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

Jayda

您的准确、快速响应的网络引擎
•

数据导入和分析解决方案

•

超快且极速响应

•

云兼容

•

可动态扩展

•

图形 Web 组件库

•

文本、图形和叠构分析

•

最先进的 REST API

超快且极速响应
市场
Rigid PCB Mfr 
Flex PCB Mfr 
Flex-Rigid PCB Mfr 
HDI PCB Mfr 
PCB Masslam Mfr 
PCB Equipment Mfr
PCB Traders 
PCB Designers 
PCB Test Centers
IC Packaging 
Chemical Milling 
High Resolution Graphic Arts 
Flat Panel Display 

产 品系列
CAM 
PreCAM and Engineering 
Electrical Test 
Equipment Front Ends 
Format Converters & RIP's 
OEM Software 
Laser Photo Plotters
Direct Imagers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客户已经习惯于
在 短 时 间 内 收 到 正 确 的 报 价 。 Jayda ，
Ucamco 的超高、极速响应的数据输入和
分析解决方案正是您支持在线门户网站
和报价引擎所需要的。
这个最先进的软件工具可以与您的
web 服务器进行通信，提取并读入访问者
的档案，获取关键 PCB 特性，并将其存储
在数据库中。这就是您的内部报价引擎
获取它们并向您的潜在客户显示正确计
算的价格的地方。
同时 Jayda 还以设置时间间隔向 web
服务器报告其数据分析的中间结果，并
将其很好地包装为 JSON 对象。这使您的
web 服务器能够获取最相关的 PCB 特性-层数、PCB 尺寸、最小线宽度或通孔…并
逐步用 Jayda 分析的内容填写您的网页。
所有这些都是在访问者上传档案后几
秒钟和几分钟内发生的，而且是连续不
断的，所以他从来没有等待的感觉。

Ucamco 始终将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
Ucamco 在保护客户投资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Jayda 可以和您现有的 UCAMX 或
Integr8tor 集成使用，可继续使用之前您多年来努力收集和精心维护的软件设置或宝贵
的自动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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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让图表来说话
更重要的是，Jayda 附带了一个图形
化 Web 组件库。这些是 Ucamco 预建的图
形窗口小部件，可以非常轻松地插入到
您的网页中，并将与 Jayda 服务器进行
对话。
例如，一旦 Jayda 知道一个档案是关
于一个有 2 层线路、2 层阻焊、1 层字
符、1 层电镀孔和 1 层非电镀孔的电路
板，它就会将这些信息发送到你的网页
上嵌入的“层叠构”图形组件，并将把
这些信息转化为电路板叠构图形表示。

如果您的网页还包含“绘图区域”
图形组件（目前可用的 40 多个小部件中
的一个），则用户可以实时查看、缩
放、查询、测量…… Jayda 在后台生成
的 PCB 图像数据。
就像文本分析结果一样，这是一个
近乎实时且连续的过程，其中不同的小
部件将在整个过程中对它们接收到的
Jayda 信息做出连续的反应。

扫 描二 维码可直 接浏 览
U c am co 的 官方 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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