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動業務
發展的動力





破除藩籬、 
開拓潛能， 
您的因應之策...

現在即是克難致勝的大好時機。別再安逸於現狀。大膽地追求心中的理
想。立即將您的設計構思付諸紙端，落實推動新專案。掌握時機聯盟整
隊，制訂高瞻遠矚的策略，攜手共創未來。什麼是推動您業務發展的動
力？現在正是挖掘答案的最佳時機。 





逾 24 個國家 
6500 多名員工 
一個共同擔負的使命

您或許還未瞭解我們的名字，但肯定您有體驗過我們所發揮的效
用。穆格 機動控制解決方案正於世界各個角落默默地服務各種
工業應用，以其最優異的性能為各行各業提供世界一流的生產效
率。我們前瞻的思維模式不斷地推動液壓、電動及混合控制技術
的發展，深獲當今最資深設計工程師、製造業專家及機器製造商
的推崇，客戶遍及塑膠業、金屬成型、紡織等各個領域。

協同合作的力量

儘管穆格的營運分佈在全世界 24 個國家，所有團隊均秉持著一
個共同的宗旨：即協助工業客戶將其思維提昇到未曾企及的境
界。此一宗旨始終貫徹於穆格企業集團，總市值 10 億美元，專
門致力於軍用和商用飛機、衛星、太空梭和火箭、導彈、工業機
械及醫療設備等業務。

透過利用其他領域的工程技術突破並大力採用整個企業的主要
特長與專業技術，我們的工業業務部可為客戶提供極具深度的
智慧資本與生產實力。

50 多年的業界經驗讓我們發展得更加強大

如今，憑藉著半個世紀以來的非凡成就與榮耀，穆格已成為一家
擁有數千名員工、並在業內享有崇高聲望的產品創新型企業。
本企業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號為 
MOG.A 與 MOG.B）。我們不斷為世界級的機動控制解決方案設
立新的性能標準。

企業的本質精神最早可追溯到 1951 年創業之初，當時 Bill 
Moog、 
Art Moog 與 Lou Geyer 三人憑藉 Bill 歷史性的發明-首款實用
型伺服閥（一種更可靠、更易於製造的高性能控制裝置），共
同創立了穆格製閥公司。

這三位雄心壯志的創業先驅所倡導的協作精神一直延續到今日。
我們承襲此一優良傳統，殫精竭慮地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各種專業
技術、諮詢與不斷改良的系列產品，協助客戶解決各種棘手難
題，克服各種障礙。



將您的願景提昇至 
更高層次

目前製造商正面臨著提高效率、增進生產力的空前壓力：或要生
產出品質超群的產品，或要採用新材料或新的製造程序。

同樣的，對於效能更高、速度更快、壽命更長、成本更低的工業
設備需求也在不斷增加。根據機器類型、用途、地區或預算限制
等不同條件，客戶可採用液壓、電動或兩者兼備的適用機動控制
解決方案。

無論採用何種技術，穆格公司的控制電子產品與軟體均可提供高
性能的控制解決方案。尤可稱道的是，所有產品均可無縫整合協
作。

這就是為什麼穆格公司的應用工程師總是先從問題而不是從產品
入手。我們會刨根問底，深入探究，並採取主動行動。我們考慮
更多的是最終效果，而不是提供已預備好的實施方案。這種中立
技術的方法不僅可以讓您從此一最佳思維模式中受益匪淺，更可
為您提供我們世界級的高性能系列產品。

液壓解決方案

自從 1950 年首款實用伺服閥問世以來，我們的名字就成為液壓
機動控制技術的同義詞。如今，在各種應用中皆可看到穆格伺服
閥、伺服比例閥、伺服插裝閥、促動器以及徑向柱塞泵的蹤跡。
這包括塑膠射出成型和中空成型機、金屬成型機、燃氣和蒸汽渦
輪發電機組、造紙機與鋼鐵廠設備控制，以及一級方程式賽車控
制系統、飛機疲勞測試系統促動器和飛機模擬器等等，可說是舉
不勝舉。

電動解決方案

操作環境清潔、低噪音、耗能小，這些僅僅是使電機機動控制成
為全球各種應用首選解決方案的眾多優點中的幾個。借助於更強
而有力的伺服馬達、伺服驅動器、促動器以及電氣組件的研製開
發，電機機動控制技術已成為日益可行的選擇方案。諸如塑膠機
器、地毯簇絨機、彎管機、燃氣渦輪、下孔式鑽探機以及飛行模
擬器等各種應用全都得益於穆格在此快速興起技術領域上的專
長。

電液混合解決方案

您可曾想到，如果把液壓與電動技術的精髓融合於一個超高階應
用的單一閉環機動控制解決方案之中，將會有何等成效？塑膠工
業所使用的穆格 PowerShot™ 射出成型系統在內的電液混合解決
方案便是此一應用的新領域。我們將現有科技的優點，包括模組
化的靈活性以及更高的效率與清潔度，融會於創新的解決方案之
中，不斷努力突破業界常規，研發出更可靠耐用的系統，以因應
未來機器的要求。





我們將如何讓您的運作更具有生產力、更加精確、更富有經濟效
益？

我們會審慎分析您的系統需求、現有技術與技術規格以及總體性
能目標，透過密切合作協助您將理念化為實際方案。我們能在今
日瞬息萬變的市場中締造非凡的佳績。以下與您分享我們在一些
領域取得的成就。

塑膠業

在 70 年代末期，穆格成功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個閉環射出成型機
動控制器，促使塑膠工業經歷了一次創新變革。此後，我們協助
機器製造商設計了歐洲首座電動射出成型機，讓客戶享有清潔、
低噪音、高生產力、節能的機動控制。

今日，當機器製造商力圖透過使用新材料和樹脂材料提供性能更
高、厚度更薄、重量更輕的塑膠產品時，穆格的伺服比例閥、徑
向柱塞泵、機動控制伺服驅動器、伺服馬達和相關軟體在幾乎所
有的高性能射出成型機領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的高性能
系統提供了汽車、封裝、電子與醫療等各行業中使用的射出成型
與中空成型機的精密控制。同樣的，我們的型胚促動器為液壓和
電動系統提供了最高水平的控制。

同時我們也在高速大噸位塑膠機器中使用的混合技術上居於主導
地位。我們的混合性 PowerShot™ 射出成型系統即是講求高液壓
動力和速度、低電動耗能與噪音的高階塑膠應用中一個不可或缺
的要素。此一革新的技術是穆格與日本一家領導的大型塑膠機器
製造商密切合作的成果。

在全球機動 
控制市場中 
共創輝煌榮景

金屬成型 

先進的機器製造商們都瞭解在借助適當的機動控制解決方案，便
可獲取更高的生產力、更高的精確度以及更優良的零件重複製造
品質。從用於垂直壓印機的閉環減震控制到彎板機的閉環高性能
解決方案以及用於彎板機、粉末成型壓機與衝壓機的電動控制解
決方案，穆格不斷在業界中推陳出新，領導潮流。我們的專家亦
努力不懈地開發新的具有更高效率和生產力的金屬成型混合解決
方案。 

我們的產品遍及全球，無論是伺服比例閥、徑向柱塞泵、智慧型
油路系統和伺服馬達，還是伺服驅動器、促動器、控制器和軟體
套件，在汽車、器具、家用消費品等各行業中均有著舉足輕重的
作用。

紡織

紡織業的機器製造商一直在尋找可以提高紡織廠生產力、改善織
品品質的解決方案，以保持強而有力的競爭力。要達到如此境
界，必須依靠更先進的電動控制解決方案。新紗線的出現使得改
良傳統的編織紡紗機流程的需要更行迫切，進而影響了這些機器
的機動控制演算法。紡織業機器製造商十分依賴為其設備精心訂
製的機動控制解決方案。穆格提供各種以電動伺服馬達、伺服驅
動器和機動控制產品系列為基礎的靈活解決方案。



飛機模擬

軍事與商業飛機駕駛需要借助飛行模擬訓練不斷提高其飛行技術。這些
先進的飛行模擬器中的一些關鍵功能都是採用穆格 FCS 機動控制解決方
案。我們在模擬器零件製造上已有 30 多年的經驗，從伺服閥開始，經
過液壓促動器，直到包括擁有 12,000 公斤（26,500 磅）有效載荷能力
的大型全電動機座的完整機動系統。穆格的另一項業務核心是設計精密
的控制軟體，用於機座操作並在無需額外測試設備的前提下進行維護測
試。在堅持不懈創新以滿足不斷變化的飛行模擬器性能、維護和安全要
求，我們的設計工程師以其遠遠凌駕「現成」技術的創新解決方案而享
譽全球。

賽車運動

在一級方程式賽車方面，我們的高性能伺服閥為世界頂尖賽車隊提供了
關鍵的速度與功率密度。專用的穆格液壓伺服閥應用於一級方程式賽車
的離合器、差速器、油門、變速器以及引擎進氣閥。針對賽車的專門設
計，使得穆格液壓伺服閥遠比商業用途的普通伺服閥體積更輕巧、運作
更快速。事實上，我們一直都在不斷推動業界向前發展，設計擁有與傳
統體積較大和較重閥門相同能力的精密先進微型閥門即是最好的實例。

其他領域

穆格還在哪些其他領域協助機器製造商破除障礙獲取更大的生產力？發電
領域即是其中的一例。穆格系統應用於燃氣和蒸汽渦輪的燃料調節閥內。
風輪機採用我們最新的閥技術。而全世界的發電廠也使用穆格堅固耐用的
設計以及高度動態響應，來改善位置控制。 

我們的解決方案同樣應用於全球的鋼鐵廠和鋁廠。造紙機採用穆格的高速
操作精確位置控制解決方案。您甚至可以在測試設備領域中看到我們的專
長與工作系統。

從我們原有的環閉控制到今日的智慧型軟體系統，穆格旨在為新一代高性
能機器提供有效的機動控制解決方案。只要您提出構想，我們將協助您付
諸實行。



打造更佳的 
解決方案

在過去 50 多年來，穆格產品為世界上一些最關鍵的機動控制應
用進行了訂製改良。當出現新的應用需求時，我們的設計團隊與
客戶密切合作之下不斷為穆格多元的產品系列增添新生力軍。其
中有一些經過訂製專用於獨一裝置。其他的則成為許多行業使用
機器中的標準設備。我們還透過各種最新的技術突破和進步不斷
改善尖端產品。這是我們與客戶精誠合作開發高性能機動控制解
決方案的成功根基。

伺服閥與伺服比例閥

當 Bill Moog 發明了第一個實用型伺服閥時，他的名字便成為高
性能、高可靠性與多樣性的代名詞。穆格伺服閥如今與其他的機
動控制產品配合工作，採用最新的技術，如現場總線通訊、嵌入
式機動控制電子組件以及擁有先進的機動控制演算法並可與開放
式架構系統互換的配置軟體。不僅如此，您還可以在各種專用的
配置中發現其蹤影，其中包括針對獨特的機器要求專門設計的防
爆型和故障安全型產品。無論如何，穆格伺服閥仍然是機動控制
系統的核心，是確保機器功能、品質與生產力的關鍵。

伺服馬達與伺服驅動器

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我們的無刷伺服馬達產品以其動態性能、
功率密度及高可靠性而廣泛應用於各種用途，包括機器人、下孔
式鑽探機、物料處理、紡織、飛行模擬、塑膠業等。隨著多年來
的主要併購活動，我們不斷擴大產品範圍，同時根據客戶的需要
隨時對產品技術規格進行訂製或改良以滿足其需求。使用我們的
電動零件的促動器為飛行模擬、金屬成型、中空成型及其他更多
應用上提供了高性能的客製化解決方案。



機動控制器

穆格機動控制器可與旗下的伺服閥、伺服馬達、伺服驅動器及液
壓產品完美整合，協助支援整合系統解決方案，所產生的效益遠
勝於其他單一通用零件。採用符合 IEC 61131 標準的配置軟體，
使方案的設計能夠因應各種獨特應用的要求，並促使這些智慧型
機動控制器成為機器設計製造商的理想選擇，盼能對所生產的設
備更上層樓。

其他解決方案

穆格徑向柱塞泵、整合液壓油路系統以及插裝閥等使我們在性能
與設計模組化方面享有極高聲譽。而且如同我們其他的產品系列
一樣，我們不斷對這些主要零件改善設計，確保能適用於更新和
更具挑戰的應用。

未來目標

我們不斷為穆格產品大家族增添新生力軍，同時並對現有產品系
列進行重新設計、改良、增強與重新配置，以確保在先進的應用
領域中能保持適用性與靈活性。目前的產品和系統專案包括：

• 提供更靈活的連接性

• 新增嵌入式智慧型功能和軟體

• 強化總系統整合能力

• 提高產品靈活性

無論行業應用向何處拓展，我們都將與其並進，不斷努力設計和
製造滿足業界要求的機動控制解決方案，並大膽求新，引領行業
新潮流。





與您的想像 
展翅翱翔

從在美國設計用於飛行模擬器的電動促動器，到協助義大利鋼鐵
廠大刀闊斧地改良其測量設備控制，乃至與日本的塑膠機器製造
商密切合作開發新一代射出成型機，穆格機動控制解決方案惠及
全球各個角落 150 多個國家的公司。

穆格業務遍及全球

我們的經營方式簡單但功效強大。穆格在許多國家設有分支機
構，能夠在當地工作和生活使得我們的團隊充分瞭解旗下產品
在全球不同應用目的與應用方式間的細微差別。這也就意味著
我們能夠駕輕就熟地設計適用於特定市場的主要解決方案，而
且隨時根據具體應用修改產品滿足要求。

這種無可比擬的本地化認知、區域化專長以及設計靈活性，確保
我們可以因地制宜，視具體的應用環境設計機動控制解決方案。
我們清楚瞭解機器相關條例與性能標準。對於客戶要求的技術資
料類型更是瞭如指掌。我們的工廠和設施與客戶咫尺相距。簡而
言之，整個團隊從設計工程到客戶服務，全都能提供因應您當地
業務需要的產品與服務。

售後服務支援

我們與客戶的合作不會因交易的結束而中斷。實際上，穆格 
Authentic Repair® 服務與我們的產品一樣可靠靈活。遍及全球訓
練有素和授認可的服務技術人員隨時待命，讓您在需要相關服務
時，確保您的穆格產品能獲得及時、準確的修理和維護。

此外，我們還提供一系列極具輔助性的實務訓練課程。有些為定
期舉辦課程。其他則專為客戶熟悉和瞭解新技術而設計課程。

除了這些課程，我們的專業零件專家還會定期現場走訪。您也可
以透過電話和電子郵件隨時與其聯絡。在許多地區，我們的專家
還會提供裝置啟動/重新安裝、故障檢測、現場維修或設備更換、
維護以及產品升級等服務。這一切全在於向您保證，無論您的工
作地點在何處，我們都與您同在，確保您的機動控制應用獲得妥
善的管理和維護。而且我們時刻準備迎接新的目標挑戰。 



掌握時機 
勇往直前

世界級的解決方案、靈活適用的設計理念、遍及全球的支援服務，這全由
穆格的專家為您提供，清楚瞭解您的遠大志向並全力協助您達到目標。而
這就是穆格的價值所在。

今後無論您在機動控制領域面臨何種挑戰，我們都將與您共同應對，讓您
的構想更趨完美，協助您克服最艱難的障礙，建立更有效的工作方式，進
而締造業務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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