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4.0对数控机床控制器的
四大需求

WHITE PAPER  



工业4.0对数控机床控制器的四大需求 2019

2

摘要
工业4.0对制造业的革命，好比亚马逊对零售业的影
响。这项思维试图驱策制造业者和设备制造商，将机
器自动化和设备控制器里的信息集成在一起。藉由
系统集成，设备制造商可以发现新的信息化产品，找
出打造智能工厂的方法，工厂也能依照需求，自动采
取修正措施或寻找最佳解决途径。

数控机床是工业4.0的重心。德国政府透过利用数字
时代可用信息的先进制造技术，提供指导和奖励来
扩大其生产能力，并寻求保护其汽车工业的方法。每
个自动化产业必须紧密合作以建构有弹性的制造业
网络。工业4.0从一开始就大刀阔斧的将数控机床的
上下料和切割模当成首重的集成要点。

为了从这场工业4.0的浪潮中获益，数控机床制造商
必须确保其控制器具备四大要素，才能集成从传感
器到云端服务器等不同层次的制造环境，但是对于
这些数控机床制造商来说，或许更大的挑战是从传
统硬件控制器架构转移到智能机器自动化的软件架
构，让该软件架构能在任何工业电脑（IPC）上运作。
唯有软件机器自动化，才能达到工业4.0所需要的集
成性与弹性。

近来，美国Newfangled Solutions著名的软件
包Mach4CNC即支持工业4.0的关键性特点。它
已 发 挥 作 用 并 有 惊 人 的 结 果，此 解 决 方 案 可 在 
www.ecatcnc.com 网站上下载作为评估之用。

https://www.machsupport.com/software/mach4/
https://www.ecatc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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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的重要性
亚马逊翻转零售业和谷歌主宰广告的手法，是将深
度集成的数字策略套用到传统业界。工业4.0应用了
相同的概念，将类似的数字策略植入制造业的环境，
期望能够打破传统思维。采纳工业4.0的技术并将其
应用到工厂的设备制造商和制造业者已经蓄势待
发，准备主导各自的垂直市场；没有接受工业4.0概
念的业者，将在这场战役中淡出。

由德国政府发起，工业4.0运动的焦点在于把价值链
数字化，以建立智能制造设备。这对世界各地的制造
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多数人都知道制造业
早已兴起了第四次革命，上图简录了工业4.0承先启
后的变革。

第一 
机械化、水力、
蒸气动力

量产、产线、
电力

电脑与自动化 虚实集成系统

第二 第三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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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在许多方面，为设备制造商创造了新产品的契机：

将产品转变成软性
服务

简化营运流程 提升整体效率

提供客制化、弹性
与价值

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云端运算、智能设备控制器和智能边缘装置，是打造
智能工厂的基石。时至今日，根据富比士杂志调查，
只有三分之一的制造业者表示他们的价值链有高度
数字化，超过 80% 的人希望在五年内将他们的价值
链进行数字化。

再者，资诚企管顾问（PwC）预测，2017到2023年
间，制造业者和工程界每年会对物联网（IoT）和工
业物联网技术（IIoT）投资约31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
是，从2016年到2020年，全球物联网和工业物联网
技术市场预期会从1570亿成长到4570亿美元。

然而，工业4.0的预测中，智慧设备控制器经常扮演
被忽略的角色。众人倾向把焦点放在可执行预测分
析和人工智能（AI）的云端运算技术，以找出那些可
用于设备控制器的有效信息；不过工业4.0架构涵
盖的层面远比云端联机要广。高德纳咨询（Gartner 
Group）预测，虽然2018年物联网／工业4.0的部署
中，企业产生的数据只有10%是由设备控制器的
边缘装置处理，但是到2025以前，百分比会成长到 
75%。

https://www.enterprise-cio.com/news/2018/jan/04/roundup-of-internet-of-things-forecasts-and-market-estimates-2018/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what-edge-computing-means-for-infrastructure-and-operations-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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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架构中智慧设备控制器的角色

工业4.0的主要目标是收集和共享每项制造组件和
机器产生的自动化信息，以达成优化制造系统或工
厂的整体表现。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分析这些数
据，来找出有效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会在正确的动作
或精准的运作模式下出现，进而持续应用在智能工
厂中，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
数据必须汇总、分析再重新分配到各传感器和服务
器，进行不同层次的处理。

要达到此目标，工业4.0试图在企业制造和供应链的
配置下，集成与数字化下列六个执行和信息处理层
级：

下图说明工业 4.0 体系中，上下层如何互相沟通。

工业4.0的成功部署，仰赖无缝的安全联机与上述企
业信息的集成。欲贯彻其精神，首先得要从机器层级
的传感器收集、集成并汇总数据，接着透过SCADA 
将信息往上传给MES，再传给ERP，最终传给能应用
人工智能的云端，但这还不是全部。

1. 云端（人工智能产生的有效信息与产品契机） 

2. 企业层（ERP 服务器）

3. 工厂层（制造执行系统，MES）

4. 单元层（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

5. 机器层（机器自动化、设备控制器）

6. 终端层（传感器、马达、驱动器、I/O 模块）

AI 分析

原 有

始 效

资 信

料 息

ERP –
 企业层

MES – 工厂层

SCADA – 单元层

机器自动化与设备 – 机器层

伺服驱动器、I/O 模块、总线和传感器 – 执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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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业4.0的联机能力和人工智能，着重于发现有效
信息的同时，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经常被忽略

若是没有活用这些信息，
那么找到信息也没用！

如果工厂和机器不够「聪明」到快速融入并活用这些
信息，工业4.0的潜力将永远无法发挥。

再者，如同先前高德纳咨询所说，十分重要却常被忽
略的工业4.0元素是「智能」设备控制器。设备控制器
与云端功能一样重要，或者可以说更重要，因为它是
真正突破架构的来源：集结信息后将其安全导入和
导出云端，简单来说，就是实际运用了那些有效的信
息。

高德纳咨询也相信，终点分析会随着时间变得极度
复杂且具预测性，以改善系统的响应。如果设备控制
器没有「聪明」到能够根据有效信息或控制器自行产
生的信息，来适应不断变迁的制造环境，工业4.0的
愿景将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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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的四项需求，来自智能数控机床自
动化支持
智能数控机床控制器必须有多方功能和特色，以确保机器可以在智慧工厂金字塔里扮演好自己的关键
角色。这些功能可分为四大类：

世界级机器自动化1.

工业4.0的数控机床控制器基础，必须在制造业允许
的条件下，展现最强的机器自动化效能与最精确的
实时性。它也必须在采用最常见的开放式标准以保
护项目投资的情况下达到这些要求，同时必须具备
足够的弹性，以适应未来需求的变迁。

由于工业4.0聚焦于网络需求与数字化，因此它需要
一个能通用于现场总线的标准。虽然现在有很多专
用的现场总线解决方案，以及一些高效能、「开放」的
标准，EtherCAT目前仍然鹤立鸡群，是最为广泛使
用的现场总线标准，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现有全球
工业标准通讯中，拥有最多硬件厂家支持的通讯，因
此对用户来说，是最安全、方便且经济的选择。

从效能和实时性来看，最能成为EtherCAT的现场总
线敌手是PROFINET和 Sercos III，两者都有很扎实
的产值，但所费不赀；另一个缺点是只有部分伺服驱
动器制造商采用这两者其中一种，绝大多数的伺服
驱动器制造商都向EtherCAT靠拢。选择愈多、价格
愈低，也愈能让标准与时俱进。标准的效力和市场上
支持此标准的厂家数成正比──EtherCAT不费吹
灰之力就在市场上赢得了这场比赛。

其他标准也极为重要，如PLC作业的PLCopen与 
IEC61131标准。理想情况下，机器自动化平台能支
持第三方组件和可扩张的上下游体系。例如，「实时
视觉」可在控制器上直接运作，减少机器设定时间并
增加机器产能，这需要坚固耐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实时操作系统（RTOS）来巩固机器自动化软件。从
第三方将解决方案移植到一个平台的数量，可以证
明该平台的可信度。第三方通常不太愿意将自己的
解决方案移植到机器自动化平台上，除非他们觉得
这个平台够可靠，并能产生够多收入。

https://kingstar.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KingStar_White-Paper_D11.pdf
https://kingstar.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KingStar_White-Paper_D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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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系统集成的设备控制器2.

工业4.0也重新塑造数控机床控制的架构。先前，每
个数控机床制造商都会提供他们自己的设备控制
器，机器作业时就像孤岛般各行其是。工业4.0不只
要求机器和数控机床控制器都连到云端，也要连到
其他数控机床、机器手臂、协作机器人和负责监控机
器和环境的传感器。这些连结开启了远程监控、远程
管理，甚至是远程部署的大门。结合这些元素，新的
制造思维开始推动智能工厂的建立，这些智慧工厂
比先前更聪明，能够处理大量客制化产品和更多需
求。（大量客制化是有效做出一批产品，或在相同产
线制作不同产品的能力）。

为了说明工业4.0所需的多台设备控制器集成价值，
这里有两个范例。

许多公司早已开始使用协作机器人（co-bots）组装
和卸除数控机床的零件。协作机器人大幅降低了集
成费用，所以即使是小型制造厂也能使用这样的机
器人，如这篇文章提到的Lowercase与Axis New 
Jersey合作案例（结合简易编程的机器人、夹具、机
器制造商和高科技厂家的支持，小公司也可以自制
几乎是任何产品）；但随着工作愈来愈复杂，PLC或
软件状态机需要扮演交通警察，来指挥多个机器人、

零件供应机、视觉系统、防撞及其他作业的流程。协
作机器人的脚本可能很复杂并常常需要隐藏。对数
控机床上游来说，通常有CAD或CAM系统提供数控
机床数据，所有的组装和卸除机制则需根据零件的
形状和大小调整。

即使有能减少集成费用的协作机器人，机械单元里
还是有许多设备控制器和可动式零件需要集成，以
达到工业4.0的愿景。数控机床制造商和工厂业者必
须确保他们所选的数控机床和控制器开发平台可以
轻易与系统中所有的控制器统整。要集成所有控制
器的平台必须强大、开放又标准化，能够将所有控制
器无缝接轨地统整到系统中。理想情况下，所有控制
器会在单一电脑上运作以简化集成，不过设备制造
商至少必须采用标准，如 VDMA，来集成机器人的控
制，以及 PLCopen，来进行更快的统整，并使各部件
的协作更为密切。

https://www.controldesign.com/articles/2017/what-collaborative-robot-integration-looks-like/
https://www.controldesign.com/articles/2017/what-collaborative-robot-integration-looks-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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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平台应该要开放又强大呢？用来集成控制器的
开发工具必须提供工作相对应的功能。如果工作需
要阶梯图，PLC语言可能就比较适合；如果控制器组
件需要物件导向，C++也许就是最适合的。为了让人
机接口（HMI）优化使用经验，那么也许.NET 或第三
方的 GUI 开发软件，如 LabView，会更为适用。反过
来说，如果机器开发者觉得用PLC逻辑比较得心应
手，那么强迫机器开发者去用C++做阶梯图的工作
就不太适合。重点是打造工业4.0机器控制的优化
集成环境必须支持多种开发语言，才能做出更符合
需求的机器。

大多数控机床控制器都是能执行整个任务的封
闭系统。但是，若数控机床为封闭系统，要怎么和
Cobot机器人及其他自动化机器直接集成呢?越来
越多公司在考虑PC-Based的数控机床控制器，因
为电脑可简化集成多个控制器的任务。

我们也必须顾虑未来，智慧工厂会想办法达成大量
客制化的愿景（批次）。比方说，从前自动化公司必
须建造一座工厂来制造双门汽车，再建造另一座工
厂制造四门汽车。今日的吉普汽车工厂，八种吉普
车型──双门和四门车型──都能在同一条产线
组装。应用工业4.0的概念，产线可借着云端和一群
机器人下载作业指令进行双门焊接，再接收指令进
行四门焊接，这需要大量的集成与协调，但可以用
音乐会的方式达到──指挥家和所有演奏者看着
同一本乐谱演奏，所有机器人也会依车型对应的流
程整齐有素地跳出装配之舞。

这样做无法立刻让工厂无人化，不过仍有其可能
性，因为所有的机器互相联机，使我们能远程监控、
远程管理，更重要的是能远程部署。设计机件工作
流程的工程师很快就能够在云端中开发并进行远
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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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与智能撷取3.

部署工业4.0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数控机床和控制器
能够轻易透过网络互连，这需要新增对标准通讯协
议的支持，如 OPC UA、MQTT、TSN、Modbus 等。

在工业4.0模型中，智能边缘机器控制常会进行前置
处理，以集结并累加数据，再送至云端。机器控制可
以依据收集到的有效信息，动态变换工作量流程或
流程中的规范，但要达到动态很难，系统必须非常弹
性，能接受各种输入。要做到这样的弹性，唯有一个
开放、聪明的软件架构可以达成。

硬件控制器、数控机床和PLC的外型固定，无法针对
收集的数据进行第三方分析；数据必须传给电脑。只
有以软件为主的数控机床控制平台可以优化信息分
享与智能撷取程序。在电脑上执行机器自动化的软
件必须够弹性，才能确保RTOS指派给特定的CPU
核心，其他第三方软件也能指派给单一电脑上的其
他核心，并可直接存取共享内存。如此一来，控制系
统与第三方软件都能直接沟通，并用相同数据运作。
这种机制被称为相依屏蔽（affinity masking），它比
虚拟化技术要强上数倍。虚拟化无法直接存取共享
内存，只能仰赖缓冲处理和邮件处理（mailboxing）

，两者都加了不必要的延迟。当然，延迟也会减少效
能和质量。

此外，电脑环境里的通讯协议通常是随着软件附赠
的，而硬件控制器常需要其他I/O卡来容纳不同的通
讯协议联机，这些额外的I/O卡还会产生不必要的花
费。

最后，联机的系统增加了网络攻击的机会，因此保护
数据和机器控制成为首要之务。系统必须有世界级
的安全机制来对抗这些威胁。现在在Windows上执
行的 PC机器自动化软件会比较安全，因为微软投入
大量资金，以确保操作系统与Azure基础结构的高
度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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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边缘物联网能力4.

边缘运算是一种云端运算系统优化的方法。它在网
络边缘（靠近数据源处）进行数据处理，以达到优化
的效果。智慧边缘物联网设备控制器是新兴的案例，
示范如何客制化不同装置，让它们在用户的环境中
工作。收集数控机床控制器、传感器、I/O模块与驱动
器数据，在本机执行预测分析，加上第三方 AI 处理，
能使整个系统反应更为灵活。

此外，通常设备控制器都能受惠于同一平台上执行
的第三方商业软件套件（如商业智能、AI、远程管理
或部署发行控制）。没有设备控制器厂家可以提供所
有功能，所以扩增工具永远有其价值。例如，微软提
供 Azure IoT Edge，可将 AI 放到边缘装置上。

再者，建造设备控制器、数控机床和整套系统是费
时、复杂、风险高又昂贵的工作。今日，日益增进的
运算能力和联机能力，能够快速建立与维持实际设
备控制、设备或工厂的数字型态或数字孪生(Digital 
Twin)，进而虚拟化此「建造」工作。当系统变得愈来
愈复杂，数字孪生技术也相对变得愈来愈有价值。在
机器或设备系统真正建造出来，或切削第一个工件
之前，工程师能够利用软件视觉仿真来查看哪一种
机器或工件设计是最佳的。例如，可以事先辨别瓶颈
或碰撞，因此在建造第一个系统前，重新设计系统来
解决缺失。除此之外，针对数控机床系统，数字孪生
技术将能让客户先「刻」一个部分再进行实体切割。
工程师可针对刻的相同部分评估不同做法。

当然，所有组件都必须透过紧密的集成后互相配合，
所以选择正确的软件或技术来集成或建造工业4.0 
的智慧设备控制器，是迈向成功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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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智慧数控机床自动化的工业4.0需求

回顾工业4.0所需的四大要素时，可以看出集成控制
器系统需要很高的弹性，而能够做到这种弹性的方
法就是软件。

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机器控制的系统都能集成在
一起时，才能发挥工业4.0的全部潜能，所以选择正
确的软件工具或技术，让所有机器控制系统合作无
间地工作，就是成功的关键。总结上述四大要素，关
键在于：

当机器自动化开发解决方案中的许多微小功能可决
定工业4.0新思维的终极成功之时，机器制造商、工
厂业者及设备控制器设计师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
他们不是在为机器或工厂选择一个小玩意儿，而是
在投入一段合作关系，此合作伙伴要能提供可用十
年或更久的智能机器自动化软件。

• 世界级机器自动化技术

• 最开放的部署方式和环境，能够联合云端处理数据

• 可以在边缘与 AI 合作产生有效信息的机器自动化技术

• 动态适应与活用信息的能力

• 能受惠于和控制器并存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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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成功之路的要角：智能数控机床自动化
软件 

有一种常见的思路，让单一设备控制器能用这四大
要素织成一匹五彩斑斓的锦缎：控制器必须用软件
建造，部署在工业电脑（IPC)上，但不是所有软件都
可以做到。设备制造商需要采用标准的智能机器自
动化软件，而这个软件必须能在工业电脑上执行，且
能与控制系统及支持工业4.0的第三方软件同时运
作。

相对来说，专用硬件控制器（如大厂PLC、PAC或运
动控制卡）因为有固定格式和简单的使用方式所以
表现很好。然而，它们在实行工业 4.0 的时候完全没
有弹性。在机器互连架构成为必要的同时，硬件解决
方案很快会被隔绝成一座座自动化孤岛。这些产品
无法执行第三方分析软件或通讯应用程序。事实上，
用硬件解决方案，客户通常需要花更多的金钱来安
装 I/O 卡或通讯卡，只为了能让机器连上网络。

更糟的是，硬件数控机床控制器就只是硬件。未来是
机器数字化的时代，机器要能在生产过程中适应各
种情况、采取正确行动，或根据新的可用信息采取相
应措施，只有软件控制器可以有如此大的弹性。

记住，工业4.0就是机器自我数字化，它会撷取机器
所有的相关信息，再将这些数字化数据分享出来，用
于分析、改善和修正，并用在新产品上。软件是唯一
能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但也不是所有的机器自动化
软件都可以做到。

多数软件控制器都会限制在同一台电脑上能同时运
作的其他控制器数量或第三方应用程序的数量。另
外，多数软件控制器只把重心放在一种程序语言上，
如PLC语言、C++或.NET，而非囊括三者，如此客户
将无法针对手边需求，使用自己需要的语言。最后，
许多软件解决方案不是真的开放，因为你只能向销
售控制软件的厂家购买工业电脑。相反地，许多软件
机器自动化厂家不会让你在对手的电脑上执行他们
的软件。

最重要的是，以电脑为基础、采用工业4.0标准、能在
一般用途操作系统（如微软 Windows）上执行，亦能
在同一台工业电脑上以实时系统（RTOS）强化的机
器自动化软件，才是实现工业4.0的优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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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开放的机器自动化软件解决方案，应该要
能在任何工业电脑上执行，工业电脑的配备必须配
合工业自动化需求打造，且必须将系统管理造成的
中断降到最低。此类机器自动化软件可以：

今天的市场已经有这样的解决方案，KINGSTAR就
是其中一个，它是采用业界标准、为工业4.0打造的
工业机器自动化软件。

• 处理所有机器自动化需要的核心运动控制和 
 实时性

• 处理与工业4.0相关的特定集成与通讯工作

• 仰赖微软提供的诸多重要功能，如安全性与 
 人工智能

• 响应从云端传回的有效信息

• 能够扩充并支持其他软件机器控制技术不支 
 持的第三方套件

• 作为智能边缘装置使用，能够因应开放型电脑 
 软件的最小限制，增加原本未提供的功能

https://kingsta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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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关键：拥抱数字化
虽然很多国家正迎向工业4.0、提供工业策略与建立
奖励制度，但多数制造商采用工业4.0，是因为他们
看见工业4.0会永远改变制造业的生态，就向亚马逊
改造零售业一样。

成功的关键是透过整体制造价值链，全盘接受数字
化。云端很重要，但工业4.0的基石是将专用设备控
制器转变成智慧机器控制平台，该平台可建造符合
工业4.0愿景的智慧工厂。要达到此目标，数控机床
制造商必须重新思考他们的机器控制架构、改变过
去不同品牌、不易集成的硬件数控机床系统、接受以
工业电脑为主要运作平台的工业4.0标准数控机床
自动化软件。智能、开放的软件是唯一能打造优化平
台的基础。这项基础不仅能满足优化平台所需的所
有功能，更是实现工业 4.0 光明未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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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4 CNC：从数字化获益的世界级数控
机床控制器
美国Newfangled Solutions不仅提供数控机床软
件，同时也是其数控机床控制软件中最新且举世闻
名的Mach4 CNC大本营。Mach4从最初就被设计
成可扩充、有弹性且能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解决方
案。重点是，Mach4还能在工业4.0的环境下即插即
用。然而最重要的是，工程团队希望让人们不用写
任何程序就可以在系统的各个环节编辑系统需求。
因为Mach4解决方案可在工业电脑上运行（或在这
个情况下，一般PC），他们也可以重新设计人机接口
(HMI)或是利用第三方软件。

数控机床控制器易波动的价格使其市场的竞争十分
激烈。尤其对开发中国家来说，若数控机床制造商要
把价格压低，产品性能及质量就无法兼顾。为了克服
这项挑战，Newfangled必须在避免大幅提高价格
的情况下增进可量化的机器性能及质量来区别他们
的数控机床。

和任何一门生意一样，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那么，Newfangled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们积
极的采纳工业标准。此策略需要两个关键部分: 
Newfangled必须选出合适的总线标准，并设计适
合的机器自动化架构。

https://www.machsupport.com/software/mach4/
https://www.machsupport.com/software/ma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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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选择合适的现场总线

Newfangled在选择现场总线时就理解到，只有在
市场能接受并采用才会显出其标准的重要性。当更
多供货商采用一项标准，竞争就会提高，价钱就会随
之降低。在仔细研究后，Newfangled发现EtherCAT
明显地从现场总线标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有许多原因促使EtherCAT达到Newfangled的需
求。他们发现选择一个更开放的机械控制架构来当
作现场总线能大幅降低成本并提升质量。重要的是，
对机器控制来说，自有规格布线相较于以太网布线
贵上许多。相较于以现场总线为标准和一个模拟的
自有品牌，EtherCAT在安装、测试或维修线路上，都
明显方便不少。再加上以统计学角度来说，透过现场
总线和伺服驱动器沟通是更可靠的。

比较起来，西门子数控机床控制器在PROFINET有
着高程度的标准化，但使用者必须向西门子或有限
的市场购买所有组件，因此最后整套解决方案的价
格通常变的更高。

Technology Group

4800 300 250 1400 90

500 30 25 80 90

180 2 10 6 3

150 5 9 12 7

100 8 5 6 4

TOTAL MEMBER
COMPANIES (including 
non-ethernet members)

Source: Standards body websites, Wikipedia and Public presentations

MANUFACTURING 
MEMBER COMPANIES

REAL TIME
PART MFG

SERVO DRIVE
COMPANIES

I/O COMPANIES

STANDARDS BODY

https://kingstar.com/cn/%e8%b5%84%e6%ba%90/%e8%8e%b7%e5%8f%96%e7%8e%b0%e5%9c%ba%e6%80%bb%e7%ba%bf%e6%af%94%e8%be%83%e7%ba%b8/
https://kingstar.com/cn/%e8%b5%84%e6%ba%90/%e8%8e%b7%e5%8f%96%e7%8e%b0%e5%9c%ba%e6%80%bb%e7%ba%bf%e6%af%94%e8%be%83%e7%ba%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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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一个PC-based的全方位软件
Newfangled知道把EtherCAT当作最好的现场总线
是一个安全的赌注。然而，就如同一个老掉牙的笑话
所说：「好消息是有这么多厂家提供EtherCAT，坏消
息也是有这么多厂家提供EtherCAT。」Newfangled
很快地理解到，真正的挑战是要选出一个机器自动
化架构。他们希望藉此能缩小支持数控机床控制器
厂家的范围。

既然Mach4是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用户接口PC-
based 数控机床方案，删除所有以数字讯号处理
为主的自有规格EtherCAT，并专心致力于提供一
个PC-based的全方位软件是再合理不过了！他们
很快地发现只有PC-based的全方位软件才能提供
他们长期以来承诺的成本竞争力并兼顾质量。搭配
EtherCAT的Windows版Mach4 CNC软件提供了最
佳灵活性、一流质量和性能。更棒的是，在Windows 
PC上并使用EtherCAT的全方位软件可降低56％以
上的机器控制器成本。

Newfangled定义他们的方向后，现在面对的任务
是要选出适合的厂家。首先，他们定义了一些有利于
达到最佳实务并快速上市的必备项目。

1.  不绑系统 (Open Platform)
2.  弹性升级与客制化 (Flexibility & Customization)
3.  数字化并且数据联网 (IoT & Big Data)
4.  易于集成机器人 (Robot)
5.  易于集成PLC与视觉 (PLC & Vision)
6.  易于成本优化 (Cost Optimization)
7.  即插即用 (EtherCAT Plug & Play)

虽然有很多厂家提供自有规格、硬件式EtherCAT
的 解 决 方 案，但 只 有 少 数 全 方 位 软 件 套 件 采 用
EtherCAT和运动控制并确保能在PC-based的
Windows系统执行。

Newfangled的Mach4 CNC现在依赖的KINGSTAR
运动控制套件，整个解决方案已和适用Mach4的
KINGSTAR插件密不可分，www.ecatcnc.com上也
有详细说明。这个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卓越的工业
4.0数控机床自动化功能并且史无前例的方便使用。
此外，此方案还提供了几项出众的特点，例如真正
即插即用的EtherCAT功能、能将Windows转换成
RTOS的架构、以及能在同一台电脑运行第三方软
件或控制器的能力。这样的弹性可确保客户达到未
来工业4.0需具备的要素，例如IoT边缘运算。

https://kingstar.com/cn/%e8%b5%84%e6%ba%90/%e8%8e%b7%e5%8f%96%e7%a1%ac%e4%bb%b6%e5%92%8c%e8%bd%af%e4%bb%b6%e7%ba%b8/
https://kingstar.com/cn/%e8%b5%84%e6%ba%90/%e8%8e%b7%e5%8f%96%e7%a1%ac%e4%bb%b6%e5%92%8c%e8%bd%af%e4%bb%b6%e7%ba%b8/
https://kingstar.com/cn/%e8%b5%84%e6%ba%90/%e8%8e%b7%e5%8f%96%e7%a1%ac%e4%bb%b6%e5%92%8c%e8%bd%af%e4%bb%b6%e7%ba%b8/
https://www.machsupport.com/software/mach4/
https://kingstar.com/cn/%e4%ba%a7%e5%93%81/
https://kingstar.com/cn/%e4%ba%a7%e5%93%81/
https://www.ecatc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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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高质量、低价位并达到他们的承诺

Newfangled透过选择适用MACH4的KINGSTAR运
动控制套件，建立一个杰出的工业4.0数控机床机器
自动化架构。现今，此架构可提供质量及效能／价
格优势，且能满足未来增加的需求。因为组件成本
降低且在操作和支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EtherCAT
也已被视为最佳选择。其中一个在Mecano工作的
客户，Jose Moran说：「感谢有EtherCAT，在机器里
排除线路故障问题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能替像
Mecano一样的客户解决问题让Mach4更具有竞争
力并且有价值: 就是这么有效 。

最后，Newfangled负责人Brian Barker认为Mach4 
CNC机械控制器已准备好面对未来可能带给代工厂
伙伴的任何挑战。「因为我们的数控机床控制器演变
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架构，其架构是基于可在工业
电脑执行的机器自动化软件。我们能做到量身订做
UI而不用写程序。我们的客户将能快速地从市场突
破性的改变中获利，就如同我们现在对于工业4.0一
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