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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 讀 者

大 家 好 ~~ 震 虎

於 2 月 16 至  2

月 29 舉辦的義

賣活動已圓滿結

束，共計有 64 位

社友響應，義賣刀具支數為 2199 支，

金額共 285870 元。由於台南地震已獲

得各界大量捐款，故我們在詢問各位社

友後決定把金額捐給更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把金額分成三等份，分別捐給羅東

聖母醫院及罕見疾病基金會還有屏東

詹小妹一家。社會上有太多需要幫助的

人，而支持震虎每一次義賣活動的朋友

也讓我們感覺到這社會還是到處充滿著

愛與關懷，爾後震虎一樣會持續各項公

益活動，也在一次謝謝各位 !

下為震虎慈虎社的網址也希望大家能夠

參加 ~

https: / /www.
facebook.com/grou
ps/15787814657356
80/?fref=ts

除了整體  

式鎢鋼立銑刀  

，同時也供應

高精密 DC,  

SSK,ER 等系

列刀桿，以及

泛用型高效能  

RD 與 WR 系

列銑刀片，採

用最新鎢鋼材

質搭配了 SH

塗層，同一款

刀片能夠同時

適用於高硬度

與不鏽鋼等工

件切削，省下

使用者刀片更換與庫存的麻煩。

有機會到印尼的朋友，不妨到我們

的物流倉庫及展示門市參觀指教。   

連絡資訊 :
公司名稱：PT.SARANA LOGAM MULIA 
               ( 旭虎科技有限公司 )
電       話：(62) 21 2607 1697
地       址：GedungLindeteves Trade Center,  
                Lantai GF 1 Blok C18 No. 1&2,  
                jln. HayamWuruk no.127,  
                Jakarta Barat 11120, Indonesia
聯  絡  人：Mr.Louis

震虎於印尼成立物流中心，SPEED 
TIGER 成為了印尼銑床加工業者的刀具

倉庫

震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透過不

斷精進產品與服務、供應高品質高效能

的產品，並持續拓展海外服務銷售據點，

以持續提升全球銑床加工業者的生產效

能與品質為目標。

近年來印尼的金屬加工市場不斷成

長，但其精密加工機與刀具等零配件需

求皆仰賴進口，而市面上的產品也是良

莠不一，取得品質值得信賴的工具往往

需等待 2 到 3 週時間，也成為了阻礙印

尼工業發展的主因之一。

為了能夠讓印尼加工業者獲得更速

滿意的產品與服務，震虎精密在 2016 年

3 月於印尼雅加達成立了物流及展示門

市，公司名稱為 PT.SARANA LOGAM 
MULIA ( 旭虎科技有限公司 )，以成為

印尼市場客戶的刀具庫為目標，正式營

運後讓印尼市場的交期由 2~3 週縮短至

1~3 日即可送達用戶手中，使印尼當地

銑床加工業者也能以實惠的價格，及時

地取得品質值得信賴的工具。

SPEED TIGER 在印尼提供了最

新專利的 600Plus 不等心厚系列系列鎢

鋼立銑刀，該設計提高了刀具的剛性，

使切削更加穩定，刀具平均壽命提高了

20~30%。

而震虎在 2004 年成立了塗層中

心，由瑞士引進的專業銑刀塗層技術，

如今成果豐碩，不但提升了塗層的品

質，也同時降低了交期與成本，因此也

將全系列升級為 TiSiN 高硬度塗層，讓

印尼用戶能夠獲得更穩定的切削效能。

1 Maximized rigidity, and chip removals are greatly 
improved due to special geometric design and reinforced 
design in cutting edges against chipping at corners.

High hardness-used coating,effectively 
improves tool life and finishes.3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anti-
vibration and noise.

2

New geometry for 600 PLUS can prolong tool life by 22%!

Milling Length

P-PE0804T 
(Ø8mm)

Competitor 
(Ø8mm)

10,000 15,000 20,000

(mm)

1.22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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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E0804T：
Picture of wear after milling 1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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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or： 
Picture of wear after milling 1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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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fficient End Mill

This shape makes more efficient

a b

b>a
Taper Core 

Enhanced geometry of end mills Patent of Taiwan: No. 102219129 Patent product, 
all rights reserved

600 PLUS series

吃點心做公益，暖心亦暖胃 震虎為了回饋社會，每週都會向弱勢團體購買愛心甜點與同仁
分享。目前固定向四位需要幫助的人購買。

LOVE

 

TIGER

喜樂手工蛋捲
訂購專線：

02-23923197 廖倍慧

由一位中度智能障礙女

孩創設的，這女孩雖然身體

有殘缺，不過還是不放棄希

望，在志工的協助下自行創

業，真的很棒。

滋味養生麵包小舖
訂購專線：

03-3193135

0913-603078 鄧家蓁

一位媽媽有 7 個孩子 6
個身障，不過她沒有被人生困

境打倒，她在半百人生開始學

做烘焙，爭取到無息創業基

金，在住處成

立麵包小舖，

真的很堅強。

巧克力 

訂購專線：  

0923-697865 王若蕎

台中新社一名婦人手做

巧克力，為罹患腦血管瘤的

老公及兒子籌措手術費，一

盒 盒 滋 味 苦

甜的巧克力，

是 她 救 治 老

公 與 孩 子 的

希望！

炭烤地瓜
訂購專線：

0982-895861 地瓜婆婆

婆婆已經六十多歲，為了

四個孩子（其中還有精障兒）

的生活！就算是身體不舒服也

都要忍著。有經過台中公益路

的朋友就順便買一下 ~ 地址：

408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和大聖街口 ( 合作金庫旁 )，
數量多時也可以打電話訂購，

她會幫忙送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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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

總統大選大家用選票狠狠教訓了執政當局，但未來新執

政團隊上台會更好嗎？其實大家都無法預知，因為現在不

景氣的狀況比之前金融風暴更糟；而根據金融風暴時的調

查，裁員、倒閉、減薪，是上班族對於不景氣的三大憂慮。

人人因經濟而恐慌，日本曾提出一個值得學習的態度—把

自己歸零，重拾最初的自己，讓人生重新啟航……。

又有句話說，「不景氣時，兩個地方人最多，一個是酒

吧，一個是教室。」有人是借酒澆愁、相互抱怨取暖；另

有人是藉此充電、增長技能，所以同樣面對不景氣，但以

正面或負面思考，其最後的結果大不同。當公司業務縮減、

加班時間減少，甚至開始放無薪假時，與其把思緒放在「薪

水減少，工作可能不保」的負面想法，不如這麼想：其實，

你有比以前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可以多陪陪家人，增進

親子關係，並且趁機利用時間進修，為下一個機會做好準

備。逆境時，正是自我成長的好時機。利用這個千載難逢

的機會，培養閱讀的習慣，天天為之，不要中斷。知識會

在這樣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累積，在未來某一個你意想

不到的時機，開花結果。

對現狀感到不安而茫然的人，面對經濟低迷的困境，解

決方法不是伸手亂抓浮木、或病急亂投藥、或找個替罪羔

羊亂罵一通出氣。此時，何不讓自己沈靜下來，仔細思考

在局勢現狀中，自己應該往哪個方向努力補強自己不足，

才能在不景氣中求生存、不被淘汰。面對逆境，我們都失

去許多東西，然而，因為失去，才能讓自己淨空，重新面

對最原始的自己。也因為有失去，我們才有重新再獲得的

可能性。當你用積極正面的思考，就懂得把自己歸零，以

清明的心來看人生，就會懂得其中的道理。

震虎精密科技  監察人

劉昌奇

Charles 觀點

 

 

  

 

 

各為讀者大家好 ~~ 本期小編特選 MIM 工藝來說明，這可是和我司有密切相

關的工業技術，技術力若越高其使用的刀具會越少，所以我們應多關注其變化，下

面就請各位看看 ~~

1MIM 技術概述

金屬（陶瓷）粉末注射成型技術（Metal Injection Molding，
簡稱 MIM 技術）是集塑膠成型工藝學、高分子化學、粉末冶金工

藝學和金屬材料學等多學科相互滲透與交叉的產物，利用模具可注

射成型坯件並通過燒結快速製造高密度、高精度、三維複雜形狀的

結構零件，能夠快速準確的將設計思想物化為具有一定結構、功能

特性的製品並可直接批量生產出零件，是製造技術行業一次新的變

革。該工藝技術不僅具有常規粉末冶金工藝工序少、無切削或少切

削、經濟效益高等優點，而且克服了傳統粉末冶金工藝製品密度低、

材質不均勻、機械性能低、不易成型薄壁、複雜結構的缺點，特別

適合於大批量生產小型、複雜以及具有特殊要求的金屬零件。

2 、MIM 生產流程

2.1 生產流程

2.2 過程簡介

金屬粉末

MIM 工藝所用金屬粉末顆粒尺寸一般在 0.5~20μm; 從

理論上講 , 顆粒越細 , 比表面積也越大 , 易於成型和燒結。而

傳統的粉末冶金工藝則採用大於 40μm 的較粗的粉末。

有機黏著劑

有機黏著劑作用是黏接金屬粉末顆粒，使混合料在注射

機料筒中加熱具有流變性和潤滑性，也就是說帶動粉末流動的

載體。因此，黏著劑的選擇是整個粉末注射成型的關鍵。對有

機黏著劑要求：��用量少，即用較少的黏著劑能使混合料產生

較好的流變性；��不反應，在去除黏著劑的過程中與金屬粉末

不起任何化學反應；��易去除，在製品內不殘留碳。

混練與造粒

混練時把金屬粉末與有機黏著劑均勻摻混在一起，將其

流變性調整到適於注射成形狀態的作用。混合料的均勻程度直

接影響其流動性，因而影響注射成型工藝參數乃至最終材料的

密度及其它性能。注射成形過程中產生的下角料、廢品都可重

新破碎、造粒，回收再用。

各為讀者大家好~~本期小編特選 MIM 工藝來說明，這可是和我司有

密切相關的工業技術，技術力若越高其使用的刀具會越少，所以我們

應多關注其變化，下面就請各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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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M 工藝特點 

3.1MIM 工藝與其它加工工藝的比較 

3.1.1 MIM與傳統的粉末冶金（PM）的比較 

混料 

黏著劑 

金屬粉末 

造粒 注射成形 脫蠟

燒結 必要的後處理 

注射成形

本步工藝過程與塑膠注射成型工藝過程在原理上是一致

的，其設備條件也基本相同。在注射成型過程中，混合料在注

射機料筒內被加熱成具有流變性的塑性物料，並在適當的注射

壓力下注入模具中，成型出毛坯。注射成型的毛坯的密度在微

觀上應均勻一致，從而使製品在燒結過程中均勻收縮。控制注

射溫度、模具溫度、注射壓力、保壓時間等成形參數對獲得穩

定的生坯重量至關重要。要防止注射料中各組分的分離和偏

析，否則將導致尺寸失控和畸變而報廢。

脫蠟

成型毛坯在燒結前必須去除毛坯內所含有的有機黏著劑，

該過程稱為脫蠟。脫蠟工藝必須保證黏著劑從毛坯的不同部位

沿著顆粒之間的微小通道逐漸地排出，而不降低毛坯的強度。

溶劑萃取部分黏著劑後，還要經過熱脫粘除去剩餘的粘接劑。

脫蠟時要控制坯件中的碳含量和減少氧含量。

燒結

燒結是在通有可控氣氛的燒結爐中進行的。MIM 零件的

高密度化是通過高的燒結溫度和長的燒結時間來達到的，從而

大大提高和改善零件材料的力學性能。

後處理

對於尺寸要求較為精密的零件，需要進行必要的後處理。

本工序與一般金屬製品的熱處理工序相同。

3、MIM 工藝特點

3.1MIM 工藝與其它加工工藝的比較

3.1.1 MIM 與傳統的粉末冶金（PM）的比較

MIM 使用的原料粉末粒徑在 2 － 15µm, 而傳統粉末冶金

MIM使用的原料粉末粒徑在 2－15µm,而傳統粉末冶金的原粉粉末粒徑大多

在 50__100µm。MIM工藝的成品密度高，原因是使用微細粉末。MIM工藝具有傳

統粉末冶金工藝的優點，但是形狀上自由度高是傳統粉末冶金所不能達到的，傳

統粉末冶金限於模具的強度和填充密度，形狀大多為二維圓柱型。 

表一、MIM制程和傳統粉末冶金法的比較 

比較專案  
製造工藝 

MIM工藝 傳統粉末冶金工藝 

粉末粒徑（µ） 2－15 50－100 

相對密度（%） 95－98 80－85 

產品重量（g） 小於或等於 50 10－數百 

產品形狀 三維複雜形狀 二維簡單形狀 

機械性能 優 劣 

3.1.2  MIM與精密鑄造的比較 

在金屬成形工藝中，壓鑄和精密鑄造是可以成形三維複雜形狀的零件，但壓

鑄僅限於低熔點金屬，而精密鑄造（IC）限於合金鋼、不銹鋼、高溫合金等高熔

點金屬及有色金屬，對於難熔合金如硬質合金、高密度合金、金屬陶瓷等卻無能

為力，這是 IC的本質局限性，而且 IC對於很小、很薄、大批量的零件生產是十

分困難或不可行的。IC產業化已成熟，發展的潛力有限。MIM是新興的工藝，將

擠入 IC大批量小零件的市場。 

3.1.3 MIM與傳統機械加工的比較 

傳統機械加工法，近來靠自動化而提升其加工能力，在效率和精度上有極大

的進步，但是基本的程式上仍脫不開逐步加工（車削、刨、銑、磨、鑽孔、拋光

等）完成零件形狀的方式。機械加工方法的加工精度遠優於其他加工方法，但是

因為材料的有效利用率低，且其形狀的完成受限於設備與刀具，有些零件無法用

機械加工完成。相反的，MIM可以有效利用材料，形狀自由度不受限制。對於小

型、高難度形狀的精密零件的製造，MIM工藝比較機械加工而言，其成本較低且

效率高，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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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MIM 與精密鑄造的比較

在金屬成形工藝中，壓鑄和精密鑄造是可以成形三維

複雜形狀的零件，但壓鑄僅限於低熔點金屬，而精密鑄造

（ I C）限於合金鋼、不銹鋼、高溫合金等高熔點金屬及有

色金屬，對於難熔合金如硬質合金、高密度合金、金屬陶

瓷等卻無能為力，這是 I C 的本質局限性，而且 I C 對於很

小、很薄、大批量的零件生產是十分困難或不可行的。 I C

產業化已成熟，發展的潛力有限。M I M 是新興的工藝，將

擠入 I C 大批量小零件的市場。

3.1.3 MIM 與傳統機械加工的比較

傳統機械加工法，近來靠自動化而提升其加工能力，在

效率和精度上有極大的進步，但是基本的程式上仍脫不開逐步

加工（車削、刨、銑、磨、鑽孔、拋光等）完成零件形狀的方

式。機械加工方法的加工精度遠優於其他加工方法，但是因為

材料的有效利用率低，且其形狀的完成受限於設備與刀具，有

些零件無法用機械加工完成。相反的，MIM 可以有效利用材

料，形狀自由度不受限制。對於小型、高難度形狀的精密零件

的製造，MIM 工藝比較機械加工而言，其成本較低且效率高，

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MIM 技術彌補了傳統加工方法在技術上的不足或無法製

作的缺憾，並非只與傳統加工方法競爭，MIM 技術可以在傳

統加工方法無法製作的零件領域發揮其特長。其工藝特點與其

它工藝的比較如下圖：

表二、MIM 工藝和其他金屬加工工藝的比較

MIM 技術彌補了傳統加工方法在技術上的不足或無法製作的缺憾，並非只

與傳統加工方法競爭，MIM 技術可以在傳統加工方法無法製作的零件領域發揮

其特長。其工藝特點與其它工藝的比較如下圖： 

表二、MIM工藝和其他金屬加工工藝的比較 

加工法 

比較項目 
MIM 精密鑄造

傳統粉

末冶金 
冷間鍛造 機械加工 壓鑄 

形狀自由度 4 5 2 2 4 4 

形狀精巧度 5 4 4 5 5 4 

精度 4 3 4 5 5 3 

機械強度 4 4 2 5 5 1 

材質適用自由度 5 4 5 2 3 2 

模具費 3 4 3 1 5 3 

 

 

任何形式刀桿
(油壓 /側固 / ER / DC / SK...等 ) 各系列燒結刀桿

燒結捨棄式刀頭

嶄露頭角全系列刀具 中心出水鑽頭 各式鎢鋼材質刀具

1. 震虎、山謙聯名開發
    ( 專利產品﹐仿冒必究 )
2. 雙頭龍燒結式轉接座
    讓您更靈活運用與加工

內冷中心孔

1. 運用雙頭龍設計搭配燒結方式降
低偏擺﹐提高   
    刀具壽命
2. 低利時代﹐降低刀具成本
3. 多樣選擇﹐靈活運用

1. 鎢鋼抗震材質
2. 多種規格可供選擇
3. 製作過程較容易
4. 環保節能最佳選擇
5. 以燒結方式結合、 
    提供更高精度
6. 可搭配中心出水

雙頭龍內冷燒結抗震刀桿組
各種組合示意圖

照  過  來 
新專利產品

相關產品訊息請洽
林志煒 0988667109     賴怡中 0931667104    陳信吉 0988667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