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發團隊及實跡

• 研發實跡(附件一)
專利-

1.具加速排屑結構的鑽削刀具

2.切削刀具之結構改良

3.複合式三用刀具

4.具炫光效果之汽機車保險桿結構改良



研發實跡

• 5.具備炫光效果之3C產品外殼結構改良

• 6.雙層介面板材切削之板狀鑽銑刀結構

• 7.可調明暗度之防紫外線玻璃紙

• 8.具波紋狀可變螺旋角之鑽銑刀結構

• 9.具太陽能發熱保暖之救生衣結構

• 10.鞋型多功能書鎮

• 11.具太陽能發光儲能之地磚



研發實跡

研究計畫-
1.超硬合金刀具表面被覆多元高性能和金薄膜之
特性

及應用開發研究
2.微細切削加工刀具表面被覆超硬多元高性能
TiVCrZrTa合金氮化物膜之切削性與微結構研究
3.銑刀被覆多層奈米結構鍍膜之刃口微結構與切
削性研究

4.高熵合金氮化物薄膜被覆於超硬刀具表面製程之微結
構與切削性研究



研發實跡

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學合作-

1.碧威股份有限公司連續五年(94,95,96,97,98)

年獲國科會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
畫

2.碧威股份有限公司(94,96,98)獲教育部推動
技專院校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



前言

2007年以來，電子產業一直保持平穩發展，
增速呈逐月小幅上升趨勢，電子元件行業
也一直保持較快發展，高出全行業平均發
展水準。在中國大陸，功率電感中的貼片
式產品占到總產量的九成，而剩下的10%為
插件式（PTH）功率電感。據環球資源的調
查，多數製造商的產能利用率在90%以上，
其中大多數都打算增加人手擴大產能來滿
足目前不斷上升的貼片電感市場需求。

碧威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前言

目前，大陸片式電感生產企業約有20多家，
年生產能力超過160億隻（含外資企業），
市場集中程度非常高。根據中國電子元件
行業協會資訊中心的資料，2008年中國片
式電感器的需求量僅在手機產品上就超過
140億隻，而同期中國片式電感的生產能力
儘管已超過160億隻，但是實際生產量不足
需求量的一半，需求缺口要靠進口來解決，
尤其是高頻片式電感。



• 國內外產業現況

• 發展趨勢

• 競爭力分析



產品分類介紹

電感器的應用主要分為
兩大類，一為訊號用途，
例如能量儲存及抑制瞬
間電流等應用。材質通
常為陶瓷鐵芯。其二為
雜訊抑制用途，如EMI抑
制及雜訊濾波等等。材
質是鐵氧體鐵芯。



98-02台灣電感產值



01-07台灣電感產值



全球及我國電感器市場比較



各大廠商發展概況
電感器廠商在產品佈局及客戶
開拓上須花不少時間，一但與
客戶成功建立合作關係，遭更
換的機會也較小。

全球電感器己成為一發展成熟
的市場，成長率隨著全球景氣
興衰而有所波動。近年來國內
廠商之產值成長率大多優於全
球市場之表現。



各大廠商發展概況
國內大廠 電感概況

奇力新
屬國巨集團成員，產品主要以SMD型電感為主，產品種類相當廣泛，以滿足EMS大廠
一次購足服務為目標，故產品應用相當平均。

千如
經營團隊主要來自TDK台灣廠，故研發技術能力相當強，產品主要以SMD型電感、
SMD型電源電感(佔營收40%)、SMD高頻變壓器等。

鈞寶
國內毛利最高的電感廠，近年來毛利率始終保持40%以上的高水準，EPS平均也有2.5
元以上，屬穩健小而美之電感廠，早期以鎳芯產品為主，近年來轉型以生產SMD型
晶片電感為主，主要客戶為國內NB及PC大廠，產品應用以資訊產品為主。

越峰

專攻錳鋅系之鐵芯廠，屬台聚集團成員，近年主要成長動力在於LCD TV背光模組之
Inverter用鐵芯，主要以錳鋅系為主，故越峰受惠LCD TV出貨量成長, Inverter用錳芯需
求量大增而成長，但近期客戶下單趨於保守，桃園觀音廠燒結產能開始搬遷等因素，
短期獲利大幅成長不易。

鐵研
為國內同時生產鎳鋅系及錳鋅系的電感鐵氧磁芯廠商，近年成長動力來源在於將台
灣廠低價購得生產設備陸續搬運至大陸連平廠及東莞廠組裝，年產能從4000噸大幅提
升至9560噸。

乾坤
Power choke產品屬於大電流電感，主要是放在主機板 CPU周圍、高階繪圖卡以及DC-
DC的power，故產品應用上，以NB、PC等資訊訊類產品為主



96-97年營收匯整
96年營收 96年毛利率 97年營收 97年毛利率 98營收(半) 98毛利率(半)

台達電 39,255 13.43 37,906 8.28 13,688 10.44

國巨 11,182 21.22 11,111 14.69 3,963 15.87

美磊 860 36.54 963 37.35 514 35.36

乾坤科技 1,686 26.11 1,946 20.53 984 24.20

奇力新 1,698 28.34 1,670 21.95 695 18.71

沛波 801 12.51 968 13.53 220 5.79

千如 781 27.05 838 20.17 347 17.64

年程科技 432 4.95 387 16.49 149 10.78

華新科 9,798 18.35 8,516 10.14 3,188 2.72

璟德電子 767 53.86 927 50.86 433 45.76

鈞寶 757 43.34 744 43.69 272 36.64

越峰電子 1,227 14.35 1,294 11.74 512 -1.91

鐵研 838 8.49 509 4.53 97 -57.64



• 計畫目標與規格

• 計畫架構與實施方式

• 機台作動介紹

• 市面上機型與開發機台比較

• 後續發展規劃



計畫目標與規格

• 計畫目標
1.機台同時10穴作動方式，1HR可達成4500個成型 電感以上，及能維
持高品質穩定度生產。

2.使機台可攜式，以4穴機台為基本模式(體積以在約1mX0.4mX0.3m)

• 規格
機台開發以電感尺寸(長)3X(寬)3X(厚)1.2 MM為主
厚度可達20MM。(可依電感尺寸需要更變機台)



計畫架構與實施方式

碧威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機器構思
機台研討繪
製及動畫模

擬
專利申請

申請計畫經
費

小型機台試
驗(3穴以下)

正式機台試
驗(多穴)

所有參數測
試穩定

機台正式生
產

生產線變數
調整修正



機台介紹

碧威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夾柱

壓柱

外殼

入料孔

料片內殼



BW-IFSM機台



市面上直立式機



機台優劣比較



機台優劣比較
下圖為市面上電感成型常見問題（SEM圖），

壓製過程易有鐵粉密度不均現象

表面坑洞

表面均勻

銅線



機台優劣比較

• 下圖顆粒為樹脂包覆鐵粉表面的SEM圖



機台優劣比較
• 本機台壓製後SEM圖可達均一性（如下圖）

銅線

銅線左右
表面能較
均勻



本機台優點

• 1.本機台採高熵合金模具材質製作，作動中電感材
質(鐵粉包覆層)不會受損，且模具精確度高

• 2.機台可穴數(10穴以下)可以依客戶需求彈性變更

• 3.作動機體小，可減少占用空間，且較一般機台輕
巧，可攜帶式，攜帶搬遷容易。

• 4.採用全伺服精密高科技人機介面觸控，操作簡單
方便，具故障異常自動檢測功能及安全保護功能，
故障異常容易排除，保養維修容易 ( 人機介面可依
客戶需要選配 )

• 5.本機採全伺服馬達，可達相當精確且迅速作動，
且乾淨清潔方便



本機台優點

• 6.本機採臥式作動，可自動入料帶卸料(成品)，減少
人工時間需求

• 7.可高速生產，大幅提升產量，及維持成品穩定度
良率(目前市面以一機二穴，每1min生產12個，尺寸
為6x6x3 MM)

• 8.裝卸模具構造簡單、輕易、迅速，可確保機件與
作業安全

• 9.使用進口高級軸承，負荷力強，壽命延長，減低
保養成本



本機台優點

• 10.工作環境清潔，可在無塵室內作業生產

• 11.可配合全廠自動化設計變更

• 12.本機台成品結構可達鐵粉可達均勻成型（如下圖）



後續發展規劃

本機台現開發以電感尺寸(長)3X(寬)3X(厚)1.2
MM為主，生產為1HR4500個電感以上。

後續規劃
1.可開發依客戶需求尺寸機台(EX：6x6x3，

4x4x2…)
2.以開發更高生產量為考量

3.各種尺寸仍使機台維持高品質高產量生產



• 附件

一、研發實跡專利證書

二、補充資料

三、先前技術

四、本機台發明專利

五、參考資料



附件一 -研發實跡專利證書







附件二-補充資料

一般生產流程工序

1.原料入
料

2.入料檢
驗

3.原料成
型

4.成型檢
測

5.外觀處
理

6.脫漆 7.剪腳 8.銲錫

9.電器特
性全檢

10.印字
11.包裝入

庫



附件二-補充資料
• 電感的老化分析
鐵心老化的主因-渦流損增加

窩流損增加的主因-樹脂的老化

電感的老化= 樹脂的老化

老化的結果-電感燃燒冒煙，漆包線整体均匀焚燬

 非老化的結果-電感只有局部燒焦，大分部漆包線
仍完好—原因鐵心COATING 層於繞線製程被破壞，
造成線圈層線間短路



附件二-補充資料

• 普通樹脂不耐高溫，溫度越高C-H 鍵破壞迅速，造
成絕緣阻抗降低，渦流損耗增加，鐵心溫度升高，
線圈銅損跟著溫度增加，溫度再次升高，樹脂C-H 
鍵再次被破壞，渦流損耗再次增加，鐵心溫度再次
升高，線圈披覆層受到破壞，層線間短路，一路惡
性循環，形成thermal runaway 現象，最後達到樹脂
燃點焚燒整顆電感與PCB 板。

• thermal runaway（熱失控）：當反應速率是溫度增加的增量時，
便會發生熱失控，不僅導致溫度進一步的增加，而且反應速率
也會進一步的增加。放熱的副作用和燃燒使溫度變得更高，加
速了熱失控。當溫度增高時引發的變化使溫度更進一步的增高，
而導致一種破壞性的結果。



附件二-補充資料

• 如何避免鐵粉心老化發生，造成燃燒發生??

1.慎選耐高溫的樹脂材料—小心鐵心供應商為了節省
成本，使用便宜不耐高溫的普通樹脂

2.設計上儘量避免讓鐵心於125度以上的高溫操作

3.整顆電感的製作儘量選用自動化一體成型的

製程，避免人為的繞線因素造成鐵心與線圈披覆

層的破壞，造成短路現象發生

4.電感成品外觀儘量不要外加不耐高溫的環氧樹脂，
以免加速焚燒行為的發生



附件三－先前技術專利

名 稱 T W 專 利 公 告 號

粉末壓製成型機 M333959    
M333959

粉末成型機結構 401867
401867.pdf

粉末成型機結構 M363343
M363343.pdf

粉末成型機結加壓構 459571
459571.pdf

粉末壓鑄機 451762
451762.pdf



附件三-先前技術
既有的粉末成形機，如TW專利證書號數M333959號
「粉末壓製成型機」新型專利案，係由上、下母模
及上、下沖桿所組成，藉由上母模之模座閉合下母
模之模頭，使兩者模孔接合形成模穴空間，再配合
上沖桿由上往下穿入上母模之模座模孔中，以於元
件周圍壓製成形包覆體。

前述既有的粉末壓製成型機雖可於元件的周圍封裝
製成包覆體，但由於其係以直向的方式加工，且成
形後還需頂料構造將元件取出，因此製造過程較慢
且無法以快速的方式生產。



附件四-本機台發明專利

• 專利申請流程中(申請案號98137108)

專利內容

一、發明名稱：(中文) 

含碳基高分子金屬粉末電感器之

複合電路元件快速成形製造裝置

P92810（二次會稿用）修1.inv.doc



附件四-本機台發明專利

中國大陸

發明專利

碧威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附件四-本機台發明專利

二、中文發明摘要：

一種含碳基高分子金屬粉末電感器之複合電路元件

快速成形製造裝置，係於機體水平的內、外兩側設

有底座與驅動裝置座，於兩者的四角落之間結合滑

桿，於滑桿以彈性且可滑動形態結合滑動模具構造，

其設有進料桿以及中模，於中模外側設有受驅動裝

置向內驅動的頂模座，於頂模座內面設有頂模，又

於頂模的內側以彈簧頂撐一裁斷壓板，配合各中模

的內面於底座結合一成形插桿﹔



附件四-本機台發明專利

本發明使用時係令帶狀的料板通過裁斷壓模以及中

模之間，以驅動裝置驅動，令裁斷壓模將元件裁斷

後，頂模繼續推動滑動模具構造向內，再由各成形

插桿將粉末原料擠壓成形於元件周圍，以臥式構造

達到能快速製造的效果。



附件五-參考資料

1.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網站

http://www.tipo.gov.tw/ch/

2.網路粉末成型機廠商資訊

3.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http://ieknet.itri.org.tw/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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