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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            AR馬達　　　　    

電動滑台組合EAS系列
電動缸組合    EAC系列
標準型 / 反折型

步進馬達組合

DC電源輸入 CVK系列
標準型 / 高解析度型



無刷馬達適合用在哪裡？ 

以下情況推薦操作簡單的BMU系列無刷馬達

新無刷馬達組合NexBL BMU系列30W/60W/120W？

在日常中可以發現許多使用調速馬達的地方，當我們需要非常穩定

且精密的速度調整時，可以選擇使用無刷馬達。不但速度比一般

AC調速馬達穩定，價格也比一般伺服馬達便宜許多。

■ 需要簡單操作及設定的盤面式控制器的場合

■ 需要防水IP等級的場合
■ 轉速及轉矩穩定控制的場合

■ 原使用伺服馬達但只著重穩定速度控制，希望節省成本的場合

產品特性
●轉一轉、按一下，速度控制真簡單

‧旋轉旋鈕，就可輕鬆設定速度

‧只要慢慢轉，可以間隔 1r/min 調整

‧鎖定速度，避免誤操作

●打開面板，內有豐富功能

‧各種功能設定

‧顯示負載率(40%~200%)

‧鎖定速度，避免誤操作

‧設定加減速

省成本省成本

小型化小型化

操作簡單操作簡單

速度控制穩定速度控制穩定

加減速時間設定器

想了解更多嗎？想了解更多嗎？想了解更多嗎？

調速馬達選擇多更多

‧對應通訊& 
   FA網路通訊
‧卓越的速度安
   定性±0.5%

BLE系列
12,530元起(未稅) BXⅡ系列

15,720元起(未稅)

想要更優越的
速度變動率±0.05%

輕巧、經濟、
充實的運轉功能MSC-1系列MSC-1系列

4,310元起(未稅)

更經濟的
盤面安裝型 US系列

4,010元起(未稅)

業界應用例—BMU系列
實驗室用攪拌設備

業界應用例—BLE系列
網印機設備

業界應用例—MSC-1系列
PCB輸送帶

旋鈕
控制

還有更多產品及應用例，可在東方馬達解決方案博覽會做進一步了解！

5/23新竹、7/18高雄，歡迎您一起來參與！

報名請洽東方馬達官網www.orientalmotor.com.tw => 展示會

旋鈕即可調速，接線簡單，還可顯示轉速。 速度穩定，最適合不受影響需要均勻運轉

的設備。

體積輕巧，簡單方便使用，經濟又實惠。

特 集 什麼場合適合調速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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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K系列

CVK系列

例如需要低振動與高定位精度的裝置
推薦使用5相步進馬達組合。

例如在需要低速高轉矩的裝置上
推薦使用2相步進馬達組合。

對客戶裝置的好處

CVK系列

2相

5相

新產品介紹

● 元∼

（馬達與驅動器組合的價格）

追求選擇自由性的步進馬達誕生。

● 

● 

● 

步進馬達組合

DC電源輸入 CVK系列
標準型／高解析度型
安裝尺寸 2相：35mm /42mm /56.4mm
 5相：42mm /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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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系列

電動滑台 EAS系列

電動缸 EAC系列

創造電動滑台與電動缸的新標準的最新產品。

搭載閉回路步進馬達 AR

輕負載到重負載皆可高速驅動運轉。

● 

● 

● 

●定價： 元∼
（電動模組與驅動器組合建議售價未稅）（電動模組與驅動器組合建議售價未稅）

電動滑台標準型

●定價： 元∼

電動缸反折型

標準型
反折型
同價格

從機種選用到安裝，
都變得更加方便！

機構設計者也驚艷
控制方式統一！
更加容易操作！

電控人員更輕鬆

採購品項減少！
短交期快速交貨！

採購人員不費力 保養人員也安心

搭載

系列，無論

標準型／反折型

■特徵

即使低速也可穩定做動， 而且速度也很均勻。

滑台採用THK製LM導軌實現小型・高剛性・高可搬重量

一般標準型與反折型為同一價格

保養、維修
變得更加順利！

（僅5相）

CVK系列備有2相與5相馬達可選擇。活用個別特性同時提高了互換

性，可依照用途選擇最適合的馬達。根據需要的規格選擇的組合

2相・5相之間的價差僅僅只有數百元。採用高性能的5相步進馬

達變得更容易了。

■特徵
馬達繞線重新設計與驅動器迴路的高效率設計，因此可通過
高電流值大幅提升轉矩。

採用全數位控制的全時微步級驅動器，實現全速度領域皆可
低振動、低噪音。

驅動器的尺寸、安裝、I/O連接器採2相、5相共通設計。驅
動器之間的替換性高。

定價：

27,230 22,380

5,710

〈２相與５相之間可依需要自由選擇〉

●驅動器可互換，評估替換　
   非常的簡單

●原廠保証的最佳特性

●價格同一等級

對選用・評估時的好處

可提升功能與附加

價值，因此可做新

產品的提案

新 產 品 介 紹

Solution Fair  2014
智慧自動化關鍵解決方案博覽會
Solution Fair  2014
智慧自動化關鍵解決方案博覽會
Solution Fair  2014
智慧自動化關鍵解決方案博覽會

全新步進馬達搭載機械式編碼器，絕對式定位不須外加SENSOR感測器與電池，

降低您維護的成本及麻煩。

還想提高產能(UPH)？如何提高馬達效率來節省能源成本？

各種解決方案就在「東方馬達智慧自動化關鍵解決方案博覽會」

歡迎上官網 http://www.orientalmotor.com.tw/ 或來電報名！

報名Solution Fair

場次

新竹場

高雄場

展出時間

5月23日(五)

7月18日(五)

課程主題

● 劃時代新產品介紹

● 通訊產品使用案例

洽詢專線

新竹營業所 (03)658-5670

高雄營業所 (07)550-6015

本公司於4月1日正式成立廈門分公司，

未來將以廈門為據點，為全中國的台商客戶提供服務。

詳情請洽本公司業務窗口了解詳情

廈門分公司成立！

歐立恩拓電機商貿(廈門)有限公司
郵編：361001
廈門市思明區鷺江道8號國際銀行大廈8樓838室

Room 838, 8/F, International Plaza, No.8 Lujiang Road, 
Siming District, Xiamen, Fujian, China  361001
TEL：+86-592-226-4050
FAX：+86-592-226-4250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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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知識+
☉撰文/ 客服中心：Elise

CH 12：馬達就在我們生活裡 (調速篇)

想知道更多的馬達運用例嗎？                      專欄月月更新

快來台灣東方馬達 FACEBOOK 按個讚吧

馬達知識+

小時候大家有玩過在課本的小角落畫上插畫，快

速翻頁插畫也會跟著動起來的遊戲嗎？其實，現在

不必手繪，活用照相機，大家都可以輕鬆完成動

畫。本期的   馬達知識+ 專欄要帶大家來看近期漸

成風潮的停格動畫製作技術，其中也可以依靠馬達

大大提高製作品質唷。

停格動畫又稱為Stop Motion，是將相機

取3-5sec定時連續拍照，再把多張照片集結播放的

一種影片拍攝手法，廣泛運用在廣告、動畫當中，

手法簡單卻效果十足！停格動畫要做得好，除了光

線、快門的掌握度要夠，相機能不能夠穩定速度前

進也是個重點！所以許多行家乾脆DIY一組電動攝

影導軌，就再也不怕忽快忽慢的節奏毀掉多張心

血！

嗷嗚∼∼∼∼
Help!

停格動畫做出可愛的狼與豬仔生存戰《Wolf and Pig》

 (翻自Youtube)

同樣要進行移動場景的停格拍攝，如果是使用手動

導軌會因為人無法維持定速度而使得拍攝出來的動

作感有差別。因此可以利用皮帶輪機構加上軌道來

穩固相機，再利用速度穩定、調速範圍寬廣的DC無

刷馬達驅動 ，高低速一手包∼

POINT HERE!

超穩定速度DC無刷調速馬達

●室內用 ：AC電源BMU系列

旋鈕簡單控速 / 調速器面板可直接監控轉速

●室外用：DC電源BLH系列 

價格實惠 / 體積輕巧方便攜帶 

需要馬達挑選服務嗎？      客戶專線：0800-0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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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馬達驅動 ，高低速一手包∼

POINT HERE!

超穩定速度DC無刷調速馬達

●室內用 ：AC電源BMU系列

旋鈕簡單控速 / 調速器面板可直接監控轉速

●室外用：DC電源BLH系列 

價格實惠 / 體積輕巧方便攜帶 

需要馬達挑選服務嗎？      客戶專線：0800-0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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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馬姐，有問題想請教妳！

是什麼問題呢？

客戶提出了這樣的洽詢，「希望在出口至海外的裝置上使用無刷

馬達，但由於是海外的使用者，希望使用Source邏輯的產品」。

與客戶談過後，他講了Sink還是Source，我實在不太清楚是在指

什麼。我是很喜歡豬排Sauce（豬排醬）啦…

喂！（笑）達弟，你已經成長到可以講這樣的冷笑話了啊。話說

回來，這是指輸出入回路嗎？

因為談到上位PLC（※）的相關內容，我覺得應該是指輸出入回

路吧…？

沒錯。在亞洲，較常使用Sink邏輯輸出，但在歐美，則較常使用

Source邏輯輸出。將裝置出口至海外的客戶經常提出這類問題

呢！

嗯，台灣國內與海外需要的輸出入規格也有可能不同呢！但是，

具體來說，有哪些不同呢？

實際上，Sink邏輯與Source邏輯各自使用的控制輸出機器不同，

可大分為以下兩種，結線各不相同喔。

【圖1】Sink邏輯…NPN電晶體（主要以國內使用居多）

【圖2】Source邏輯…PNP電晶體（主要以海外使用居多）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必須配合各電晶體改變結線方法囉。

除此之外，不只是結線方法不同，事實上安全性也有差異喔。萬

一客戶的裝置發生某種異常，輸出入的信號線接地，或是0V線短

路的話，將會非常危險。【圖3】就此點來看，Source邏輯時，

輸入回路未直接與電源的＋側（Vcc）連接，因此信號線即使接

地或短路，輸入回路都不會ON，所以可以視為安全的連接方法

之一喔。【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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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Sink邏輯連接例 【圖2】Source邏輯連接例

控制輸出機器 驅動器輸入回路

電晶體
輸入回路

輸入回路連接至電源＋側（Vcc）與
電晶體。

控制輸出機器 驅動器輸入回路

電晶體

輸入回路

輸入回路連接至電晶體與
電源GND（0V）。

【圖3】Sink邏輯發生短路時 【圖4】Source邏輯發生短路時

控制輸出機器 驅動器輸入回路

電晶體

發生斷線！

如紅線的流動
使信號ON
如紅線的流動
使信號ON

若是0V短路
的話…？
若是0V短路
的話…？

輸入回路

控制輸出機器 驅動器輸入回路

電晶體

發生斷線！

即使0V短路，信
號也不會ON
即使0V短路，信
號也不會ON

輸入回路

原來如此～！

我想達弟你可能不知道，過去是以台灣國內市場為主，因此支援

Sink邏輯的產品就夠用。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客戶將裝置出口

至海外，必須兩者皆可支援才行。

好厲害啊～。產品也走全球化了！也就是說，我應該向使用

Source邏輯的客戶介紹可支援Source邏輯的產品囉。

沒錯！那麼，達弟，可回應這次洽詢要求的無刷馬達是什麼產品

呢？

這個嘛～，是BMU、BLE、BXⅡ系列吧！

非常正確！這些產品皆可支援Sink邏輯、Source邏輯喔！對了，

這次你有沒有問客戶驅動條件是什麼呢？

客戶是說輸出約120W，最高使用到4000rpm。

那麼，若是120W的話，可以先建議客戶使用操作簡單的BMU系

列。若是120W以上呢…？

BXⅡ的話，輸出最高400W吧。

達弟，看來你有認真研究喔！

是的！謝謝馬姐！透過這次的學習，我更有自信了！我要趕快來

向客戶介紹產品！

各期馬姐達弟可在官方網站瀏覽

※PLC…可程式控制器

馬達知識+ SINK、SOURCE是什麼呢？？教 教 我 吧 ！ 馬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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