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立推車技術
提高機器的彈性和產量以促進整體生產力



  
獨立推車技術

快速、彈性運動控制的一大突破

更快速的生產轉換



不斷改變的客戶要求可能讓您進行較小的生產運轉，
因此需要更快速的生產轉換與提高的機器彈性。  
同時，您可能需要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將輸出最佳化
並提高獲利。

MagneMotion 獨立推車技術的核心是新一代的線性馬達，效能遠高於傳統的輸送帶。

提高產量和彈性
藉由精確控制和智慧型運動來最佳化車輛的效率和速度，進而消除中斷和延誤。

提高可靠性
移動零件比傳統系統更少，等於減少維護和停機時間，而且速度提高 10 倍。

模組化且可擴充
無可比擬的彈性容納 1000s 的獨立控制車輛和多種產品變化。

整合簡單
標準的工業化通訊協定和軟體組態的運動設定檔，讓轉換更迅速且輕鬆。

提高機器彈性



新一代運動控制
傳統上，運動控制都結合鏈條、皮帶、齒輪及步進樑機制。  
這些機械解決方案限制了彈性、浪費能源且導致維護成本過高。

iTRAK 和 MagneMotion 解決方案是新一代的運動控制，消除了舊
式的旋轉驅動鏈、皮帶及齒輪。 以簡單有效的軟體設定檔取代機
械，重新定義自動化的速度和彈性。

獨立推車技術



安全

1985

2000

2015

傳統的馬達解決方案

機械線軸
•  複雜的機械設計與 
持續的維護

• 升級的彈性或範圍很小
• 更廣泛系統的速度限制
• 摩擦浪費能源

電子線軸
• 減少維護和一定程度的彈性
•  升級範本和新的機械挑戰
• 改善的產線速度
• 改善能源消耗

運動控制的新方法

iTRAK 和 MagneMotion  
解決方案無間距技術
無機械限制的設計：
• 盡可能減少維護
•  按鈕進行產品之間的更換
• 簡化機械設計
• 減少複雜的模具，輕鬆升級
• 以較少的停機時間進行更快速的操作
• 直接驅動減少能源消耗

獨立推車技術正是您所尋找解決方案，如果：
• 您目前的應用使用鏈條、皮帶或齒輪
•  您現有的設計已經達到操作速度的限制
•  您無法結合持續和斷續的運動
• 經常需要轉換
•  移除固定的間隔可以改善整體效能
•  您的維護成本過高

立即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wBnkTHxI8


為什麼獨立推車技術是運動控制的一大突破
iTRAK 和 MagneMotion 是現今運動控制挑戰的解決方案，提供彈性同時大幅
提升效能。 智慧型輸送帶技術提供機器設計者設計「無間距」機器的機會， 
可以根據特定的應用輕鬆調整。

AGR
血液分析
「我很看好 iTRAK 的未來，我們目前正著眼於其他的應用以取
代凸輪索引。」

Derek Beattie，AGR 自動化的電力設計經理  

ARUP
臨床實驗室
軌道技術的多樣化讓我們保留相同的尺寸，但是大幅增
加我們未來的產能。

Heidi Kildeezt，ARUP 專案經理

iTRAK 影響深遠

立即觀看

立即觀看

http://www.magnemotion.com/itra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5uGSlcRZs


On-Machine 設計
我們的系統設計以 IP65 為標準。

高速達 2m/s
線性馬達的速度遠大於傳統的機械。

有效負載高達數千公斤
有效負載的質量是由軸承設計和加速度需
求所決定的。

前所未有的彈性 
利用獨立推車技術，按
鈕就可以切換包裝尺寸
與核對設定，而且全部
都是以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進行程式設計。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解決方案
iTRAK 和 MagneMotion 是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系統的一部分，協助提供具有彈
性的機器，及時製造的效能遠超過傳統機械系統所能
企及的程度。

核心的主要的伺服控制
直到現在，伺服馬達一直都是旋轉或線性。iTRAK 將這
二種概念結合成強大的運動控制，以一個套件提供線
性或旋轉運動，造就對運動控制的全新方法。

更快的產線速度
我們獨立推車技術的速度和加速度都遠高於傳統的機
械解決方案，例如鏈條和皮帶，具備可程式獨立移動器
以進一步改善產線速度。

減少維護
iTRAK 和 MagneMotion 的設計使用的移動零件極少。 
移動器穩固地連接到結構和耐用軸承，而導軌則大幅減
少維護的停機時間。



提高線路速度和彈性 –整體價值提昇

機器製造商可以提供的最佳價值是改善機器可以執行的製程。 
iTRAK 和 MagneMotion 讓機器設計者免除機器凸輪設計的限制，
讓他們可以著重於製程、程式撰寫與扭轉局面的創新。

更快速的產線速度 + 更快速的轉換 = 差異化

對機器供應商的優勢：
• 市場領先的機器輸出 50% 或以上
• 以單一設計增加彈性
• 給您的客戶附加價值
• 差異化的機械設計
• 較小的機械和較簡單的機械學

對製造商的優勢：
• 增加生產率 50% 或以上
• 降低轉換的停機時間
• 較小的機器尺寸節省工廠空間
• 較短的運轉仍然有利潤
• 降低定期的維護

全球頂尖的機器製造商都以 iTRAK 和 MagneMotion 設計新一代產品。 這些用於盒
箱包裝、裝袋、紙箱填充、核對、裝置組裝及生物科技應用的新機器，在產量和縮短
停機時間方面都是佼佼者。 已經實作這些機器的終端使用者也以同樣的方式通報
投資報酬率遠超乎預期。



iTRAK 影響深遠

在設計機械時，可以購買 iTRAK 和 MagneMotion 系統作為完全自
訂的組裝機組、作為個別的元件或是混合自訂和標準的零件。

模組化、可修改且可擴充，適用於各種應用
iTRAK 和 MagneMotion 系統的配置具有彈性且可調整，有助於尺寸可達到生產要求的最佳
機器。 系統是以 IP65 等級的切口所建立的，每個都含有多相位的馬達和驅動器。 有曲線
和筆直的切口可以用於不同的組合，以建立橢圓形、長方形及正方形。 利用 iTRAK，形狀也
可以沿著任何軸旋轉成水平或垂直方向。

獨立推車技術的運作方式

更快速的產線速度 + 更快速的轉換 = 差異化

KHS
裝袋與密封
「iTRAK 是革命性的。 我們不再透過機器使用機械
元件移動產品，現在使用磁性驅動裝置可以透過軟
體調整其規格。 這將永遠改變裝袋的方式。」

Roger Calabrese，KHS 勝任中心經理

立即觀看

www.youtube.com/watch?v=KNpaXStMSD8


QuickStick 是智慧型輸送帶系統，有助於提升產量， 
而且擁有成本較低，提供更快速、更潔淨且更有效率
的棧板輸送帶系統。 線性馬達技術能以端對端的方
式設定馬達，產生的電磁力推進載波的速度比傳統系
統還要快 10 倍。

智慧型運動
• 適合工業、無塵、嚴苛及其他獨特
的環境

• 封閉式迴路定位與識別 (ID) 追蹤

彈性
• 運送與定位各種負載

• 同時處理與追蹤不同的有效負載
重量

• 可以增加或移除模組，提供多樣的
生產線選項

使用容易
• 模組設計輕鬆整合現有的系統

• 被動的有效負載-軸承車輛運行無
需電源/通訊電纜 

降低擁有成本
• 移動零件少表示較不需要維護

• 透過降低載具移動到加工站的時
間以提高生產力

適合的應用
• 適合各式各樣的組裝與製程自動化
應用

 

QuickStick
相較於傳統的系統更快速、
更乾淨且更有效率



MagneMover LITE 是極為符合成本效益的智慧型輸送帶
系統，能快速有效地輸送輕負載。 MM LITE 的效能優於  
OEM/機器內部應用和嚴苛運動要求的傳統皮帶和鏈條
輸送帶，因此達到製程最佳化和產量的新境界。

智慧型運動
• 精準的定位 (無需急停)、雙向行
程、平穩的運動及持續的載具追
蹤和報告

製程最佳化
• 模擬和組態工具簡化系統設計與
最佳化

完整的可追蹤性
• 全程知道每個載具的唯一 ID 和位
置，具備稽核追蹤的完整報告，以
及排定個別載具路線優先順序的
能力

彈性配置
• 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進行系統
配置

適合的應用
• 藥品製造、無菌和殺菌充填、食品
和飲料包裝、實驗室自動化、醫療
器材和消費性產品製造

容易清潔與維護
• IP65 沖洗式能力。 移動零件少表
示較不需要維護

MagneMover LITE
快速、受控、 
彈性的運動



QuickStick HT 的設計適合對重達 1000 公斤的重負載進行快
速準確的輸送。 這是汽車組裝或其他工業應用以及無菌室、
手套無菌箱或水下應用的理想解決方案，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整
合至現有的生產線或作為新一代平台。

功能
• 適合工業、無塵、嚴苛、水下及其他獨
特的環境

• 封閉式迴路定位與識別 (ID) 追蹤

• 創新設計可運用各種新的配置、區
別導槽解決方案、轉彎、切換及較少
必要的機器軸

使用容易
• 模組設計輕鬆整合現有的系統

• 容易使用控制系統進行快速的實作

• 以簡單軟體指令輕鬆改變停止位置 

降低擁有成本
• 移動零件少表示較不需要維護

• 透過降低載具移動到加工站的時間
以提高生產力

• 較少的感測器、停止、纜線、接頭及
管道意即減少停機時間

彈性
• 運送與定位各種負載

• 同時處理不同的有效負載重量

適合的應用
• 適合工業、無塵、嚴苛、水下及其他獨
特環境

QuickStick HT
重型負載智慧型自動化



iTRAK 是運動控制的革命新方法，省略機械或伺服運動技術，
可以在筆直和曲線路徑上，獨立控制多個磁性的推動移動
器。 使用 iTRAK，機器和設備製造商可以更輕鬆地自訂機器、
降低機械複雜性並且提供更高的效能。

提高產量和彈性
• 藉由精確控制和智慧型運動來最
佳化車輛的效率和速度，進而消除
中斷和延誤。

提高可靠性
• 移動零件比傳統系統更少，等於減
少維護和停機時間，而且速度提高 
10 倍。

模組化且可擴充
• 無可比擬的彈性容納 1000s 的獨立
控制車輛和多種產品變化。

整合簡單
• 標準的工業化通訊協定和軟體組
態的運動設定檔，讓轉換更迅速且
輕鬆

適合的應用
• 盒箱包裝、裝袋、紙箱填充、核對、
裝置組裝及生物科技應用

 

iTRAK
快速、彈性運動控制的
一大突破 



*校準可達到 ±0.1mm

水平 直立 90°

iTRAK 操作組態

垂直

依磁鐵組態而定

技術規格

產品   馬達尺寸   最大速度   最大力道

MagneMover LITE  1M   2m/s   10N

   .5M   2m/s   10N

   曲線   2m/s   6N

   交換器   2m/s   6N

QuickStick   1M   2.5m/s   

   .5M   2.5m/s

QuickStick HT  1M   3m/s   2500N

   .5M   3m/s   2500N

   .5M 雙寬   3m/s   5000N 

產品 加速度 可重複性 有效負載

MagneMover LITE 最多 0.2G ±0.5mm 最多 2kg

QuickStick 最多 1G ±0.5mm* 2-100kg

QuickStick HT 最多 6G ±1mm 100-4500kg

產品   認證   防護等級   回授類型 

MagneMover LITE   UL，CE   IP 65   絕對 

QuickStick   UL，CE   IP 65   絕對

QuickStick HT  UL，CE   IP 65   絕對 

產品   回授解析度  切口長度

MagneMover LITE  <10 um   N/A 

QuickStick   <10 um   N/A

QuickStick HT  <10 um   N/A

依磁鐵組態而定



iTRAK 規格表 

最小移動器間距 65 mm

加速度 > 10g

可重複性 < 100 um

系統長度 每閘道 12m

有效負載 只受到軸承的限制而且 F=ma

認證 UL, CE

防護等級 IP65

回授類型 絕對

回授解析度 < 10 um

切口長度 400 mm

Mot或大小 最大速度 最大力道

50 mm > 5 m/s 264 N

100 mm 4 m/s 529 N

150 mm 2.75 m/s 793 N

MagneMover LITE 系統追蹤轉盤

QuickStick 馬達

2 M 精密軌道迴路



iTRAK、Integrated Architecture、Kinetix 及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是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  
凡非屬於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皆為其各自所屬公司的財產。

www.magnemotion.com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 (NYSE:ROK) 是全球最大的產業自動化公司，為客戶提高生產力的同時，也提升世界的永
續能力。 我們的 Allen-Bradley® 和 Rockwell Software® 旗艦品牌憑藉銳意創新和卓越品質而享譽全球。

在 Facebook、Twitter 及 Google Plus 上關注 ROKAutomation。  在 Youtube 訂閱我們
的影片。 透過 LinkedIn 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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