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1226 mm，現已通過㆗國、
■新款分類整理盒旋轉

美國、歐盟等 32 國專利。以

架，定點增加 3〜4 倍收

FO-306 為例，單㆒荷重為 1

納空間

kg，整座旋轉架荷重可達 100

樹德 FO 快取分類盒，㉂

kg，樹德克服總總技術㆖的問

90 年㈹問世以來，共開發㆕款

題，將塑膠製品的㈵性發揮到

尺寸，㈲灰、紅、綠、藍㆕色，

最大，並且持續研發更新，力

此單品每年可創造出㈤百萬

求完美品質。

的業績。為使產品功能多樣

樹 德 ㈽ 業 將 於 3/5( ㆓ )~

化，樹德研發團隊於 2008 年

3/10(㈰)於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推出「快取零物件分類

覽會(世貿㆒館 A0439)展出，

車」，又㈴「樹德的移動

屆時歡迎各界㆟士前往參觀

城堡」
，讓零件及工具可

指教。台北 02-87809600、台㆗

隨著工作場所移動。今

04-2335-8800

、

高

雄

年度，樹德研發團隊則

07-3525988，更詳細的㈾料請

推出「快取零物件旋轉

點選官網 www.shuter.com.tw。

架」，改以定點工作站
的概念，以㆔角柱的形
式呈現，並可 360 度旋
轉，大幅度增加 3 ㉃ 4
倍的收納空間。
以 FO-308 為例，該
旋轉架可搭配 18 個單品，
創 造 144 格 收 納 空 間 ； 以
FO-306 為例，共可創造 90 格
收納空間。樹德研發團隊表
示，多樣化的功能性是樹德產
品的㈵色之㆒，除了大幅度創
造空間外，更貼心設計背掛
板，透過掛鉤使用，可吊掛各
種工具。

■NI 美商國家儀器㈴列全
球前 25 大最佳跨國㈽業
職場

產品材質使用冷軋鋼板

美國最佳職場研究所

及 ABS(Acrylonitrile Butadiene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Styrene Copolymer)製成，尺寸

連續第㆓年將 NI 選為全球前

為面寬 498 mm、深 432 mm、

25 大 最 ㊜ 合 工 作 的 跨 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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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NI 在今年的「全球最佳跨

夠正常運作。過去 35 年以來，

國㈽業職場」榜㆗排㈴第 16。

NI 員工仍不斷針對量測與控

因此 NI 的㆟力㈾源副總 Mark

制系統，為工程師與科㈻家引

Finger 與其他獲獎的全球領導

進革命性的開發方式。

產•業•㈾•訊•報•導

組織高階經理㆟，皆前往美國

此獎㊠肯定了 NI ㈵㈲的

NI 發表 NI PXIe-5667 頻

舊㈮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參

㈽業文化，也足以證明 NI 提

譜㈼控接收器，可用於無線電

加頒獎典禮；SAS Institute、

供極具意義的㊝質工作機

㈼控、干擾偵測、頻譜調整等

Google、NetApp 與微軟等公司

會。NI 採取長遠管理方式，認

相關應用，同時符合國際電信

也都獲頒此殊榮。

可員工的㊝異表現，並且讓員

聯盟(ITU)的規定。「NI PXIe-

「NI 所謂的願景文化以

工的成功直接締造了股東的

5667 的㊝異效能真的讓㆟耳

百年計畫為㆗心，並且為員工

投㈾效益，這也是公司長期以

目㆒新」，NI 的 RF 研發副總

設定原則指南」，NI 的 CEO、

來整體成長的關鍵。NI 在草創

裁 Jin Bains 指出：「無與倫比

總 裁 兼 創 辦 ㆟ Dr. James

時期只㈲ 3 個㆟，現已拓展為

的動態範圍與掃瞄率遠勝過

Truchard 表示：
「我們的員工分

跨國㈽業，㆒路走來卻始終保

競爭產品 10 倍以㆖，堪稱無

散在世界各㆞，但是我們共同

㈲其探索精神與合作㈵色，持

線電㈼控應用的最新標竿。」

的目標包括促進創新、持續精

續㈿助所㈲領域的產業不斷

NI PXIe-5667 搭 配 NI

進、以客為尊，這把我們所㈲

創新。此外，NI 秉持著「完美

FlexRIO 與 NI LabVIEW FPGA

㆟緊緊聯繫在㆒起。NI ㆒直都

平衡的工作環境」哲㈻，希望

Module，可透過 FPGA 硬體即

很重視員工，這麼做不只㈲助

能藉此讓員工保持身心健康

時分析 RF 訊號，例如持續㈼

於投㈾未來，NI 也因此成為與

愉快，同時激發他們的無限潛

控頻譜、聲譜圖與進階訊號處

眾不同的㈽業。」

能。為了貫徹此理念，NI 員工

理，不必在主控制器或電腦來

NI 致力提供㈲利於創新

均享㈲多元的專業/個㆟/㈳群

回遷移㈾料而造成延遲。此

與開發的工具給工程師與科

發展機會，以及各種豐富的福

外，LabVIEW FPGA IP 還可提

㈻家，此外我們的工作環境也

利方案與措施。

供數位降轉換器通道化、跳頻

可以為員工帶來源源不絕的

除了美國最佳職場研究

靈感與樂趣。NI 員工所研發的

所之外，㈶富雜誌(FORTUNE)

產品可㈿助客戶設計嶄新的

發表的全美百大最佳工作環

NI PXIe-5667 3.6 與 7 GHz

㊩療器材，發射㈫箭到外太

境也已經連續 13 年肯定了 NI

頻譜㈼控接收器具㈲ 110 dB

空，確保新㆒㈹的行動電話能

的表現。

以㆖同級最佳的動態範圍，而

偵測、發現頻譜遮罩違反情況
等功能。

且㆔階交調擷取(TOI)的失真
效能則是超過 17 dBm。這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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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PXIe-5667 接收器提

頻接收器採用獲獎肯定的高

供同級最佳的量測效

效能 NI PXIe-5665 向量訊號分

能，可因應頻譜㈼控與訊

析器(VSA)架構，非常㊜合空

號㈼測的常見挑戰

㆗ RF 量測作業。NI PXIe-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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