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本中有何新功能
ProNest 2019包含丰富的新增功能与增强功能；这些功能在大大简化用户界面的同时，还提升了输出文件的品质和效率。单击最上面的链

接可了解本版本中的新增特性和增强功能，单击其他链接可查看以前各个版本中的新增特性和增强功能。

最新版本：

ProNest 2019 v13.0

以前版本：

ProNest 2017 v12.1
ProNest 2017 v12.0
ProNest 2015 v11.1
ProNest 2015 v11.0

ProNest 2019 v13.0
栅格至矢量
ProNest可以导入栅格图像文件并将其转换为可在您的设备上进行切割的矢量零件文件。

可以导入下列格式的图像文件：PNG、JPG、JPEG、BMP和 GIF。

通过新设定，您可以在导入之前对图像进行微调，从而获得最佳结果。图像转换为零件之后，即可对其进行套料和输出。对于需要多次切

割的图像，您可以在零件库中轻松保存零件的矢量版本，亦可使用 2DCAD将其保存为 DXF或 DWG文件。

手动套料：拖拽旋转
如今，手动套料过程更加平滑，也更加直观。利用套料上的现有零件，您可以很轻松地沿着其他已套料零件和板材边缘安放零件。

在套料上拖拽零件时，零件会与现有零件或板材边缘碰撞，然后会旋转并卡入。您可以沿着相邻零件的边缘拖动零件以获得最佳结果。

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轻松地将零件安放到套料上的空白区域，且无需手动将零件旋转至正确角度。

优势包括：
l 手动套料时，可以更轻松、更快捷地创建更加紧密的套料
l 实现更高的板材利用率，在大型零件的轮廓周围套料时尤为如此

套料时忽略引线
您可以根据引线是否低于零件间距自定义百分比，选择套料时仅忽略部分引线。

如果某些引线 /穿孔不太重要且不会影响零件之间的间距，但是其他引线 /穿孔较大，不应忽略，以免与相邻零件造成实际冲突，则这一功

能很实用。

引线类型
可以使用所有引线类型，并可在 ProNest所有部分 (包括 “编辑零件清单 ”、主窗口和 “引线 ”设定电子表格 )中进行选择。在之前版本中，必

须手动在 “高级编辑 ”中手动应用自定义引线类型。

飞切
飞切专为激光切割薄材料而设计，是沿一条直线同时切割多个不同内轮廓的对齐边缘的一种方法。可以在不减速或者不停止切割头的情

况下完成穿孔。

此技术可提高切割速度，减少因方向改变而需要减速的次数。由于与逐个切割内轮廓相比，切割头改变切割方向的次数大大减少，因而

降低了机器上的机械应力。

飞切直边零件
ProNest支持对各种形状的网格 包括正方形 /矩形、三角形、六角形、八角形和混合轮廓 进行飞切。

快速割弧
对于对齐圆形或凹槽网格，会使用类似的快速切割技术。与直边零件不同，这些内轮廓需要逐个进行切割，但仍可以在不减速或者不

停止切割头的情况下完成穿孔。

余料骨架切割：将序列与零件集成
对余料骨架切割线和零件进行集成是一项新设定，允许以分组形式切割余料骨架切割线和外部零件轮廓。首先会切割与外轮廓相交的所

有余料骨架切割线，然后再切割外轮廓。

选择此设定可以降低由于板材移动而导致的零件缺陷，还可降低与翘卷零件发生碰撞的几率。

面包屑型文件夹导航
现在，ProNest中多个区域采用更为现代的面包屑型文件夹资源管理器，可以让用户更轻松、更快捷地浏览文件夹和文件。



固定引线类型
如今，选择引线时，可以将常用引线类型固定到列表顶部，便于快速访问。

总成信息
l 如今会在主窗口内的 “属性 ”窗格中显示零件的总成名称。
l 如今，根据零件属性对零件填充颜色时，可以选择总成名称。

安全区域
如今可以对整台设备应用默认安全区域模板。默认安全区域会在套料之前应用于所有板材。如果设备设有停止位或夹具来固定板材，则

无需每次在创建新套料或向板材清单中添加板材时都应用安全区域模板。
l 您可以指定应用默认安全区域的最大材料厚度，这一功能对无需夹具的厚板材很有用。

Design2Fab 集成
ProNest中新增 Design2Fab双向集成，能够让您暂停 ProNest作业并向 Design2Fab中添加管接头，然后再返回到 ProNest作业，此时图形即

已添加到零件清单中，可用于套料和 NC输出。
在 ProNest 2017版本 12.1.3中引入此功能。

历史数据库性能提升
在 ProNest 2019中，历史数据存储于主生产数据库中，而不是外部的历史数据库中。如今，历史视图与模式绑定，可以带来诸多优势：

l 提升了查询生产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 尤其是包含大量历史数据的数据库 的速度。
l 防止未经授权或意外的数据库变更。
l 提升了安装 ProNest数据库的速度。

SOLIDWORKS®接口
对部分金属板而言，ProNest会在同一图层上自动创建更多曲线，这些曲线与主曲线平行，可位于主曲线的任一侧。如今，如果需要将这

些曲线映射至不同工艺或者将它们一起排除，您可以将这些曲线放置在与主曲线不同的图层上。

工作单：重用套料
现在，如果需要重复切割同一零件，您可以针对套料中的零件使用不同工作单来重复处理同一套料。这样，可以根据需要重用利用率和

生产效率较高的套料。

生产管理器
对 “生产管理器 ”模块进行的改进包括：

l 推出了新首选项，允许在原始套料完成之前在余料上进行套料。
l “生产管理器 ”编辑器采用新布局和风格，如今既可以在 ProNest内的 “数据 ”选项卡内启动，也可以在 Windows“开始 ”菜单中作为快

捷方式进行启动。
l “生产自助设备 ”时间数据会显示在网格视图内。

生产自助设备
对 “生产自助设备 ” 之前的 “自助设备 APP” 进行了诸多改进：

l 现在，ProNest数据库中提供自助设备生产数据，包括设备、操作工、启动 /停止时间以及运行时间。
l 支持多设备。
l 如果需要完成高优先级的切割工作，可以暂停目前正在生产中的套料。
l 可以在单台 PC上同时运行多个 “生产自助设备 ”应用实例。
l 对于可用套料，系统会显示板材尺寸和库存信息。
l 重新设计了用户界面，让用户使用更加方便。

STRUMIS
现在，“针对 STRUMIS的套料系统优化 ”支持 “必须对所有零件进行套料 ”设定。选中之后，除非可对所有零件进行套料，否则将放弃所有优

化结果。 此功能最初在 ProNest 2017版本 12.1.1中引入 。

ProNest 2017 v12.1
动态对齐
创建相互连接的一列或一行矩形零件，并对齐到同一侧。已对齐的零件可通过公共边或桥接进行连接。此功能要求使用链路和桥接切割

或公共边切割模块。
可以手动将套料上的零件快速碰撞套料在一起，形成动态对齐的列或行。也可以在自动套料期间动态对齐零件。

公共边切割
动态对齐以便沿公共边切割零件可缩短创建 CLC套料所需的编程时间。优势包括：

l 手动将零件碰撞套料在一起，以创建完成的 CLC组，而不必创建 CLC工作组合。
l 与 CLC阵列不同的是，可以将不相似的零件合并到动态对齐 CLC行和 /列中。
l 自动套料期间创建的动态对齐 CLC零件可以构成子列零件 一行较小的零件通过公共边切割与较大的零件排列到同一列中 。

桥接切割
动态对齐桥接切割是一种特殊的桥接技术，设计用于实现以下操作：

l 移动桥接零件使之相互贴近，以便最大化材料利用率。割缝通常和之前的切割割缝部分重叠。
l 延伸负向桥接点使之越过对齐部件边缘。此技术可减少因桥接断点产生的瑕疵。
l 沿对齐边缘完成收尾切割，让所有零件掉落。负向桥接点由收尾切割的割缝使用。此技术还可确保在切割头移离零件时零件可自

行掉落，从而减少碰撞的发生。
板材加工设备 例如 Peddinghaus 可完成对齐边缘上多个零件的收尾切割。

负向桥接延伸
在零件转角处应用的负向桥接可与零件边缘重叠。此技术可减少零件边缘上因桥接断点产生的瑕疵。



公共边切割路径
连续通道
对于板材加工设备 例如 Peddinghaus ，专门为大型 CLC零件网格设计了一种新的 CLC切割路径，可采用连续通道的方式切割横跨多个零

件的直线，而不必逐个零件地切割。
环绕式 CLC零件的顺序
现在，在零件被其他零件环绕的 CLC组中，切割顺序从最内侧的零件开始，逐渐向外切割。这样可以缩短横移距离和生产时间，同时确保

正确的掉落顺序。

多设备输出
您可以在为当前 ProNest设备创建输出文件的同时，为一个或多个附加设备创建 NC输出文件。在当前实际设备关闭或不可用而有支持类

似工艺的其他设备可以切割套料时，此操作非常有用。

数据同步
导出数据
数据同步管理器现在包含导出任务，经过配置可采用 XLS、XLSX、CSV或 XML文件的格式将套料历史记录数据从 ProNest传回给 ERP系
统。优势包括：

l 创建并配置导出任务
l 使用 SQL查询生成器自定义数据
l 安排导出计划
l 发送与工作单、消耗的库存以及创建的余料 /余料骨架有关的套料数据
l 基于浏览器的查看器可按日期显示导入和导出日志
l 在数据同步管理器的主屏幕中查看数据库连接

导入 XML
现在，工作单和板材库存导入任务可以使用 XML文件导入源数据。

STRUMIS
现已增加对 StruMIS v10.1的支持。在零件清单发生改变或要添加更多零件时，可以通过 StruMIS重新调用之前创建的套料，以便重新进行

套料。

切割技术：割缝相交
新的切割技术可控制在公共边切割、桥接切割和余料骨架切割期间切割头何时与之前切割的割缝相交。此技术有多种应用，包括在割缝

相交处禁用自动调高控制等。

类别选择
现在，对于海宝 XPR设置，类别选择器包含一个切割质量指示标记，显示每种选择的预测切割质量。

按零件确定切割序列
当使用切割序列规则时，一种新的设定允许在切割序列进入下一个零件之前先完成对某个零件的所有轮廓切割。此设定对支持多种切割

工艺的设备很有用。

SOLIDWORKS 接口：坡口检测
在导入期间识别 SOLIDWORKS®零件上的坡口切割边缘并自动为其分配 ProNest坡口切割。支持单通道和多通道坡口切割。

Inventor 接口：坡口检测
在导入期间识别 Inventor®零件上的坡口切割边缘并自动为其分配 ProNest坡口切割。

钻孔机器接口
针对支持钻孔的设备提供了几项新的增强功能 最初是在 ProNest v12.0.2引入该支持功能 。
高级编辑

l 更改钻孔工具分配。
l 在 “高级编辑 ”中，您可以更改为任何孔分配的钻孔工具，而无论孔的大小如何。
l 将轮廓更改为任何工艺。任何圆形内部切割或划线轮廓均可转换成钻孔。同样，钻孔轮廓也可转换为切割、划线或冲打工艺。此

外，任何形状的切割轮廓均可转换成划线或冲打。划线轮廓可转换为切割或冲打轮廓。
l 现已显示更多工具属性。现在，会显示选定钻孔的更多工具信息，包括工具直径、引导工具以及是组合工具还是缺少工具。

钻埋头孔
ProNest可以从 CAD图纸中获取埋头孔信息，从工具库中按照所要求的钻孔深度分配埋头孔工具，同时在输出代码中包含埋头孔钻孔说

明。

钻孔
现在提供一项新的设定，可自动按从最小到最大的顺序对转台中的工具进行排序，这样，直径最小的工具排在最前面，紧接着是第二小

的工具，依此类推。

对转台中的站点重新排序
现在，可以对转台中的站点重新排序，以控制当默认工具无法移动到其他站点时的钻孔顺序。

工具匹配
如果有多个直径相同的工具，则会优先选择站点中的默认工具，而不是同一直径的其他任何工具。

总成
在零件清单中，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零件快速添加到现有总成中或者从零件清单中创建新的总成。

作业与设备
大幅提升了启动新作业、打开现有作业、更换设备和保存设定的速度。优化了设定电子表格的加载，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加快了与作业及

设定相关的操作速度。



工艺参数设定
l 现在，可以在工艺参数电子表格中使用轮廓面积和轮廓类型作为关键字进行记录匹配。
l 现在，工艺参数电子表格中可包含 NC注释列，允许在 NC输出文件的标头中插入注释。需要新的 CFF后置文件才能使用此功能。

ProNest 2017 v12.0
对手动套料进行的改进
新增了几个功能，使手动套料更轻松、更高效：

l 拖拽阵列
通过拖拽阵列，您可按某种图形阵列方式将零件快速放置到套料上的某个矩形区域内。您可以通过四处拖拽鼠标来创建不同的

阵列配置，并即时查看套料上的排列结果。

l 已固定零件
手动套料时，如果要套料的零件有很多副本，通过拖拽、双击或按 Enter键将零件添加至套料可能比较耗费时间。“零件清单 ”窗格

中有一个名为将零件固定到光标处的新设定，该设定可以将当前突出显示的零件固定到鼠标光标处，让您只需点击一次，即可重

复拖放并智能地碰撞套料零件。

l 自动碰撞套料
现在，可以在手动套料过程中使用更加智能的新自动碰撞套料方法。自动碰撞套料不再限于仅按照排列顺序中的两个碰撞方向

例如，先左后上 朝向套料的单个转角进行碰撞套料。现在，ProNest可以尝试从各种不同排列顺序中的多个碰撞方向进行碰撞

套料，并根据适合度和材料利用率使用尝试出的最佳方案。

根据零件属性绘色
在颜色图例中，零件轮廓颜色和填充颜色现在可以彼此分开设置。另外，也可以根据特定零件属性给零件填充颜色。对于该属性值不同

的零件，将填充不同的颜色。您也可以突出显示套料上某特定零件的所有实例，以便快速找到该零件。

彩色报告
现在，有多种标准报告可以在零件图像中显示填充颜色。这些报告还提供颜色图例 /说明，供您参考。如果您还使用 ProNest中的 “根据零

件属性绘色 ”功能，此选项特别有用。

本机 64 位支持
ProNest现在可作为 32位或 64位应用程序提供。64位版本的 ProNest软件可在 64位 CPU/操作系统中运行，可以利用额外的可访问存储设

备。之前，ProNest仅作为 32位应用程序提供。

授权
现在，当一台 PC上运行多个 ProNest会话时，只需要为该 PC提供一个网络许可证席位。以前，需要为在同一台 PC上打开的多个 ProNest
实例提供单独的网络许可证席位。

模块和标准功能
l 桥接切割和链路切割已合并到一个可选模块中。现在，只要您拥有任一模块，即可同时访问 “链路切割 ”和 “桥接切割 ”。

ProNest 2015 v11.1

报价
利用全新的报价功能，您可以轻松地为任何 ProNest作业创建条目化报价。创建的报价会使用基准材料和 ProNest计算的生产成本，会考

虑到二次加工、加价和折扣等因素，从而提供每个作业的条目化 按零件 价格和总价格。
l 可以为作业中的各个零件分别指定二次加工 例如弯曲、打磨、焊接、喷漆、装运等 。
l 可以对报价、零件或二次加工的材料或生产成本应用加价，帮助您跟踪作业的预计净利润。
l 可按客户应用折扣率。您也可以为任何项目设置数量折扣。
l 可以设置成本计算方法，以适应贵组织的需要。
l 提供面向客户和面向内部的报价功能，可以使用贵组织的徽标进行品牌定制。

改进的类别选择
在 ProNest中选择材料类型和厚度之后，可用的类别将包含丰富的易损件相关信息和对应的切割参数以及 True Hole®精细螺栓孔之类的

性能应用。

现在，在您选择某种材料之后单击 “类别 ”框时，将会显示类别选择器，帮助您对这些选择进行分类。使用此选择器，您可以：
l 比较不同类别选择的切割速度 /进给速率
l 按技术和性能应用过滤选择。

默认类别
在设定对话框中，您可为任何材料类型和厚度指定默认类别。设置默认类别之后，当您在 ProNest中选择某种材料类型和厚度时，即会自

动选中该类别。

查看套料技术
现已中主屏幕中增加技术面板，用于显示某个套料中当前使用的性能应用 例如 True Hole®精细螺栓孔 或其他技术 Fine Feature、HDi、
移动穿孔等 。您也可以快速识别已进行坡口切割的已套料零件。

水刀穿孔
现在，对于水刀切割机，支持四种新穿孔类型。对于许多水刀切割应用，移动穿孔可比标准穿孔更快地割穿材料，这是因为机器运动可以

清理磨料切割面和材料碎屑。



可用的水刀穿孔类型包括：动态、圆形、摆动和静态。

品质颜色
主要用于水刀设置，品质在整个 ProNest中更醒目。

l 根据品质值给零件绘色
在套料上、在零件清单中以及在高级编辑中，可以根据品质值给零件绘色。这有助于直观地查验零件品质。在颜色图例中，将鼠

标指针悬停在品质值上方，将会在套料上突出显示该品质值。

l 品质颜色和别名
每个品质编号都有一个指定的颜色和描述性名称 例如 “粗糙 ”、“精细 ”等 。您可以在主屏幕中或首选项中更改为品质编号分配的

颜色和别名。

2D CAD：颜色选择
2DCAD现在可在颜色下拉列表中显示标准索引颜色编号 1到 7。对于水刀应用，颜色编号用于表示品质，这样大大方便了为图纸中的对

象设置颜色编号。

材料别名
ProNest材料现在可使用别名——一种可用来标识材料的替代性名称。这在 ProNest外部很有用，您可以采用不同于工艺参数电子表格中

所用格式的方式命名和组织材料。

设置别名后，在导入零件文件 (BOM)的过程中，会自动识别其中的材料信息、工作单、ERP/MRP导入文件或 PNL并将其与正确的 ProNest
材料配对。此外还支持等级映射。

内部切割线
内部切割线通过在切割期间将内部割除件切割成更小的碎片，使其从切割床的板条间隙中掉落，从而避免切割头与零件相碰撞。

内部切割线主要设计用于材料厚度不超过 0.375英寸 10毫米 的激光切割机。

显示防撞保护切割路径
现在，无需进入防撞保护模式，即可查看显示切割头全程举升和部分举升的横移路径。

对自动剪板线的改进
使用 “查找最佳轮廓剪板线 ”方法的自动剪板线可以生成更好的剪板线，更适合套料零件。新方法还可胜任需要多条剪板线从单块套料生

成多块余料的情形。

输出之前更改材料
现在，您可以直接在 “CNC输出文件 ” 在 “工具 ”按钮上 中访问更改材料对话框。如果您需要快速做出对材料 特别是材料类别 的最后改

动，此功能会很有用，您将无需撤消对作业中所有这些零件的套料。

改进的 SolidWorks®总成导入
在 “编辑零件清单 ”窗口中双击 SolidWorks总成时，即会在 “零件来源 ”窗格中打开新的总成浏览器视图。

在总成浏览器中，您可以：
l 添加总成时排除特定零件
l 预览总成中的每个零件
l 更改总成中任何零件所用的配置

AutoDesk® Inventor®
新的首选项页面允许您设置 Inventor零件的导入选项。使用这些新首选项可以设置坐标系名称，自动检测零件厚度、仅导入金属板零件

以及包含或排除结构几何形状。

FabTrol Pro®支持
FabTrol Pro是 FabTrolMRP的后继产品，如今已获得 ProNest的全面支持。FabTrol Pro接口模块支持在 ProNest和 FabTrol Pro的板材管理器

之间的数据交换。余料板材可通过查询文件引入 ProNest进行套料。在 ProNest中创建的余料，包括详细的余料几何形状，可被传回给

FabTrol，以供日后使用。

StruM.I.S.®集成
ProNest的 StruM.I.S接口模块为使用 ProNest和 StruM.I.S的公司提供改进的作业管理功能。StruM.I.S用户可以向 ProNest发送零件和板材

信息，以便进行套料，从而确保最佳的材料利用率。得益于无缝集成，StruM.I.S可即时提供套料结果。

ProNest 2015 v11.0
功能区
ProNest 2015包含新的功能区界面，此界面设计用于帮助您通过更大、更易于辨识、带文本标签且按照功能逻辑分组的控件快速查找所

需的 ProNest命令。优势包括：
l 简化访问，让用户更容易找到 ProNest的功能。
l 模式敏感功能区仅显示与当前模式相关的控件。
l 功能区中的每个控件都带有提示文本，其中包含该控件的简短说明。
l 主窗口顶端的快速访问工具栏包含常用的控件，只需单击一下鼠标，即可访问这些控件。

ProNest 2012还提供有关菜单和工具栏的交叉参考，帮助您熟悉界面。

套料选项卡
在主窗口中，每个套料现在都有其自己的选项卡，其中会显示套料名称和所使用的材料。使用选项卡，您可以：



l 轻松导航作业中的套料。
l 通过单击选项卡并将其拖拽到所需的位置，可以重新排序套料。例如，如果您希望移动某块套料，使其从 3块套料中的第 3块变

为 3块套料中的第 2块，只需将该套料选项卡拖拽到所需的位置即可。
l 在作业中的任何现有套料之前或之后插入新套料。
l 将鼠标指针悬停在非活动套料的选项卡上方即会显示该套料的缩略图。

导出零件和套料到 DXF
现在可以将零件和单个套料直接导出到 DXF文件，而无需安装专用的 DXF多义线设置文件或更改设备。

XLS 设定电子表格
在一些情况下，默认设定无法提供所需的灵活性。此时，即可使用设定电子表格来实现下述功能：

l 余料骨架切割
l 预热穿孔
l 剪板线
l 防撞保护

检查冲突
现在提供一个新的控件，允许您检查作业中的套料是否存在冲突。您可以通过反复单击检查冲突按钮来遍历所发现的所有冲突。

作业模板
使用任何现有作业作为新作业的模板。如果您经常以旧作业为起点创建新作业，此功能将很实用，可以简化该过程。

近期作业
在新功能区界面的 Backstage视图中 在 “文件 ”选项卡上 ，新增了一个 “近期作业 ”页面。此页面包含近期 ProNest作业的扩展列表以及最

近用于存放作业文件的文件夹路径。

板材库存：DXF导出
任何库存板材均可快速导出至 DXF文件。对于由于包含不规则几何形状需要在 CAD程序中校正并重新导回到库存中的余料板材，此功能

尤为有用。

清除套料
现在，您可以删除套料中的所有零件，同时以空白套料的形式将空白板材保留在后面。空白套料将保持显示在主窗口中，以供将来套料

时使用。

CAD导入：最近位置
这是编辑零件清单的 CAD选项卡上包含的一个新按钮，可用于显示最近从哪些文件夹中添加了 CAD文件。这有助于您快速查找添加零件

时常用的文件夹。

设备管理器
对于安装有多台 ProNest设备 设置 的用户，提供了一个新的设备管理器对话框，在这里，您可以集中实现下述功能：

l 查看已安装设备的属性和关联文件
l 编辑任何设备的设定
l 更改设备
l 复制、重命名或删除设备

快捷键
现在，本应用程序的主要区域中提供丰富的键盘快捷键和按键提示 按下 Alt键即会显示 。

自动套料：智能选择策略
现在提供一种新的自动套料方法，其设计目的是根据零件清单中的可用零件做出高级套料决策。智能选择是一种极为灵活的方法，可以

在不同的套料策略、不同的零件组和不同的套料区域之间进行选择，以实现最佳的套料效果。

用户可在自动套料设定页面或自动套料设置对话框上选择智能选择作为一项标准套料策略。

首选项：重新应用引线
使用新的首选项，您可以设置更改设备时修改引线时所使用的默认设定。这就避免了每次针对某个作业更改设备时都要重新做出选择。

另一个新增的首选项则允许用户控制在针对零件清单中的某个零件更换材料时是否提示重新应用引线。

ProNest中的新闻馈送
现在，用户可直接在 ProNest中获取有关 ProNest和海宝 CAD/CAM软件的新闻。状态栏上有一个通知按钮，指示是否有新闻，单击此按钮，

即可打开阅读窗格，您可以在此浏览文章。

SQL 2012 支持
ProNest 2015全面支持 Microsoft SQLServer 2012。

安装改进
l SQLExpress LocalDB是更为简洁的改进版 SQLExpress，如今已是随 ProNest一起安置的默认数据库引擎。LocalDB包括启动 SQL
Server数据库引擎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文件，同时仍然使用 T-SQL语言。

l ProNest setup.exe文件的大小已经减小了大约 33%，如今只有大约 490 MB。这使得通过 Web下载 ProNest比以往的版本更快。

尺寸格式
选择显示尺寸的格式：宽度 × 长度 或 长度 × 宽度。

模块和标配功能
l 一键自动化模块现已成为所有 ProNest用户均可享用的一项标配功能。一键自动化模块 (OneClick)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生产模块，

可以自动化 ProNest作业中的各种任务，从自动套料到裁剪再到创建输出文件和打印报告，所有这一切都可自动完成。



l 自定义余料现已成为一项标配功能。借助自定义余料功能，您可以输入不规则板材的尺寸或余料尺寸，然后在该板材上进行套

料。
l 可调式多割嘴切割现已成为一项标配功能。此功能可按照待套料零件的尺寸，自动调整割炬数量和割炬间距。
l 高级公共边切割 (CLC)现已包含到基本的公共边切割模块中。借助于最高级的公共边切割功能，任何零件组合都能同其他零件或

板材边缘共享公共边。
l 现已删除 SmartMarine 3D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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