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重金，這對提升刀具品質與服務表現相

當關鍵。

為了因應與滿足刀具市場不停轉變的需

求，震虎團隊在走訪每場展覽後，都會用心

紀錄下客戶的需求，絕不馬虎，務求自己成

為全方位解決方案的優質供應商與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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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 MTA 越南展的展示品以 2014 年

的新品 600PLUS，捨棄式銑刀片與車刀

片，以及圓溝鋁用刀與震虎特殊專利的功

能性銑刀為主，吸引了相當多的參展者。

越南在鋁材加工的應用上很普及，

因此我們在展覽上特別強打圓溝鋁用刀

系列，因為此系列至從去年推出市場後

即廣受好評，在銷售上相當活耀，也成了

我們的鋁用刀專家。

圓溝鋁用刀最大的優勢在於，第一、

特殊 U 型底槽設計，提高移除率，增加表

面光潔度。第二、高強度雙離隙刀刃，大幅

提升強度，實現了穩定的高效率加工。結合

了這兩點獨設設計，使刀具效能在鋁材應用

上表現出色，加工材的表面也更均勻平順。

震虎圓溝鋁用刀是切削鋁材的極佳選擇。 

震虎在專利與智慧財產權方面也投

越南的最大城市和港口 - 胡志明市，是

越南的中央直轄市之一，又名西貢。1975 年

4 月 30 日，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統一全

國後，為紀念越南共產黨的主要創立者胡志

明，便將西貢改名為“胡志明市”。胡志明

市登記常住人口 640 萬，加上流動人口超過

800 萬，占全國總人口的 8％，也是越南人口

最多的城市。

胡志明市形成於 300 多年前。1859 年

法國殖民者入侵越南南部，這座城市隨之成為

法國殖民者在越南南部的行政中心。由於殖民

時期的影響，胡志明市的建築大多沿襲法國的

建築風格，如胡志明

市大劇院、聖母大教

堂、市中心郵政局、

胡志明市政大樓等。

以下為您介紹越南知

名的建築與觀光景點 :

聖母大教堂

聖母大教堂位於
市中心的“巴黎公社”
廣場，是胡志明市的
地標性建築之一。因
其紅色的外表，又被

稱為紅教堂，是胡志明市最大的天主教堂。教堂

始建於 1877 年，1880 年建成，整個教堂由紅

磚砌成，造型勻稱，莊嚴雄偉，風格類似於法國

的巴黎聖母院，為 57 米高的雙鐘樓尖塔式樣。

市中心郵政局

緊鄰聖母大教堂的是胡志明市中心郵政

局，建於 19 世紀末，由法國建築師設計，該

建築具有歐洲與亞洲建築風格相結合的特徵，

大廳內部裝飾富麗堂皇，圓拱形的屋頂極具古

典氣息，正面牆上還有巨幅的胡志明畫像。郵

局正門外牆上刻有佛蘭克林、安培等對電和電

信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名，正門上方還有一

個巨型的鐘，與郵局是同時代的產物。到此觀

光的遊客和辦理郵政電信業務的人群絡繹不絕。

胡志明市大劇院

胡志明市大劇院屬於典型的哥德式建築

風格，是專門用於舉辦藝術表演的多功能劇

院，其內部裝飾和外部浮雕都是依照 19 世紀

末法國的劇院風格修建。大劇院建 1898 年，

至今已有 100 多年歷史。建築外觀裝飾精美，

外牆上有各式各樣的浮雕和花紋，正面巨型的

拱門頂端是兩位背生雙翼的女天使手扶聖琴的

震虎大坑登山健行暨員工餐敘活動

陳信吉

常言道 : 健康的身體是人生珍貴的

資產。因此，震虎職工福委會在 9/13

安排最夯的登山健走活動，讓平時在

各崗哨辛勤工作的各級同仁有機會帶

著家人一同走向戶外，親近大自然。

此次登山健走地點選在台中市最

熱門的大坑風景區，大坑風景區目前

共有十條登山步道，全長約 16000

公尺，有分難易程度，附近有因 921

地震而形成的溫泉，還有原來的軍功

國小、東山國中因 921 地震改建為大

坑地震紀念公園，保留車籠埔斷層帶

遺跡與留頹傾的校舍供教育使用，公

園下方與 9 號步道相銜接，因停車方

便、難度適中，是目前最多人假日休

憩之去處。

當天上午大家相約在 9 號步道入

口處集合，同時發放由福委會特地準

備的小虎特別版毛巾以及礦泉水，讓

參與健走的同仁可以盡情揮灑汗水，

並適時補充水分，十分貼心。九點時

間一到，震虎的大家長李鴻武總經理

與劉副總率領著各級同仁與眷屬展開

今日登山健走活動。朝著山頂觀音亭

邁進的路程中，看到許許多多的登山

朋友對著我們隨身攜帶的可愛小虎毛

巾產生興趣，紛紛過來詢問，相當吸

睛，不僅兼具實用性也展現出震虎團

隊的精神力。

平常鮮少運動的虎友們相當適合

來大坑登山步道健行，每一條步道都

有各自不同的景觀呈現，今日我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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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態，而拱門下方的兩個立柱前則是兩位女

神，她們似乎要用雙手將大門托起，構思獨特，

突顯了浪漫的法式風情。

胡志明市政大樓

離大劇院不遠處的胡志明市政大樓，落

成於 1908 年，當時稱為“社西宮”，是法國

殖民者在西貢市的政府辦公大樓，該建築也是

典型的法式風格，大樓外牆上有各式精美的浮

雕。1954 年後社西宮成為當時南越政權的督

政大樓，1975 年 4 月 30 日西貢解放後成為胡

志明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的辦公地。

除了眾多的法式建築，這個城市還有著一

些頗有歷史紀念意義的建築物，如統一宮、戰爭

罪行博物館等。“統一宮”也稱統一會場，位

於胡志明市中心，與聖母大教堂和市中心郵政

局遙遙相望，也是胡志明市的地標性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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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歡迎您的蒞臨

擇的 9 號步道，一開始的柏油路上坡看

似輕鬆，但隨著坡度逐漸陡升，來到步

道中段確實需停下來喘一口氣，休息一

下。沿途可以遠眺大台中市區以及大里

溪，更可以遠望大肚山。小朋友果然相

當有精神，拉著爸爸媽媽快速往山頂前

進，看誰可以第一名到達。路程來到中

後段，步道採用木棧道和木階梯組合而

成，路況良好又兼具運動養生功能的健

身地點。看見許多登山朋友帶著自家的

寵物一起登山健行，小狗在階梯跑跑跳

跳，煞是可愛。路程接近山頂的觀音亭，

沿途看見都市內不常見的青竹絲與其他

蟲鳥動物，再次感受到山間大自然的不

同風貌。

終於到頂囉 ! 所有同仁陸續抵達

觀音亭廣場，廣場棚內滿是山友在泡茶

聊天與休憩，怡然自得。山上的空氣十

分清新與涼爽，我們稍微休息過後也把

握機會拍照留念，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緊接而來就是中午的甕仔雞大餐囉 !

本次登山健行活動後，福委會在

大坑登山步道附近的東山棧餐廳設宴

安排員工餐敘，讓大家充分運動完後

可以飽餐一頓，也藉此聯繫同仁間的

感情。今天的菜色真的十分豐富，有

招牌甕仔雞、大蝦、爌肉、酥炸魷魚，

山珍海味應有盡有，最後福委會舉杯

感謝李總、副總與所有出席的同仁家

眷，感謝大家的共襄盛舉，期盼未來

大家一樣多多參與福委會舉辦的活

動。就在大家酒足飯飽，舉杯同樂的

歡樂氣氛下，本次大坑登山健行活動

暨餐會到此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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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Nano 系列 99 元 起

600PLUS 	系列 170元 起

各區業務 :
陳俊廷 0931667101   嚴文紹 0931667102   陳信吉 0988667110 
賴怡中 0931667104   陳家虹 093166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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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D 刀具刀刃強度高，具有接近

于單晶金剛石刀具的抗衝擊性能，能製

作具有各種尺寸的刀具；CVDD 刀具耐

磨性好，耐用度比硬質合金高 100 倍

以上；用單晶金剛石刀具的研磨方法將

刃 部 精 細 研 磨 拋 光 至 Ra0.05 μm 以

下，工件表面可達到鏡面；熱導率 5 ～

10W/cm·K 在幹切過程中，可將刀尖的

熱量及時擴散，減少對工件表面損傷，

降低刀具使用溫度以及提高刀具壽命。

CVDD 刀具在機械加工中的應用

CVDD 包括工具（主要是機械加

工）、熱學應用等方面。目前，CVDD

的產品主要有如下幾類：

CVDD 普通刀具，高精度刀具；

CVDD 砂輪修整筆；

CVDD 拉絲模及成品模具；

CVDD 新型高壓、水射流耐磨噴嘴；

CVDD 強化木地板加工工具；

CVDD 精密軸承支撐器及耐磨器件等。

CVDD 不含任何金屬或非金屬添加劑，

機械性能兼具天然單晶金剛石和 PCD 

於製版加工和防偽商標加工，效果良好，

工件表面粗糙度可達 Ra0.012μm 。

目前，CVDD 刀具已廣泛應用於超

精加工、精加工、半精加工和連續切削，

耐磨性比 PCD 刀具高 2 ～ 10 倍，其性

能價格比優於其它金剛石刀具。

在不久的將來震虎精密科技也將開

始進行鑽石刀具的研磨，希望可以用更

全方位的服務來滿足大家的切削需求，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

何謂 CVD 和 PCD

CVD 金 剛 石（CVDD） 為 100%
純金剛石，其晶粒之間的間隙為基團間

隙， 而 PCD 是 通 過 添 加 Co、Ni、Cu
等金屬結合劑高溫高壓而成，故二者是

有區別的。單晶金剛石其價格昂貴，且

受其幾何尺寸大小和性能（解理—方向

性）的限制，無法大量應用於品種多樣

的工具。

的優點，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們的

不足。大量實踐表明，焊接型 CVDD 工

具的使用壽命超過 PCD 工具，其抗衝

擊性優於單晶金剛石膜。因此，CVDD

被認為是非鐵類材料加工工業中理想的

工具材料，如鋁、矽鋁合金、銅、銅合

金、石墨以及各種增強玻璃纖維和碳纖

維結構材料的加工等。

1.CVDD 刀具用於金屬切削加工

CVDD 可用於製作車刀、銑刀、刨

刀、趟刀等機械加工刀具。

代替硬質合金刀具，工效提高十幾

倍到百倍，降低了勞動強度，工件加工

精度明顯提高，表面粗糙度顯著降低。

超硬材料和有機複合材料的理想加

工刀具；和 PCD 刀具相比，CVDD 刀

具表面粗造度低，刃口好；在一些領域

可代替天然金剛石刀具。

就汽車行業中使用的矽鋁合金材料

來看，含矽量在 12% 左右，一方面由

於其材質不均勻，有硬點，目前 PCD

刀具佔有絕大部分市場，CVDD 的份額

微乎其微，如輪毅刀具、槽加工刀具等。

另一方面，由於現在的 CVDD 不導電，

而 PCD 導電的性能，使二者在刀具的

製作工藝上存在差別，PCD 可用電加工

CVDD、PCD 刀具的性能比較

方式加工，而 CVDD 卻不行，若能很好

地解決 CVDD 刀具製作工藝問題，則可

與 PCD 刀具在汽車行業中一爭高下。

2.CVDD 用於非金屬加工

CVDD 以其高耐磨性，在木工刀具

方面也廣受歡迎。如時下正熱的木地板

行業，由於 Al2O3 強化木地板的性能優

於三聚氫胺木地板，其耐磨層更堅硬，

硬質合金刀具加工 Al2O3 強化木地板已

無能為力，必須使用金剛石刀具。兩年

來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CVDD 是優質

的木工刀具材料。

對於石材等硬脆材料、玻璃纖維、

碳複合材料及有機複合材料的加工，

CVDD 是理想的刀具材料。

3. 高精度刀具

普通刀具材料（如高速鋼）和硬質

合金材料因受其本身性能（如耐磨性、

硬度等）影響，很難達到很高精度，如

製版行業用的製版精修刀、首飾行業用

的首飾刀（俗稱劈花刀）等。這類刀具

要求其本身的精度很高和表面粗糙度很

低（粗糙度 Ra0.05μm ）  ，利用高精

度研磨機（主軸跳動為 0.1μm ）  ，製

成了表面粗糙度 Ra0 .05μm 的 CVDD

精密刀具，其尺寸精度為 5μm，現已用

分   享
分   享

各位親愛的讀者大家好，又到兩月一次的分享時間。想必大家對機械

業的常用語的轉換有些困擾吧 ! 我們特選了幾個常用語轉換，希望對

大家有幫助，接下來幾期友都會陸續提供。^^

薄膜介紹
超硬薄膜：矽複合薄膜

一 般 市 售 刀 具 塗 層， 多 為

TIN( 氮 化 鈦 )、ALTIN( 氮 化 鋁

鈦 )、TICN( 氮化碳鈦 )，但在某

些硬材加工上，仍未能有效凸顯

其效能：在這裡，特別介紹增加

「矽」元素的塗層，在不同材質

加工上，有更多選擇。

AlTiSiN 氮化鋁鈦矽 ( 藍、黑 )
擁有極高的奈米硬度、抗熱性能

特性：硬度 3300~3800 HV
磨擦係數：0.45
抗氧化溫度：1100~1200 

TiSiN 氮化鈦矽 ( 棕色 )
極高的奈米硬度、抗熱性能

特性：硬度 3500~4000 HV
磨擦係數：0.65
抗氧化溫度：1100~1200 

切削加工 Machining
日本語 中国語 英　語 日本語 中国語 英　語 日本語 中国語 英　語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きれいな加工面が出
来る 可達高級光滑面 get very smooth 

machined surface 切り屑　处理 切屑来處理（好） chip control ラジアル　デプス、 
( 半 ) 来方向　切込み 向切深 radial depth

傾斜　加工 斜面加工、 
傾斜加工 slant milling 切り屑　制御 切屑控制 chip control 切れ刃 刃口 cutting edge

ショルダー　加工 直角加工、 
台肩加工 shoulder milling 切り屑　排出性 排屑性能 chip-flow 切れ刃　強度 切刃強度（高） rigidity of cutting 

edge

隅　加工 台肩加工、 
台階加工

side milling, end 
milling 切り屑　排出良好 排屑流暢 / 順利 /

順暢 smooth chip-flow 来い　切れ刃 刃口鋒利、鋒利的 sharp cutting edge

側面　加工 側面加工 side milling 切込み 切深 depth of cut ニック付き、チップブレ
ーカ付き 有分屑槽 nicked

テーパ　加工 錐面加工 taper milling アキシャル　デプス、 
軸方向　切込み 軸向切深 axial depth クーラント来冷却液 冷却液 coolant

溝　加工 槽加工 slotting 切込み　角 主偏角 cutting edge angle 研削 磨削 grinding

螺旋　加工、スパイ
ラル　加工 螺旋加工 spiral milling 切込み　幅 切削寛度 width of cut 工作物 工件 work piece

輪郭　加工 輪郭 ( 面 ) 加工 profiling, contoring 切込み　深さ 切削深度 depth of cut 工作材料 工件材料 work material

回転来 旋転来 revolution 輕切込み 小切深 light cut ( 高 ) 剛性 ( 高 ) 剛性 (high) rigidity

主軸回転来
主軸転来、主軸(回)
転速 ( 度 )

spindle revolution, 
revolution speed 輕切込み高送り 小切深大 

[ 高 ] 進給 ( 切削 )
light-cut high-feed 
(machining/milling) *** S *** ****** ******

切り屑 切屑 chip 最大　切込み 最大切深量 maximun depth of 
cut 振動 振動 ( 少 / 大 ) vibration

切り屑　厚さ 切屑厚度 thickness of chip

性能 天然金剛石 CVD 金剛石

硬度 
（kgf/mm2） >8000 >8000

密度（g/cm3） 3.52 3.52

楊氏模量
（GPa） >1200 >1000

斷裂性（J/M） 10 25

摩擦係數 0.1（相對於鋼） 0.1

熱導率 
（W/cm·K）

25 >20

磨耗比
（111 方向）

>40×104
>30×104

電阻率 
（Ω·cm）

不導電 1014 ～ 1016

化學惰性 常溫下不溶於所有酸和鹼

特性
PCD( 聚晶金剛石

刀具 )
CVDD( 單晶金剛石刀

具 )

材質結構 含 Co 粘結劑 純金剛石

耐磨性
隨金剛石顆粒大

小而變
高於 PCD2 ～ 10 倍

韌性

（抗衝擊性）
較好 略差

耐溫性
低於 500℃，熱

導率低

高於 700℃，熱導率

高

化學穩定性 低 高

適用性

粗加工、精加工
精加、半精加、連續

切削

濕切 濕切、乾切

不適於加工有機

複合材料

適於加工有機複合材

料

好禮免費大放
慶新廠落成  16 年感謝有您

送 推薦專案
泛虎顧客成功推薦好友訂購
感恩專案就送您超值推薦好禮

矽的氮化物是一種重要的結構陶瓷材料，也是一種超硬薄膜，本身具有潤滑性，並且耐磨

損，為原子晶體；高溫時抗氧化。而且它還能抵抗冷熱衝擊，在空氣中加熱到 1000℃以上，急

劇冷卻再急劇加熱，也不會碎裂。下列我司產品，就有運用到這種薄膜，擁有絕佳效能的刀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