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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運動控制器





智能驅動器–內建PLC功能智能驅動器–內建PLC功能 IMS–量測系統整合於線性滑軌
1.1 kW ... 4 MW power range 1.1kW ... 4MW power range

380V ... 690V mains connection voltage

380V ... 1100V DC line voltage

支援Sercos3、EtherCAT、PowerLink、

ProfiNet、CANopen

1.1kW ... 4MW power range

380V ... 690V mains connection voltage

380V ... 1100V DC line voltage

支援Sercos3、EtherCAT、PowerLink、

ProfiNet、CANopen

全金屬製、IP67、安裝容易、精度高

重現精度：±0.25um

最小解析度：0.025um

系統精度：±4um/m

完整的工業自動化方案



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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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最小解析度:0.025um，誤植為0.0025um，特此公告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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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創造未來 
運動系統 – 從上而下

先進運動平台
滿足達到次奈米等級的
極致需求

運動控制 
提供次奈米等級的穩定性，

高加減速的快速移動和極佳
的整定特性

主動式制振系統
消除99%以上的振動，

達成史無前例的優越性能

www.etel.ch

ETEL專注於直驅運動控制技術，為滿足客戶精密運動控制的

需求，致力於線性馬達、DD馬達、運動控制以及高階運動平

台等多樣的產品開發，產品線完整多樣，並持續創新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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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傳動元件的黃金時代

本期封面故事的作者之一，IEK副研究員師莊瀅芯，舉出一個明確的事實，就是自2008

年之後，傳動元件的市場呈現持續成長，尤其是在2017年，幾個產品類別，如滾珠螺

桿和線性滑軌，更是一枝獨秀，成長的幅度為眾領域之最。

如果把時間對應到全球產業趨勢和台灣幾個政策面的實施點，約莫就是工業4.0和智慧

機械開始發酵的期間。所以很明顯的，傳動元件與智慧製造和數位化生產的發展是息

息相關，是非常重要的「螺絲釘」。

一部機具要能運作順利，好的傳動元件的使用和設計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若要進一步

要求高精度與耐用性，則傳動元件的性能和品質也需再提高一個層次；若進到智慧製

造等級，則傳動元件就要結合感測器，來提供診斷與預測維修的功能。

尤其到了智慧製造的時代，數位化流程和控制是發展的核心所在，因此將感測器深度

運用至每一個生產環節就非常重要，而傳動元件更是實施的重點所在。

所以在生產製造的機具端，對新一代傳動元件的需求只會不斷提升，而且不只在數量

上，在品質和技術上更會不斷的進化，並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也就是與電子和軟體

系統緊密結合的時代。

而依據台灣官方的定義，傳動元件有四大項目，分別為：滾珠螺桿、線性滑軌、齒輪

與軸承。其中前兩項在進入智慧製造時代後，已呈現了跳躍式的成長，並開始逐步整

合先進的感測器在其元件中，至於滾輪與軸承，則是在電動車市場興起後，也開始有

了新的設計思維。

因此在多項新應用與新需求的刺激下，過往那些藏在機具裡、覆蓋在油漬下的各項元

件都有了新的成長契機，必須要脫胎換骨才能跟上當前的需求，未來它們將不會再是

黑壓壓的小零件，而是轉動整個未來製造的黃金之輪。 

副總編輯



固大電機有限公司

造廠，品質穩定，價錢合理，交貨迅速，客戶滿意。

ISO-9001國際品質認證工廠，變壓器、比流器、比壓器、電抗器專業製

模注式接地比壓器高壓模注式比壓器 高壓模注變壓器高壓模注式比壓器低壓模注式比壓器

高壓比流器零相比流器模注式比流器模注式比流器P.V.C外殼比流器

箱型變壓器模注式變壓器馬達啓動用電抗器H級串聯電抗器變頻器用電抗器

工具機電源變壓器

油入式變壓器油入式比壓器爐用變壓器動力用H級變壓器全密封變壓器(低噪音)

E-mail：kutaelec@ms49.hinet.net
www.kuta-electric.com.tw
電話：(02)2677-1869 傳真：(02)2677-7268
23943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367巷  8號(公司)
23943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367巷26號(工廠)

1   控制用變壓器 1   控制用變壓器 1   乾式變壓器3   控制用變壓器



車聯網技術趨勢研討會

新汽車革命時代來臨

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得保留研討會課程主題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未盡事宜，本公司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決定權，相關變更內容將不定期公告於網頁。
本公司有絕對的權力審核學員入場與否，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如無收到上課通知，前來聽課學員，需繳交1000元入場。
全程參加活動並完整填寫個人資料和問卷者，可獲得單孔1A充電變壓器一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免費
報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鑽石贊助

白金贊助

一般贊助

闖關特別禮

問券禮

抽獎禮

SWISS PEAK 萬能手工具組＋收納包 微型冰風扇

單孔1A充電變壓器

雙鏡頭行車記錄器

凡９點前取得闖關卡者，
並完成挑戰即可獲得神秘好禮
（近期公佈活動官網）

禮品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體為主

?

16:40~17:00

09:00-09:10

15:50~16:40

15:00~15:50

14:40~15:00

13:50~14:40

13:00~13:50

12:00~13:00

11:10~12:00

10:20~11:10

10:00~10:20

09:10~10:00

Opening

車聯網邁向自動駕駛之關鍵技
術與應用場域

工研院資通所
車載資通訊與控制系統組
蔣村杰組長

講師議題

ADAS感測器應用 羅姆半導體
副主任工程師
粘承允

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解決
方案

邀約中

自駕車與車聯網時代的處理器
變革

邀約中

邁向智能網連汽車及先進自動
駕駛大未來

是德科技應用工程部
資深專案經理
蘇千翔

車用感測器新趨勢 邀約中

新汽車革命之智能駕駛的挑戰
與未來

邀約中

Breaking

Lunch

Breaking

抽獎

2018.10.18 四 09:00–16:4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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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海德漢台灣總經理李朝曦

採訪‧整理／王明德

不必做到最大
但特定領域一定要領先
海德漢長年聚焦工業領域，在量測與高階銑削是全球領導品牌，台灣

總經理李朝曦指出，海德漢不追求企業最大化，但是在所屬的利基市

場中，技術與產品必須居於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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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廠海德漢（HEIDENHAIN）1889年由創辦

人海德漢博士的父親在德國柏林成立後，就

聚焦在工業領域，當年的業務是透過金屬蝕刻技術製

造模板、標牌、刻度與尺標，二次大戰之後在德奧邊

界成立的新工廠也是以此技術為主，不過，後期該公

司提供歐洲製造業量測與蝕刻等相關技術服務，1950

年海德漢開始跨入工具機領域，為工具機光學位置量

測系統提供精密零組件，時至今日，海德漢已是CNC

工具機精密量測領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廠商。

海德漢台灣總經理李朝曦表示，由此可知，海德漢長

年聚焦在工業領域，並在研發端投注大量企業資源，

以提升本身產品品質，近年來德國推動的工業4.0帶動

了智慧製造趨勢，作為德系大廠，海德漢也致力於智

慧化的技術開發，不過李朝曦也強調，無論機器設備

多智慧多先進，「人」永遠是製造業中不可被取代的

部分，唯有以人為本，智慧製造的價值才會突顯。

以人為本的長期策略

智動化特約主筆王明德問（以下簡稱王）：海德漢在

工具機精準測量與定位上擁有非常先進的技術，同時

也是CNC數控技術的領先者，請問是什麼樣的文化與

思維造就這項成果？

海德漢台灣總經理李朝曦（以下簡稱李）：海德漢長

期專注於工業領域，對國家來說，生產製造是經濟核

心，而我們一直深耕技術創新，在業界保持技術領先

的地位，德國的文化向來是以務實為重，海德漢也是

如此，我們認為並不一定要把規模做到最大，但是特

定領域例如精密量測和CNC的利基市場，海德漢都是

全球領導品牌。

其實當初海德漢來台灣設立分公司時規模並不大，員

工只有6～7位，1999年搬來台中工業區時，本來想說

人數不多，辦公室用租的就好，不過當時德國總部就

海德漢台灣總經理李朝曦



名家思維CEO Talk

認為台灣是值得深入經營的地點，因此決定建廠，還

派當時營建的德籍經理在2008年親自來台協助，之後

台灣工具機市場快速啟動，台灣海德漢也隨之成長，

當年興建的4層樓廠辦恰能滿足現在的人員與設備數

量，由此就可看出德系企業注重長期規劃的文化。

而長期規劃不僅在投資廠房設備，對人更是如此，現

在我們每年都要派員工從台灣回德國受訓，而除了前

往德國的員工外，在台灣所有員工也都必須接受最新

的技術教育訓練，讓員工的技術思維與我們的總部可

以同步。

由於精密量測和CNC數控都是技術含量相當高的產

業，因此對企業來說，具備技術能力的員工是重要資

產，透過長期培訓和優厚福利與待遇，我們可以盡量

留住員工，目前台灣海德漢許多員工的年資都超過15

年，有了穩定的工作環境與優質人員，我們才能提供

客戶一致化品質的服務。

高效能產品讓客戶可賺錢

王：海德漢非常強調高精準度，而這也是高階與低階

之間的主要差異，請問海德漢是怎樣做到的？

海德漢主辦業務經理資深產品經理傅彬豪（以下簡稱

傅）：海德漢是目前市場上唯一擁有控制器、高精度

量測設備的廠商，由於精密機械對精度的要求極高，

因此控制器與量測設備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再來則是

近年來大家都在談高速與高精度，但是除此之外海德

漢還強調高效率，在速度與精度兼具的狀態下，仍能

維持良好的表面加工品質。

無論是哪一類型產品，海德漢都講究價值，而所謂的

價值是如何讓客戶用更少的時間完成更高精度與更多

海德漢台灣總經理李朝曦（左）、主辦業務經理資深產品

經理傅彬豪（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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