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只怕㈲心㆟」的最佳明
■㉂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
圓滿落幕，第 5 屆考生達
2221 ㆟

證。
㉂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
為「台灣製造工程與㉂動化科

台灣智慧㉂動化與機器

技㈿會 tsmea」所創設，其構

㆟㈿會（TAIROA）主辦之第 5

想與理念廣獲㈻術界與產業

屆㉂動化工程師證照，於 11

界的認同與支持，也動員接近

㈪ 19 ㈰在北㆗南㈥個考區進

300 多位㉂動化相關科系老師

行筆試，術科考試已於 11 ㈪

以及 100 多位㈽業高階主管參

12 ㈰順利完成。本屆考試共

與命題、審題，是台灣第㆒張

計㈲ 2221 ㆟報考，Level 1

『㉂動化工程師』證照，也是

報考㆟數 1969 ㆟，Level 2

國內目前證照考試參與率最

報考㆟數 241 ㆟，Level 3

高的考試。今年 7 ㈪ 5 ㈰，
「台

報考㆟數 11 ㆟；除在

灣製造工程與㉂動化科技㈿

校㈻生外，尚㈲ 417 ㈴

會 tsmea」與「台灣機器㆟產

在職工程師報考，足見

業發展㈿會 ROBOAT」正式合

這張㉂動化工程師證

併成為「台灣智慧㉂動化與機

照在業界所受的重視。

器㆟㈿會」TAIROA，仍積極

㈶ 團法㆟ 工業 技

推動證照考試，來㈿助台灣產

術研究院，同時也是㈿

業提升競爭力。

會常務理事 吳東權所

㉂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

長㈵別抽空視察台北考

的設計完全將用㆟與考證合

場；㆖銀科技蔡惠卿總經

㆒，可為㈽業把關，縮短訓練

理與林明堯㈾深副總分別巡

新㆟的時間，嚴謹的題庫以及

視台㆗與虎尾科大考場。值得

公平客觀審核的標準，㈽業主

㆒提的是，㆖銀科技蔡總經

管可鼓勵內部員工報考做為

理，也是該㈿會的㊙書長為了

升遷的標準，不但可以增加員

解術科考試的難易程度，㈵別

工實力，還可作為㆟才擇用與

參加為期兩㆝的車床實作訓

升遷的參考，藉此去蕪存菁，

練，並在 11 ㈪ 12 ㈰接受術科

強化㈽業體質。而大專院校畢

考試，最後以高分通過。蔡總

業生也可藉由通過證照考試

經理並非科班出身，但經過㊜

增加就業機會。

當訓練後也能通過考試，更何
況是電機、機械、㉂動化領域
的考生，這可是「㆝㆘無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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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屆『㆖銀㊝秀機械博

好；為鼓勵大㈻青年投入機械

更趨緊密，大陸也是台灣最大

士論文獎』揭曉台大游育

工程研發創新，厚植機械產業

的工具機與零組件市場，㆖銀

諺博士並列銀獎，㈮獎從

的競爭㊝勢，㆖銀科技㉂ 2004

科技希望藉由機械博士論文

缺

年起創辦『㆖銀機械碩士論文

獎的舉辦，作為推動兩岸機械

獎』，每年經費超過 1000 萬

業產㈻合作與交流平台的新

元，倍受台灣機械業與㈻術界

開始。

兩岸機械業㈻術研究論
文的最高獎㊠『㆖銀㊝秀機械
博士論文獎』﹝Hiw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Award﹞第 1 屆競
賽，於 10 ㈪ 8、9 ㈰兩㆝在北
京㆗國機械工程㈻會激烈的
終審競爭㆗揭曉，並將於 11
㈪ 16 ㈰於武漢，㆗國機械工
程㈻會年會㆗舉辦盛大的頒
獎典禮；本屆㈮獎從缺，而臺

㉂•動•化•㈾•訊•報•導

灣大㈻游育諺博士與李世
光、黃榮山教授以「次波長圓
環元件的設計與製造及其在
鐳射加工㆖的應用」、華㆗科
技大㈻﹝大陸﹞孫燕華博士
與康宜華教授以「銅管漏磁檢
測新原理及其應用」雙雙奪得
銀獎與㆟民幣 30 萬的獎㈮，
另㈲ 4 組大陸㊝秀師生榮獲銅
獎與獎㈮㆟民幣 20 萬元。
全球前㆔大傳動控制與
系統科技領導品牌之㆒的㆖
銀科技多年來持續與國內外
各大㈻進行產㈻合作，成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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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及讚譽，已被譽為機械業

本屆評審召集㆟同時也

的「諾貝爾獎」
。同時也在 2011

是㆗國機械工程㈻會宋㆝虎

年正式委託北京㆗國機械工

新任㈼事表示：本屆博士論文

程㈻會舉辦『㆖銀㊝秀機械博

獎排除萬難，由台灣㆖銀科技

士論文獎』。

出㈾，㆗國機械工程㈻會執

此獎設置的目的是為提

行，雖然只㈲ 86 篇論文參賽，

升㆗國、台灣精密機械與製造

但已對兩岸的機械領域起了

技術的㈬準，加強高層次創造

良好的引導作用，相信未來會

性㆟才的培育工作，鼓勵創新

㈲更多㈻校師生踴躍參與。此

研發，提高兩岸機械工程與智

次參賽論文涵括機械設計與

慧㉂動化領域博士生教育的

製造、熱處理、精密儀器、電

品質，激發並鼓勵青年㈻子投

機與控制系統等等，其㆗㈲很

入該領域的研發及創意應

多論文已與產業界技轉應

用，培養㊝秀機械工程㆟才，

用，唯㆒美㆗不足之處，是評

增進㈽業界與㈻術界的互

審團為堅持此獎的論文品質

動，進而促進華㆟在全球機械

與權威性，投票決定讓本屆㈮

領域的㆞位，也是㆖銀科技實

獎從缺。

踐㈽業㈳會責任的延伸，相信

『㆖銀㊝秀機械博士論

對兩岸精密工業的未來會㈲

文獎』由㆗國機械工程㈻會宋

更多創新性的發展與成果。

㆝虎㈼事擔任本屆評審召集

㆖銀科技董事長卓永㈶

㆟，其他重量級評審包括：北

表示：㆗國大陸 2009 年工具

京航空航㆝大㈻鐘群鵬教授/

機總生產值已超越德國，成為

院士、㆗南大㈻鐘掘教授/院

全球最大工具機生產國，而大

士、西安交通大㈻盧秉恒教授

陸㈲ 86 所大㈻設㈲機械博士

/院士、大連理工大㈻郭東明教

班﹝台灣約 10 所㊧㊨﹞，大

授/常務副校長、北京理工大㈻

陸機械相關產業未來的發展

寧汝新教授、㆖海交通大㈻林

與實力，實不容小覬。加㆖兩

忠欽教授、北京工業大㈻史耀

岸簽訂 ECFA 後，經貿交流將

武教授、㆗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銀㊝秀機械博士論文獎』第㆒屆得獎㈴單
獎㊠

獎㈮/RMB

論文題目

作者

指導教授

空缺

空缺

空缺

銀獎

30 萬

銅管漏磁檢測新原理及其應用

孫燕華 康宜華

華㆗科技大㈻

銀獎

30 萬

次波長圓環元件的設計與製造及其在鐳射加工㆖的應用

游育諺 李世光

臺灣大㈻

銅獎

20 萬

KDP 晶體無磨料㈬溶解拋光方法與加工機理

王碧玲 高 航

大連理工大㈻

銅獎

20 萬

少㉂由度機器㆟機構㆒體化建模理論、方法及工程應用

劉海濤 黃 田

㆝津大㈻

銅獎

20 萬

基於鐳射衝擊機理的裂紋面閉合與疲㈸性能改善㈵性研究

任旭東 張永康

江蘇大㈻

銅獎

20 萬

超光滑㈮剛石複合薄膜的製備、摩擦㈻性能及應用研究

沈 彬

孫方宏

㆖海交通大㈻

㊝秀獎

10 萬

空心渦輪葉片型芯/型殼㆒體化陶瓷鑄型快速製造技術研究

吳海華 李滌塵

西安交通大㈻

㊝秀獎

10 萬

基於模型的魯棒設計及其控制的集成研究

陸新江 李涵雄

香港城市大㈻

㊝秀獎

10 萬

基於聚合物範本的變種壓㊞工藝研究

葉向東 ㆜玉成

西安交通大㈻

㊝秀獎

10 萬

基於全域任務坐標系的精密輪廓運動控制研究

胡楚雄 王慶豐

浙江大㈻

㊝秀獎

10 萬

基於無感測器㈾訊的數控機床伺服進給系統性能評估研究

周玉清 梅雪松

西安交通大㈻

㊝秀獎

10 萬

創新 SU-8 微壓㊞與電拉伸技術與微透鏡陣列之開發

郭書銘 林哲信

臺灣㆗山大㈻

㊝秀獎

10 萬

變胞並聯機構的結構設計方法與運動㈵性研究

張克濤 方躍法

北京交通大㈻

㊝秀獎

10 萬

複雜曲面零件㈾料拼合與精密加工技術研究

李文龍 熊㈲倫

華㆗科技大㈻

佳作獎

5萬

基於等效源法和質點振速測量的近場聲全息技術

張永斌 陳心昭

合肥工業大㈻

佳作獎

5萬

難加工材料切削刀具磨損的熱力㈻㈵徵研究

邵 芳

山東大㈻

佳作獎

5萬

鎂鋁異種㈮屬鐳射膠接焊工藝及微觀組織研究

王紅陽 劉黎明

大連理工大㈻

佳作獎

5萬

關聯㈾料㉂我調整模糊聚類與帶鋼板形前饋控制

唐成龍 王石剛

㆖海交通大㈻

佳作獎

5萬

機械故障㈼測診斷的若干新方法及其應用研究

王衍㈻ 何正嘉

西安交通大㈻

佳作獎

5萬

基於約束力/矩的少㉂由度並聯機構和串-並聯機構理論研究

胡 波

燕山大㈻

佳作獎

5萬

深微孔電㈫花加工關鍵技術研究

鄭新毅 賈振元

大連理工大㈻

佳作獎

5萬

綠能車輛動力系統之控制導向模型化與最佳控制器設計整合

吳建勳 洪哲文

臺灣清華大㈻

佳作獎

5萬

㈪/星球車輪㆞作用㆞面力㈻模型及其應用研究

㆜ 亮

鄧㊪全

哈爾濱工業大㈻

佳作獎

5萬

原位反應㉂潤滑陶瓷刀具的設計開發及其減摩機理研究

李 彬

鄧建新

山東大㈻

佳作獎

5萬

複合板超聲導波檢測理論與技術

許寒暉 徐春廣

北京理工大㈻

佳作獎

5萬

單晶 MgO 微觀力㈻行為和磨粒加工表面層損傷

董志剛 康仁科

大連理工大㈻

佳作獎

5萬

高㈬基乳化液成膜㈵性及機理研究

馬麗然 雒建斌

清華大㈻

佳作獎

5萬

非結構㆞形輪足式移動機器㆟設計與步態規劃研究

趙旦譜 陳 懇

清華大㈻

佳作獎

5萬

多狀態複雜系統可靠性建模及維修決策

劉 宇

電子科技大㈻

劉戰強

路 懿

黃洪鐘

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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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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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永濱研究員、北京機床研究

業內㆟士參加了這次研討會。

所楊京彥研究員、台灣成功大

此次研討會旨在介紹和

㈻ 顏鴻森副校長與台灣大㈻

推廣舍弗勒集團在工具機行

范光照教授。

業的新技術、新成果、新經

『㆖銀㊝秀機械博士論

驗，進而促進大陸與臺灣工具

文獎』徵選的對象為兩岸㆔㆞

機產業的技術升級。會議邀請

獲得機械工程領域博士㈻位

了兩岸各大工具機產業及設

㊧起：舍弗勒(㆗國)董事 勃德

者的論文，參與競賽的博士生

備製造廠商的㈹表和專家與

先生、高級總㈼ 何宏、舍弗

必須獲得該大㈻/㈻院/系所的

會，就軸承及相關產品在工具

勒(股)總經理 蕭昭潤 先生

推薦。主辦單位將會安排獲獎

機設備㆖的應用和維護等議

師生參觀北京國際機床展覽

題進行了交流。與會者還討論

會，而獲得㈮、銀、銅質獎的

了軸承的設計、安裝與使用維

■舍弗勒輪邊驅動榮獲巴

㈻生與教授，㆖銀科技將再邀

護，並結合工具機行業的最新

伐利亞州電驅動技術獎

請參觀㈰本國際工具機械展

技術動態，重點展示和探討了

舍弗勒在首屈㆒指的

﹝JIMTOF﹞，費用由㆖銀科技

舍弗勒產品在這㆒領域的最

eCarTec 展覽會㆖獲授巴伐利

全額負擔。

新成果與應用。

亞州電驅動技術獎，該獎㊠涵

舍弗勒集團臺灣分公司

蓋了電動汽車技術方面的傳

總經理蕭昭潤（Horace HSIAO）

動技術、電氣系統和測試系

■促進兩岸溝通交流提升

表示，舍弗勒是㆒家技術及市

統。這㆒獎勵證明了舍弗勒的

舍弗勒影響力，“2011

場導向的㈽業，舍弗勒臺灣秉

創新能力。獲獎的 eWheelDrive

舍弗勒工具機行業技術

承“顧問式行銷”的㈵點，努

是㆒種輪邊電機驅動裝置，這

應用研討會”在台舉行

力為客戶創造最大價值。另據

種技術使得未來車輛結構和

為促進兩岸工具機業的

市場指出，臺灣是世界重要的

內部設計的融合得到了實

交流與發展，由舍弗勒集團大

機械設備產㆞之㆒，產值僅次

現，尤其㊜用于城市電動車。

㆗華區主辦的“2011 舍弗勒

於美國、德國、㆗國大陸和㈰

德高望重的評委們根據科技

工具機行業技術應用研討

本。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議》

成就、行銷管理、安全、創新、

會”11 ㈪ 24~25 ㈰在臺北舉

（ECFA）簽署後，臺灣機械

工程設計、可行性以及可持續

行，來㉂海峽兩岸的 100 多位

設備業希望借此推動臺灣機

發展這幾大方面，從大約 100

工具機械業㈹表、德國專家和

械設備的進㆒步發展，推動臺

多份提案書㆗甄選出㊝秀產

灣機械產品出口大陸，以提供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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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廠商合作機會，而舍弗勒

巴伐利亞州經濟、建設、

作為工具機領域的技術領導

交通和科技部長馬㆜•耶爾

者之㆒，必將幫助兩岸的工具

（Martin Zeil）將獎㊠授予了舍

機行業提升競爭力，促進雙方

弗勒電驅動系統事業部總㈼

的共同發展。

羅夫•那約爾（Rolf Najor）先

生。“這㆒低碳、環保、節能

應㆗國國家海㆖風力發

的汽車傳動理念為城市車輛

電工程技術研究㆗心㈻術委

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羅

員會邀請，舍弗勒集團德國風

夫•那約爾說。“這種對車身

電行業主軸應用專家曼紐

空間和傳動技術㆖的㊝化大

爾•瑞庭格先生（Mr. Manuel

大提高了車體空間的利用率

舍弗勒 eWheelDrive

RETTINGER）在論壇㆖就舍弗
勒在風電行業㆗的發展作了

eWheelDrive 更大的㊝點在於

相關報告，詳細介紹了舍弗勒

它的制動輔助功能，可以提高

產品及解決方案在大功率離

行車安全性和更快的反應速

岸風機㆗的應用。舍弗勒集團

度。”舍弗勒執委會成員及技

全球最大軸承測試台㈾料也

術總㈼彼得•古茲曼（Peter

㆒併在論壇㆖進行展示，得到

Gutzmer ） 博 士 繼 續 表 示 ，

與會專家、㈻者的高度評價，

“eCarTec 獎確認了我們對未

㉂㊧：馬㆜•阿爾㈵波斯㈵、

進㆒步鞏固了舍弗勒在㆗國

來高效驅動技術的貢獻，也是

羅伯㈵•梅茨格、馬㆜•耶爾、

風電行業的領導者㆞位。

對我們具㈲創新精神的員工

羅夫•那約爾、詹•斯㈵克爾。

舍弗勒集團
電話：02-77301905

以及公司文化的積極肯定。”

網址：http://www.schaeffler.com

舍弗勒 eWheelDrive 概念
車最高輸出功率可達 70kW，
最大扭矩達到 700Nm。輪邊驅

■舍弗勒出席海㆖風電高

/content.schaeffler.de/en/index.

峰論壇

動是㆒個高度集成的設計，將

㆗國海㆖風電行業的㆒

驅動電機、電子電力和液體冷

㊠重要活動—㆗國國家海㆖

卻、摩擦制動以及控制系統集

風力發電工程技術研究㆗心

成在車輪內。緊湊的系統能夠

㈻術委員會第㆓屆年會暨海

被集成到標準的汽車輪輞內。

㆖風電高層技術論壇㈰前在

美商國家儀器於 2011 年

eCarTec 電驅動技術展覽

重慶召開，舍弗勒集團作為唯

11 ㈪舉辦了年度技術論壇，本

會於 10 ㈪ 18~20 ㈰在德國慕尼

㆒㆒家軸承製造㈽業出席本

次活動集結了 NI 年度所㈲的

克召開，來㉂ 24 個國家的 500

次論壇並做主題發言。

產品精華，㆒次呈現在所㈲與

■NI 年度技術論壇－圖形
化系統設計帶來創新的
量測、控制風潮

多家展商參加了這次電驅動

來㉂㆗國科技部高新

會工程師面前。此次活動，NI

技術創新盛會。eCarTec 展出

司、㆗國工程院、㆗國國家海

再次傳達“圖型化系統設計”

期間，舍弗勒也將在 A5 廳 134

㆖風力發電工程技術研究㆗

的理念，並強調，小㉃小量的

號展臺展出曾於 IAA 首次亮

心、㆗國國家發改委的官員、

輸出、輸入系統或是大㉃要完

相的 eSolutions 概念車，這輛

專家以及全球主要風電裝備

成㆒個完整的系統以降低公

車包含了舍弗勒混合動力和

研發機構的㈹表 100 餘㆟參加

司的營運成本，甚㉃研發出創

電驅動技術㆖的各類產品。

了會議。

新的設備，來解決當今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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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善了汽車的駕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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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到如：溫室效應等各大

同時，NI 再把這個概念，往前

㈾源。位於南台灣的國立成功

問題，圖形化系統設計都能㈿

延伸並跨越了“電腦”的限

大㈻近㈧㈩年來，配合台灣電

助工程師以及科㈻家做更好

制，讓軟體在許多嵌入式系統

㈾產業的快速成長，師生表現

的整合，以更低的價格，達到

㆗都能使用，這個完整的軟、

卓越，為台灣經濟奇蹟的創

更高的效能，同時產生最快速

硬體平台整合，就是 NI 所倡

造，貢獻了大量的卓越㆟才。

的開發時程。

導的“圖形化系統設計平台”。

而以“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

NI 行銷經理郭皇志在會

這個以 LabVIEW 為核心

具㈲創意與國際觀，且術得兼

㆗提到“現在整個市場的需求

的圖形化系統設計平台，從量

備的電機㆟才”為教育目標的

就是不斷的要求更快㆖市時

測、控制，到㈼控、嵌入式系

成大電㈾㈻院，近幾年來，更

間，這也㈹表著所㈲工程師與

統等，或是任何以㆖的組合，

突破於以往的教㈻方式，致力

科㈻家們，需要用更少的時間

透過 LabVIEW 的整合，皆可

於跨㈻群、㈻院、校、及國際

來完成更多的工作。在這樣的

加快開發速度與平台互通的

化教育、㈻習、服務與研究合

情況㆘，NI 所推出的圖形化系

需求性，在任何㆒個平台所開

作。也因此，公司文化㆗㈲著

統設計平台，將可幫助大家用

發出來的程式，都能簡易的轉

濃厚校園氣息的美商國家儀

更好、更快、更㈲效率的方

移到另㆒個硬體平台㆖去執

器和成大電㈾㈻院為了㆖述

法，㈿助工程師或科㈻家進行

行。相信在這樣的理念㆘，NI

目標，展開了長遠的合作關

創造、解決問題，且用㈲格調

將可以帶給業界的工程師與

係。

且創新的方法，來改善㆟類的

科㈻家嶄新的解決方案，與創

生活。”所謂的圖形化系統設

新的量測、控制風潮。

“成大電㈾㈻院希望藉由
此次的合作發表會，讓產業

計平台，簡單的說就是以直覺

界、教育界得以清楚的了解，

的 LabVIEW 軟體加㆖㆒系列

成大電㈾㈻院的創新和努

的儀器模組平台，硬體會跟著

■美商國家儀器與國立成

力。”成大電㈾㈻院院長曾永

電腦與晶片技術的演進而不

功大㈻電㈾㈻院攜手培

華教授在致詞時，同時提到

段的升級，透過彈性的軟硬體

育台灣電㈾㆟才

“成功大㈻在邁向頂尖大㈻之

整合，工程師與科㈻家們可以

大道㆖，電機㈾訊領域的表現

簡易的開發出符合㉂己的量

非常傑出，排㈴在全世界 20

測解決方案，並且用更快的方

㈴內，師生的研究成果都非常

法、更少的㆟力、更㈲彈性的

傑出，每㆒年㈲ 140 多件專

方式，解決棘手的工程問題。

利，和產業界的研發合作經費
也㈲ 5、6 億元；而美商國家
儀器公司開發的 LabVIEW 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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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科技產業為經濟大

體是工程界最普遍使用的工

樑的台灣而言，㈾訊、電子、

具，非常感謝 NI，不僅無條件

電機、光電與電信等㆟才，是

供電機㈾訊㈻院的師生使

產業及研究領域最迫切需要

用，也提供師㈾教㈻，對於㆟

接與差動量測功能，㊜用於高

用。在整合 NI Switch Executive

拉近成功大㈻與產業界更密

通道數的切換應用。工程師擁

與 NI LabVIEW 系統設計軟體

切的關係。”而在此次的合作

㈲更多 NI SwitchBlock 介面卡

之後，即可設定多個路由群

發表之前，成大電㈾㈻院便開

的選擇，可針對㈵殊需求而建

組，而輕鬆設定、維護、設計

始採用 NI 的 LabVIEW 軟體以

立客制化的繼電器陣列。NI

大型矩陣。所㈲ NI SwitchBlock

及相關硬體，完成伽利略衛星

SwitchBlock 介面卡，是專為高

解 決 方 案 亦 具 備 新 的 NI

站的遠端控制系統。而

通道數的㉂動化測試系統所

Switch Health Center 軟體，可㉂

LabVIEW 的低㈻習門檻，更在

設計，可直覺選擇多種測試應

動執行內建的診斷功能，以確

短期間內幫助師生從設計、佈

用的路由、設計、維護、切換

認繼電器持續性並顯示其計

署到原型製做快速完成、縮短

組態等作業，㊜用於軍事、航

數㈾訊，進而提高長期系統的

開發時程。

太、傳輸、㆒般㉂動化測試。

穩定度。

此次成大電機和美商國

而㆒系列的新款繼電器

此外，NI SwitchBlock 亦

家儀器的合作方案，將不僅只

介面卡，包含多重雙線式切換

可整合 MAC Panel 與 Virginia

於㆒般的產品捐贈，同時還包

器，可用於差動量測；另針對

Panel 的 大 量 銜 接 (Mass

含每㈻期的實機操作教㈻、研

大型切換應用，還㈲ 16-row 切

interconnect)解決方案，可於多

討會、與產㈻案例分享等教育

換器可提高同步連結的數

組 NI SwitchBlock 接頭與測試

推廣活動。除此之外，更鼓勵

量。所㈲介面卡均將利用 NI

設備之間達到單㆒接點。如此

㈻ 生 取 得 LabVIEW 官 方 認

SwitchBlock 架構，透過內部擴

可簡化大型矩陣的接線作

證，厚植職場競爭力。相信在

充 而 簡 化 連 結 功 能 。 NI

業，並輕鬆整合硬體而縮短設

成大電㈾㈻院和美商國家儀

SwitchBlock 具備可擴充的接

定時間。

器共同的努力㆘，台灣的電㈾

線盒，僅佔用 PXI 機箱的 4 組

㆟才，將在國際舞台㆖持續發

插槽，即可容納最多 6 組繼電

www.ni.com/switchblock。

光發熱，並引領世界走向更寬

器介面卡。而使用者可整合最

美商國家儀器股份㈲限公司

闊的藍海。

多 4 組 NI SwitchBlock 接線

台灣分公司

盒，以單㆒ PXI 機箱建構達最

Tel：(02)2377-2222

若要進㆒步了解可㉃

多 8,832 個交點的矩陣。
■NI 進㆒步擴充 PXI 的高
密度切換功能

新 款 介 面 卡 已 隨 附 NI
Switch Executive 切換管理軟

■「收納品味

樹德廠拍」

將在年底登場

新款 NI SwitchBlock 繼電

體，可透過圖形化方式而設定

器介面卡可作為高通道數切

切換系統，針對整體控制而單

樹 德 ㈽ 業 深 耕 台 灣 32

換系統的解決方案 NI 發表新

次設定 1 組繼電器；或指定末

年，是全國最齊全最完整收納

的 8 款繼電器介面卡，針對

端(Endpoint)即可㉂動跨多組

產品的生產工廠，每年藉由廠

PXI 系統而擴充其高密度切換

繼電器介面卡，而㉂動連接訊

拍活動，回饋㆒整年度支持樹

的 NI SwitchBlock 系列。

號。此簡易方法可㈿助工程師

德的民眾。100%台灣設計、

迅速、高效率開發㉂己的應

100%台灣製造、100%感恩回

新款介面卡具備同步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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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培育，助益非凡，同時也

饋，於 12 ㈪ 22 ㈰〜26 ㈰，為

多㊠獎品。另外，全廠購物滿

管材展將在杜塞道夫第 13 屆

期㈤㆝，在台北、台㆗、高雄

5000 元送 500 元現㈮抵用券，

同期舉辦。

㆔㆞同步開賣，現場將㈲最新

不限消費㈮額即可於㆘次結

目前報㈴參加兩展的廠

的收納商品、最低的拍賣價

帳時抵用，買越多折抵越多；

商數相當踴躍，讓主辦單位深

格，不只滿足居家、辦公與工

消費滿 8000 元更㈲免運配送

具信心。直㉃目前(2011 年 10

廠的收納需求，更提升生活空

到府的服務，為的就是要讓民

㈪㆗旬)，就已㈲㉂ 45 個國家

間的收納品味。

眾物超所值、滿載而歸。

的 1,005 家㈽業報㈴參加此

2011 年樹德廠拍更擴大

2011 年樹德原廠廠拍，12

展。 2012 年將再度見到來㉂

舉行，台北廠拍場㆞選在新北

㈪ 22〜26 ㈰，早㆖㈨點半到

義大利、比利時、法國、奧㆞

市工商展覽館，參加 2011「品

㆘午㈥點於台北、台㆗、高雄

利、荷蘭、瑞士、㈯耳其、英

牌台灣 展售設計」家用精品

㆔㆞同步舉行，㆒年㆒次只㈲

國和德國的主要參展廠商，為

展，近 600 坪的攤位面積，展

㈤㆝，錯過再等㆒年。詳情請

數眾多的瑞典參展廠商也是

售所㈲樹德熱銷商品。 活動

見 http://www.shuter.com.tw/edm.

值得關㊟的㆞方。其它主要海

現場將推出許多㊜用於創意

htm。

外參展廠商來㉂美國、㆗國、

㉂•動•化•㈾•訊•報•導

居家的商品，㆒方面將家居收

㊞度和台灣。總計 1,005 家廠

納系列商品更完整的呈現，另

商使用總面積約 55,000 平方

㆒方面也讓民眾能夠㆒次購

米。

足所需的產品。除此之外，多

2012 年杜塞道夫國際線

㊠現場促銷、搶購活動，也同

纜材暨管材展將展出線材生

樣在台北、台㆗、高雄的廠拍

樹德㈽業股份㈲限公司

產和加工機械、工具和加工工

現場展開。每㈰ 09:30 舉辦開

客服專線：0800-04-5588

程輔助材料、以及材料和㈵種

門「百件商品㆒元搶購」好康

電線。同時也將展示在電纜、

活動，要邀請大家㆒同參與這

測量與控制技術和測試技術
■距開幕僅剩㈥個㈪

等領域的創新技術。另外還加

本著年終回饋的心，樹德

「2012 杜塞道夫國際線

入㈵殊品㊠的廠商如物流、輸

㈽業為此次廠拍準備了多㊠

纜材暨管材展」
，令㆟期

送系統和包裝業公司等，讓展

好禮與㊝惠。現場除多㊠㊝惠

待

出內容更趨完美。電線電纜和

場年度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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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民眾撿好康之外，滿額再抽

不到㈥個㈪的時間，線、

玻璃纖維機器，以及電線電纜

光陽機車、iPad2、iPhone4 等

纜、管材和管件產業首屈㆒指

製造商及貿易商將於 9 館、12

的 2012 年杜塞道夫國際線

館、16 館及 17 館展出。15 館

纜材暨管材展又將在度展出。

提供緊固件技術，彈簧製造將

2012 年春季，假萊茵河畔展

於 16 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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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館，展出產業㆗各品㊠的卓

國際管材展覽會也同樣

越技術及亮點。2012 年 3 ㈪

擁㈲正面的成果。共計 805 家

26 ㈰㉃ 30 ㈰，國際線纜材暨

參展廠商分別來㉂ 44 國，歐

洲部份主要來㉂義大利、法
國、荷蘭、奧㆞利、波蘭、瑞
士、西班牙、㈯耳其、德國和
英國等，而捷克的報㈴數量也
相當正面。直㉃目前，總計使
用 45,500 平方米的展覽空間。
7a 館。其㆗，管材和管配件於
1 館和 2 館展出；貿易和製造
業將於 2 館、3 館、4 館和 7
館展出，而成型技術將展示於
5 館。另外，管材和管件精加
工機械也將於 6 號 和 7a 號展
覽館展出。
管材展覽會將呈現更完
整的展出範圍，從管材和管件
生產到加工。其範圍包括原材
料、管材和配件、管材和管件
製造機械和㆓手機械、加工工
程、及測量和控制技術使用的
工具和輔助材料。管道和油井
管技術、配置和配置技術、檢
測技術和㈵殊領域（如倉儲㉂
動化和控制系統）等的加入也
使展出內容範圍更加廣泛。
如需更加瞭解展會的最
新㈾訊，請點選以㆘官網：
www.wire.de 和 www.Tube.de
開國㈲限公司
Tel: (886 2) 2595 4212
Fax: (886 2) 2595 5726

PXI Express 控制器
凌華科技推出亞洲首款
3U PXI Express 嵌入式控制器
「PXIe-3975」，其搭載 Intel®
Core™ i5 處理器及 QM57 晶片
組，專為混合型測試系統所設
計，提供豐富的介面控制以整
合各種儀器，可支援高達 2
GB/s 的系統傳輸頻寬，㊜用於
通用型量測應用及電子製造
測試等應用。
為提升運算效能，凌華科
技 PXIe-3975 採 用 Intel®
Core™ i5-520E 2.4 GHz 處理
器，該處理器支援 Intel®渦輪
加速技術，動態調節電源使用
效率以及處理效能，並支援
Intel® 超執行緒技術，將可㈲
效提高處理器在同㆒時間單
元內的㈾料處理量。凌華科技
PXIe-3975 並內建 7200 轉、160
GB 的 SATA 硬碟，且支援 1066
MHz DDR3 記憶體，最大容量
可達 8 GB。透過記憶體容量的
擴充與硬碟㈾料傳輸速度的
增加，可為整體系統效能帶來
顯著的提昇，實現流暢的多工
處理效能體驗。
「凌華科技為 PXI 系統
聯盟的㈿會董事會及最高等
級會員，為滿足客戶對 PXI 測
試系統頻寬㈰漸提高的需
求，決定擴展我們的 PXI 產品
線，進㆒步導入 PXI Express

平台。」凌華科技量測與㉂動
化產品事業處㈾深㈿理吳幼
倩表示。「㉂動測試設備系統
可由 PXI Express 平台和多元
化的測試儀器所組成，藉以承
擔更複雜的量測工作，而凌華
科技的 PXIe-3975 透過豐富的
介面接口，可作為整個㉂動測
試設備系統的核心控制器，比
市場㆖同等級產品具備更高
的規格標準及性能，將可滿足
客戶的需求及期待。」
凌華科技 PXIe-3975 針對
混合測試系統，提供彈性且豐
富的介面接口，以連結各種控
制儀器。該系統在前面板㆖，
提供㆒組 ExpressCard/34 擴充
插槽，使用者可彈性的配置其
延 伸 模 組 ， 例 如 透 過
ExpressCard，擴充 USB 3.0 接
口，或連結㉃擴充的 PXI/PCI
延伸模組，增加使用的便利
性。PXIe-3975 亦提供多樣化
I/O，其㆗包括整合兩組 Gigabit
Ethernet 埠，㆒組用於網路連
接，另㆒組可用於控制 LXI 儀
器或其他設備，並擁㈲㆕組
USB 2.0，與 GPIB 介面以連結
其他 GPIB 設備。透過凌華科
技 PXIe-3975 控制器，得以串
接多元化的測試系統，提高系
統整體效能。
凌華科技股份㈲限公司
網站：www.adlinktech.com/PXI/
電話：02-8226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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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展覽會設於 1 館㉃

■凌華科技發表亞洲首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