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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代��年服務經驗

新代��年運動控制研發服務經驗 PCbaseNo.�

自動化系统集成一站式服務

軟、硬兼具，提供自動化產品&工業互聯網整體解决方案

全球服務據點��+

台灣團隊自主研發，實力領先多品牌合作

完整生態系，保障快速集成

一站式服務 全球服務據點 PCbaseNo.�

�� � �� ����

ABOUT SYNTEC

關於新代



新代機械手臂控制器
Syntec Robot Controller 01 / 02

新代集團成立於����年，長期深耕於機床及自動化

工 具 領 域 控 制 器 的 軟、硬 體 的 技 術 研 發 與 製 造，是

亞太市場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控制器品牌之一。聯達

智能作為新代集團智慧製造的踐行者，匯集了新代

集團以及智能製造相關行業專業人士，憑藉對機床

行業以及智能製造領域的了解與積累，為客户提供

完整的、專業的解决方案。幫助企業實現信息化、自

動化、智能化，提升企業效率形成更强大的市場競

爭力。

我們的願景： 最值得信任的電控伙伴

我們的使命： 完整的智慧工廠解决方案

聯達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 達智能”）成立 於

����年，由新代集團出資組建。聯達智能基於新代多

年深耕的控制技術，致力於為製造型企業提供智慧製

造完整解决方案。核心業務涵蓋工業機器人、雲端產

品（服務智慧雲&生產智慧雲）、自動化系统集成、各

類機電模組以及智慧製造周邊配件（智慧料邊、智慧

夾爪等），幫助企業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推動

產業升级。



特點

SOLUTION INTRODUCTION

方案介紹

操作友善：圖形式編程，上手容易，輕鬆導入使用
多種行業工藝包：取放、焊接、堆疊、噴塗
完整伺服方案：支持新代包套電控，一站購足。支援開放伺服通訊，可搭配市售驅動器
IO擴充性高：標配��I ��O，可擴充至���I ���O，並可支援ADDA、PWM、MPG
周邊整合容易：支援多種通訊協定，方便整合周邊元件如夾爪、視覺。
聯網方案：可透過SMB連結新代雲

方案介紹

行業工藝包

包套伺服 開放伺服 市售馬達

IO方案 / 周邊元件

SYNFACTORY 新代雲



SOFTWARE INTRODUCTION

軟體介紹

支援多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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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

· 調適、安裝、操作簡單
· 無痛導入機器人
· 縮短設定及編程時間

友善(Easy)

· 支援��種以上手臂構型
· 輸入機構參數即可使用

碼垛機器人

擺臂機器人 六關節機器人 並聯式機器人

SCARA機器人



快速導入實際應用

SOFTWARE INTRODUCTION

軟體介紹

進階編程友善功能

· 標配料盤、履帶追蹤、工位預約等功能
·提供多種工藝包如焊接、取放等
·以參考點紀錄重要點位，於程序中重複利用

· 防撞功能避免手臂進入特定區域，增加安
   全性

·自動通過奇異點位置，不必額外編程繞過

直覺式操作與編程 豐富的IO指令

· 完整的IO指令，不需編寫PLC
· 等待I點不減速、運動中O點輸出，可提升機
   台工作效率

· 對話式編程，不須學習機器人語言
· 支援簡體拼音輸入、多國語系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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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連結

連結

· 機對雲、機對機、機對驅
·多種標準通訊協定
·提升周邊應用加值

連結(Connected)

NetDNC

·以SMB連結新代雲

連結雲端

·支援Modbus TCP、Ethernet/IP
·標配��I、��O，可插卡式擴充
·支援ADDA、PWM、MPG訊號

連結周邊裝置

·支援M�、EtherCAT
·連結松下、高創、清能德創等伺服

連結開放伺服

·NetPLC透過網線連結新  
  代控制器，快速建立通訊

·以SMB連結他牌機床控
  制器

·NetDNC透過網線連結PC，
  進行大檔案加工

連結開放伺服

05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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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常用動作流程 設計產業操作習慣

· 以專用編輯器進行新代PLC編程
· 提供PLC周邊控制及周邊副程式
· 快速導入周邊設備、包裝常用動作

· 以eHMI工具拖拉式完成畫面開發
· 自定義實體擴充按鍵功能

開放

· 高度可客製化的彈性
· 針對應用情境包裝工藝
· 一手掌握產業know-how

開放(Open)

SOFTWARE INTRODUCTION

軟體介紹



機器視覺應用

· 可搭配ImagingSource、海康威視相機
· 可於手持盒監看視覺畫面、調整視覺參數
· 根據需求提供視覺方案，量身打造視覺產品

離線編程應用方案 PC軟體應用

· 以網線連結PC，並提供RemoteAPI功能
· 可客製開發PC軟體，進行機台的監控及操作

· 支援離線編程與CAD/CAM軟體
· 提供手臂模型及語法後處理器

PC軟體

IPC
+

Camera

Smart
Camera

IP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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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應用-雷射尋位跟蹤 感測器應用-接觸尋位

· 雷射尋位跟蹤功能，解決工件夾持誤差及     
   工件熱變形問題，讓生產更彈性

· 內建跟蹤器手眼校正，方便調適

· 接觸尋位功能，解決工件夾持誤差問題
· 自動教導尋位目標點，方便調適
· 提供多種偏移方式

電弧焊接工藝 雷射焊接工藝

· 標準雷焊專用工藝包
· 支持時間功率與速度雷射功能，精準控制開
   收光功率，避免過焊問題

· 完整焊接指令，包含擺焊、斷續焊接，滿足
   不同工藝需求。

· 工藝支持文件保存，方便工藝調用與傳承

焊接工藝

焊接工藝-感測器應用

產業工藝包
ROBOT APPLICATION PACKAGE



對正對齊 �D視覺對位模組

· 快速將棒材對齊料盤與主軸方向
· 大幅減少手臂教點位時間

· 控制器整合視覺功能，搭配市售相機
· 工件定位、QR碼辨識、機床/料盤位置校準

磨刀機取放 CNC快速連線

· 網線對接，參數設置即可連線
· 內建程式模板，交握訊號一次搞定
· 支援新代以及跨廠牌連線

· 快速換料參數化
· 參數圖示化，操作更直覺

機床取放

Ethernet

+ 其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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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

案例分享 �

CASE STUDIES

案例分享

碼垛裝箱應用案例

· 提供料盤功能、奇異點迴避功能，可快速導入堆棧應用
· 可針對堆疊樣式進行客製開發
· 支援標準碼垛、重型碼垛機器人等多種構型

情境說明

軟體功能

食品業產線自動化方案

木工板材打孔應用案例

· 可包裝行業專用功能：平面打孔、曲面打孔
· 提供預約功能，多工位提升生產效率
· 支援標準六關節、四關節機器人等多種構型

情境說明

軟體功能

曲面座椅背板的打孔解決

樣式� 樣式�



案例分享 �

案例分享 �

噴塗應用應用案例

· 標配履帶追隨功能，可結合視覺與感測器進行應用
· 運動中O點輸出，可提升噴塗工作效率
· 轉角平滑提升噴塗效果均勻度

情境說明

軟體功能

馬達產線的噴塗自動化

金屬去毛刺應用案例

· 使用串列PLC軸功能，進行外部軸轉台定位
· �點/�點/��點標定功能，教導更準確的TCP位置
· 轉角平滑、加減速參數獨立，增加效率也減少抖動

情境說明

軟體功能

金屬成型後製程的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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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

案例分享 �

離線編程軟體應用應用案例

· 支援RoboDK、SprutCAM等軟體
· 提供機器人模型，可進行離線編程、�D動作模擬
· 提供新代機器人語法後處理器，直接匯出程序進行加工

情境說明

軟體功能

取放�D仿真、木製佛像雕刻方案

SCARA及DELTA取放應用應用案例

· 標配履帶追隨功能，可結合視覺與感測器進行應用
· 轉角平滑實現高速取放功能
· 支援SCARA、DELTA機器人等多種構型

情境說明

軟體功能

電子業、食品業導入自動化產線

CASE STUDIES

案例分享



電弧焊接工藝包

雷射焊接工藝包
案例分享 �

案例分享 �

多工位全周焊、角柱全周焊應用案例

情境說明

機器人焊接講求生產效率，其中工件的夾持安裝非常耗時，多工位預約功能讓工件夾持的同時，可以
在其他工位進行焊接，大幅提升生產效率。本情境亦使用外部軸協同功能，達成全周焊工藝需求。

水錶焊接應用案例

工件焊接效果要求高，須利用雷焊工藝滿足低熱變形要求，並搭配協同功能達成全周焊工藝。
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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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位全周焊 角柱全周焊

雷射焊接打樣 水錶焊接

新代機械手臂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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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IES

案例分享

磨刀機 一機一手

車床 一機一手
案例分享 ��

案例分享 �

磨刀機取放工藝包

機床取放工藝包: 快速設置、快速教導、快速換線

磨刀機一機一手
搭配磨刀取放工藝包

磨刀機取放工藝包

CNC聯線包

【亮點】
· 換工件尺寸不需要再教點位
· 參數圖示化降低學習成本

料盤偏移功能

工具校正 工具對正對齊

· 筒夾自動對心、料盤快速定位
· 取放料參數化設定(刀長、刀刃、深度、夾持位置…)

· CNC聯線包、料盤/主軸對正對齊功能、料盤偏移功能、工具校正



方案介紹

模式旋鈕
模式切換直覺
貼近同業習慣

內嵌觸控屏
觸控手感靈敏

按鍵數量增加
按鍵編排直覺
功能擴充方便

急停位置
右手使用順手
貼近同業習慣

標配手輪
JOG操作方便

配重改善
總重與力矩降低

握持輕鬆省力

提供四腳腳墊
穩固放置桌面/靠牆

USB接口位置調整
外觀隱蔽、防油水佳

保護性提升

F��-�RD-P-��

DELTA

項目

料號

支援型態

螢幕規格

規格

F��-��RA-P-�� 

繁中 / 簡中(CHS) / 英文(E)
�吋電阻屏
觸控, 按鍵操作
�GB, 程式個數無限制
M�總線, EtherCAT總線
標配�軸（可擴充到��軸）
��I, ��O（可擴充到���I, ���O）

操作方式
記憶體
伺服通訊
軸數
IO點數
外部接口

操作按鍵
線纜長度

操作面板，急停，模式旋扭，安全開關，手輪
��米 / ��米
IP��
-��℃~��℃
��%-��%，無結露

防護等級
環境溫度
環境濕度

外型尺寸 （長寬高）

USB*�

F��-��RS-P-��

關節 SCARA
顯示語言

���x���x�� mm

控制器規格

APPENDIX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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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手持盒控制器亮點總覽：

新代機械手臂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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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附件

項目

料號

M�接口

規格

RJ��型，��/��� Mbps網路通訊接口
RJ��型，伺服通訊接口
��pin D-SUB接口
卡槽式，可擴充
DI��/DO��卡，ADDA卡，MPG卡
DC��V, �A
卡扣

HHB接口
IO接口
支援擴充卡
電源輸入
安裝方式
環境溫度

環境濕度
外型尺寸（長寬高）

��%-��%，無結露
���X��X���MM

-��℃~��℃

F��-FC-M�-PWR
LAN口

電源模組規格

項目

料號

電源輸入

規格

PNP型
DC��V，DC�V
��路輸出訊號，輸出��V

卡扣
-��℃~��℃

接口規格

安裝方式

最大輸出電流�.�A單點電流

環境溫度
外型尺寸（長寬高）

F��-FC_��OUT_T�� 
訊號類型

DO板規格

���x��x���mm

項目

料號

COM口

規格

NPN或PNP，二選一
DC��V：NPN 、DC�V：PNP    
��路輸入訊號，DC��V或�V
卡扣
-��℃~��℃

接口規格
安裝方式
環境溫度
外型尺寸（長寬高）

F��-FC_��IN_PHO  
訊號類型

DI板規格

���x��x���mm



項目

型號

P�

規格

�路输出信号，输出��V

��路输入信号，DC��V或�V (NPN，PNC可調整)

卡扣

P�

P�

安装方式

信號類型

LWM板規格

F��-FC_LWM
NPN或PNP，二選一
�PWM( ��V ) 
�AD(-��V~��V, ��bits)
�DA (-��V~��V, ��bits)

-��℃~��環境溫度

��%-��%，無結露環境濕度

���x��x���mm外形尺寸（長寬高）

多合一驅動器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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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MD��B��-��

�

項目

料號

軸數

外形尺寸（長寬高）

規格

S��-SMD��B��-��

���X���X���MM
單相/三相 ���V
Mechatrolink III
Nikon, BissC, Tamagawa, FeeDat, EnDat

電壓
驅動協議
支持編碼器型態

S��-SMD��B��-��

� �
�KW x��KW x� �KW x�功率

軟體Option
編號

-

��

��

料號

S��-OP_�AXIS_AUTO

S��-OP_VISION�
S��-OP_CAD_CAM
S��-OP_FIVE-AXIS-ROBOT
S��-OP_SIX-AXIS-ROBOT 

��
��

S��-OP_VISION

軟體選配_增加�軸_自動化  

軟體選配_市售視覺_OP��
軟體選配_CAD/CAM功能_OP��
軟體選配_五關節機器人_OP��
軟體選配_六關節機器人_OP��

軟體選配_新代視覺_OP��
��

品名

DXF轉路徑檔功能
可用四、五關節機器人
可用四、五、六關節機器人

備註

專機代碼
編號

��

��

料號

S��-MID_R_TENDING 

S��-MID_R_LASER_WELDING
S��-MID_R_ARC_WELDING

機器人機床取放 

機器人雷射焊接
機器人電弧焊接

��

品名 備註

��R選配

��R選配

新代機械手臂控制器
Syntec Robot Controller





選擇新代，開創新的時代
高度泛用性、超高性價比、超強擴充性、多元化產品

選擇新代，開創新的時代
高度泛用性、超高性價比、超強擴充性、多元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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