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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CONTROLS

▍Panasonic A6伺服馬達&伺服驅動系列 ▍Panasonic DC電源伺服馬達系列

▍Panasonic 感測器

新一代全新伺服馬達系列，擁有23bit的高 Panasonic DC 電源伺服馬達計有兩個系 提供光纖感測器、光電感測器、光電素子、
精度編碼器，速度響應高達3200Hz，更容 列：超小型伺服馬達，功率10~30W法蘭 壓力感測器、近接感測器、靜電消除器、雷
易的增益調整，更多的抑制振動功能，是高 20~25mm 20bit Encoder可應用在小型機 射檢測判別…等多種感測器元件。可使用在
速高精度設備的最佳選擇。可提供線性馬達 器人末端軸等小空間應用。A6V系列功率 多種自動化應用場合。
或直驅馬達專用驅動器A6系列。

100~400W，與一般型馬達相同法蘭尺寸
23bit Encoder，可應用在用電池供電的環
境中如自走機器人，AGV等應用。

▍Panasonic 可程式控制器

▍Panasonic 區域感測器/安全光柵

▍Kollmorgen 直驅馬達/無框馬達系列

FP0H系列 配備雙乙太網路孔介面,輕鬆實現

NA1-5/NA2 系列輕薄的機身.對於一般部品

分散控制功能。FPXH系列 ALL in one 網路

通過的檢查可以輕鬆對應,降低成本。SF4D

(Rtex)機種。無須複雜的配線,即可達成網路

系列.符合安全等級type4 ,種類更為齊全。

型伺服馬達的運動控制功能。FP7系列 可達

細長及高強度的機身。

科爾摩根AKD™系列組完善而齊備的乙太
網的伺服驅動器/伺服放大器系列產品，
運行速度快、功能豐富應用靈活，能快速
輕鬆地集成到任何應用。採隨插即用調試
法，確保即時、無縫地操作您機器中的任
何部件。採直接驅動技術KBM系列無框直
驅馬達憑藉多種規格和轉矩，為高性能、
長壽命和便捷安裝。

成最大點數8,000點的控制。支援Websever
遠端監視功能。搭配支援Ethercat通訊。

▍PBA 音圈馬達模組/線性馬達模組

▍PBA線性馬達 / DDR直驅馬達 / 音圈馬達 ▍SycoTec AC / DC 高速主軸馬達

PBA音圈模組，採用anti-creep交叉滾柱

線性馬區分為鐵芯主要應用於高荷重，大推 SycoTec AC / DC 主軸馬達為體積小、轉

軸承，能在高速運動時，兼顧精度及平

力的場合:無鐵芯主要應用於精度及速度要 速高與高扭力的新一代主軸馬達組合，擁

滑的運動，適合不同類型高速取放的應

求高的應用，音圈馬達搭配PBA軟著陸控制 有高達60000rpm以上轉速，外框直徑從

用。PBA線性馬達模組，可減少機台的開

技術，可以在P&P的應用上達到更高的產 Ø25~Ø62mm，DC功率從140W到3500W

發時間，低高度及緊湊的設計，讓載台的

能，DDR馬達可取代許多伺服馬達加減速 提供高轉數與高扭力組合，速度最高可達

穩定性更更高，並且提供各式的客製化設

機的應用可省空間又可提高精度。

計。

100000rpm外框直徑Ø25~Ø62mm，功率
300W到3500W各種不同尺寸可供選擇。

MOTION CONTROLLERS

● Sincerest Service

▍MCN-8032P RTEX 網路伺服控制卡

▍MCN-9321 / 9322 RTEX 數位 I/O 模組

▍MCN9040 RTEX 網路系統脈波模組

符合Panasonic網路伺服控制規範RTEX之運

RTEX網路式32點數位輸入 / 輸出模組，輸

MCN9040 RTEX系統脈波模組，可把網路

動控制卡，每張卡最高可控制32軸伺服馬

入介面為光耦合隔離，輸出介面為開集極

訊號轉為脈波訊號，控制4軸步進馬達、線

達或I/O模組。通信速度可達100Mbps，採

電路、輸出電壓為18~36V、輸出電流為

性馬達或各種可接收脈波輸入的馬達。脈

用標準網路線，節省配線、成本低，可執行

150mA / 每點、尺寸158 x 86 x 43 mm。

波輸出速度高達8MPPS，脈波輸出方式有

補間等同動控制。

CW/CCW、PULSE/DIR、AB PHASE。

▍MCT-8132P EtherCAT 控制卡

▍MCT-2032 EtherCAT 數位 I / O 模組系統

▍MCT-6004 步進驅動器模組系統

除具備MC8881相同運動控制功能，另外加

MCT2032 DI/O模組

EtherCAT 4軸微步進驅動器在簡潔的體積下

入FPGA硬體電路作為馬達位置比較觸發，

EtherCAT數位IO模組

可同時驅動四軸的步進馬達，可有效減少配

或是外部觸發位置栓鎖功能，可做為AOI機

MCT-2032I (32 inputs)

電空間。微步進分割最多可達32分割，每相

器掃描之應用，FPGA也可因應個別需求開

MCT-2032O (32 outputs)

驅動電流可達1.4A，各軸均具備編碼器回授

發客製化功能。

MCT-2032B (16 inputs/ 16 outputs)

介面作為實際位置之確認。運轉電流，停止

採用免工具端子座配線簡單容易，每一IO

電流等設定捨棄傳統數位開關，改採數位參

點均有狀態顯示LED方便辨識IO狀態。

數設定可過EtherCAT通信批次設定。

▍MC-8641P 四軸脈波式控制卡

▍MC8882P 8軸位置比較功能軸卡

▍MC8841P/MC8881P多軸補間控制卡

MC8641P融合DSP和FPGA控制器設計，可

除具備MC8881相同運動控制功能，另外

可控制4/8 軸，脈波速度高達8Mpps，補間

彈性添加各種先進運動控制功能，例如：龍

加入FPGA硬體電路作為馬達位置比較觸

速度達4Mpps，脈波輸出方式CW/CCW，

門控制、主從跟隨、速度前瞻、螺旋補間、

發，或是外部觸發位置栓鎖功能，可做為

PULSE/DIR，AB Phase，2~4/2~8 軸直線

電子凸輪、電子齒輪、切向跟隨、高速比較

AOI機器掃描之應用，FPGA也可因應個別

補間2軸圓弧補間，多卡/多軸直線補間，支

觸發、同步啟動停止、4軸直線補間。

需求開發客製化功能。

援S / T型加減速運動，可程式化加速 / 減速
時間控制。

AUTOMATION COMPONENTS

● Highest Quality

▍Nabtesco 精密減速機 / 致動器

▍Nabtesco 無人車AGV驅動單元

▍Harmonic 精密減速機 / 致動器

世界知名精密齒輪製造廠，提供高性能減速

將NABTESCO精密減速機RV内置於麥克納

Harmonic Drive 是一種擁有應用金屬彈性

齒輪及中空軸齒輪頭，產品廣泛運用於各大

姆輪轂内，輪轂内置減速機構造，實現了

力學之獨創動作原理的諧波齒輪精密減速

工業領域，多關節式機械手臂、高荷重工作

緊凑性與大型AGV所需的高負載，可針對

機，擁有高旋轉精度、高定位精度、小型

旋轉平台、工作母機刀庫及換刀機構等應用

各廠牌伺服馬達進行相關套件對應，內建

化、高減速比、高扭矩、無齒隙、高效率、

廣泛，具有高負載、耐衝擊、高精度、內建

高負載主軸承，提供高精度、高負載、簡

安靜運行，等特性。搭配高解析度及高精度

高荷重主軸承、簡易安裝....等特性。

單使用的AGV驅動單元。

定位之高性能伺服馬達，使各種機械及設備
得以實現高精度運行。

▍SHIMPO 伺服減速機

▍SHIMPO 無人車 AGV・AGV PACK

▍SHIMPO 減速馬達

日本SHIMPO新寶減速機，擁有防振動、低 提供多元化之AGV相關選配套件，可選配磁 對應廣泛.減速比可達4000比.輸出功率可高
噪音的減速機構造及斜齒輪獨家設計，有靜 性傳感器，同時搭配磁條前進，另有無須搭 達17,345HP,產品涵蓋多種減速機樣式:包含
音、高剛性、大功率之特色，可搭配各大廠 配磁條移動之相關套件，可實現慢速運行及 蝸輪蝸桿減速機/錐齒輪減速機/工業用齒輪
牌伺服馬達。使用高黏度、不易分離的潤 位置管理，提供更自由、更方便運輸定位之 箱.低噪音,低背隙,高效率.模組化設計理念,可
滑脂，有效防止潤滑脂洩漏且在產品壽命期 無人車套件產品。

同時對應客戶多樣化之需求。

間內無需更換。並提供豐富的減速機產品種
類。

▍NISSEI減速馬達系列

▍NISSEI IPM減速馬達 / DC無刷減速馬達

▍NISSEI 超高精度伺服專用減速機

專業齒輪製造廠,內部齒輪及馬達100%皆為

IPM永磁式磁鐵崁入式馬達,符合國際高效

日本製造，可搭配安裝各知名伺服品牌，提

日本社內自行設計製造。新系列產品耐熱等

率認證,可讓減速馬達達定位效果.可接受

供多類型之高精度/體積小/低噪音之對應產

級提升為F級130°C,提高變頻器驅動的可靠

每分鐘30次的啟動停止動作,全系列產品無

品.緊湊小型化，直交式減速機搭配特製的

控制性,煞車結構優化,降低能源消耗.400W

須散熱風扇。DC無刷馬達擁有低速及高速

準雙曲面齒輪設計,可提供至1弧分之超高精

以下無煞車機種無需使用散熱風扇.鋁壓鑄

皆可正常運行之特性.提供豐富之產品種類

度,且具價格上之優勢,品質優異耐用性高.直

外殼,重量輕巧結構緊湊且無須更換潤滑油

(12V/24V/48V),可200%最大扭矩下進行

交型中空軸式為標準式樣，另有眾多系列產

脂.可選用單一規格同時符合對應全球UL/

操作，新增750w機型廣泛應用於無法使用

品，針對各系列產品搭配自家特製齒輪應

CE/CCC,及雙電壓之KC機種。

AC電源之場所，如自動化無人搬運車。

用。

DRIVING COMPONENTS

● Finest Innovation

▍KURODA 高精度滑台

▍KURODA 滾珠螺桿 / 自潤滑螺桿

▍NB直線運動系統

KURODA 單軸滑台是滾珠螺桿和直線導軌

在日本1925年以製作量規起家，運用螺紋

利用滾珠及滾柱的直線機構設計結構，搭配

實施緊湊裝置化後形成通過在U 型導軌中配

量規技術開發出高精度滾珠螺桿，可製作

獨家專業技術能力，設計出順暢行走之直線

置滑塊，實現了低截面結構和緊湊的形狀，

精度C0等級以上超高精水準最新產品AH/

運動系統，所有部品皆經獨家製作技術，提

並且與傳統的工作臺機構相比，可以大幅節

AD系列，主打超高轉速，DN值最高15

供眾多高品質產品對於長時間及高荷重往復

省空間。擁有結構緊湊、高剛性、高精度、

萬，最高轉速達5000RPM，內建自潤滑墊

行走之壽命與精度有良好的保證。

簡單安裝等相關特點。

圈，不需上油維護，比舊系列產品更靜音
6-10分貝，轉造C7及研磨C5螺帽同尺寸。

▍OILES 自潤軸承 / 空氣軸承

▍單軸模組

▍KTR 精密聯軸器 / 免鍵襯套 / 扭力限制器

提供自體潤滑的含油軸承及低摩擦的固體， 提供豐富的產品陣容，提供高行程、高速 提供用於各種伺服、步進、電動馬達，可搭
擁有塑脂類、複層類、金屬類，多種類型軸 度、高精度，模組化單軸產品，齒輪齒排模 配於各式軸系連結場合，具有高精密、高剛
承，擁有不需供油的特性，可應用在眾多惡 組首創開發，更可進行多滑台使用擁有快速 性、低慣量之特性。可針對各種場合，可搭
劣及特別環境。另有特殊種類軸承，包含空 對應多元化的週邊套件提供完整的客製化服 配調整相關彈性體材質，提供優良減振性
氣軸承以及固體滑動導軌，提供多元化特別 務針對不同應用環境，提供高品質及高性價 能，並擁有無背隙特點，廣泛應用各種場
應用場合。

比產品滿足各種自動化廣泛機構應用。

合，顯著改善傳動工作性能，延長設備工作
壽命對應各種需求。

▍SESAME 伺服馬達專用減速機

▍KYOWA 萬向接頭

▍Aurotek ADR-854B 六軸機械手臂

SESAME伺服馬達專用減速機，一體成形的 擁有知名的變形冷鍛造技術，製作出高性 機身小巧纖細，擁有高速度大馬力的特性。
行星固定架及出力軸設計，搭配齒輪經獨特 能、高剛性的萬向接頭，在旋轉方向上的間 具備最高級別高速性能，大幅提高使用便捷
的熱處理與研磨加工製最佳精度與耐磨耗 隙與擺動力矩擁有精細的特點主要用於改變 性。追求功能與美感兼顧的簡潔設計。
度，有靜音、高剛性、大功率的特色，提供 方向的連接軸，提供高迴轉精密度、剛性、 ■ 高速。高品質
■ Denso Wave 技術提供
高性價比、交期迅速、客製含量高的減速機 軸向荷重，品質與精密度值得信賴。
■ 最大運行區域：854mm
產品。
■ 最大可搬運重量：7kg
■ 重複精度：±0.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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