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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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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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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角取放產品
Syntec G-Type Controller



PROGRAMME INTRODUCE

方案介紹

方案介紹

多合一驅動器 包套馬達

MES

控制器

伺服

��RG-P 手持盒控制器 IO模組

新代包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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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 新代為車床行業知名品牌，中國廣東車床控制器市占第一
· �吋手持盒控制器，觸控操作更方便
· 手輪、急停、安全開關、模式旋鈕，滿足行業使用
· 支援 M�、EtherCAT 串列通訊協議，對接開放式伺服
· 支援 Modbus TCP、Ethernet/IP 工業網路通訊協議
· 軟體標配�軸，支援控制兩隻手臂

最熟悉車床行業的直角取放方案

· 上下位整合伺服，隨插即用
· 標配��I/��O，支援插卡式擴充到���I/���O

包套伺服與IO方案，一站購足最方便

· 對話式編程，不必會寫代碼
· 豐富的料盤功能，簡易設置即可啟動

車床取放專用軟體，輕鬆上手

週邊裝置



對話式編程

SOFTWARE INTRODUCE

軟體介紹

· 中文對話式編程，不需寫代碼
· 方便客戶廠內即時調整動作流程

支援多種型態

· 支援單手臂 / 雙手臂控制
· 支援多種手臂軸數+料盤軸數配置

料盤模組

· 矩陣料盤參數化，不需重複教點
· 提供兩種教導方式，視需求彈性調整

2+0 2+1 2+2

3+0 3+1

4+0 4+1

5+0

安全保護

· 參數設置禁止區，防止與機台碰撞
· 亦支援自定義禁止區，視現場彈性搭配



在線中文輸入

· 支援線上修改IO訊號,副程式名稱
· 支援簡體拼音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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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ernet

豐富的IO指令

· 完整的輸入/輸出指令，不需編寫PLC
· 運行中等待I點 : 機床加工完成即讓手臂不  
   減速運行下一動作

動程/加減速規劃

· 轉角平滑 : 減小機構抖動,提高運行效率
· 加速/減速參數獨立 : 保持效率並減少震動

05 / 06直角取放產品
Syntec G-Type Controller



SMB‒智慧機上盒

SynMachine

SynFactory

IIoT SOLUTION

設備聯網方案

SMB — 智慧機上盒

即插即用，快速安装

PC 端

SynFactory⸺機床使用者的設備管理工具

狀態&效率：借助看板追蹤設備加工進度與使用效率

健康&產能：借助設備週報分析設備健康狀態與產能資訊

手機端

即時看板 產量週報 故障紀錄 细部稼动率

註冊延保設備履歷

遠程解密診斷叫修

註冊延保：設備上雲即享新代系统、驅動一年延保

設備履歷：設備保固、遠維、檢修、全生命週期數據追溯

診斷叫修：叫修附帶故障資訊，技術人員遠程快速診斷

遠程解密：平台檢視設備使用期限，客戶付款後即時解密

SynMachine⸺機床製造商的設備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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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LOGY SOLUTION

機邊量測方案

方案

架構說明

流程說明

每個生產單元搭配一台機邊電腦，提供線外刀補功能APP，搭配數位量測工具使用，讓操作
人員在安全隔離欄外，直接做刀具磨耗的查看和修改。

機邊量測刀補方案

重點功能

· 工藝圖紙、工藝資訊
· 紀錄尺寸量測值
· 自動算出磨耗建議補償值
· 紀錄歷史量測資料

雲端資料庫: PLM(工藝資料庫)、生產
履歷資料庫

機邊電腦: 提供品檢APP，紀錄尺寸量
測值及自動算出磨耗建議補償值

 CNC: 透過機邊電腦的品檢APP，將
刀具磨耗值寫入控制器

雲端資料庫

機邊電腦

CNC

· 機台設定、連線設定
· 設定廠內相關人員帳號/ 密碼

設定 品檢紀錄/磨耗補償

· 登錄對應人員帳號/密碼
· 紀錄尺寸量測值、刀具磨耗補償

· 歷史量測、補償資料

生產履歷



雙臂桁架

雙通道手臂，二對多取放情境

· 雙通道手臂�+�軸配置，滿足多工序生產節拍
· 搭配共用料盤軸、工件翻轉站、尺寸檢測站、輸送帶，滿足產線整合需求

特點

車床取放 雙通道二對二桁架 (共用料盤軸) 車床取放 雙通道二對三桁架 (輸送帶)

一對一桁架

標準一對一取放情境

· �+�軸配置，實現單機自動化取放
· 伺服矩陣料盤，簡易設置即可使用
· 網路通訊連結新代工具機，減少IO配線

特點

一對多桁架

產線整合，一對多取放情境

· �+� / �+� 軸配置，大行程桁架實現生產線自動化
· 搭配矩陣料盤、輸送帶、工件翻轉站、清洗站，滿足產線整合需求

特點

車床取放 一對多桁架 (產線整合) 車床取放 一對二桁架 (雙工序加工)

車床取放 一對一桁架 (車床改裝) 車床取放 一對一桁架 (新機標配)

案例分享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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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R手持盒控制器亮點總覽

模式旋鈕
模式切換直覺
貼近行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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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近行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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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P-��-E

英文

項目

料號

薄膜語言

操作方式

規格
F��-��RG-P-��-CHS 
F��-��RG-P-��-CHS

�吋電阻式
觸控, 按鍵操作
�GB，無程式數上限
Mechatrolink III, EtherCAT
Modbus TCP, EtherNet/IP(Explicit Messaging, Master)
標配�轴（最大��轴），�軸群
��I��O  （���I/���O）

硬碟空間(DISKA)
伺服通訊方式
工業通訊方式
軸數
IO點數（可擴充）
外部接口

操作按鍵
線材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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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P-�� 
F��-��RG-P-��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螢幕

���x���x�� mm

控制器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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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

規格

���*���*���mm
單相/三相 ���V
Mechatrolink III

外型尺寸
電壓
通訊方式

軸數

多合一驅動器規格

S��-SMD��B��-��
�

�KW x�

S��-SMD��B��-��
�

�KW x�

S��-SMD��B��-��
�

�KW x�

Nikon, BissC, Tamagawa, FeeDat, EnDat支援編碼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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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2直角取放產品
Syntec G-Type Controller

料號

S��-OP_�AXIS_AUTO

規格

S��-OP_G-ROBOT

軟體選配

擴充軸軟體選配

軟體選配_直角雙手臂功能

軟體選配_增加�軸_自動化 
· 啟用OP��-直角多手臂系统
· 一次增加�軸，限定搭配雙臂功能使用

品名

記事本

最值得信任的電控夥伴 最值得信任的智能化夥伴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