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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燈
光機系統

投影機
光引擎系統

精準近場模型
光源資料庫

ASAP NextGen 提供了照明與顯示光學系統所需的幾何物件與材料
光學特性建立的能力。ASAP NextGen 具有快速而穩定的追跡引擎
，加上ASAP NextGen 獨特的參數化與巨集能力，能協助使用者迅
速的開發與設計光學系統。因此ASAP NextGen 被業界廣泛應用於
車燈、投影機、光導管、背光板、燈具、LED相關等光學設計與分析
，提高產品性能，縮短開發週期與節省大量試作產品的成本。

LED 一二次光學
照明系統

BEF 與散射片
背光顯示系統

導光柱
光導系統

照明與顯示光學系統設計



相機鏡頭
光學分析模擬

鏡頭鬼影
陽光雜光分析

太空望遠鏡
雜散光與熱輻射分析

ASAP NextGen 高精度的光學曲面與真實物理模擬功能，配合其強
大的光學後處理分析能力，準確地列出並圖形化雜散光的根源與路徑
。使ASAP NextGen 成功的在世界各地被推崇為雜散光鬼影分析的
領導者。不管是鏡頭的雜散光鬼影、衛星或太空望遠鏡、實驗室儀器
及商業產品，ASAP NextGen 提供了所需的工程與原型光學開發，
大大降低了開發成本。

手機鏡頭
光學路徑分析

光學與機構鏡頭
鬼影雜散光分析

精準BSDF模型
散射資料庫

雜散光鬼影分析



雙狹縫效應
繞射光學分析

干涉儀條紋
同調光學分析

光纖系統
耦合效率分析

ASAP NextGen 完美結合了幾何光學與物理光學，除了一般幾何模
型，ASAP NextGen 可以進一步處理包含了繞射效應、干涉效應、
偏極化效應、高斯光束傳播與有限差分傳播等物理波動光學計算。
從光纖耦合到光波導，從雷射到掃描機或影印機、從同調光到干涉儀
，無論基本的或複雜光學系統，ASAP NextGen 提供了所需的計算
能力。

極化態與
偏振態效應分析

旋光效應與
雙折射效應分析

雷射影印掃描
光學儀器系統模擬

波動光學與極化分析



人眼模型
視覺分析與矯正

皮膚組織
光動力治療

LED螢光粉模型
混光頻譜與色溫

ASAP NextGen 強大的建模與體積散射能力，可以模擬整個生醫光子系
統，應用於分子生物學、臨床診斷與外科應用設備，結合螢光計算功能
，可以執行LED螢光粉封裝的光學模擬與色彩相關的計算。另外ASAP 
NextGen 具有多種的參數優化方法，藉由這個功能，ASAP NextGen 
可以非常快速的協助設計工作者，找到參數最佳值。

最佳化設計
多變數優化引擎

太陽光頻譜
任何光源特性分析

參數化設計
巨集程式化

生醫光電/螢光粉/最佳化



曲面上建立微結構
非線性微結構分布

視覺模擬效果
輝度分析

多樣化物件建立
非線性排列參數化

ASAP NextGen 具備了非常彈性且強大的物件建模能力，例如能在
任意曲面上建立所需的微結構、非線性變化分佈的網點、非對稱結
構等；也具有先進的光學分析，例如能在任意曲面上進行能量相關
的計算、視覺模擬效果等。使用ASAP NextGen 不僅能解決現有
產品問題點，更能不受限制的開發新產品。

任意曲面能量分析
3D空間分佈顯示

R G B 混光模擬
C I E 色溫分析

進階各式物件建立
非對稱與環狀陣列

進階物件建立與分析



多核心多電腦平行計算 
Parallel + Distributed Processing

ASAP NextGen 新版能說明

這個功能會自動將本地端電腦的
CPU所有運算核心平行運算，並
且同時遠端控制5台區域網路的
電腦並行計算。這項平行運算加
上遠端並行處理的功能讓ASAP 
NextGen在光學設計軟體裡面，
擁有最強大的電腦運算能力以及
最快的光線追跡速度。

混色視覺模擬分析 
Visual Appearence

ASAP NextGen has a Visual 
Appearance Viewer that converts 
CIE XYZ tristimulus values to a 
standard RGB space, sRBG, for 
viewing of analysis results on 
your display.

視窗化光學管理系統 
Optics Manager

經由視窗選單或對話，建立光學
曲面，幾何實體，匯入CAD檔案
，設定光學特性，建立光源， 追
跡光線以及光學分析等。全新的
光學管理系統功能可以簡單到僅
用滑鼠敲擊來建立光光學系統並
儲存，完全不需要寫任何程式碼！

CPU core 1
(2 threads)

CPU core 2
(2 threads)

CPU core 3
(2 threads)

CPU core 4
(2 threads)



工作流程管理系統 
Workflow Manager

此系統提供一個快速且容易使用的指令選單，建立機構， 建立光源， 追跡光
線以及分析結果等ASAP四個模擬流程裡面被找到。選單被設計成很清楚地標
示建構指令所需的完整資訊，連同ASAP NextGen 線上協助對話框也是
內建在此系統裡，且完成指令後即會自動插入在游標所在的位置。



ASAP NextGen
展現幾何與波動光學計算於極致
ASAP NextGen 強大的非序列追跡引擎，具備的高準確性及計算效率已是整個光學業界的

標準。光線遇到物件表面時可以自動的產生真實準確的光線分裂(反射及穿透)或散射，數以

千百萬計的光線可在幾分鐘內追跡計算完成。加上強大的後處理能力，可將光線追跡結果於

任意曲面上執行光學相關分析。另外ASAP NextGen 提供極準確的光源資料庫與散射資料

庫，支援標準CAD檔案格式(如iges，step)轉檔，提供參數化與最佳化計算能力。ASAP 

NextGen 也支援多核心平行計算處理的功能，加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設計工作。

ASAP NextGen 強大功能上再加上波動光學計算能力，包括高斯光束傳播，有限差分光束

傳播，雙精度光線追蹤，不同極化態光線追跡，計算最複雜的光學現象。

除了全方位與CAD的互操作性和波動光學計算能力，還可以直接讀入鏡頭設計軟體如CODE V

，OSLO，SYNOPSY和ZEMAX等，也可與有限差分時域計算軟體直接做資料讀取或輸出，

整合宏觀和微觀的真實光學系統，這是光學工業的創始與最佳解決方案。沒有任何其他軟件

，能跨越如此大的光學計算能力。

ASAP NextGen 外掛模組
BIO生醫模組 
此模組用於模擬光於生物組織內的傳播與散射，可以模擬人類皮膚組織與光的交互作用，包

括頭髮，血管與各皮膚層等；也可以準確的模擬人眼模型，包括了單眼或雙眼詳細的幾何形

狀與相關光學特性，如梯度折射率透鏡，並實現各種視力矯正性能，如眼鏡，隱形鏡片與人

工水晶體等。另外可結合CT或MRI掃描功能，分析解決生物系統的細節問題。

ELTM 車燈法規測試模組
ELTM可以分析常用車燈相關法規如SAE，FMVSS和ECE等，以符合汽車照明法規。經ELTM

分析後，會顯示出各項法規所提出的每個測試點，符合法規規範或失效。

REMOTE 遠端核心協同計算模組
ASAP NextGen 已內建5個遠端電腦計算，每一個遠端電腦也可以在多核心下平行執行專案

計算，用戶可還可以增購此遠端電腦計算數量。

CATIA 轉檔模組
此模組可以直接匯入CATIA V5的檔案，不需要再透過其他轉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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