。每次参数修改
都会在后台运行模拟并直接显示在模拟标签处



•	刀具预览器带有过滤功能，你可以输入一个搜索词组以显示所
有文件名包含该词组的砂轮文件

•		Windows Explorer中添加了一个选项并且选择一个已创建的打
包文件

•	砂轮库中的砂轮选择工具已改为可滚动条方式

•	砂轮选择表中添加一个过滤器以过滤位于不工作的操作中的砂
轮，你可看到实际磨削过程中砂轮交换顺序

•	新功能通过右击菜单添加，可显示为什么参数不工作

•	对于刀具自动测量ATM功能进行左旋左切刀具的中心槽测量添
加了一个选项C-探针位于-90度位置

•	防止显示锯齿已用于集成3D模拟中以获得更好的图像质量

•	提供按钮当I3DG模拟超过极限时可”增加显示时间”

•	新命令添加至K-Land菜单中可以删除以前的探测或自动生成
刃口形状的自动计算点

•	帮助图形可以自动缩放以占据整个窗口

•	添加了过滤器可用于参数连接与隐藏参数

•	添加新功能可以高亮显示即将生效参数，这个参数起作用是因
为在不同的标签页内对另一个参数进行修改生效而产生的情况

3D 文件视图
•		I3DG	模拟与TOM文件一并保存

•	可用于刀具预览与文件浏览

•	可用于上料机软件LoaderMate/Robomate上载
工件

•	不进行过程模拟但直接载入3D图形并且非常快

Loadermate 上料机设置
•		Loadermate在RN33中加强为设置专家向导

•	通过选项可显示	Loadermate参数，例如伸入长
度或柄部直径等

•	显示刀具数量以控制料盘的刀具数量

•	可浏览样板TOM文件，使刀具间的参数调节方便

•	可选择在刀具组中添加任何数量的刀具或刀具
类型

•	可选择在iGrind中添加刀具，即在iGrind中对当
前打开的刀具文件上添加

•		Push按钮可直接将刀具组添加至Loadermate	的
当前工作中

ToolRoom 2016 包含的其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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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ANCA Pty. Ltd.
25 Gatwick Road
Bayswater North
Victoria 3153
AUSTRALIA
Tel +61 3 9751 8200
ozinfo@anca.com

美国
ANCA Inc.
31129 Century Drive
Wixom
Michigan 48393
USA
Tel +1 248 926 4466
usainfo@anca.com

英国
ANCA Ltd.
2 Eastwood Business Village
Harry Weston Road
Coventry CV3 2UB
UNITED KINGDOM
Tel +44 2476 44 7000
ukinfo@anca.com

日本
ANCA Japan
3-60-1 Sakuragaoka-cho
Owariasahi-shi
Aichi-Ken 488-0859
JAPAN
Tel +81 561 53 8543
japinfo@anca.com 

中国
ANCA Machine Tool (Shanghai) Co. Ltd
West Wing, 1/F., Building 4,  
475 Fu Te No.1 Road(W)
Waigaoqiao FTZ, Shanghai, 200131
CHINA
Tel +86 21 5868 2940
chinfo@anca.com

印度
ANCA Machine Tools Private Ltd
#64, Parimala Towers
MES Rd
Yeshwantpur
Bangalore – 560 022
INDIA
Tel +91 80 4219 8107/108
indiainfo@anca.com

巴西 
ANCA do Brasil
Rua Francisco Ferreira Leão 377
Sorocaba 18040 330
São Paulo
BRAZIL
Tel +55 15 3221 5512
brinfo@anca.com

德国
ANCA GmbH
Alois-Senefelder-Str. 4
68167 Mannheim
GERMANY
Tel +49 621 338100
gerinfo@anca.com

泰国
ANCA (Thailand) Ltd
Eastern Seaboard Industrial Estate,
No. 109/20 Moo 4,
Tambon Pluakdaeng,
Amphur Pluakdaeng,
Rayong 21140
THAILAND
Tel +66 3895 9252
thainfo@an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