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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重要须知 

� 因为各种机台设备都具有不同的运转特性以及操作方式，负责应用操作此软件的所有工程
人员，都必须确保是按照本手册的操作说明，以正常操作来应用这套软件。 

� 在任何非正常操作本软件的情况下，若是因使用或操作本软件所造成的任何间接或连带损
失，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概不负责。 

� 本软件手册中所提到的操作范例以及图表内容仅适用于功能解说。但因为实际的操作和设
定一定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变量和需求发生。故不建议用户直接按照本手册的范例内容去进
行实际应用和操作，若是使用者欲直接使用本书中的范例进行实际应用操作，台达电子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 对于使用本手册中所提到的信息、设备规格或软件版本而引起的专利问题，台达电子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若未经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请勿任意复制本手册。 

� 本手册的内容，在产品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功能性的过程中，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保
留有权改变本手册的定义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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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重要信息] 

当您刚开始要尝试安装和操作本软件之前，请仔细阅读下面这些说明。说明内容会包含危害设

备的错误信息、提醒注意的警告信息等，请详加阅读本文件并仔细注意我们的提醒，以确保您

的安全使用。 

[注意] 

在接收检验、安装、配线、操作、维护及检查时，应随时注意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标志「危险」、「警告」及「禁止」代表之涵义： 

 
危险：意指可能潜藏危险，若未遵守可能会对人员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害。 

 

警告：意指可能潜藏危险，若未遵守可能会对人员造成中度的伤害，或导致产品严

重损坏，或甚至故障。 

 

禁止：意指绝对禁止的行动，若未遵守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或甚至故障而无法使

用。 

设备操作 

 

� 请依照指定的方式搭配使用伺服驱动器及伺服电机，否则可能会导致人员伤害

或设备故障。 

安装注意 

 

� 禁止当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正在运行状态下，将软件通讯线连接上伺服驱动器，

此动作会造成无法预测的伺服电机动作，造成危安事件发生。 

� 此确认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是在停止运作的状况下，再进行软件通讯线的联接设

定，以避免机台运转中发生误动作，发生意外。 

配线注意 

 

� 请在开启伺服驱动器电源之后，再将本软件的通讯线连接上驱动器。可以避免

电机误动作造成危安事件。 

� 软件通讯线请务必使用有隔离屏蔽网的标准线材，否则可能会容易发生讯号干

扰问题。 



安全注意事项||||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軟體操作手冊 V2.0 

� 软件通讯线的建议长度请不要使用超过 1.5 公尺(4.92 英尺)，否则容易发生讯号

衰减问题。 

� 配线时，请参照线材选择进行配线，避免危安事件发生。 

操作注意 

 

� 当机械设备开始运转前，须配合其使用者参数调整设定值。若未调整到相符的

正确设定值，可能会导致机械设备运转失去控制或发生故障。 

� 机器开始运转前，请确认是否可以随时启动紧急停机装置。 

� 当使用”示波器”、”系统分析”等监控功能项目，请务必注意通讯线是否正常连接，

如果有松脱或是脱落将会影响监控数据。 

 

 

 

� 使用软件的”增益调整”功能中，请不要用手或是其他坚硬物体碰触伺服电机的轴

端范围。 

� 强烈建议：当使用软件做设置或测试机台中；请不要在机台运行中，突然拔除

软件通讯线，此动作很有可能造成无可预料的危安意外发生。 

 

 

�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请在进行试运转之前，先确认软件内所有的参数、监控、

调机功能都已经设定到正确的状态。 

� 当使用软件内部的触发功能进行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调整和测试时，请务必确

认设置的工程人员不能够离开机台附近。如果工程人员要离开，请务必先停止

软件内所有的触发设定功能，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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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关于本书说明] 

本书介绍使用 ASDA-Soft 伺服软件，版本为 V4.08 系列，来进行台达电子 ASDA 系列伺

服电机暨驱动器的运行调适以及运动控制功能设定。用户可以透过本手册了解下面功能的

设定方式： 

� 操作画面简介 

� 监控示波器简介 

� 系统分析简介 

� 运动控制设定简介 

� 范例操作简介 

NOTE  1. 关于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考台达电子 ASDA 伺服电机暨驱动器 

        各系列使用手册。 

2. 关于 ASDA 伺服产品的系统架构以及运动控制模式的介绍，请参考 

        台达电子 ASDA 伺服电机暨驱动器各系列使用手册。 

3. 产品操作说明书，请上台达电子工业自动化类产品网站下载专区。  

[关于适用对象] 

本书适用于已经购买台达电子 ASDA 系列伺服驱动器的用户，或正在使用台达电子 ASDA

系列产品进行配置调适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外，现场维护的工程人员也可以使用本手

册确认故障信息并进行相关的排除动作。 

如果使用者对于 ASDA-Soft 有任何的疑问，请联系您当地的台达电子伺服产品经销商，或

是您可以通过台达伺服技术支持的邮箱 Servo.Support@delta.com.tw 来提出相关的产品

操作问题，台达伺服技术部门在收到邮件后会尽快与寄件的客户联系。 

[关于注意事项] 

本书中所提到的相关注意事项，以及操作中的正常程序，都已经包含在各章节的内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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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有意留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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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章章章章、、、、    安装环境与软件安装 

【概要】 

台达电子 ASDA-Soft 伺服软件（版本 V4.08.04）需要安装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

行，本软件可以使用标准 USB 通讯线（或是 IEEE1394 通讯线）来和 ASDA 系列伺服驱

动器进行通讯连接。台达电子有提供标准软件连接通讯线（详细数据请参考台达电子网站

ASDA-A2 / B2 产品型录）。使用时请配合阅读 ASDA 伺服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 

NOTE  1. Microsoft®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或其他国

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2. IEEE1394 通讯线使用 RS232 接口，而且不支持软件示波器功能。 

【适用的驱动器型号】 

本软件主要用于台达电子 ASDA 系列伺服驱动器，不可用于其他厂牌的伺服驱动器。 

对应台达伺服驱动器的系列名称如下： 

ASDA-A2 / ASDA-B2 / ASDA-A / ASDA-A+ / ASDA-AB / ASDA-B 

NOTE  1. 本书的内容是以介绍 ASDA-A2 驱动器的操作为主，故不会提到其他系

列驱动器的软件设定和操作说明。 

2. ASDA-Soft 软件可以于台逹电子的网站下载：ASDA-Soft V4.08.04 。 

3. 若您发现本手册内容有任何错误或者有任何意见，都欢迎您来信：

Servo.Support@delta.com.tw。 

【必要的安装环境】 

个人计算机 

OS 系统 Windows® Vista Sp1 （32bit 版本） 

Windows® 7 （32bit 版本, 64bit 版本） 

Windows® XP SP3 （32bit 版本） 

上述 OS 也包含英文, 简体中文, 日文, 韩文版 

＊64bit 版本仅适用于 Windows 7 

CPU 等级 Pentium Ⅲ 512MHz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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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需求 512MB 以上（推荐 1GB） 

硬盘容量需求 安装容量需要 100MB 以上 

串行通讯功能 USB 通讯口 / IEEE1394 通讯口（RS232） 

屏幕设定 

屏幕分辨率 1024 × 768 像素以上 

色彩质量 24bit 色 （TrueColor）以上 

 

 
1. 客户须具备 Windows® 操作系统。 

2. 本软件不支持其他操作系统，请特别注意。 

3. 硬盘容量是指 ASDA-Soft 安装的需求容量空间。 

4. 请注意要使用最新版本的 ASDA-Soft 安装在 Windows® 操作系统。 

5. ASDA-Soft 的窗口显示可能有异常的情况。这时请将画面的属性按照下

面方式设定： 

� 在 Windows® 中，请将画面的属性更改为「Windows 传统配色」

样式。 

� 在 Windows®XP 中，控制面板/画面的属性的「外观」卷标里，将

「Windows XP」样式变为「Windows 传统配色」样式。 

� 在 Windows®Vista 或 Windows®7 中，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

更改主题里，将「Windows Vista」样式变为「Windows 传统配色」。 

6. 因为 ASDA-Soft 是透过连续性的数据通讯传输和驱动器建立闭环式的

数据交换处理，当用户开启多个操作程序时，ASDA-Soft 可能会占用较

多的计算机内存空间，故建议用户在使用 ASDA-Soft 进行调机或是运

动控制程序测试时，尽量不要在计算机上同时开启其他需要较大计算机

内存资源的软件，以避免 ASDA-Soft 在操作中容易发生错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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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不能保证 ASDA-Soft 可以在非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行正常。 

2. 对应于从 2008 年 11 月到现在流通的最新版本 Windows®XP  和  

Windows®Vista 。对应于从 2012 年 2 月到现在流通的最新版本

Windows®7 。其他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版本可能会有动作异常的

疑虑。 

3.  请勿启动多个，或是开启不同版本的 ASDA-Soft 软件来操作 ASDA 伺

服驱动器，这样会造成 ASDA-Soft 软件的执行异常。 

4.  本书的图面如果和台达官网上最新 ASDA-Soft 软件有不同，请以台达

官网上最新版本的软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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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软件安装说明 

【下载安装程序】 

1. 从台达电子网站下载 ASDA-Soft； 

NOTE  台达电子网站上所载的软件版次，可能因为加入新功能或其他的原因进行

版次更改而与本手册上的示范版有所差异，这部分若有疑问，请和购买驱

动器的经销商联系以了解更多信息。 

 

 

2. 当跳出下面的窗口后，请点选 ，并请储存在您指定的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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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跳出下面的储存窗口，用户指定储存的目标文件夹后，点击  结束； 

 

4. 下载文件完后，请执行解压缩；便会得到下面的解压缩目录。 

 

目录内含下列的档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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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Vista / Windows®XP 下安装 ASDA-Soft 程序】 

1. 点选 开始程序的安装； 

2. 安装精灵开始进行系统检查； 

 

3. 系统检查完毕后，主程序会开始进行安装准备； 

 

4. 安装准备完毕后，跳出程序安装主画面，请点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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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使用者名称、公司/部门名称；完成后请点选 ； 

 

6. 设定安装目录路径，若用户要变更安装路径，请点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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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  后，可以变更安装目录； 

 

7. 确认安装信息后，请点选  开始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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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进行中； 

 

9. 安装精灵完成，请点选  结束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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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选  � ，可以看到下面的程序路径。目录内含四个程序： 

� ASDA_MSizing：电机选型工具； 

� ASDA_Soft V5.01.Beta：ASDA-Soft 主程序； 

� Help Cht：软件帮助文文件； 

� Uninstall：卸载； 

 

NOTE  1. 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时，如果显示错误信息；请立即取消安装，并重

新执行安装程序。 

2. 在程序安装完成之前，请不要切断电源，或启动其它软件安装程序，

避免安装过程中发生失败。 

3. 请 不 要 随 意 删 除 安 装 文 件 夹 内 的 档 案 （C:\PRogram Files\Delta 

Industrial Automation\ASDA_Soft V 4.08.04），要执行删除程序时，

请使用 Uninst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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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联机配置说明 

【硬件需求】 

名称 说明 

个人计算机 
1. 请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 

2. USB 接口需要支持 2.0 以上版本。 

1. ASDA-A2 系列的软件通讯连接线有支持两种型号： 

 

DOP-CAUSBAB （透过 IEEE1394 接头，

利用 RS232 界面和驱动器进行通讯连接。

请注意，使用本通讯线时，无法使用软件

示波器功能。） 

 

ASD-CNUS0A08（透过 USB 2.0 以上版

本与驱动器进行通讯连接。请注意，因为

本连接线 USB 接头并未有卡榫与计算机

USB 接头固定，使用时请小心不要在容

易晃动，或是易被拉扯线材的地方操作。） 

软件通讯连接线 

2. ASDA-B2 及其他伺服驱动器系列的软件通讯连接线同样支持

ASD-CNUS0A08 通讯线材。 

 

� 请不要使用不正确的软件通讯连接线和台达伺服驱动器进行连接；不当的硬件连

接很可能造成驱动器损坏。 

� 有关于软件通讯连接线的规格，请务必使用含金属屏蔽网之标准双绞线 USB通
讯线材，若使用无金属屏蔽网的线材规格可能造成讯号被干扰等情况产生。 

� 请不要自行制作多接头输出的软件通讯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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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个人计算机的规格和设定，请参考第二章 安装环境说明【必要的安装环
境】。 

2. 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安装和设定，请参考台达电子官网上的使用手册下载。 

3. 台达标准的软件通讯连接线，其线长为 1.5公尺(4.92英尺)。 

4. 上述的通讯连接线说明是以 ASDA-A2系列伺服驱动器为主。 

【ASDA-A2 软件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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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画面说明 

【主画面窗口说明】 

用户点选 ASDA-Soft 图标之后，系统会先跳出系统初始化的画面； 

 

初始化完毕后，系统会自动进入主程序画面。此画面由上到下为工具栏、快速功能列、状态栏。 

 

图示 功能说明 

 

 

工具栏；提供使用者开

启 ASDA-Soft 各项应

用工具以及说明文件。 

 
快速功能列；提供使用

者快速开启常用，或是

重要的工具。 

     
状态栏；显示目前软件

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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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章章章章、、、、    基本操作功能说明 

【简介】目前在台达电子网站上 ASDA-Soft 下载，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操作软件。这些版本

都是针对台达电子不断推出的新系列驱动器产品，提供了多样化进阶的产品应用功

能。 

于本章节中，将介绍 ASDA-Soft 调机软件内，属于非应用编程功能的基本操作。

在本章节用户能够学习如何设定软件通讯端口，如何设定接口语系等。 

本章节会提到的功能如下： 

1.) 【档案】 

2.) 【设定】 

3.) 【语言】 

4.) 【状态监视】 

5.) 【模块信息】 

6.) 【窗口】 

7.)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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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档案 

【说明】使用【档案】可以用来开启参数档案、示波器数据文件。 

 

点选  会跳出下面的窗口： 

 

 

 

 

 

 

 

 

 

 

 

 

 



第 2 章 基本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16 

2.2  软件联机设定 

【说明】使用者可以使用【设定】来进行下面两个功能设定： 

 

这边针对【软件联机设定】做介绍，【语言选择】会在下面章节说明。 

【软件联机设定】：点选  后会跳出软件通讯联机设定的窗口； 

下面针对各选项功能做说明 

 

a.)【通讯联机设定】  

利用此功能快速设定 ASDA-Soft 与 ASDA 伺服驱动器的软件通讯连接。 

：设定通讯联机操作； 

：设定通讯脱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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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功能列上另外提供快速设定软件通讯联机的按钮； 

 

用户可以使用鼠标左键直接点选此按钮来进行软件通讯连接的设定。 

b.)【选择装置】，用户透过此功能，自行选择要连接的台达伺服驱动器 

 

c.)【自动侦测】 / 手动设定： 

下图画面中，使用者可以选择自动侦测或手动设定来完成 ASDA-Soft 软件和

ASDA-A2 伺服驱动器的通讯连接。 

 

图示 功能说明 

 

显示 ASDA-Soft 和 ASDA 伺服驱动器

连接的 USB 接口编号。 

左 图 显 示 目 前 USB 接 口 的 号 码 为

COM5。 

 

 
此按钮用来执行自动侦测 USB 接口；

当侦测软件通讯联机成功后，便会跳出

左边的提示窗口，并自动显示 USB 接

口编号于下拉菜单中。 

选择通讯自动

侦测 
选择手动通信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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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动侦测软件通讯联机失败，则会显
示「找不到任何装置!」的提示信息。 

 

点选 可以透过手动设定来完

成 ASDA 伺服驱动器的通讯位置设置。

右上方【请选择一个接口】可以让用户

选择使用 ASDA 伺服驱动器端【CN3】

或是【CN4】的通讯接口： 

【CN4】：USB 软件通讯连接口是主要

用来连接 ASDA-Soft 和 ASDA 伺服驱

动器的。透过【手动设定】可以调整站

号，并且确认计算机端 COM 接口的埠

号。如左图所示。 

 

【CN3】：通讯端口信号接线，一般的

应用是用户可利用 MODBUS 通讯结合

汇编语言来操作驱动器，或 PLC、HMI。

但当现场用户没有 USB 软件通讯连接

线可以连接 ASDA-Soft 和 ASDA 系列

伺服驱动器时，也可以利用 IEEE1394 

通讯端口信号线。如图 d 的画面。 

但请注意，当使用 CN3 当作软件通讯

连接口时，因为传输速率和实时性不

够，所以仅能够用来当作参数读写使

用，不支持示波器联机监控的功能。软

件画面会显示图 d 中红字的警告信息。 

d.) 【确认设定】  

当通讯连接设定完毕后，请点选【确定】关闭窗口；若不要进行设定，请点

选【取消】，另外，也可以使用标准窗口关闭按钮  来结束画面。 

按钮可以让用户快速开启软件说明文文件，了解软件通讯连接的

设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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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语言选择 

【说明】ASDA-Soft V4.08 支持三种语言显示，方便用户操作。有两种设定方式： 

1.) 使用工具栏内【设定】的目录列表，如下图所示。 

 

2.) 直接点选功能列上的  按钮，会跳出下面的窗口画面。用户可以选择指定语言

后，ASDA-Soft 操作接口会自动切换成选择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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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状态监视 

【说明】ASDA-Soft 可以透过通讯方式将 ASDA-A2 伺服驱动器内建的状态监视参数利用图
表方式，实时显示目前数据： 

 

以下是针对【监视项目】做的说明： 

图示 功能说明 

 

 

当使用者按下【Run】之后，右方的灯号会由黄色变换为

绿色，按钮显示也会切换到【Stop】。当使用者欲停止状

态监控，按下【Stop】即可停止。灯号也会切换回黄色。 

 

【监视项目】会依照不同系列驱动器所提供的监控项目，

显示于表格当中。 

上图是以 ASDA-A2 为例，共有 19 个项目可以监控。 

 

若用户在监视窗口中选择的监控命令属于 16 进制的数值

表示，则可以在主窗口最右侧的下拉式窗体选择格式。 

当用户将窗口切换到 ，则可以进一步透过手动方式，设定不同的监视项

目以符合所需。下面就针对此功能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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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可以让用户自行选择监控项目；这边总共可以分为三种项目做设置： 

 � 可以自行选择各系列 ASDA 伺服驱动器所提供的监视项目 

 � ASDA-A2 系列驱动器提供了映像参数群组可供用户弹性设定需

要的参数，透过映射参数群组使用者可以快速编辑一组连续的参

数群组，透过通讯方式进行数据读取或是写入的功能。除了可以

缩短通讯读写的时序时间，也能够达到多变化的应用设定。 

 � ASDA-A2 系列驱动器提供了 5 组的监视参数可供使用者设定不同

的监视项目，用户可以透过通讯的方式读取这 5 组监视项目的状

态。 

【监视项目设定】： 这个功能是针对各系列伺服驱动器内建的监控项目，让用户可以自行勾选

需要监控的项目。 

下表是监控项目： 

 

【映射参数设定】： 这个功能是让用户可以将设定在【映射参数】群组内的监控变量显示在【监

控项目】的表格当中。用户可以透过这里的勾选功能来设定映像参数，设

定方式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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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勾选预设置的映射参数 

 

步骤二：设定被映射的参数 

被映射的参数分为 16bit 或 32bit 两种；当设定 16bit 参数时，使用者可以分别针

对低/高位选择指定的参数做设定。如上例显示，当用户分别要读取 P2-02 和

P2-04 的数值，则可在低位项目和高位项目进行设定。 

 

当使用者要设定 32bit 参数时候，请直接设定低位项目，完成后请点选 32bit 项

目，则系统会自动填上高位项目，完成 32bit 映像参数的设置。如上例显示，当

用户要读取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和分母时，可参考 32bit 的映射参数设置。 

 

步骤三：完成上述步骤之后，请按下【变更】完成全部的映射参数设定。 

【监视参数设定】：这个功能是让用户可以在此勾选 P0-09 到 P0-13【状态监控寄存器】参数。

使用者也可以使用右边下拉式选单来设定P0-17 到P0-21 的参数显示内容。

下面以 ASDA-A2 为例子： 

    

NOTE  
1. 请注意：设定完毕【映射参数设定】和【监视参数设定】之后，都要按下

 才会将设定写入到驱动器内部。 

2. 完成上述三个项目的勾选参数之后，请按下【储存选择】来设定所选择的

监控参数群组；使用者另外也可以利用【选择全部】和【取消全部】来一

次性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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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窗口 

 【说明】当用户开启多个窗口时，可以利用【窗口】内的选项来安排窗口排列显示方式。 

 

ASDA-Soft 提供了【重叠显示】、【水平显示】、【垂直显示】、【全部最小化】等显示

方式。此外，【信息窗口】的功能可以显示用户在设定参数或是读写参数时，系统

显示的警告信息或是错误信息。 

【信息窗口】的右上角有  两个按钮，  代表了窗口隐藏，  代表了

窗口关闭。 

重叠显示 

 

水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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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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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说明 

【说明】ASDA-Soft 在【说明】当中提供了必要的说明文件，提供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的了解

ASDA-Soft 的使用方式，并加入了【驱动器参数说明】、【版本更新履历】等信息文

件，方便客户在参数设定以及问题排除上，都能立即得到支持。 

 

图示 功能说明 

 提供软件功能的说明和操作流程 

 提供系列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说明档 

 

若您发现本手册内容有任何错误或者有任何意

见，都欢迎您来信：
Servo.Support@delta.com.tw 

 提供各版本软件更新的功能项目说明 

 提供软件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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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3章章章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 

【简介】在本章节使用者将能够学习如何操作软件示波器，如何利用自动增益调整来应对不

同的机构环境，如何透过参数编辑器快速设置参数，如何利用参数精灵完成模式设

定。本章节提到的功能如下： 

1.) 【示波器】 

2.) 【自动增益调整】 

3.) 【数字 IO/寸动控制】 

4.) 【系统分析】 

5.) 【异警信息】 

6.) 【参数编辑器】 

7.) 【参数初始化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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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示波器 

 
ASDA-Soft 软件提供了内建的高速实时性的监控示波器工具，使用者可以利用此示

波器工具来撷取和分析各项实时信息。 

示波器采单一主画面架构，并支持多信道的弹性设置；其特色除了包含基本硬件示波

器的功能外，还针对 ASDA-A2 独特的内部运动控制程序，提供了多样化的功能。主

要的特色如下： 

� 提供了最多 4 个数据信道，信道的高速取样频率提供了 8kHz 和 16kHz 两种带宽，

数据位也可以设定为 16 位或是 32 位两种，用户可以弹性设置不同监控来源做分

析。本手册是以和 ASDA-A2 驱动器的软件操作为主，故内容会以此为主要说明。 

� 使用者可以透过框选方式直觉式的将画面放大，并可使用鼠标左键双击缩小目前

画面。便利使用者的操作。 

� 可以透过设定独立各通道的坐标系，对于不同单位的监视变量不会有信息失真的

问题产生。 

� 软件提供直接设定监视命令（[IDX] Normal ）、输入特定的位置格式（[ADR] 

Address ）、监视变量代码（[VAR] Variables ）、参数代码（[PAR] Parameters ） 、

和 CANopen Index 代码（[CAN] CANopen ）做为命令来源，对于工程人员分析

动作现况可以更精准。 

� 针对共振抑制的波形分析，提供快速傅利叶转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 -- 

FFT）频谱信息，用户可以自行在波形上选择要分析的区块，直觉而精准的抑制

共振点。 

� 提供事件触发功能，用户可自行设定各通道的停止撷取条件，当要进行条件式分

析可以方便使用者操作，而不会遗失信息。 

� 示波器画面的缩放倍率和移动范围都可以透过手动微调设置，提高应用性；有如

使用实际示波器的旋钮一样 ! 

� 提供三种波形单元格式：SCP 波形文件 / TXT 文本文件 / BMP 图形文件。SCP

波形档为 ASDA-Soft 专用波形文件，可以储存全部数据数据。 

下面是开启示波器功能后的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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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会分为三部份来介绍本软件监控示波器： 

【界面简介】：详细说明示波器的各按钮功能操作方式，用户可以在本节中了解到示

波器接口上每个按键的定义和功能。 

【操作说明】：说明如何建立一个波形文件，从通道的命令来源设定，画面设定，到

波形撷取，储存档案。一步一步教导使用者如何建立出一个波形档。使用者可以在这

个小节学习到分析波形的几种方式，使用缩放功能观看细部波形信息，使用微调设置

来指定显示范围，使用停止条件设定来做事件触发。 

【频谱分析】：介绍示波器的特殊工具：频谱资料（FFT）；并说明如何利用此功能来

找寻机构上的共振点，进而利用带拒滤波器来抑制共振状况。 

界面简介 

1.【示波器工具栏】： 

 

ASDA-Soft 提供了实时性的监控示波器工具，方便使用者可以利用此示波器工具来监控

各项数据。 

图示 功能说明 

 开启 SCP（示波器波形）档案 开启已经储存的示波器波形档案 

 存成 SCP（示波器波形）档案 

将抓取下来的示波器波形档案储存到计算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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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F5）/ 缩小（F6）监控画面 放大或缩小整体波形图，可针对细部进行分析。 

 前一画面（F7） 
当使用者进行波形图大小调整时，可以使用此

功能将波形图画面退回到前一次调整的画面。 

 显示所有数据画面 
在波形画面经过调整之后，直接恢复到原始的

画面大小。 

 显示所有数据画面，自动调整最大/最小值 
针对各信道所显示的波形数据，自动调整到最

大/最小数值。 

 箭头键 调整示波器画面的位置。 

 打印画面 打印波形图。 

 清除画面 清除目前现有的波形图。 

 说明 
快速开启软件说明文文件，了解软件示波器的

设定说明。 

 示波器时间轴调整（分辨率调整） 

调整时间轴（示波器 X 轴）的分辨率，便于客

户提高波形画面的分辨率；设定的范围从 1 ~ 6 

（20,000ms ~ 120,000ms）                                                                                                                          

以下针对各项目做详细说明： 

1.)  开启 SCP（示波器波形）档案，点选后会跳出下面的窗口，用户可以开启附档名

为”*.SCP”的专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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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成 SCP（示波器波形）档案，点选此按钮会跳出下面的窗口，供用户储存波形

图数据数据。【另存新档】可以提供三种的文件格式作储存： 

 

a.) Scope File [*.scp]：波形图格式；ASDA-Soft 专用的示波器波形档格式。 

b.) Text File [*.txt]：文本文件；可以使用 Microsoft®  Word® 等文字处理软件开启。 

c.) Bmp File [*.bmp]：图片档案；可以使用 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 等绘

图处理软件开启。 

3.)  放大(F5)或缩小(F6)示波器监控画面，使用者可以使用【放大】或【缩小】按

钮来调整示波器窗口显示波形的大小，另外也可以直接使用 F5 按键执行【放大】，F6

按键执行【缩小】。 

缩放的倍率，可以透过窗口右边的【微调设置】中，设定”缩放倍率”来调整倍率。缩放

的百方比以整数为单位，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999999999%。 

 

举例如下： 

当使用者撷取了一段波形后 使用 或是 F5 将波形图整体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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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一画面（F7），当使用者操作了【放大】或【缩小】等调整波形图大小的功能

键，可以使用此功能让波形图恢复到变更前一次状态；举例如下： 

当使用者调整了一段波形后 使用 或 F7 将波形回复到前一画面 

  

5.)  显示所有数据画面，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将波形图恢复到最初的撷取画面，但此功

能无法自动调整各信道的最大最小值。 

当使用者调整了一段波形后 使用 显示整个时间轴内的所有信道数据 

  

6.)  显示所有数据画面，自动调整最大/最小值；当使用者在主画面右边的【喜好设定】

中，设定 为 时，用户可利用此功能分别调

整各信道数据的最大/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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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箭头键，当使用者调整波形图大小后，可以利用【箭头键】移动示波器

窗口的位置，调整到要监看的时间轴位置。【箭头键】的移动偏移量可以透过窗口右边

的【微调设置】中，设定”移动偏移量”，移动偏移量是以整数为单位，最小值为 1，最

大值为 999999999。 

8.)  打印画面，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键将撷取的波形图画面使用打印机功能打印出来。

点击后会跳出打印机的设定画面；选定打印机后，点选  即可打印。 

 

9.)  清除画面，当使用者已经完成波形图的存盘、打印，亦或是要重新设定信道的数据

定义时。可以利用【清除画面】的功能将目前示波器上的既有波形图清除，然后再进行

下次的波形读取。 

 显示波形图，Y 轴坐标系相同 

 

 显示波形图，Y 轴坐标系各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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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示波器时间轴调整（分辨率调整），示波器标准的时间轴范围是 0ms 到

20,000ms，使用者可以利用 的功能，将时间轴的分辨率提高；设定范围为（1 ~ 6），

最大值可设定到 120,000ms。 

                

举例说明：若设定 n=6，则当设定完成，按下 后，下图红框的时间轴，会变

更为 120,000.000(sec) 

 

当初始的时间轴设定最大为 20,000.000 (sec)； 

 

当 n=6 后，时间轴设定最大变为 120,000.000 (sec) 

 

当 n 值设定到 5~6 时，因为数据量会比较大（时间轴变大），所以当使用者点选

 / 放大或缩小 / 显示画面等变动示波器画面功能时，画面调

动的速度会比较慢，请使用者不用担心操作动作。 

11.)  说明，用户可利用此功能键快速开启软件说明文文件，了解软件示波器的操作和

设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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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示波器执行工具栏】： 

 

使用者可以用【示波器执行工具栏】来执行示波器： 

图示 功能说明 

 /  用户点选【Run】便开始进行数据撷取，

当点选【Stop】后便立即停止数据撷取。 

：示波器未启动 

：示波器运行中 

：示波器暂停运行中 

：示波器通讯异常 

示波器状态指示灯；当灯号为绿色时，代

表示波器撷取数据动作正常；当灯号为黄

色代表示波器暂停撷取资料；当灯号为红

色时，表示因为通讯有问题造成示波器的

动作异常。 

 

显示目前 ASDA-Soft 软件通讯联机的

ASDA 系列驱动器。 

若使用开启 SCP（示波器波形）档案，则

此选单会自动切换成当时储存的 ASDA

伺服驱动器机种型号。 

 

使用者可以在此字段填写上批注，批注代

表各波形图的解释。当下次开启旧档时，

此字段便会显示当时的批注。 

3. 【示波器画面】： 

示波器画面的 X 轴代表是时间轴。单位为秒 (sec)。 

示波器画面的 Y 轴代表是数据轴，两侧 Y 轴会依照用户勾选的信道来做配置。 

Y 轴显示的数值单位，初始状态是用相同坐标系做标示，此状态适用于相同单位的监视

项目；如果是不同单位的监视项目，建议使用【示波器工具栏】中所介绍的【显示所有



第 3 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35

数据画面，自动调整最大/最小值】来监看实际数值。 

窗口左下方的 是用来变更示波器窗口底色和波形图窗口的底色。 

 

4.【通道设定】： 

ASDA-Soft 总共提供了灵活性的通道设置，方便用户能够针对不同的监控需求来设定要

读取的波形数据。另外并提供了可以快速读取目前示波器视点的【数据】和【相对值】，

以及【时间】和【时程】。 

不同的 ASDA 系列伺服驱动器提供了不同的监视项目可供选择，本书只针对 ASDA-A2

系列伺服驱动器介绍其示波器通道的应用。以下针对接口定义做说明： 

 

a). 勾选通道 

 

使用者可以透过勾选方式来设定要使用的通道。 

通道的数量和多寡会因为选择不同系列的 ASDA 驱动器，或是设定信道数据量而有

变化。请参考下面的说明。 

b). 命令来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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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来设定通道命令的来源： 

【IDX】Normal：代表直接读取驱动器内建的监视项目，目前支持的监视项目请以

ASDA-Soft V4.08 版本为主. 

 

【ADR】Address：代表可以输入特定的位置格式，即可读取监视变量、参数和                 

CANopen Object 数据，输入单位为 16 进制。以下针对设定格式做说明： 

监视变数 指定参数 
CANopen Object 

0x100000XX 

XX = 监视变数代码 

范围为 0x00h~0x7Fh 

0x20002X YY 

YY = 参数号码 

X = 参数群组号码 

0x20XX YYYY 
YYYY = Index 
XX = Sub-Index 

 

读取监视变数 0x01h 

 

读取参数 P1-44 

 

读取 OB Index 60C1h, Sub 2 

【VAR】 Variables：代表可以输入指定的监视变量代码，单位为十进制数值 0~127。 

下例代表设定为【反馈位置(PUU)】的监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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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变量依代码顺序说明如下： 

代码 变量名称／属性 内容说明 

000 
(00h) 反馈位置（PUU）B 电机编码器目前反馈的位置坐标，单位为用户单位 PUU。 

001 
(01h) 位置命令（PUU）B 

位置命令的目前坐标，单位为用户单位 PUU。 

PT 模式：代表驱动器接收的脉波命令数。 

PR 模式：位置命令的绝对坐标值。 

相当于上位机发送的命令脉波数。 

002 
(02h) 位置误差（PUU）B 位置命令与反馈位置的差，单位为用户单位 PUU。 

003 
(03h) 反馈位置（pulse）B 

电机编码器目前反馈的位置坐标，单位为编码器单位

pulse。 

004 
(04h) 位置命令（pulse）B 

位置命令的目前坐标，单位为编码器单位 pulse。 

即经过电子齿轮之后的命令。 

005 
(05h) 位置误差（pulse）B 位置命令与反馈位置的差，单位为编码器单位 pulse。 

006 
(06h) 脉波命令频率 B 

驱动器接收到脉波命令的频率，单位为 Kpps。 

PT／PR 模式适用。 

007 
(07h) 

速度反馈 
B D1 Dec 

电机目前转速，单位为 0.1 r/min。 

有经过低通滤波，数值较稳定 

008 
(08h) 

速度命令（模拟） 
B D2 Dec 

由模拟信道输入的速度命令，单位为 0.01 Volt。 

009 
(09h) 速度命令（整合）B 

整合的速度命令，单位为 1 r/min。 

来源可能是模拟／寄存器／位置回路所产生 

010 
(0Ah) 

扭力命令（模拟） 
B D2 Dec 

由模拟信道输入的扭力命令，单位为 0.01 Volt。 

011 
(0Bh) 扭力命令（整合）B 

整合的扭力命令，单位为 Percent (%)。 

来源可能是模拟／寄存器／速度回路所产生 

012 
(0Ch) 平均负载率 B 驱动器输出的平均负载比率，单位为 Percent (%)。 

013 
(0Dh) 峰值负载率 B 驱动器输出的最大负载比率，单位为 Percent (%)。 

014 
(0Eh) DC Bus 电压 B 整流后的电容器电压，单位为 Volt。 

015 
(0Fh) 

负载惯量比 
B D1 Dec 

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的比率，单位为 0.1 倍。 

016 
(10h) IGBT 温度 B IGBT 的温度，单位为°Ｃ。 



第 3 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38 

代码 变量名称／属性 内容说明 

017 
(11h) 

共振频率 
B Dec 

系统的共振频率，包含 2 组频率：F1 与 F2 

面板监视时，按下 SHF 可切换两者显示： 

F2 无小数点，F1 显示 1 位小数点 

通讯（参数映像）读取时： 

低 16 Bit（Low WORD）传回频率 F2 

高 16 Bit（High WORD）传回频率 F1 

018 
(12h) 

与 Z 相偏移量 
B Dec 

电机位置与 Z 相的偏移量，范围 -5000 ~ +5000 

与 Z 相重叠处，其值为 0，数值愈大偏移愈多。 

019 
(13h) 

映像参数内容 ＃1 
B 

传回参数 P0-25，映像到 P0-35 指定的参数 

020 
(14h) 

映像参数内容 ＃2 
B 

传回参数 P0-26，映像到 P0-36 指定的参数 

021 
(15h) 

映像参数内容 ＃3 
B 

传回参数 P0-27，映像到 P0-37 指定的参数 

022 
(16h) 

映像参数内容 ＃4 
B 

传回参数 P0-28，映像到 P0-38 指定的参数 

023 
(17h) 

映像监视变数 ＃1 
B 

传回参数 P0-09，映像到 P0-17 指定的监视变数 

024 
(18h) 

映像监视变数 ＃2 
B 

传回参数 P0-20，映像到 P0-18 指定的监视变数 

025 
(19h) 

映像监视变数 ＃3 
B 

传回参数 P0-11，映像到 P0-19 指定的监视变数 

026 
(1Ah) 

映像监视变数 ＃4 
B 

传回参数 P0-12，映像到 P0-20 指定的监视变数 

039 
(27h) 

DI 状态（整合） 
Hex 

整合的驱动器 DI 状态，每一位对应一 DI 信道。 

包含来源：硬件信道／软件 P4-07，依 P3-06 来选择。 

040 
(28h) 

DO 状态（硬件） 
Hex 

驱动器 DO 硬件实际输出的状态，每一位对应一 DO 信

道。 

041 
(29h) 驱动器状态 传回参数 P0-46，请参考该参数说明 

043 
(2Bh) CAP 抓取资料 

最新一次由 CAP 硬件所抓取到的数据 

注：CAP 可以连续抓取许多点 

048 
(30h) 辅助编码器 CNT 辅助编码器（CN5）输入的脉波计数值。 

049 
(31h) 脉波命令 CNT 脉波命令（CN1）输入的脉波计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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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变量名称／属性 内容说明 

050 
(32h) 

速度命令（整合） 
D1 Dec 

整合的速度命令，单位为 0.1 r/min。 

来源可能是模拟／寄存器／位置回路所产生 

051 
(33h) 

速度反馈（立即） 
D1 Dec 

电机目前实际速度，单位为 0.1 r/min。 

052 
(34h) 

速度反馈（滤波） 
D1 Dec 

电机目前实际速度，单位为 0.1 r/min（经过低通滤波器）。 

053 
(35h) 

扭力命令（整合） 
D1 Dec 

整合的扭力命令，单位为 0.1 Percent (%)。 

来源可能是模拟／寄存器／速度回路所产生 

054 
(36h) 

扭力反馈 
D1 Dec 

电机目前实际扭力，单位为 0.1 Percent (%)。 

055 
(37h) 

电流反馈 
D2 Dec 

电机目前实际电流，单位为 0.01 安培（Amp）。 

056 
(38h) 

DC Bus 电压 
D1 Dec 

整流后的电容器电压，单位为 0.1 伏特（Volt）。 

059 
(3Bh) 

ECAM 主动轴脉波 

（累计） 

电子凸轮主动轴的累计脉波数，同参数 P5-86。 

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060 
(3Ch) 

ECAM 主动轴脉波 

（增量） 

电子凸轮主动轴的脉波数增量，每 1 msec 的增加量。 

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061 
(3Dh) 

ECAM 主动轴脉波 

（前置量） 

电子凸轮主动轴脉波的前置量，用来判断啮合条件 

未啮合时：前置量=P5-87 或 P5-92，为零后即啮合。 

已啮合时：前置量=P5-89，为零后即脱离。 

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062 
(3Eh) ECAM 凸轮转轴位置 

电子凸轮转轴的位置，表格的输入。 

单位：同主动轴的脉波，主动轴的脉波位移量为 P 时，

凸轮转轴旋转 M 圈（P5-83＝M, P5-84＝P）。 

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063 
(3Fh) ECAM 从动轴位置 

电子凸轮从动轴的位置，表格的输出。 

单位：凸轮表格中数据的单位 

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064 
(40h) PR 命令终点寄存器 PR 模式下，位置命令的终点（Cmd_E） 

065 
(41h) PR 命令输出寄存器 PR 模式下，位置命令累计的输出 

067 
(43h) PR 目标速度 PR 模式路径命令的目标速度，单位是 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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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变量名称／属性 内容说明 

068 
(44h) S 型滤波器（输入） 

S 型滤波器的输入数据，用来产生 S 型滤波效果。 

PR 模式，ECAM，寄存器速度命令均有效。 

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069 
(45h) S 型滤波器（输出） 

S 型滤波器的输出数据，用来产生 S 型滤波效果。 

PR 模式，ECAM，寄存器速度命令均有效。 

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076 
(4Ch) PR 轮廓速度命令 

PR 模式下，根据目标速度／加减速时间／位移量，所规

划出的梯型速度轮廓曲线（在 S 型滤波器之前）。 

单位是 PPS（Pulse Per Second）。 

081 
(51h) 

同步修正轴 

脉波输入增量 

同步抓取修正轴作用时，相邻两次 CAP 之间，所收到的

脉波数量，可用来量测标记(Mark)的实际距离！ 

084 
(54h) 

同步修正轴 

同步误差脉波数 

同步抓取修正轴作用时，实际输出脉波与目标脉波的累

积误差值。若同步达成，此数值接近 0！ 

096 
(60h) 

驱动器韧体版本 
Dec 

包含 2 版本：DSP 与 CPLD 

面板监视时，按下 SHF 可切换两者显示： 

DSP 无小数点，CPLD 显示１位小数点 

通讯（参数映像）读取时： 

低 16 Bit（Low WORD）传回 DSP 版本号码 

高 16 Bit（High  WORD）传回 CPLD 版本号码 

098 
(62h) PLC 扫描时间 

驱动器内部作为 DI/DO 刷新的更新时间，单位为 0.5 

msec。 

109 
(6Dh) 数据数组容量 传回数据数组的容量，单位为 DWORD（32 Bits） 

111 
(6Fh) 驱动器伺服错误码 驱动器错误码：仅伺服控制回路部份，不含运动控制器。 

112 
(70h) 

CANopen SYNC TS

（未滤波） 

驱动器接收到 SYNC 信号的时间（TimeStamp） 

单位：usec 

113 
(71h) 

CANopen SYNC TS

（经滤波） 

驱动器接收到 SYNC 信号的时间，并经过低通滤波。 

单位：usec 

114 
(72h) 

CANopen 

同步频率修正量 

CANopen 运作中，与上位控制器同步时的频率修正量。 

单位：usec 

123 
(7Bh) 面板监视传回值 传回面板监视时，面板显示的监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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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Parameters：代表可以输入指定欲读取的参数。因为参数格式可以分为

16 位和 32 位两种数据量。如果要读取 32 位的参数，则必须勾选 ；

因为信道数据量的标准设置为 16 位，所以当用户勾选 32 位要扩充某一信

道容量，则 ASDA-Soft 软件会自动将另一通道关闭来支持被勾选的通道。 

系统设定的方式，信道一和信道三为一个群组，信道二和信道四为一个群组，以

下例表示当信道 2 设定为 32 位时，则信道 4 会自动被关闭来支持通道二： 

 

 

【CAN】CANopen：代表可以输入欲读取的 CANopen objects 资料。用户先输入

欲指定读取的位置 Index，再指定旗标位置 Sub-Index。 

以下举例若要设定 Index 为 60C1h，Sub-Index 设定为 02： 

 

c). 资料 

鼠标光标当下停止的位置数据，如下图为例，当鼠标坐标停止在下图的坐标位置，

信道一和信道二内的数据值表示目前的坐标资料。 

 

 

当鼠标坐标点下后，数据会被固定，而相对值会被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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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相对值 

用户所定义原点数据值和现在停止点数据值的相对比较值；当点下鼠标光标后，相

对值会先被归零，接着当鼠标坐标在波形上移动，系统会自行比对其相对值；请参

考下图说明： 

 

 

当鼠标坐标移动，相对值会按照目前鼠标所停位置显示比较数值。 

e). 时间 

鼠标光标当下停止时间轴的时间值。操作方式和【数据】类似。 

f). 时程 

使用者所定义原点时间值和现在停止点时间值的相对比较值。操作方式和【相对值】

类似。 

 

操作说明 
【说明】：如何操作设定 ASDA-A2 系列软件示波器： 

下面以一个案例波形图来介绍使用于 ASDA-A2 的软件示波器功能。控制模式设定为

内部速度模式（Sz 模式），使用软件示波器来确认命令转速和电机转速的变化。 

命令动作：以 DI 点切换内部三段速度命令来控制电机转速，将软件示波器设定为信道

一读取电机速度：实时（r/min），通道二读取参数 P1-09（第一段速设定），信道三读

取监视变量 07h（速度反馈），信道四读取监视变量 07h（速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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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此案例可以学习到： 

1. 示波器画面的设定 

2. 如何撷取波形 

3. 如何调整波形大小，和使用箭头键功能 

4. 如何放大欲监看的特别区域，或调整欲监看的时间轴范围 

5. 储存撷取下来的波形 

本案例的参数设定方式如下（其他的软件功能说明会之后的章节中做介绍）： 

1). 开启软件并确认联机成功后，用  参数初始化精灵设定内部速度控制模式。 

 

使用下拉式选单设定 -- [0x04] Sz : 零速度/内部速度寄存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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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着设定内部速度寄存器的 DI 点；本案例使用 DI3 和 DI4 来做设定： 

 

使用下拉式选单设定 -- [0x14] 内部速度寄存器速度命令选择(1~4) Bit0 

 [0x15] 内部速度寄存器速度命令选择(1~4) Bit1 

 

3). 设定完毕后，请按下 （写入到伺服），软件会先跳出确认窗口： 

 

4). 点选  后，软件后自动写入模式，完成后会跳出确认窗口： 

 

5). 点选  后，因为更改了控制模式，请先断开软件的通讯联机，然后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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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通讯连接线；接着请用户重置伺服驱动器的电源。 

6). 驱动器重新上电之后，用户可以直接点选软件主画面的  ，就可以直接

重新完成通讯联机设定。 

接下来请参考下面示波器设定的方式： 

步骤一 示波器画面格式设定： 

当用户开启软件示波器后，首先必须先设定示波器的画面格式，画面格式包含了坐标

系的设定、撷取波形时的坐标系状态等，下面就针对操作方式进行介绍： 

1.) 调整示波器画面的坐标系范围：用户可以利用窗口右边功能群组内的【喜好设定】

来调整坐标系范围设定 

 

a.  

初始值为勾选；代表示波器每次开始撷取资料时，都会以目前示波器画面上 Y

轴的最大/最小值作为撷取范围。若使用者希望每次撷取波形都能够回到最初

的范围设定，请手动取消勾选此功能。 

b.  

勾选此功能可以在画面显示出网格线；前方灰色按钮可以用来设定颜色。初始

值为淡灰色。 

c.  

勾选此功能可以让软件自动调整示波器画面大小，不会因为缩放窗口而失真。 

2.) 如何调整通道坐标系：用户可以利用【喜好设定】里下方的功能调整各信道显示

的坐标系： 

 

选择【所有通道使用各自坐标系】表示各通道的大小值, 时间轴都会依照不同的



第 3 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46 

监视项目设定。 

选择【所有通道使用相同坐标系】表示各通道的大小值, 时间轴都会使用相同的

监视项目设定。 

这个功能是经常性会用到的：当使用不同单位的监视项目进行波形数据分析的时

候，如果使用相同坐标系可能会造成数值比例不正确。例如单位为 PUU 的监视

项目和单位为 r/min 的监视项目要做数据比对时，设定相同坐标系会让波形比例

是呈现不正确的状态。 

以本例也是需要调整各通道的坐标系, 则波形图将会变更如下图，用户看到左侧

Y 轴信道一和信道二的数据坐标轴已被调整成各自的坐标系： 

 

这个功能的初始值为【所有通道使用相同坐标系】，所以每次重新开启示波器功能

都会恢复，要特别注意。 

另外，设定成【所有通道使用各自坐标系】后，请记得点击  将画面调整成合

适的大小范围。请注意若没有点击此按钮，设定完【所有通道使用各自坐标系】

后，波形仍不是正确的！ 

3.) 如何操作”停止条件设定”的功能：当使用者在某些情况下，希望设定自动停止撷取

波形数据，这时候就可以用到下述的”停止条件设定”： 

 

此功能可以自行设定个别信道的停止条件，以下举例说明： 

当勾选”启用停止条件设定”后，下方的通道会变更为可设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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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欲启用的通道，如上例设定第一通道；接着要设定停止条件动作，使用者可

以按照下面方式自行指定各通道停止撷取波形的状态： 

设定”停止条件数值”，使用者可自行设定要停止撷取波形的数值。 

设定”条件动作”：使用者可以用”停止条件数值”做为条件，接着指定动作是否大于

等于  、或等于  ，或小于等于  来停止波形撷取动作。 

最后设定”条件到达后持续…”，这个功能可以让停止命令抵达后，再依照设定的

延迟时间运行到停止。 

步骤二 通道的设定： 

依照上述步骤设定完成示波器画面格式设定后，接着就要进行通道命令设定。

ASDA-A2 系列伺服驱动器为例，共支持 4 组的通道。 

 

通道命令的设定方式可以参考前面章节【通道设定】的说明。请特别注意不同的命令

输入，以及参数容量大小（16 位或 32 位）的设定必须要正确。不然撷取下来的波形

数据会不正确。 

特殊功能：本软件示波器提供的通道带宽为 8k Hz，但针对需要更高速的通讯带宽（需

要提高坐标的分辨率以观看细部动作），可以使用右边功能窗口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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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设定为 8k Hz，当使用者勾选为 16k Hz 时，则信道二和信道四会自动被关闭设定，

这是因为系统自动将这两个信道的带宽分享给信道一和信道三 

 

 

 

 

 

 

此时如果使用波形放大功能，放大区域的坐标系会和全屏幕所看到的坐标系有所落差； 

 

 

 

 

步骤三 开始撷取波形： 

当用户完成画面坐标系设定，通道命令设定后，便可以按下  来起始撷取波形

若要撷取的坐标系

在此区块；使用 8K 
Hz的宽度，所能看
到的数据有限。 

但若设定为 16k Hz
的宽度，坐标系的

分辨率会变高，可

以将波形数据放大

到更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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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 

 

撷取波形的距离和范围都可依照不同的控制模式和实际机构运行距离手动停止撷取动

作，或是使用前面有讲解过的”停止条件设定”来停止撷取动作。当按下  后，

画面会停止撷取波形，并会自动调整到使用者设定的坐标系格式。 

步骤四 波形的放大和缩小： 

在上面的章节里面介绍了基本的方法来缩放波形，但一般我们常用的波形缩放方式，

是透过鼠标框选欲分析的区域来观看波形。下面举例说明： 

a.) 用鼠标的左键从左上方当作起点，往右下角框选出要放大的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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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放开鼠标左键之后，画面会自动调整成框选区域的全屏幕： 

 

c.) 如果要缩小画面，则在画面上点击左键两下，就可以整体缩小画面： 

 

使用这个方法可以快速的缩放要看的波形段落，也可以随意的变更监看坐标，非常

方便好用。 

如果用户在读取多个通道的数值时，希望某一个信道或是全部信道能够指定 X 轴或

Y 轴的坐标范围，也可以使用右方功能窗口内的”微调设置”来操作： 

a. 点选”微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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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定”开始”和”结束”的坐标范围；例如设定全部的信道显示范围是”10000 ~ 
15000” 

 

按下  后，则画面显示会自动调整为设定的显示范围 

 

 

【其他功能应用】：使用者按照上面 4 个步骤就可以轻松完成波形的撷取以及相关设定；

下面接着针对一些特别的功能做介绍： 

� 在示波器画面点击鼠标的右键，会跳出下面窗口 

 

【伺服增益调整】：点选后可以开启 ASDA-Soft 的”自动增益调整”功能。 

【参数编辑器】：点选后可以快速开启 ASDA-Soft 的”参数编辑器”。 

【存成图档(*.bmp)】：点选后可以快速进行 BMP 图档格式的储存。 

【储存示波器数据为文本文件(*.txt)】/【将目前所显示的数据存成文本文件 

(*.txt) 】：点选后可以快速进行 TXT 资料文本文件格式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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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画面抖动】：如果使用者在操作示波器画面时，发现示波器窗口画面发生

抖动或是闪烁的现象，点选后可以自动调整软件示波器画面的扫描频率。 

� 若用户的计算机系统效能比较慢速时，使用高速监视读取信道数据可能造成计

算机系统运行迟缓；此时可以不勾选  ，设定示波器的通道宽度变

更为 1ms(1kHz)，将取样点变少，先做初步分析； 

 

� 当用户想对特定通道做移动、缩放等操作时，可启用单轴控制微调。右侧的功

能窗口在微调设置中，提供了”启用单轴控制微调”特殊功能： 

 

启用单轴控制微调：只会对下列功能有影响： 

� 勾选：表示只会针对所选择的通道作缩放、移动。 

� 未勾选：会对所有通道作缩放、移动。 

� 只缩放时间轴选项：若不勾选，缩放、移动时，并不会对时间轴(X 轴)的范围做

改变。 

� 只缩放数值轴选项：若不勾选，缩放、移动时，并不会对数值轴(Y 轴)的范围做

改变。 

� 以此 CH 对齐时间轴：若按下此键，会依据所选定的信道，将其他信道的时间范

围设为与依据的通道时间皆为相同。 

� 如果用户希望针对框选范围内的通道数值做均方根计算。以得到框选区段内的

平均差值。请勾选  后，用鼠标左键框选要计算的波形范围，

软件便会自动跳出计算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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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分析 (FFT) 
本示波器针对机构共振点的分析，是利用”频谱信息（FFT）”来进行估算和分析；所谓

的”频谱信息（FFT）”也就是指利用快速傅立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 ）的数

学运算来分析频谱信息，找出频域上的振动点，驱动器利用带拒滤波器的观念来撷取

（抵消）在频域上的振动点。让频域波形平顺。其振动数值的单位是以分贝（dB）值，

原理的计算公式为 ( )Aref
A log20N(dB) 10×≡ 。这边仅对于上述原理做基本讲解，详细

的说明请使用者自行参阅傅立叶函数的相关文件。 

实际上，当机构运行过程中，如果有发生共振音的问题时，有可能是驱动器控制系统

刚度过大或响应带宽过快所造成，降低这两个因素或许可以改善；但若使用者已经确

认 过 调 整 上 述 两 个 系 统 值 都 无 法 抑 制 共 振 的 状 况 ， 便 可 以 利 用 示 波 器 提 供 的

 来撷取运动过程中的频域波形，进而分析共振点的频率点。 

下面就针对操作的方式向使用者作说明： 

标题栏会显示框

选的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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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当使用者要利用示波器撷取机构共振波形后，其中一个信道的讯号设定请设

置”电机电流”，接着让机构运行并启动示波器监看，出现共振现象后，停止示波器和电

机动作。 

 

步骤二：勾选  ，然后用鼠标左键框选有共振现象的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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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鼠标左键放开后，示波器会自动跳出 FFT 的频谱数据窗口： 

 

步骤四：使用者可以透过工具栏  来操作画面缩放；但一般我

们建议使用鼠标左键直接框选发生共振点的频率点，然后对应右侧的相对值进行分析。

以上例来看，放大频域图我们可以发现最高的共振点落在约 660Hz 的频率位置，相对

值约为 10,000。 

 

步骤五： 在介绍利用软件设定共振抑制前，要先和使用者说明参数定义。 

如果利用步骤四知道了共振频率，那么用户便可以设定带拒滤波器直接将共

振量消除。ASDA-A2 驱动器提供了三组带拒滤波器可供使用者设定；第一

组手动设定带拒滤波器（参数 P2-23）频率设定为 50 到 1,000Hz，第二组

X轴为频率，
范围 0 到 
4,000 Hz 

Y轴代表共振
增益强度 (输
出)；对应数值
为相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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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2-43）和第三组（参数 P2-45）自动设定带拒滤波器的带宽为 50

到 2,000Hz。而抑制的强度（参数 P2-24，P2-44，P2-46）三组带拒滤波器

都为 32dB。下图为系统简介： 

 

如果发现共振频率超过 2,000Hz 以上，表示系统的响应频率和增益值都已经

设定超过机构所能够承受的数值，建议用户先降低响应频率和系统增益后，

再重新进行频域的 FFT 分析。 

下图为具有共振的系统开回路增益，我们可以使用带拒滤波器是类似衰减的

概念来抑制共振点的产生。 

 

步骤六： 介绍完上述的概念之后，我们回到本范例：共振点落在 660Hz，相对值为

10,000。这边有一点要和使用者先说明： 

因为在频域数据上，软件无法同时撷取相对的信号数值（意指输入和输出的信号），故

这边我们只能够建议用户，先以频率点当作主要的设定参数，然后针对信号强度的设

定，都先用 10dB 都作初始值来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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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利用  自动增益调整内的共振抑制参数功能来进行设置： 

 

步骤七： 请按照上图的方式进行第一次的共振抑制参数设定，完成后请点击  

把参数下载到驱动器内。 

步骤八： 重复步骤一到步骤七的步骤，连续观察频域数据的变化。直到共振点明显的

被抑制下来为止。以正常的频域数据进行 FFT 分析，应该会得到如下图的

波形； 

 

其他说明：于此窗口功能中，有两个项目和用户作简介 

� 窗口标题栏上的数字（FFT：16384 PTs.）代表框选范围内的数据点数，愈大代表

有较佳的分辨率，请尽量保持在 512 点以上。 

� 频谱图形可以储存成 BMP 档案，当鼠标光标在频谱数据窗口上，按下鼠标右键，

会出现弹出式菜单，点选  再选择文件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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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动增益调整 

 
为了方便用户可以透过软件自动调整控制循环的增益数值，免去手动计算增益数值的

复杂度。ASDA-Soft 提供了一项非常便利的工具 – 【自动增益调整】。主要特色如

下： 

� 使用者可以透过已知的响应带宽、惯量比和低频刚性，填入计算工具内直接进行

增益值计算。完成后的数值可以立即下载到伺服驱动器内作测试。 

� 使用者可以透过设定电机转速和行程的长度（两点间的距离），利用动态方式去估

算机构运行中的负载惯量变化，透过系统的自动估算找到平均惯量值来计算出控

制循环的相关增益数值。 

� 使用者也可以透过手动方式输入所有的相关增益数值，这个功能对于高阶工程人

员可以做进阶的调适设定。 

� 针对机构共振点抑制的调整，使用者在使用示波器确认共振点位置和数值后，也

可以在这个功能内做参数的设定。 

下面就是开启示波器功能后的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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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会分为两部份来介绍本软件监控示波器： 

【界面简介】：详细说明自动增益调整的各按钮选项，用户可以在本节中了解到各功能

的定义。便于学习下面说明的操作步骤。 

【调机说明】：详细说明动态调整的设定流程，从电机速度的设定，运转行程的距离设

定，到惯量比估算；一步一步教导使用者如何完成增益设定。 

界面简介 

【画面分析】： 

 

1). 设定低频刚性、响应带宽和惯量比的窗口 

2). 设定各增益数值，上传下载增益数值的窗口 

3). 设定三组共振抑制参数的窗口 

4). 开启”启用增益控制板”窗口 

下面就针对各窗口做详细解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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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电机类型、低频刚性、响应带宽和惯量比的窗口】 

 

图示 功能说明 

 

设定伺服驱动器的响应带宽；使用者可透过手动方式修改数值，另外动态

调适后计算的数值也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若系统刚性不足，在定位命令结束后，即使电机本身已经接近静止，机械

传动端仍会出现持续摆动。调整后会影响 P2-06 速度回路积分增益和 

P2-26 外部干扰抵抗增益： 

调整【低频刚性】数值，会以其数值 × 100 设定 P2-06 和 P2-26；举例

如下： 

设定 ，按下 ，则下面两个参数变更为： 

 
 

 
设定伺服驱动器的负载惯量比，或是利用动态调适后计算出惯量比显示于

这个地方。 

【设定各增益数值，上传下载增益数值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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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功能说明 

 

当所有参数都设定完毕后，用户可

以按下这个功能钮来自动计算增益

数值。 

 
用户可以利用此按钮来读取伺服驱

动器内的增益参数值。 

 

当使用者按下 后，

计算的增益数值结果会显示在此窗

口中。 

另外，每个参数后面的勾选框，表

示使用者可以自行设定是否要将修

改过的参数下载到伺服驱动器内。

而红框标注是勾选框是可以同时取

消各参数的勾选，或是一次勾选全

部参数的功能。 

 

当使用者按下 后，

伺服驱动器内部的增益参数值会被

上载到这个窗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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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利用此两个按钮来上载和

下载增益参数： 

：用户可以将驱动器内的增益

参数上载到  

：用户可以将软件计算完毕的

参数增益数值下载到  

【设定三组共振抑制参数的窗口】 

利用示波器的”频谱信息（FFT）”分析共振点的位置和数值后，可以在此设定三组的共

振抑制参数。 

 

图示 功能说明 

 

使用者可在下拉选单先设定共
振抑制模式；透过参数 P2-47
提供三种设定方式： 

设定为 0 时：使用者可透过手动
方式去设定 3 组的共振抑制参
数。 

设定为1时：自动抑振，当稳定
后，自动设回0当稳定时，自动
储存共振抑制点;当未稳定时重
上电或者是在设定为1，将重新
估测。 

设定为 2 时：自动持续抑振，当
稳定时，自动储存共振抑制点，
当未稳定时重上电，将会重新估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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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透过上述的 P2-47
参数设定后，在此设定三组的共
振抑制参数。 

当 P2-47 设定为 1 和 2 时，第
二组和第三组的共振抑制参数
会被变更为反白无法设定，此时
这两组的参数已经被调整成系
统自动估算状态。 

【开启”启用增益控制板 ”窗口】  

图示 功能说明 

 

当使用者勾选 ，系统会自动切换到动

态增益调适的设定页面，这边下面的章节会做详细说明。 

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开启此功能后，操作模式是暂时

被修改为 PR 模式，左侧的说明提到某些参数会被暂时

改动。 

所以当用户完成动态增益调适后，请务必将

的勾选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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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机说明 
我们推荐用户利用动态增益调整的功能来设定您的控制循环增益参数，透过实际的机构运

行来量测惯量变化，能够得到较直接的效果。 

NOTE  
设备机构必须允许伺服电机能够进行一段距离的正反转，并且电机转速要
能够设定在 200rpm 以上，本功能的估测结果才会正确。 

请特别注意；当用户要开启自动增益面板，软件会先确认是否参数P1-74的Bit 1有被设置

（开启闭环功能）；如果有开启闭环功能，会先跳出下面的提醒窗口，要求用户关闭闭环功

能： 

 

在闭环功能没有开启下，开启自动增益面板会先跳出下面的警告窗口：  

 
 

下面以步骤说明操作过程： 

步骤一：勾选”启用增益控制板”后，右侧的画面会切换成动态增益调整设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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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请先设定电机转速的参数；电机的转速建议请由低速开始设置，逐步设定到用户

需要的实际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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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设定寸动速度；寸动速度一般是用在手摇轮或是需要手动调整定位点时的电

机转速。在这边系统会利用此速度当作在估算惯量时的电机往返转速。 

请注意：寸动速度一定要设定大于 200rpm，才能够满足系统估算惯量的效果。 

软件会利用寸动速度来估算允许最大值时间，以下图范例来说明： 

 
允许最大值时间(ms) ＝目前寸动速度(rpm) ÷（5000(rpm)÷1(s) ） 

则允许最大值时间(ms)：200rpm÷(5000rpm÷1000ms)＝40ms 

代表寸动速度在 200rpm 时允许最大值时间为 40ms。 

� 接着依照机构的实际状况，用户自行设定速度加速常数、速度减速常数、和 S

加减速平滑常数。 

请注意：实际加/减速时间不得超过允许最大值时间； 

自动算出目前实际加/减速时间的公式如下： 

实际加/减速时间 = 设定值 + S 型加减速平滑常数 

设定值 = 加速到 3000 rpm 时间 × 寸动速度(rpm) ÷ 3000(rpm) 

 

以上图为例；当设定加速度时间和减速度时间为 200ms； 

则设定值＝200(ms) × 200(rpm) ÷ 3000(rpm)＝13.33(ms) 

实际加速度时间或减速度时间＝13.33(ms) + 20(ms)＝33.33(ms) 

故，实际加速度和减速度时间是小于允许最大值时间，符合惯量估算的条件。 

� 设定完成后，按 即可将电机转速暂时下载到驱动器。 

请注意：当按  时，若输入值不为整数，或实际加/减速时间大于允许

最大值时间，会出提示窗口并不会执行下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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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电机转速设定完毕后，请设定启动伺服；  

                       

如果驱动器有异警（Alram）信息发生，请先关闭启动伺服并排除错误状况，接

着使用  来恢复驱动器正常状态。 

NOTE  部份异警状况是无法使用重置按钮恢复的，必需要重新上电后。详细的异

警说明请参考产品使用手册。 

步骤四：设定电机运转的行程；基本上建议从左极限点的附近，往右极限点附近做设定。

使用者也可以特别针对指定的区段作设定。定位点的设定就如同手摇轮或是寸动定位的方

式，使用者可利用寸动（Jog）的方向控制键来调整电机运动方向 

 

使用方向控制键将电机移动到定位点后，可以使用”定位 1”和”定位 2”来进行设定。下方蓝

色框内的数值代表”目前位置”，可以方便用户来读取电机实际的反馈位置。 

 

使用者如果希望每段行程跑完之后，能够延迟一段时间再让电机运转。可以使用”时间间

隔”来进行设置。 

 

请注意，因为这里的位置控制是利用驱动器内的寸动控制来操作，故请使

用者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状况： 

1. 请确认紧急停止的硬件开关，或是控制器的接收驱动器紧急停止 DO  

   讯号的接线是否都可以正常动作。用户可以利用数字 DIO 的功能来 

   测试动作。 

2. 请确认软件通讯连接线都一直是正常联机的，如果发生通讯断线的状 

   况，可能会造成电机旋转不正常的问题。 

3. 当执行电机自动运转行程时，请务必注意电机旋转动作的状况；若发

生异常动作，请立即按下紧急停止按钮，或任何可让电机停止的命令。 

按下 後，啟

動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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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完成上述 4 个步骤设定后，使用者按下  ，电机会自动开始运行。 

 

此时请观察负载惯量比的数值变化，因为系统会依据运行过程的状况，自动调适控制循环

的增益值，所以负载惯量比会慢慢的趋于稳定。 

建议用户可以设定机构能接受的运转速度来进行惯量估测，确认惯量比数值趋于稳定状况

后，按下  来停止电机运转的动作。 

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当在执行 Jog 调整电机回授位置时，或是当点下  执行电

机运转时，若发生通讯断讯(1 秒未收到封包)，自动停止电机动作，并跳出错误信息。 

 

 

 

1. 惯量估测过程中，请务必注意实际机构运行的状态。电机机构来回运

行过程中，若发现有动作异常发生时，请立即按下紧急停止开关暂停

动作，并断开软件通讯控制和驱动器电源。排除故障问题后再重新启

动惯量估测。 

2. 惯量比的估测值（P1-37）必须是大于或小于 1，表示系统有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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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的惯量比数值会造成系统带宽和增益值的错误估算。 

步骤六：完成负载惯量比估测后，估测的新数值会显示在下面灰色框中，这时候按下

 就可以将数值套入左边的计算窗口中。 

 

 

步骤七：上述当负载惯量比被更换后，其他的响应带宽、增益数值也会一并被调整； 

 

使用者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响应带宽的数值变化，以上例来看，因为是无载的情况下进行调

适，所以系统自行估算出的响应带宽为 249Hz，但以一般的机构特性是不需要设定到这么

高响应的反应，所以使用者在这时候可以在针对实际的机构状况做响应带宽和增益值的调

整。 

步骤八：增益数值调整完毕之后，按下  将新的增益数值下载到伺服驱动器内。 

NOTE  参数 P2-49 不会透过系统自动调整，用户必须自行设定。 

 

下图为速度控制单元的示意图：P2-49 低通滤波器用于编码器反馈讯号的

处理，可以减少反馈讯号受到污染而造成对 CPU 决策的误导。其设定值

从 100 ~ 2500 Hz。 

左侧窗口惯量比的数值会被替换

为新量测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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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 IO/寸动控制 

 
用户可以透过软件接口来操控数字输入输出的动作，这个功能可以方便用户利用软件

来进行各种动作讯号的仿真监控，搭配软件示波器、电子凸轮等功能，更可以做状态

模拟的确认，在进行实际动作前，可以确保接点动作正常。 

另外，在本功能内也提供了简易的寸动（Jog）控制，方便用户作位置微调。 

下面就针对接口和操作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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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会分为两部份来介绍本软件监控示波器： 

【DI/O 设定】：说明接口当中各按钮和勾选项目的定义，方便用户了解如何操作和设

定。 

【寸动功能】：说明寸动功能的使用方式。 
 

DI/O 设定 
软件系统会透过通讯的方式，来对数字输入输出点作控制模拟，所以在使用上有几点要先

请使用者们注意： 

a). 因为是透过单向通讯的方式进行仿真控制，所以如果有多个窗口同时开启时，DI/O 窗

口的状态功能会暂时变成反灰，无法读取数据。 

b). 当要停止 DI/O 窗口的控制仿真功能时，请务必完整关闭所有勾选和开启的功能，以避

免因为结束动作未完整停止而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c). 所有的操作都是透过通讯控制，所以请务必确认动作过程中，软件通讯连接线一直保

持正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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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开始说明接口上各功能和按钮； 

�  一开启窗口时，系统会使用基本的 DI/O 初始设定值，但使用者也可以

在此直接编辑 DI/O 的设定。勾选此项目后，下方的窗口会切换为可设定的模式； 

   

【从左边的初始窗口切换到右边的设定窗口】 

切换到设定窗口后，就可以开始进行 DI/O 的设定； 

图示 功能说明 

 

点选任一 DI 或是 DO，便会跳出设定的下拉式选单，使用

者可以由此进行设置。 

 
使用右侧的 A / B 接点选项来设置常开接点或是常闭接点。

设定完毕后请按下”OK”按钮完成设置。 

全部的 DI/O 设定完毕之后，再点开  即可回到操控画面。 

�  当用户希望重新关闭所有 DI（数字输入）的通讯控制设定，可以点选

此按钮，一次性将所有设定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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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者希望关闭全部设定的 DI 状态 

点选 后，从 DI1 开始跳出提示窗 

  全部被设定的 DI 关闭完毕后, 回到正常画面 

�  如果用户需要暂停软件通讯控制 DI/O 的动作时，可以利用此按钮来切

断通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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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状况下，客户会希望软件通信设置的 DI 状况，再关闭此窗口后还能够持续保

持设定；这个时候客户可以勾选此功能保持目前 DI 控制状态。 

 

当控制器已经连接上伺服驱动器，并有使用 DI/O 的控制功能；请注意要关闭这个

勾选项目，避免若没有正常关闭软件设定的 DI/O 控制而造成工安危险。 

�  

用户若要使用通讯控制 DO 的接点动作，来进行相关控制动作的模拟。勾选此项目

后会让原先反白的通讯控制按钮启动。使用者便可以强制 DO 的接点常开或常闭。 

             

 

当控制器已经连接上伺服驱动器，并有使用 DI/O 的控制功能；请注意要关闭这个

勾选项目，避免若没有正常关闭软件设定的 DI/O 控制而造成工安危险。 

寸动设定 
用户针对位置定位设定时，当需要设定的定位点不在编码器指定的角度范围上：           

用户可以透过软件通讯的方式，仿真手摇轮动作来调整坐标位置。 

 

当用户在点选 DI/O 功能时，软件会先跳出下面的窗口，用来提醒用户当发生通讯断讯时，

按下”停用”会
让状态窗口反

红。重新按下”
启用”就可恢
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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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会在一秒钟之后停止运转。 

 

在执行过程中，若发生通讯断讯时(1秒未收到封包)，自动停止电机动作，并跳出错误信息： 

 

请关闭错误信息窗口后，重新检查通讯联机状态，并恢复软件的通讯联机（不需要将驱动

器断电，或是关闭目前软件的窗口）。当看到 状态后，便可以继续操作Jog功能。 

注：当重新恢复通讯后，要先点击 ，才能操作DI/O。 

假设用户没有正常恢复通讯联机，要关闭DI/O操作窗口时，因为软件会将先前的DI/O和Jog

速度等相关参数设置于缓存器中，为了避免因为没有正常释放这些寄存器内的参数，软件

会先跳出下面的警告窗口，要求用户必须将驱动器重新上电后，再执行软件功能。 

 

下面说明操作方式； 

步骤一 设定寸动速度；使用者可以自行设定电机的转速当作寸动速度。 

 

步骤二 如果机构设计上需要变更电机运转方向，可以使用 。 

步骤三 使用者可以勾选  来进行控制。 

步骤四 操作  来控制电机的旋转方向。 

 

请注意，因为这里的位置控制是利用驱动器内的寸动控制来操作，故请使

用者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状况： 

1. 请确认紧急停止的硬件开关，或是控制器的接收驱动器紧急停止 DO 

   讯号的接线是否都可以正常动作。用户可以利用数字 DIO 的功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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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动作。 

2. 请确认软件通讯连接线都一直是正常联机的，如果发生通讯断线的状 

   况，可能会造成电机旋转不正常的问题。 

3. 当执行电机自动运转行程时，请务必注意电机旋转动作的状况；如果 

   发生异常动作，请立即按下紧急停止按钮，或任何可让电机停止的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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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主要是帮助用户了解系统调适的适宜性，利用频域的分析工具波德图，可

以辅助了解系统的稳定度与其它有用的相关信息如系统的共振频率等。 

系统分析是属于较进阶分析工具，若要完全了解波德图所展示的意义，必需具备控

制理论的一些学理基础，此部分请自行参阅相关文件。 

在使用该系统时，我们建议用户必需要时时注意实际机台上的运行状况。在增益的

调整时，要考虑到机构所能承受的极限，因为此诊断系统只以微小的移动来侦测系

统的频寛，跟实际运转时的动作还是有差距，再度的提醒，频寛的调整原则，够用

最好，若能保留一些余裕，机台在应付运转时的变异会更有能力，如负载的变化或

机构因运转久后所造成皮带的松紧变化。 

 

本章节会分为两部份来介绍本软件监控示波器： 

【界面简介】：说明接口上各按钮以及图标的定义。 

【操作说明】：说明如何搭配动态增益调整功能来观测时域和频域的波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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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简介 

将画面窗口分成 5 个部份来介绍： 

 

1.) 工具设定列：用户可以在此设定系统分析的基本操作功能。 

2.) 共振频率窗口：系统会自动将分析出的三组共振频率 dB 数值和频率点显示于此

窗口。 

3.) 增益数值栏：当用户作完系统分析后，会将驱动器内部的增益数值上载到这个字

段；A 字段和 B 字段是为了方便让使用者可以将新旧的增益数值做比较用。 

4.) 波德图窗口：系统分析完毕的数据会显示在主窗口右边的两个窗口内：上层窗口

代表是增益（Gain），下层窗口代表是相位（Phase）。 

5.) 即时消息窗口：用户使用鼠标在波德图窗口的波形上移动时，下方的两个字段会

将 A-Line：分析结果和 B-Line：比对结果的实时数值显示出来。 

[工具设定列] 

a.)  开启 dit 檔：使用者可以开启先前储存的图档来进行分析。软件设定了*.dit 的

扩展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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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储存 dit 档案：用户可以将 A-Line 或是 B-Line 资料储存成*.dit 的档案。点选

后会先跳出询问窗口； 

 

用户选定储存项目后，便会跳出储存的窗口； 

 

c.)  显示所有数据画面：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将波形图恢复到最初的撷取画面。 

 

 

当使用者调整了一段频域

波形后 

使用  可以重新显

示整个频域的所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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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执行：用来执行系统分析功能。 

用户必须先设定 Servo ON(伺服启动)后，才能够操作系统分析；如果在 Servo 

Off(伺服终止) 的情况下，按下此按钮，则会跳出下面的提醒窗口： 

 

当伺服驱动器已经设定在 Servo ON(伺服启动)，按下  之后，会

跳出下面的提示画面： 

 

按下  后，系统会自动开始进行分析；下图是执行中的画面。 

 

用户请务必遵守这边的警告讯

息，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使用者按下 后，系统

会自动设置 Servo ON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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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运作分析过程中有发生需要紧急停止的问题，用户除了直接使用硬件的紧急

停止开关，也可以按下画面中的  来终止分析动作；按下  后会

跳出下面的窗口；此时请先尽快针对伺服驱动器执行 Servo Off 的动作，并排除异

警状况。 

当要关闭下面执行中窗口，请按下  关闭此窗口。 

 

当系统分析正常执行完毕之后，软件会跳出小提示窗口，提示用户系统分析完成； 

   

系统分析完成之后，数值会被储存在 A-Line，Gain 和 Phase 示波器窗口会显示分

析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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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状态灯：当数据封包数正常传递时，会显示绿色灯号。当数据封包数发生

错误时，会显示红灯。 

f.) ：用户可以根据速度控制环架构来选择欲分析的系

统状态；分析类型可分为速度开环和系统模块，下面针对两种类型作解说： 

 

 （1）号框；  （2）号框 

速度控制循环的架构图 

 【1】：速度开环 

速度控制开回路（1 号框）包含了上图的 4 个

控制单元；分析过程会针对速度控制单元的速

度控制单元（KVP）和速度积分补偿（KVI）

进行波德图，另外也会将共振抑制单元、电流

回路等底层架构做分析估算。使用者可以利用

分析完毕的结果，进而改善系统的控制稳定

性。对于需要改进控制性能的用户很有帮助。 

【2】：系统模块 

系统模块主要是针对硬件机构特性进行分析

（2 号框）；当使用者需要分析机构可容许的命

令响应、共振特性等信息，或是当现场发生异

常机台震动问题，现场人员无法立即排除，需

要由远程工程人员进行协助时，就可以利用此

功能来分析机台的硬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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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因为皮带等软性传动机构无法透过波德图观测实际的机构变化，

所撷取到的数据会偏向电机轴端的状态。故如果是这类型的机构情况，建

议不要直接采用系统模块来进行分析。 

e.) ：使用者可以设定当波德图分析数值被撷取当时的额定电流(扭力)

比例。额定电流参数的设定范围为 1~300%；当机构的负载惯量越大，则额定电流

的比例设定会越高。 

请注意，一般的设定值基本在 100%以下即可，超出范围的设定可能会让系统发散，

让分析数据失效。 

【共振频率窗口】 

 

一个系统的共振频率，可以经由分析系统的增益曲线而得到，在台达的系统分析功

能中，会自动将前三大的共振频率显示出来，但用户仍可以由系统的曲线，察看出

其他细微的部分。 

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分析完毕的共振频率和数值，透过手动更新输入到[自动增益调

整]的共振抑制参数群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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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数值栏】 

 

当用户执行完毕系统分析功能后，系统分析后的增益参数会被显示于 A-Line 的窗

口格当中；使用者可以使用  将第一次撷取的增益数据填入

到 B-Line 当中，当使用者重新调整增益参数并执行系统分析功能，新的增益参数

便会被显示在 A-Line 中，此时使用者便能将先前取得的曲线与调整增益后的曲线

进行比对，得知整个增益调整对系统的特性变化为何。 

[波德图窗口] 

利用波德图可以看出系统的频率响应，由增益图（Gain）表示频率响应增益的分贝

值（dB）对频率的变化，由相位图（Phase）则是频率响应的相位对频率的变化。 

增益图和相位图的X轴都是取样频率，系统内部会自动取1~2000Hz当做取样范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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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调整的定义： 

增益余裕（Gain Margine，GM）：波德图相位 在-180 度的频率点对应到分贝值（dB）

点，请参考 2 号线。GM = 0－(对应 Gain 值) 

相位余裕（Phase Margine，PM）：波德图增益值在最右侧 0 dB 点对应到相位的角

度值，请参考 1 号线。 

依据上述的定义，我们提供了建议的调机法则： 

(1) 相位余裕 PM 的值：增益值在最右侧 0dB 点对应到的相位值再加 180 度，建议

调整是在 30 度到 40 度之间。以上图为例： 

0dB 对应到的相位角度：-136°＋180°＝44°，接近建议范围。 

(2) 增益余裕 GM 的值：相位角度在-180 度所对应到的分贝值(dB)需皆小于 10dB；

以上图为例： 

0 － (-9.32)【-180°对应到的增益值】＝ 9.32，在建议范围内。 

NOTE  
使用频谱分析可以正确的设定Notch filter 的频率并可以检查增益是否优

化，并保留足够的机台变異的安全裕度( 6~10 dB)。 

【即时消息窗口】 

 

当鼠标光标在示波器波形上移动时，会将鼠标点击到的坐标数据显示于”即时消息窗口”

当中。 

操作说明 
用户可以透过系统分析的功能，判断以下两件事情： 

1. 如何利用系统分析来判断机构共振点发生的位置，进而抑制共振的现象。 

2. 如何透过系统分析来设定足够的相位余裕 PM 值（30 ~ 40 度之间）。 

下面利用范例来说明系统分析的使用方式和步骤； 

NOTE  
1. 本范例是使用高惯量，300W的伺服电机进行测量。 

2. 用户如果要练习此功能，必须要让电机接上负载,如惯量盘...等等。 

3. 对于系统所存在的共振频率，一般建议将P2-47设定为1，让系统自动侦

测与设定共振频率；但在此例子中，将P2-47设定为0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要介绍系统分析这套工具在量测共振频率的可能性。总而言之,系统分析

的最大用处，可以做为调机前与调机后，其合适性的再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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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使用”自动增益调整”进行第一次的惯量估测；惯量估测完毕后，请先不要调整响

应带宽，直接点选  将新的增益值计算出来后； 

另外，请先将  设定为此选项；因为系统分析过程会

估算共振点，如果设定自动抑制则系统分析读到的数值就不是真正的共振点。 

详细操作方式请参考”动态调整”章节说明。 

 

步骤二：执行惯量估测后，请将增益数值下载到驱动器：接着进行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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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 开启系统分析的画面，直接点选  的按钮，进行分析；操作方式可以

参考”接口简介”的说明： 

 

步骤四：下图是第一次系统分析完毕的结果；由下图我们可以读取几个信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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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上图的 1 号线段来判断相位余裕 PM 的值；利用鼠标左键将靠近最右侧 0dB 点的区
块放大，可以看到对应的增益余裕 GM 的值为-120 度；按照先前说明的计算方式：
 -120°＋180°＝60°；此数值大于建议的 50°以下，我们先调整共振抑制后再来观察这
个数值的变化。 

 

b. 在上图的增益余裕波型图中可以发现，在 857Hz 的相位上，有一个共振点，观察左边
的共振频率窗口中也有提示此共振点；故第二次增益调整请作共振抑制的设定，再来
观察共振点的变化。请先利用  将 A-Line 目前的数值设定到 B-Line 中，
方便我们第二次的交互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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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第二次的增益调整，设定共振抑制： 

共振频率为 857Hz，共振增益值为 7dB。因为增益余裕的 GM 值建议为 6~10dB。
故 0－7dB＝-7dB 是要被抑制的共振值，则要设定的共振抑制值为： 

共振抑制值＋（-7dB）＝10dB � 共振抑制值＝17dB 

将这两个数值设定于参数 P2-43 和 P2-44 当中； 

 

步骤六：进行第二次的系统分析；分析完毕后，可以透过 A-Line 和 B-Line 的数值来比较
调整前后的状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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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的 1 号线段来判断相位余裕 PM 的值；利用鼠标左键将靠近最右侧 0dB 点的区块
放大，可以看到对应的增益余裕 GM 的值为-135 度；按照先前说明的计算方式： 
-135°＋180°＝45°；此数值低于建议的 50°以下，故相位余裕可以满足目前的机构状况。 

 

a. 在上图的增益余裕波型图中可以发现，原先 857Hz 的相位上的共振点，经过抑制后以
经落到-10dB 的数值，在增益余裕 GM 的建议范围内。 

 

上述的范例中我们学习到： 

1. 利用自动增益调整估测出系统惯量后，再使用系统分析来判断机构共振点发生的位置，

进而抑制共振的现象。 

2. 使用系统分析来判断相位余裕 PM 的数值，确保机构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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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异警信息 

 

当台达伺服驱动器发生异警状况的时候，用户如果正在使用软件调适 ASDA 伺服驱

动器，就可以透过”异警信息”的窗口来观看错误提示以及基础的解决方案，以快速

解决报警问题并恢复正常调机状态。 

 

本章节会分为三部份来介绍异警信息功能： 

【基本操作】：说明一些基本操作的状态。 

【目前异警】：说明如何阅读窗口所提供的异警信息和内容。 

【异警历史】：说明异警历史的意义。 

基本操作 

当在  下开启”异警信息”窗口，软件会跳出下面警报窗口提醒客户： 

 

因为脱机状况下，软件无法透过通讯更新目前的异警信息在窗口画面中，故用户点选

 关闭跳出窗口后，主画面会呈现空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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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窗口在脱机状况下，提供了异警信息查阅的功能；用户只需要再下面的窗口内输入异警

号码，系统会自动显示出输入的异警信息，方便用户可以查询不同的异警说明。 

                                  

目前异警 
当使用软件调适软件过程中，如果有发生错误警报的问题，这时候可以利用

 来确认错误的定义、原因、检查方式和处置的方法。用户可以利用这些

信息来进行初步的问题排除。下面就针对窗口内的各项信息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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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功能说明 

 

当软件和伺服驱动器处于  状

态时，这里会显示目前的异警号码。如果

操作过程中有发生不同的异警状态时，”异

警号码”会显示最后一次的异警编号。 

 
根据”异警号码”的定义，此窗口显示异警的

名称。 

 
于此窗口说明目前的异警名称之定义。  

 

用户可在此窗口判断发生异警的状况和原

因。 

 

根据不同的”异警原因”，这边提供了相对应

的检查方式，方便使用者进行初步的判断。 

 

根据”异警检查”的判断后，这边提供了排除

的建议方式，使用者可以利用建议的处置

方法来排除问题点。 

 

按下此按钮可以透过通讯的方式来读取目

前示波器最新的异警状况。当用户发现驱

动器面板上的异警号码有变化，就可以利

用此按钮来更新软件这边的异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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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需要重新上电来重置驱动器的异警

状态，使用者确认异警状态已经排除以后，

可以按下此按钮来解除异警的警报。 

异警历史 
当点选  的页面后，软件利用通讯方式读取参数 P4-00 到 P4-04(异常状

态记录)并显示于下面的窗口格内。使用者可以利用这边来做初步判断异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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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数编辑器  

 
参数编辑器是一套整合了参数设定和参数转换的编辑工具。一般用户通常都是先透过

驱动器本身面板上的按钮来做参数设定。但是其实使用 ASDA-Soft 的参数功能项目

更能够快速的完成所有的功能设定。参数编辑器的特点如下： 

a.) 提供完整的群组列表，方便使用者在切换群组参数设定上，可以更加便利。 

b.) 提供参数的定义和设定值范围，使用者在设定上可以更直觉编辑。 

c.) 对于驱动器可能有新旧韧体版本的参数差异，提供了参数组态、参数转换和参数

比对等工具，方便客户利用软件工具来自动修改参数差异，以便利驱动器更换的

动作流程。 

d.) 在页面上点选鼠标右键，用户可以自己编辑”常用参数群组”；这个功能可以让用

户透过编辑将针对机台所需要用到的专用参数设定于此专用接口，日后对于检查

参数或是调整参数，都是非常方便快速的快捷方式。 

e.) 用户可透过鼠标双击右边的说明窗口来快速读取各参数的定义说明，当使用者在

进行参数编辑的时候，可以缩短许多编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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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会分为两部份来介绍异警信息功能： 

【界面简介】：将参数编辑器分成两大块：工具栏、工作区参数画面。 

【参数组态】：说明如何使用参数组态、参数转换和参数比对的功能。 

界面简介 

我们将参数编辑器的主画面窗口分别两个大项目来进行说明： 

 

1.) 操作工具栏：使用者可以于此执行参数存取，组态比对转换，参数打印等功能。 

2.) 工作区参数画面：使用者可以在此设定参数数值，建立常用参数群组，读取参数定义

说明。 

【操作工具栏】 

 

操作工具栏可以分为 5 个区块 

 ：档案存取 

 ：参数上下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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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比对、转换、组态 

 ：参数打印，数据数组密码保护 

 ：其他功能 

下面针对各按钮功能做说明： 

开启参数档 ：使用者可以点选以开启先前已经储存的参数档案，参数档案的附档名为
*.par 

    

储存参数档 ：使用者可以点选以储存工作区参数画面中的参数档案，参数档案的单元

格式可以分为两种： 

   

*.par：ASDA-Soft 的参数文件格式，储存后可以再用开启参数档的方式开启。 

*.txt：使用者也可以将参数档案储存成文本文件 Text 的形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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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参数 ：在通讯联机的状态下，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将驱动器内的参数群组读取并

显示在参数列表当中。当读取完成后，软件会跳出下面的提示窗口： 

 
 

写入参数 ：在通讯联机的状态下，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将工作区参数画面中的参数群

组数值写入(download)到驱动器中。点选此功能后会跳出下面的设定窗口： 

 

图示 功能说明 

只写改变的参数 软件系统会比对参数初始值和工作区参数画面的数值，将有差异的参数数值 

写所有参数 不论是否有被修改过的参数，全部都会被写入到驱动器内。 

比对参数 ：在通讯联机的状态下，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比对工作区参数值和伺服里的

参数，或是已经储存的档案。在下面的【参数组态】章节会详细说明。 

转换参数 ：在通讯联机的状态下，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选择韧体版本来转换工作区参

数值的初始值。在下面的【参数组态】章节会详细说明。 

开启参数组态 ：在通讯联机的状态下，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变更工作区参数值的韧体

版本。在下面的【参数组态】章节会详细说明。 

打印参数 ：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打印作业区参数群组的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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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档案 / 储存档案 / 打印文件；  

：选择参数页面；所有的参数群组总共会有 10 个页面显

示，用户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切换页面观看参数内容。 

：放大 / 缩小；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来放大和缩小参数显示的页面内容。 

：页宽；使用者点选后会将参数画面内容对其齐宽显示。 

 

：整页；使用者点选后会将参数画面按照整页画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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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尺寸大小调整；使用者可以自行设定画面尺寸的百分比大小。 

：离开；点选此功能可以关闭打印功能窗口。 

：打印参数值与默认值不同之参数；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仅打印和默认值不同之工作区

参数群组的资料。画面操作和”打印参数 ”的功能相同。 

：密码保护设定；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来设定数据数组的密码保护功能。此功能可以确

保数据数组内的数值内容不会因为失误性的操作而造成数据遗失。 

【请注意】，本功能是在韧体 V1.027 之后的版本才有提供！ 

 

设定的范围可以分为： 

 

密码设定完成后，会跳出下面的确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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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如果要解除密码，则必须输出原始输入的密码数值，完成解除动作。 

 

停止动作  ：在通讯联机的状态下，当用户进行参数编修动作时，如果用户想要临时停

止通讯读写参数动作时，可以点选  功能按钮，此时软件会跳出下面的警告窗口，并暂

停参数读写的动作； 

 

 【开启常用参数群组】 ：使用者可以利用”常用参数群组”自行设定常用的参数清单；

其特色为： 

a.) 可以将不同群组的参数统一集中于一个页签中，方便寻找和编修。 

b.) 使用者可以自行再做参数新增和删除，灵活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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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开启”常用参数群组”后，可以点击鼠标的右键开起功能窗口进行设定： 

 

打印（V）： 

信息窗口（W）：点选 ”信息窗口 ”会开启左侧的信息窗口，方便用户读取软                            

体执行状态。 

开启常用参数群组（X）：用户可利用此功能开启常用参数群组页签。 

关闭常用参数群组（Y）：用户可利用此功能关闭常用参数群组页签。 

编辑常用参数群组（Z）：用户可利用此功能编辑常用参数群组页签。 

当使用者点选后，会跳出下面的设定窗口； 

 

操作步骤如下： 

a.) 选择欲设定的参数群组（Group 0 ~ 7）； 

b.) 选择欲设定的参数；用户点选参数后，在下方的窗口会显示参数的名称涵义。

举例如下： 

 

使用者若选择了 Group 1的参数 P1-01，下方
窗口会显示”控制模式及控制命令输入源设定”
的名称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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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择完毕后，点选  将参数下载到常用参数群组中。 

 

d.) 如果要移除设定的参数，点选  可以将已设定的参数从清单中移除。

如果参数 P1-57 电机防撞保护功能要移除，用户在右侧的窗口选择 P1-57 后，

点击 ； 

 

点击  后，右侧窗口的 P1-57 就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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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果用户希望调整参数的顺序，可以使用右边的  和  来调整。 

f.) 完成全部的参数选择后，点选  完成设定。 

 

说明 ：用户可以透过此功能钮快速读取参数编辑器的操作说明。 

[工具区参数画面] 

下面将工作区参数画面分成 3 部份做说明介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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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页签：所有的参数群组 Group 号码会显示在这个位置，用户可以透过切换页

签来选择欲设定的参数群组；当开启常用参数群组后，常用参数群组的页签也

会显示在这个位置。 

2.) 工作区参数主画面：所有参数的详细说明都会显示在主画面中，下面作细部说

明： 

 

a.) 在主画面的左上角第一格会显示目前联机驱动器的韧体版本号码； 

以下例，目前所连接的驱动器韧体版本为 V1.045。 

 

b.) 主画面的第一列会按照各群组的参数顺序显示目前的参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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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画面的第 2~6 列代表了驱动器参数的状态；各列代表了不同的定义，从

左(第 2 列)到右(第 6 列)分别为： 

：只读； ：Servo ON 时无法设定； ：必须重开机才有效 

：断电不记忆； ：三轴共享参数 

 

d.) 主画面的第 7 列代表了驱动器参数的代码。 

 

e.) 主画面的第 8 列是用来显示参数值；使用者可以在此窗网格线上直接读写

参数数值。 

  

如上图所示，使用者在此窗格点击一下，窗格内变为可修改的格式(反白)，

此时就可以开始编修参数数值。 

若在窗口格双击鼠标左键，会跳出”参数小帮手”的设定窗口；参数小帮手 

   的窗口功能也是提供用户设定参数的一个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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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画面的第 9 列的 ” * ” 代表了尚未写入驱动器的新修改参数；当使用者

对某一个参数进行了数值修改后，如果没有直接按下键盘的  

“enter”，则此参数的第 9 列便会显示 ” * ”，以表示尚未写入驱动器中。 

 

以上图为例，当使用者将 P1-09 的数值由原先的 1000，修改到 1005；若

使用者没有按下”enter”键写入趋动器，则会像红框内显示 ” * ”的标识。 

g.) 主画面的第 10 列代表参数的单位。 

 

h.) 主画面的第 11 列、12 列和 13 列分别代表了参数的最小值、最大值和默

认值。使用者可以于此确认设定的参数数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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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画面的第 14 列代表参数的说明。用户将鼠标移至第 14 列上时，鼠标光

标会变成问号的形式，并显示”双击开启说明档”； 

 

   双击鼠标左键开启说明文件后，便会跳出如下图的参数说明文件，使用者

便 

   可于此阅读相关信息； 

 

3.) 参数状态说明：用户可以在此信息窗口了解到主画面第 2~6 的参数状态栏所

标示的符号所代表的定义； 

 
 

：只读；只能读取参数状态值。 

：Servo ON 时无法设定；伺服启动时(Servo ON)参数无法被设定。 

：必须重开机才有效；必须重新开关机参数才有效。 

：断电不记忆；断电后此参数不记忆设定之内容值。 

：三轴共享参数；标示 ASDA-M 系列驱动器的三轴共享参数。 

参数组态 
当使用者遇到需要在不同韧体版本的驱动器之间，切换参数设定以及写入驱动器参数时，

参数编辑器提供了”参数组态”的三种功能，下面进行功能详述： 

：比对参数 

此功能可以让用户将工作区参数目前值和不同的来源做比对，以分析被修改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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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差异。点选此功能后会跳出下面的设定窗口 

 

工作区参数目前值 VS. 伺服里参数默认值：是指利用工作区参数群组的目前值和驱

动器内部默认的数值进行比对。 

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在有和驱动器通讯联机的情况下，比对修改后的参数和默认值

的差异。 

工作区参数目前值 VS. 伺服里参数目前值：是指利用工作区参数群组的目前值和驱

动器内部目前所设定的数值进行比对。 

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在有和驱动器通讯联机的情况下，假设软件的工作区参数有进

行修改，但尚未写入到驱动器内，则可以比较有哪些参数有被修改，且尚未写入。 

工作区参数目前值 VS. 工作区参数默认值：是指利用工作区参数群组的目前值和默

认值进行比对。 

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在没有和驱动器通讯联机的情况下，比对修改后的参数和默认

值的差异。 

工作区参数目前值 VS. 档案：是指利用工作区参数群组的目前值和已存参数档案的

数值进行比对。 

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在没有和驱动器通讯联机的情况下，比对修改后的参数和先前所

存盘案的数值差异。 

：转换参数 

提供用户能够在不同的驱动器韧体版本下，快速的从原始参数版本转移到新的参数版

本。 

点选此功能后会跳出下面的设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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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转换提供了两种驱动器韧体版本的来源让使用者设定： 

 

当选择 ，不论目前软件的参数编辑器所开启的参数韧体版本为何，

版本转换都会以驱动器目前的韧体版本当作来源来进行参数的数值调整。 

选择目标版本完毕后，接着点选 ，系统会自动判读是否有需要转换

的参数；如果版本相同的情况，系统会跳出下面的提醒窗口告知客户没有需要转换的

参数； 

 

当选择  ，用户可以自行指定目前软件

系统内建的驱动器韧体版本，来进行版本转换的功能。 

以下例来说明： 

步骤一：设定欲使用的驱动器韧体版本编号；点选韧体版本的下拉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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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选定韧体版本后，请按下  。 

步骤三：系统会自动进行版本转换，转换完毕后会跳出提示窗口 

 

 
 
 
 
 
 
 
 
 

另外，左侧的信息窗口也会显示被转换的参数项目的状态；  

如果在版本转换的过程中，来源版本和目标版本的初始值和最大最小值有差异，系统

会自动跳出下面的警告窗口，询问客户是否要修改成目标版本的新数值。 

基本上因为驱动器的韧体版本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建议按照目标来源的驱动器版本

来进行转换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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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参数组态 

因为驱动器会因为功能晋升而有不同的韧体版本，如果 ASDA-Soft 软件内的驱动器

韧体版本无法和连接的驱动器沟通，会发生无法正常通讯操作的问题。 

为了方便使用者能够自行下载不同的驱动器韧体版本到 ASDA-Soft 中，使用者可以

利用 ：开启参数组态来达到这个动作。 

点选 后会跳出下面的选择窗口： 

 

驱动器韧体的版本组态可分为下面三种的来源： 

a.) 指定版本：用户可以自行指定驱动器的类别和韧体版本号码来开启版本组态；

这个功能可以方便用户当有不同驱动器类型或是韧体版本型号时，可以透过指

定版本来完成指定以及参数档案的通讯读写。 

b.) 来自参数档 (*.par)：当用户收到客户或是现场工程师寄来的参数档案时，使用

者可以透过点选  来选择参数档案内的韧体版本编号。 

使用者点选  后，软件会自动跳出开启参数档案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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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指定的目录底下开启指定的参数档案；档案开启完毕后会跳出下面的提示

窗口 

 

c.) 来自伺服：若用户目前所连接的驱动器韧体版本并未储存在 ASDA-Soft软件中，

便可以先使用”来自伺服”这个功能，将新的韧体版本下载到软件当中。 

使用者点选  后，软件会从参数群组 Group 1 开始，依序将各群组的参

数数据下载到工作区参数中，完成后会跳出提示窗口： 

 

如果驱动器的韧体版本已经存在于 ASDA-Soft 中，当使用者点选  后，

软件会先跳出下面的提示窗口来提醒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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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数初始化精灵  

 
参数初始化精灵是一套让使用者能够快速完成设定台达伺服控制模式的操作接口。参

数初始化精灵的特点如下： 

a.) 针对每个控制模式都提供了专门的设定接口，用户不用在各参数间切换的去设定

选择。下图以位置(PT)模式为例，用户可以直接完成一般参数设定。 

 

b.) 直觉式的设定说明；使用者不必再去背参数代码，或是翻手册查询参数说明。友

善的图形化接口可以让用户根据对于控制模式的需求直接进行设定。下图以内部速度

(Sz)模式为例，用户可透过图形化接口直觉来设定速度模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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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数字输入/输出（DI/DO）的设定更加简易；台达伺服驱动器提供了多样化的 DI

和 DO 功能设定，以往用户都必须查阅手册来进行相关的设定。 

但透过了参数编辑器内的参数初始化精灵，将 DI 和 DO 的功能利用下拉式窗体的勾

选方式，让使用者能够直觉式的进行设定和修改。 

下图以内部扭力（Tz）模式为例，用户利用下拉式选单便可完成 DI / DO 设定。 

 

参数初始化精灵非常适合当电控人员在初步控制模式设定和调机过程中使用，直觉化

的设定接口以及方便的下拉式选单能够省去使用者翻阅手册的时间。下图示参数初始

化精灵的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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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会分为两部份来介绍异警信息功能： 

【界面简介】：将参数初始化精灵的主画面分成三大区块作介绍；工作区、模式设定

区块、功能设定页面。 

【模式设定】：说明如何完成控制模式的设定；下面以步骤流程举例说明。 

界面简介 
参数初始化精灵是透过整合每一控制模式中，一般常用的参数设定在同一个页面，方便使

用者可以缩短一开始调机设定的时间。 

我们将参数初始化精灵的主画面窗口分别四个项目来进行说明： 

 

1.) 【工作区】：如上下载参数档案等基本功能按钮会在此区操作。 

2.) 【选定控制模式】：使用者可以此下拉式选单来选择控制模式。 

3.) 【模式设定区块】：在被选定的控制模式下，此窗口会列出所有参数设定区块。 

4.) 【功能设定页面】：用户可在此接口下进行相关的参数功能设定。 

以下就针对这 4 个项目做细项说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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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用户当完成控制模式的设定后，可以利用工作区的按钮来执行上下载参数等

基本动作： 

 

储存档案  ：用户可以将设定完毕的控制模式参数储存文件备份；当点选  后会跳

出下面的窗口： 

 

开启档案  ：使用者可以开启先前储存的参数档案，并透过初始化精灵来修改控制模

式，或是调整其他参数设定。当点选  后会跳出下面的窗口： 

 

开新的编辑 ：当使用者在编辑过程中，需要重新恢复初始状态时，可以按下此功能。

软件会自动清除目前的修改设定，恢复到初始状态。 

从伺服加载 ：若用户要针对目前联机的伺服驱动器变更控制模式设定，可以先利用”从

伺服加载  ”读出目前的设定值并进行变更。 

写入到伺服 ：当用户完成设定新的控制模式后，便可以利用”写入到伺服  ”将相关参

数下载到驱动器内；请注意，新的控制模式下载完毕后，必须要重新开

关伺服驱动器的电源后，新的控制模式才会生效。 

说明 ：使用者可以点选说明  来开启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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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动作 ：操作过程中若需要停止参数上下载的动作，可以使用”停止动作 “的功能。 

【选定控制模式】：使用者可以利用下拉式选单来选定要设置的控制模式；参数 P1-01 代

表”控制模式选择“，所以在这个下拉选单中，会将 P1-01 内可以设定的模式都列出来： 

 

NOTE  当更动控制模式完毕后，用户必须重新开关伺服驱动器的电源完成设置。 

【模式设定区块】：当用户利用下拉式选单选定控制模式后，于此窗口区块便会显示此模

式中的设定区块。以下面例子，当控制模式设定在位置（PT）模式，下面会显示 4 个设

定的区块，使用者便可以透过点选这 4 个区块，来选择设定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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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设定页面】：这个页面就是让用户设定各控制模式的参数和功能； 

 

模式设定 
在本章节中，列出每个模式当中的参数设定窗口以及模式设定，目前总共有 15 种的控制

模式可供用户设定；当模式设定完成后，便开始进行参数设定： 

 

[0x00] PT：位置控制模式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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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选定位置（PT）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步骤三：设定数字输入（DI）的命令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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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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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接着设定”位置模式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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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4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0x01] PR：位置控制模式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位置（PR）控制模式后，主窗口会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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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位置（PR）控制模式在 ASDA-Soft 中有专用的软件功能项目  PR 模式设定；故请

使用者先点选左边的”DI/O 设定”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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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第 3 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126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接着设定”位置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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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八：若用户要设定 PR 模式，当点选这个设定区块会跳出下图主画面： 

 

 
 
 

主画面显示下面的提示讯息；提醒使

用者必须要到  PR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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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5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0x02] S：速度控制模式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速度（S）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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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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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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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接着设定”速度模式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第 3 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132 

 

步骤八：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4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0x03] T：扭矩控制模式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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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选定扭矩（T）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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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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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接着设定”扭矩模式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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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4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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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4] Sz：零速度/内步速度寄存器命令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零速度（Sz）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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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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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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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接着设定”速度模式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八：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4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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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5] Tz：零扭矩/内步扭矩寄存器命令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零扭矩（Tz）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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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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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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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接着设定”扭矩模式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八：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4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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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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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6] PT/S：位置控制模式 / 速度控制模式 (混合模式)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位置控制模式 / 速度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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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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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第 3 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149 

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位置（PT）

模式和速度模式设定区块；先设定”位置（PT）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八：接着设定速度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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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5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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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7] PT/T：位置控制模式 / 扭矩控制模式 (混合模式)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位置控制模式 / 扭矩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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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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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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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位置（PT）

模式和扭矩模式的设定区块；先设定”位置（PT）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八：接着设定扭矩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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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5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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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8] PR/S：位置控制模式 / 速度控制模式 (混合模式) 

[0x06] 和 [0x08]同样都是位置和速度的混合控制模式，差别在于位置控制的命令来源；

[0x06]的位置命令是外部脉波讯号，[0x08]的位置命令是由台达伺服驱动器内部的位置命

令(PR)；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来选择使用的位置控制命令。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位置控制模式 / 速度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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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第 3 章 进阶操作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158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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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位置（PR）

模式、PR 模式设定和速度模式的设定区块；先设定”位置（PR）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八：因为位置（PR）控制模式在 ASDA-Soft 中有专用的软件功能项目  PR 模式设

定，故点选下方功能区块只会跳出提示窗口；用户若要设定 PR 模式请到  PR 模式设定； 

 

 

主画面显示下面的提示信息；提醒使

用者必须要到  PR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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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接着设定速度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十：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6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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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9] PR/T：位置控制模式 / 扭矩控制模式 (混合模式) 

[0x07] 和 [0x09]同样都是位置和扭矩的混合控制模式，差别在于位置控制的命令来源；

[0x07]的位置命令是外部脉波讯号，[0x09]的位置命令是由台达伺服驱动器内部的位置命

令(PR)；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来选择使用的位置控制命令。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位置控制模式 / 扭矩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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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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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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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位置（PR）

模式、PR 模式设定和扭矩模式的设定区块；先设定位置（PR）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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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因为位置（PR）控制模式在 ASDA-Soft 中有专用的软件功能项目  PR 模式设

定，故点选下方功能区块只会跳出提示窗口；用户若要设定 PR 模式请到  PR 模式设定； 

 

 

步骤九：接着设定扭矩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主画面显示下面的提示信息；提

醒使用者必须要到  PR模式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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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6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0x0A] S/T：速度控制模式 / 扭矩控制模式 (混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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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速度控制模式 / 扭矩控制模式后，左边的设定区块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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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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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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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速度模

式和扭矩模式的设定区块；先设定速度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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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接着设定扭矩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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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5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0x0B] CANopen：CANopen 控制模式 (总线控制模式) 

使用者也可以透过参数初始化精灵快速启动 CANopen 模式；如果使用者是用 CiA DS 301

搭配 ASDA-A2 的内部位置（PR）控制模式，也可以利用  PR 模式设定。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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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画面会切换成下图： 

 

[0x0D] PT/PR：混合位置控制模式 

这个控制模式是为了搭配接下来要介绍的多重混合模式（PT/PR/S 和 PT/PR/T）；当用户

在多重混合模式中，需要切换外部脉波命令（PT 位置控制）和内部位置控制（PR 位置控

制），可以透过数字输入 DI 信号来进行位置命令切换。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混合位置控制模式，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主画面显示下面的提示信息；提醒使

用者必须要到  PR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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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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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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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位置（PT）

模式、PR 模式设定的设定区块；先设定位置（PT）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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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因为位置（PR）控制模式在 ASDA-Soft 中有专用的软件功能项目  PR 模式设

定，故点选下方功能区块只会跳出提示窗口；用户若要设定 PR 模式请到  PR 模式设定； 

 

 

 

步骤九：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5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主画面显示下面的提示信息；提醒使

用者必须要到  PR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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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E] PT/PR/S：多重混合控制模式 (位置和速度模式) 

多重混合模式提供用户可以透过两个数字输入（DI）信号的切换，进行 PT、PR 和 S 三

种控制模式的设定。利用参数初始化精灵可以快速的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设定，以及数字输

入点的设置。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步骤二：选定多重混合位置控制模式，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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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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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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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多重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位

置（PT）模式、PR 模式设定和速度模式的设定区块；先设定位置（PT）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八：因为位置(PR)控制模式在 ASDA-Soft 中有专用的软件功能项目  PR 模式设定，

故点选下方功能区块只会跳出提示窗口；用户若要设定 PR 模式请到  PR 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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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接着设定速度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主画面显示下面的提示讯息；提醒使

用者必须要到  PR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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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6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0x0F] PT/PR/T：多重混合控制模式 (位置和扭矩模式) 

多重混合模式提供用户可以透过两个数字输入（DI）信号的切换，进行 PT、PR 和 T 三

种控制模式的设定。利用参数初始化精灵可以快速的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设定，以及数字输

入点的设置。 

步骤一：选择下拉式选单设定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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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选定多重混合位置控制模式，左边的设定区块会显示如下 

 

步骤三：点选 DI/O 设定后，跳出下面画面 

 

数字输入的命令选择共有 43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入（DI）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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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设定扩充数字输入（EDI）的命令 

 

若用户有使用扩充数字输入（选择使用 ASD-A2-U 的系列机种），也可以在此进行设定。

设定方式如同数字输入（DI）。 

步骤五：设定数字输出（DO）的命令 

 

数字输出的命令选择共有 35 种，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直接设定这些命令； 

 

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数字输出（DO）的状态是 a 接点（常开接点），或是 b 接点（常闭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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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设定”一般参数设定”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七：设定完成”一般参数设定”后；因为是多重混合模式，在功能区块中同时提供了位

置（PT）模式、PR 模式设定和扭矩模式的设定区块；先设定位置（PT）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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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因为位置（PR）控制模式在 ASDA-Soft 中有专用的软件功能项目  PR 模式设

定，故点选下方功能区块只会跳出提示窗口；用户若要设定 PR 模式请到  PR 模式设定； 

 

 

                  
 

主画面显示下面的提示信息；提醒使

用者必须要到  PR模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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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接着设定扭矩模式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步骤十：若用户需要设定速度或扭矩限制，则点选第 6 个区块”内部速度/扭矩”： 

 

点选后右边的窗口会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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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4章章章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 

[简介] 在本章节使用者将能够学习如何操作电子凸轮 / PR 模式 / 数据数组等编程工具，快

速完成各样不同的运动应用程序的设定。本章节提到的功能如下： 

1.) 【E-CAM】 

2.) 【PR 模式设定】 

3.) 【高速位置抓取比较】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191 

4.1 E-CAM 电子凸轮 

 

台达电子的 ASDA-A2 系列伺服驱动器内建了 E-CAM 电子凸轮的功能；使用电子凸

轮替代机械凸轮的优点： 

1. 电源效率会提升：因为少了机械零件如凸轮盘的转动与机械间的摩擦，电源耗损

降低。 

2. 容易改变凸轮的形状：只要改变凸轮曲线即可随时方便的改变凸轮的形状以使凸

轮输出行为改变。 

3. 机械耗损：以软件仿真，无机械耗损的困扰。 

4. 应用范围广：只要是可以造出凸轮曲线的应用，都可以用 E-CAM 软件设置，不

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凸轮形状。 

5. 组合弹性大：一主轴可以带任意轴数的从轴，机械式设计较困难。 

ASDA-Soft 针对台达电子 ASDA-A2 内建的 E-CAM 参数，在驱动器内部即可合成运

动控制命令，让控制系统更稳定与更实时，完成如同步输送带、追剪与飞剪等功能应

用。下面针对台达电子 ASDA-A2 的 E-CAM 电子凸轮软件特色做说明： 

� 提供多样化建表精灵，使用者透过步骤设定可轻松完成各种凸轮应用。 

� 凸轮轮廓 720 点可以透过手动设定完成建表动作，人性化设定方便不同需求。 

� 参数群组化，用户只需要依照软件定义进行设置，不用再去背参数号码。 

� 提供凸轮轨迹图，方便用户透过曲线图仿真凸轮行进路径。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192 

本章节会分为两大部份来介绍异警信息功能： 

【界面简介】：说明软件接口的功能和特色。 

【建表方式】：以范例介绍各建表方式的操作和设定步骤。 

界面简介 
以下将主画面切分为三大部分作简介： 

 

1. 工具栏：使用者可以透过这里来开启凸轮配置文件案，或是储存规划的凸轮应用。 

 

由左至右的图标功能为：开启档案、储存档案、新的编辑、从伺服加载、说明、

密码保护设定。 

一般工具栏的功能操作和前面章节所介绍的功能一样，在此就不多加做详细说明。 

2. 建表设定工作区：用户可以透过软件所提供的多种建表方式，步骤的方式完成凸

轮曲线建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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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凸轮曲线绘制区：软件可以按照用户输入的主动轴和从动轴脉波数来绘制凸轮仿

真曲线图。 

 

下面的【建表方式】章节内，将会逐一介绍每一种建表方式的操作步骤以及设定方式。 

建表方式 
当用户开始使用”E-CAM 电子凸轮”进行凸轮曲线设定；软件提供如下的建表方式： 

 

� 手动建表 

� 速度区域建表 

� 自动飞剪 

� 自动飞剪 – 同步区 

� 自动飞剪 – 可调整同步区 

� 三次曲线造表 

� 自动飞剪 – 间歇印刷机 

在开始介绍软件设定电子凸轮曲线建表的功能前，要提醒用户；以下的功能仅针对凸

轮曲线建表的设置和操作，完整的运动架构还必须配合上 PR 模式的路径规画，所以

并非造好了凸轮曲线就可以开始进行试运转，使用者必须要先清楚这个前提。有关于

应用设定的系统设计，要请用户参阅 ASDA-A2 应用技术手册，里面会详细介绍有关

于电子凸轮曲线建表配合上 PR 模式完成各种应用动作的原理和设定方法。下面就针

对各建表方式作操作说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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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建表】 

此种方法可应用在像机械凸轮这种一点对应一个位置的应用，即每一点都需要对准某

一位置的应用。使用者以凸轮的圆心为参考，等分的分割，量测图心到外围的长度，

将数据输入到表格中，即可得到凸轮曲线。 

 

在开始介绍手动建表的设定方式前，有一个观念要先和使用者说明；由上图来看，会

发现实际软件绘出的仿真凸轮曲线图，和右边我们标示的实际凸轮曲线有些许的差

异；这是因为上图的范例是利用 16 个取样点所绘制的凸轮曲线； 

�  

实际上，ASDA-A2 内建的凸轮架构最多可分割为 720 等分（721 点）。以一圈 360°

而言，每一等分的最小角度可为 0.5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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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建立取样点数时，设定越多的取样点造出的凸轮曲线就会越接近实际状态，而

设定较少的取样点便会让凸轮曲线比较粗造。这点是使用者在开始学习前需要先了解

的。以下就按照步骤教导使用者进行建表设置： 

步骤一：当选择”手动建表”后，请从右边红色框点选  

 

步骤二：进入步骤二后，使用者会先看到下方画面 

 

首先用户要先了解，无论任何型式的凸轮曲线，最多可分割为 720 等分（721 点）。

以一圈 360 度而言，每一等分的最小角度可为 0.5 度。 

如果以参数来看；参数 P5-82：凸轮区域数目，意即可分割的等分，设定的范围值为

4~719。 

故用户首先是要设定凸轮区域数目（P5-82），举例来说，若要设定 16 点的凸轮点数： 

 

按下  ；则凸轮曲线表格便会调整为 17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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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使用者将手动计算出以凸轮的圆心到外围的长度，输入到表格中： 

 

               
NOTE  

数据表格建置提供了一个快速设定的小工具；用户在表格上点选鼠标右

键，会跳出快速设定的窗口； 

 

这个工具可以方便用户快速编辑凸轮位置表格，例如复制同一段落的凸轮曲线，或是

在以建立的凸轮曲线中增加或减少凸轮点。以下针对这几点功能做说明： 

【快速输入编辑】：点选后会跳出如下的功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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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方式说明如下： 

a.) 选择要修改的凸轮曲线范围；请注意设定的最大范围要在数据范围内。 

 

b.) 选择调整凸轮点数据的方式： 

 

� 递增&递减：先设定预计修改的”起始值”，接着设定想要增加或是减少的数值。 

 

如果是需要跨越凸轮点来进行设定，使用者可以利用”间隔点数”来设定被变更

的凸轮点位置；举例如下： 

首先设定起始值和递增数值，并设定”间隔点数=1” 

 

1. 先设定起始值 2. 接着设定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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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看到凸轮表格的设定如下 

 

如果变更设定递增数值为 1；”间隔点数=2” 

 

这时候看到凸轮表格的设定如下 

 

其计算方式为：起始点为 5，起始值为 5，间隔点数为 2 

所以从点数 5 之后的下一点则为 7，而数值= 5＋1＋1=7(点数 7) 

同样点数 9 位置=7＋1＋1=9。 

� 一般计算 （＋ － × ÷） 

若用户要进行正反转曲线组合设置时，就会需要利用到快速设定（＋ － × ÷）

的功能，于后面章节会有详细说明；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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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从凸轮点 5 到 10 的位置，每点加上 5，间隔点为 1： 

 

� 复制：用户可以将某一凸轮曲线段的位置点位置到某一凸轮曲线段上；举例如

下 

 

将凸轮曲线位置 5 到 10 这一段的位置值，复制到目的地起点”1” 

 

� 交换：用户可以快速将两段凸轮曲线位置做交换，举例如下 

 

如果要将凸轮曲线段位置 10 到 15 和目的地起点 1 到 6 作交换，按上图方式

设定即可交换两段凸轮曲线 

 
 

凸轮曲线值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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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户在编排”快速输入编辑”功能时，记得勾选 ，勾

选后每次点选  后，”快速输 ffffffff 入编辑”的窗口不会关闭，可以

方便使用者多次编辑。按下  便可以关闭窗口。 

【插入一笔】 / 【删除一笔】：用户若要在已建立的凸轮曲线上增加或是减少凸轮位

置点，可以使用【插入一笔】或【删除一笔】来调整；使用方式如下举例 

 

先使用鼠标左键选取要插入或是删除的凸轮点位置，接着点选鼠标右键，选择”插入

1 笔”后； 

 

输入之后，于原先的凸轮点 6 便会被插入新的凸轮点 

 

【载入数据点】/ 【输出数据点】： 

目前软件速度区域造表方式并不支持同时建造正转和反转的曲线。但是可以将正转和

反转曲线分别建造再将之合成。曲线分割的方法是将相同运转方向的曲线分在同一段

来建造。如正反转之间有停止区域时可将停止区域视为前一段曲线的停止区或后一段

曲线的等待区。 

下面的图标，停止区域规划为前一段曲线的停止区。如整段曲线分为 400 个分割，

正转曲线加上停止区域共占 200 个分割，反转曲线占据另外 200 个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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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为分段建造曲线，可依相同运转方向将曲线分段建造。接下来会在”速度区

域建表”中说明如何设定。  

步骤三：按下  ，绘制出凸轮曲线仿真图（下方左图）：使用者点选红框

的”模拟图“页签， 

 

步骤四：确认凸轮曲线图正确后，用户也可以利用”信息”来仿真主动轴， 

 

步骤五：接着要设定数据数组储存到驱动器内数据数组的开始位置；参数 P5-81 的

默认值为 100，设定范围是 0 到 1999。数据数组为一个可以储存位置数据的记忆区

块，在这边是用来储存凸轮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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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已经在驱动器数据数组内部有建立凸轮曲线，也可以使用下面图标的功能将

数据数组由驱动器读出，进行手动修改： 

 

� ： 

利用”高速位置抓取 CAPTURE“的表格数据，来作为凸轮曲线的表格数据；例如：

设定参数 P5-36”数据数组中的开始位置“，参数 P5-38”抓取数量“；使用此设定，

凸轮曲线数据的开始位置就为 P5-36 数据数组所指定的地址，而 P5-38 设定则为

区域数。点选  后可以直接下载到软件的表格中。 

� ： 

用户也可以自行指定的数据数组起始位置和需要上载的区域数目；点选

后可以直接下载到软件的表格中。 

步骤六：如果使用者要在电源关闭后仍将凸轮曲线保存在伺服驱动器内，便可以使用

下面的按钮来执行”下载 / 刻录表格数据” 

 

：表格数据只会下载到驱动器的 RAM 当中，当电源关闭后凸轮

曲线将不会保存在驱动器里。 

：将表格数据刻录至驱动器的 ROM 当中。 

 

步骤七：接下来点选下一步  ，进入”参数设定”画面： 

 

于此步骤中，使用者可以依照实际状况设定下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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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功能方块图来说明这些参数的设定 

 

1. 主动轴区块： 

于主动轴区块中，使用者可以设定参数  ；主动轴位置可由参数

P5-86 监视，凸轮啮合前也可写入，改变本参数并不影响从动轴的位置，因为主

动轴的位移量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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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合器区块： 

于离合器区块中，使用者可以设定参数  ；以下图范例说

明设定方式： 

 

当离合器的啮合条件成立后，凸轮状态由停止到前置 S0 � S2，并开始计数脉波；

当前置量到达，凸轮状态由前置到啮合 S2 � S1；故 P5-87 只有当状态由 S0 到

S2 才会使用。 

所谓前置量是指离合器在啮合条件成立后到凸轮啮合所延迟的脉波数，参数

P5-87 是初始前置量，即在第一次啮合时所需的前置量。 

3. 齿轮箱#1(主动轴)区块： 

于齿轮箱#1 区块中，使用者可以设定参数  、 ：

下图说明主动轴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方式 

 
主动轴电子齿轮比会改变主轴脉波命令的分辨率，参数 P5-83 可以在系统啮合的

情况下调整。 

当凸轮轴收到由 P5-84 所定义的主动轴发出的脉波数量 P 时，凸轮转轴会旋转由

P5-83 所定义的周数 M 周，即凸轮表格 M 周。此二参数主要可以用来定义主动

例 1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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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脉波命令分辨率。 

例 1：P5-84 = 10000 & P5-83=1：当凸轮轴收到由主动轴所发出的脉波数 10000

脉波时，凸轮曲线由 0 度走到 360 度，即凸轮表格 1 周。                       

P5-83 可以在任何时候调整，于凸轮啮合时亦可以调整，即调整后可以立即生效。                      

例 2：由例 1 将 P5-83 和 P5-84 各乘上 100；若 P5-84=1000000 固定不变，将

P5-83=100 调整为 P5-83=80，命令的解析变细，即脉波的命令寛度变为原来的

80%，需要更多的主轴脉波 12500 才能完成凸轮一周。                       

若调整 P5-83=125，则命令的解析变粗，脉波命令寛度变为原来的 125%，需要

较少的主轴脉波 8000 就可完成凸轮一周。 

4. 凸轮区块： 

于凸轮区块中，使用者可以设定参数  、

以下先介绍参数 P5-19 的设定方式 

 

参数 P5-19 可以达到和凸轮轴电子齿轮一样的效果，但只会对电子凸轮系统有影

响；如上图所示，如设定 P5-19=0.5，则凸轮轴输出会变为原本的一半，对凸轮

的输出而言，效果与调整 P1-44/P1-45 相同，但不会影响系统的电子齿轮比。 

如果设 P5-19 为负值，曲线输出结果会与 P5-19 为正值时上下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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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时改变 P5-19 的值，但新值会在凸轮脱离再重新啮合时才会生效（即离开

S1 状态再回复时生效），韧体版本 V1.038 sub48 之后可以支持立即生效。 

 

NOTE   请注意，凸轮的命令会经过 P5-19，P1-44 与 P1-45 后才输出。 

 

另外在凸轮区块中，可以设定凸轮曲线囓合后的起始点：参数 P5-85 

 

正值 

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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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齿轮箱#2（凸轮轴）区块： 

在参数设定的窗口中，并未有和凸轮轴区块相关连的参数；不过下方还是针对此

区块作简介： 

凸轮轴电子齿轮比与 P1-44/P1-45 所定义的系统电子齿轮比是相同的，凸轮轴电

子齿轮比的任何改变也会改变系统电子齿轮比，即使在凸轮脱离后系统电子齿轮

比也不会还原。 

我们不建议利用 P1-44/P1-45 来改变凸轮曲线的缩放倍率，因为这会影响整个系

统的电子齿轮比，当凸轮功能关闭时，系统的 PR 命令，亦会参考到该齿轮比。 

 
 

 

 

 

6. 凸轮输出 

于凸轮输出区块中，使用者可以设定 、

来调整当凸轮啮合时，设定凸轮数字输出 

(DO: CAM_AREA)的起始/结束角度； 

DO 名称与编号 � DO：CAM_AREA (DO no.= 0x18) 

功能 
� DO：CAM_AREA，若 ON 代表凸轮转轴的位置位于设定的

角度范围内。 

凸轮啮合时 � 由 P5-90，P5-91 设定输出为 ON 的角度范围。 

此例中，当缩小电子齿轮比后，从

轴位置的也会跟着被改动；因此对

于系统的电子齿轮比也会被影响，

造成行程上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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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下表 1.与 2. 

凸轮非啮合时 � DO：CAM_AREA 一律为 OFF！ 

若 P5-90 <= P5-91： 

凸轮角度 
0° ~ P5-90 ~ P5-91 ~ 360° 

DO:CAM_AREA OFF OFF ON ON ON OFF OFF 

若 P5-90 > P5-91： 

凸轮角度 
0° ~ P5-91 ~ P5-90 ~ 360° 

DO:CAM_AREA ON ON OFF OFF OFF ON ON 

步骤八：参数设定完毕后，点选  可将参数下载到驱动器内： 

 

步骤九：接下来点选下一步  ，进入”啮合条件”的设定画面： 

 

当曲线建造完成且相关参数设定后，ASDA-Soft 的 E-CAM 编辑器提供一快速设定凸

轮参数来测试凸轮曲线的接口。 

于此窗口中，主要调整的功能可分为三个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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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来源：主动轴的命令来源，可分为下面几种选择 

 

0：CAP 轴；由抓取轴（设定与 P4-39.B 一样）所定义的主轴命令。 

1：AUX ENC：辅助编码器（Auxiliary Encoder）当做主轴命令。 

2：Pulse Cmd：外部脉波命令当做主轴命令。 

3：PR 命令：内部 PR 模式所触发的命令当做主轴命令。 

4：时间轴（1ms）：以 1ms 时间脉波当做主轴命令，当尚未连接主动轴时，使

用者可选择主轴来源为时间轴（1ms）来驱动凸轮轴以仿

真凸轮曲线的运作。 

5：同步轴：以同步抓取修正轴当做主轴命令；请先完成宏 1 的设定后，再选取

此功能。 

� 啮合时机：主轴和凸轮轴啮合的命令来源 

 

0：立即：当凸轮启动时立即啮合（P5-88.X=1）。 

1：DI-CAM enabled：设定 DI 点为 OFF，控制啮合时机（DI=0x36，DI-CAM on）。 

2：Capture 轴任一点动作：利用抓取（Capture）功能，当抓取功能第一笔动

作完成时，凸轮啮合。 

� 脱离时机：主轴和凸轮轴脱离啮合的命令 

 

0：啮合后不脱离，除非关闭电子凸轮。 

1：DI-CAM disable：当要脱离时触发 DI 点（DI=0x36，DI-CAM off）。 

U：可以使用 Bit-OR 来设定脱离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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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将凸轮脱离啮合与凸轮关闭等功能搞混； 

凸轮脱离啮合：凸轮功能仍在运作中才有凸轮脱离啮合的问题（P5-88.X=1） 

凸轮功能关闭：只有凸轮功能关闭，才可对凸轮的啮合脱离与控制条件作改变

（P5-88.X=0） 

               
NOTE  

a. 脱离条件 2，4，6 不可同时设定，只可择一使用。 

b. 脱离条件为 1，2 或 6 时，可以同时设定当凸轮脱离后关闭电子凸轮

功能（P5-88.U 的 Bit3，P5-88.U=8），例如：如要设定脱离条件 6，

并在凸轮脱离啮合后关掉电子凸轮功能，则设定： 

P5-88.U=8+6=14 � P5-88.U=E （16 进制数值）。 

c. 当脱离条件为 2, 4, 或 6 时，脱离后可呼叫 PR。要呼叫的 PR 可在   

P5-88.BA 中指定。 

� 脱离形式：如上图所示，脱离时机（P5-88, U＝2, 4, 6）到达后，自动执行 PR

路径编号（16 进制）：00~3F（00 表示不动作） 

 

 
 
 
 
 
 

               
NOTE  

a. 当凸轮轴接收到从主动轴送出的脉波数达到 P5-89 的设定值时，凸轮

脱离，但设定 U=２会控制位置精准，设定 U=６则控制速度平顺；若凸

轮脱离时刻，凸轮已经没有速度，则２号与６号的脱离指令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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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U=2 时 

 

设定 U=6 时 

b. 当凸轮轴接收到从主动轴送出的脉波数达到 P5-89 的设定值时，

凸轮脱离。当设定 U=4 时，脱离后脉波开始计数，当凸轮轴接收到从

主动轴送出的脉波数达到 P5-92 的设定值时，凸轮再啮合。如此循环。

 

全部设定完成后，使用者可点选  将凸轮的”啮合条件”下载到驱动器内。                    

如上面所说明，当尚未连接主动轴时，使用者可选择主轴来源为时间轴（1ms）来驱

动凸轮轴以仿真凸轮曲线的运作。 

使用者点选  后，请先确认已经设定驱动器状态为 Servo On，则可进行

凸轮动作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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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区域建表】 

虽然命名为速度建表，其实际的表格仍为位置曲线，只要主从轴在相同的单位时间内

有相同的位移量，两者即有相同的速度。当速度应用是最重要的考虑时，便可用速度

区域建表来建构凸轮曲线 

• 以比例分配等待区、加速区、等速区、减速区、及停止区在凸轮曲线一周里所占

的比例 

• 导程（Destination）是指凸轮轴所走的距离 

• S 曲线数目通常设定与停止区的点数一致，S 的量愈大，则电机的加减速变化时

会愈平顺 

• 系统可以选择以凸轮轴为基准，进行主轴位移的计算，以使行进速度相同；或以

主轴位移量为基准，进行凸轮轴的位移计算，以使行进速度相同；或直接计算，

不对主轴与凸轮轴进行速度对准 

• 以下会用药品灌注机作为范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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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说明 – 药品灌注机】 

凸轮曲线的设计： 

 

此系统有两组凸轮曲线，一组控制载台的水平方向另一组控制灌注轴的垂直方向。一

个完整的周期是当瓶子到位的讯号启动凸轮曲线开始，到 PR 命令控制载台回出发位

置为止。 

在建立凸轮曲线上，主动轴是以等速运行；凸轮轴由加速区、等速区、减速区组成。

因为速度曲线的积分会得到距离，而且凸轮轴的最高速就是主动轴运行的速度，因此

在同一周期内，主动轴比凸轮轴移动较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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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三张图片将主动轴运动距离，凸轮轴运动距离和等速区做说明：在同一周期内，

主动轴比凸轮轴移动较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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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定： 

下图为送料轴的规格，接着介绍如何透过软件建立凸轮曲线 

 
步骤一：开启”E-CAM 电子凸轮”，并选择”速度区域建表” 

 

步骤二：点选  ，进入速度区域建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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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依照从轴所走的距离来造电子凸轮曲线，分成 5 个步骤说明 

 
 

Step 1：设定电子齿轮比，P1-44=128，P1-45=10。 

Step 2：设定主轴和从轴每运行一 mm 所需的脉波量。主动轴以 pulse 表示；凸轮

轴以 PUU 表示。 

 

Step 3：速度区域建表。以比例关系设定等待区、加速区、等速区、减速区、和停

止区的关系。 

 

Step 4：依据导程 L，主动算出 P5-84 主轴脉波数；如果凸轮轴的导程不可变更，

意即凸轮轴行走的距离固定时，选取此选项后，程序会自动依据凸轮轴的

导程算出 P5-84 所需的数值。 

 

P1-44=128, P1-45=1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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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上述四步骤设定完毕后，点选  完成右表的建立。                             

接着可点选  确认凸轮仿真曲线图。另外，有些应用可依照主轴所行走

的距离来造凸轮曲线；  

 

此例的造表步骤和上述几乎相同，差别在于此例在第 4 步骤时是选取 

 

选择此选项时，第 3 步骤不用填入  ，但是 P5-83/P5-84 的数值要自行计

算并填入(步骤 5)。 

 

在步骤 6 时程序会自动依据步骤 5 所填入的数值计算出凸轮轴的导程。此选项是当

凸轮轴必须配合主动轴的行程时使用。 

接着说明，灌注轴的凸轮曲线设定，这里会用到速度曲线建表和手动建表来完成两

段曲线结合的动作(正转和反转曲线)： 

步骤一：如下图，灌注轴曲线的使用必需配合 P1-01.Z 电机正向运转方向的定义 

P1-44=128, P1-45=10 1 

2 

3 

4 

5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218 

 

设定正反转曲线要先了解；P5-18：轴位置-脉波命令 （CN1）， P5-86： E-CAM 

Master 轴位置。当命令脉波量往正向增加且反馈脉波量也往正向增加，此时电机

运转方向就是定义为正转方向。 

 
步骤二：接着进行凸轮曲线造表；目前软件速度区域造表方式并不支持同时建造正

转和反转的曲线。但是可以将正转和反转曲线分别建造再将之合成。 

曲线分割的方法是将相同运转方向的曲线分在同一段来建造。如正反转之间有停止

区域时可将停止区域视为前一段曲线的停止区或后一段曲线的等待区。以此页的例

子，停止区域规划为前一段曲线的停止区。如整段曲线分为 400 个分割，正转曲线

加上停止区域共占 200 个分割，反转曲线占据另外 200 个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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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曲线分段方式；在停止区及等待区中，因电机为停止状态，可将此区段规划

为任一的运转方向。与上图的例子做比较，此例将部份的停止区域规划给正转曲线

的停止区，将剩余部份的停止区域规划给反转曲线的等待区。因此，在整段曲线

400 个分割中，正转曲线部分占了 150 个分割，反转曲线 250 分割。 

 

以下说明如何利用软件建造正转和反转的命令： 

第一段曲线建表：在开始建立曲线建表时，请注意要将系统的电子齿轮比事先设定

好（P1-44 / P1-45）。本例是将停止区域规划给前一段曲线当做停止区，因此第一

段曲线共占据 200 个分割。 

曲线共有 200 个分割，因此先将 P5-82 设为 200。再将加速、等速、减速和停止

区在曲线中所占的比例填入表格中。凸轮轴所行走的导程也需填入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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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曲线导出：在凸轮曲线表格中的任一栏按鼠标右键，选择“输出数据点”； 因

为此段曲线有 200 个分割，所以要汇出的范围需填入 0 ~ 200，完成后即可将表格

数据存盘。 

 

在表格点选鼠标右键，选择”输出数据点”；跳出下面窗口： 

 

 

200个分割(凸轮区域数目) 

按照下图，55%停止区和其

他区域 45%设置 

灌注移动距离 40mm，螺距 10mm；

故： 

40mm/10mm*100000=400000PUU 

即为导程(L)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221 

 

接着设定导出范围，在窗口的范围设定先将  取消，然后手动输入 0 到

200 的汇出范围。 

 

接着点选  开启导出档案的窗口画面，完成第一段曲线导出。 

 

导出资料的分隔方式可以利用  分隔符提供了下面几种方

式供使用者设定 

 

第二段曲线建表：第二段曲线为反转动作；我们可以先建造反相的位置曲线，再进

行数值编辑来获得所需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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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先造出一条反相的曲线。此曲线共有 200 个分割，将各区域依照比例输入

后即可得到正转方向的曲线。 

 

 

接着，我们要利用”快速输入编辑”的功能来编辑反转方向的曲线；先在表格上点选

鼠标右键，开启  ： 

先建立反向位置曲线，再

利用数值编辑获得所需

曲线 

200个分割(凸轮区域数
目) 

设置 85%等速区，其他平
均分配到各区域 

按照下图，55%停止区和
其他区域 45%设置 

设置完成后会先得到正

向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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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先设定曲线的范围，从 0 到 200 

 

接着，我们设置数值编辑方式为表格中的所有数值 *(-1)，这样可以将位置曲线先

做 180 度的反转： 

 

按下  凸轮仿真曲线图如下图；但这时候的坐标系是颠倒的，所以我们

要再将坐标系修正。 

 

坐标系要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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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再将数值加上导程的最大值 400000，修正 Y 轴坐标系 

 

按下 ，第二段反转凸轮仿真曲线图如下图； 

 

第二段曲线导出：在凸轮曲线表格中的任一栏按鼠标右键，选择“输出数据点”； 因

为此段曲线有 200 个分割，所以要汇出的范围需填入 0 ~ 200，完成后即可将表格

数据存盘。 

 

在表格点选鼠标右键，选择”输出数据点”；跳出下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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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设定导出范围，在窗口的范围设定先将  取消，然后手动输入 0 到 200

的汇出范围。 

 

接着点选  开启导出档案的窗口画面，完成第一段曲线导出。 

 

步骤三：两段的凸轮曲线造表完成后，接着我们进行曲线结合的动作；于此要利用

到前面讲解过的”手动建表”功能： 

首先，开启”手动建表”窗口 

 

接着，设定凸轮区域数目为 400，按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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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表格上点取鼠标右键，开启  

 

【加载表格数据】先加载第一段曲线。范围选取 0~200，因为第一段曲线共有 200

个分割。接下来再加载第二段曲线，范围为 200~400。第一段的终点位置 200 与

第二段的起点位置 200 必须重叠。 

先加载第一段曲线。范围选取 0~200； 

 

选择正转曲线档案； 

 

点选  加载第一段曲线； 

接着加载第二段曲线。范围选取 200~400；请注意第一段的终点位置 200 与第二

段的起点位置 200 必须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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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反转曲线档案； 

 

点选  加载第二段曲线；按下  即可得到合成的曲线图。 

 

当完成送料轴和灌注轴的凸轮曲线设置后；接着用户便可以针对这两轴进行软件建

表的步骤三”参数设定”和步骤四”啮合条件”的设定。 

因为操作方式在上一节”手动建表 ”中已经有详细解说，请参阅 ”手动建表 ”的内容说

明。 

【三次曲线造表】 

对于位置与速度的特性都掌握非常好的情况下，三次曲线造表是非常实用的工具。

只要能清楚位置与凸轮角度的对应关系，三次曲线是很好使用的工具，填入凸轮主

轴位置(0-360 度)与从轴位置，造表工具即可自行连接与优化曲线。 

而与手动建表相比，在某些应用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直线或是曲线等凸轮点对点

的动作，利用三次元曲线建表也可以很简易的利用图表来修改曲线。以下就针对软

件功能进行说明： 

步骤一：开启”三次曲线造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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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进入功能设定窗口 

 

设定功能类似于”手动建表”，使用者可以自行输入各转折点的角度和位置； 

 

调整连接线与连接角度，可以改变接点上的速度，不当的选用与连接，会造成速度

的急遽改变。两点间的曲线类型，软件也提供了三种类型可供使用者设定： 

 

一般来说凸轮曲线的动作都属于平滑动作，但某些特殊场合和应用上，使用者也许

需要设定急速变化的凸轮动作。 

下面以波形图来举例：以 S 曲线来建构凸轮曲线，红框内的曲线可以看到两点转折

处都是平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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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整第二点到第三点的凸轮曲线为”直线”，就可以看到两点间的速度曲线变成

直线，速度产生急速的变化。 

   

假设使用者需要增加点数或是删除点数，也可以使用鼠标直接在三次曲线仿真图上

面直接编辑； 

 

点选插入之后，软件会在曲线的附近新增一个转折点；此时因为新点的位置和角度

都为 0，故使用者必须手动输入这两个数值，并重新规划曲线类型，即可完成新点

的建立。 

速度曲线 

位置曲线 

速度曲线 

位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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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曲线上离开与进入的角度可以被定义。针对不同曲线型态有不同设定：               

以直线而言，是无法设定角度的： 

 

以单调曲线而言（递增减曲线），只有离开(开始)的角度可以被指定。 

 

以 S 曲线而言，可以设定离开(开始)和进入(结束)角度。 

 

为了有平顺的运转速度，测试离开和进入的角度是建构凸轮曲线必要的步骤 

 

步骤三：建立凸轮表格 

上述的曲线点数设置完毕后，接着就必须建立实际的凸轮表格； 

� 系统的初始取样角度值为 5°，也就是系统在绘制曲线时会以 360°为整个行程，

然后依照使用者输入的三次建表数值和取样角度来分割凸轮点 

新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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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建构更精确的曲线，若把取样角度设为 1 时，会因为位置曲线微分成速度

曲线而产生抖动的速度命令。此时可选择加入较多的小数字数，再以 P5-19 放

大率倍数回复命令倍率，则可以克服此现象。 

 

 

步骤四：绘制凸轮仿真曲线 

完成步骤三和步骤四的设定之后，使用者点选  便可以将凸轮

表格完成。系统并会自动绘制凸轮仿真曲线图；用户可以将此凸轮表格               

下载到驱动器内。 

取样角度×凸轮区域数目

(P5-82)＝360°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232 

 

接下来用户继续软件的步骤三和步骤四的参数设定，便可完成整个凸轮设定的               

步骤流程。 

【自动飞剪曲线】 

ASDA-A2 提供了许多不同型式的飞剪曲线，这些曲线都可以用计算机软件产生。 

飞剪曲线 伺服驱动器 计算机软件 

无同步区  

不支援 支援 

有同步区  

支援 支援 

可调整同步区  

支援 支援 

我们以下面四张波形图来说明无同步区和有同步区的定义：当刀具碰到要裁减的材

料时，主动轴与凸轮轴速度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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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同步区的飞剪曲线：尖刀的应用 有同步区的飞剪曲线：宽刀的应用 

速 度 曲 线 向 上 开

口，速度由高速变

低速，是因为切刀

的 圆 周 比 要 裁 剪

的 材 料 长 度 还 要

长 
  

速 度 曲 线 向 下 开

口，速度由低速变

高速，是因为切刀

的 圆 周 比 要 裁 剪

的材料长度短   

另外，使用者也必须了解切刀周长与裁切长度的比例将会决定凸轮轴的转动速度： 

1. 裁刀圆周长＞裁切长度：除了裁减时两轴等速外，其余时间从轴速度高于主轴

速度。凸轮轴速度越快，可以裁减长度的越短。 

2. 裁刀圆周长＝裁切长度：凸轮轴只要等速运转即可。 

3. 裁刀圆周长＜裁切长度：除了裁减时两轴等速外，其余时间从轴速度低于主轴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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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轴转动速度的差异：理论上，凸轮轴转动速度的差异可用来调整裁切长度。越

宽的等速区，裁切长度调整的弹性就越小 

 

另外，同速区的定义是以材料在运行周期中所需同速时间的比例来决定，而不是以

切刀运行所产生的同速区来定义。当使用不同的材料时，需要不同的同速区，所以

需要产生不同的凸轮曲线。因此同速区的定义是由材料面来决定。 

 
上图可以看到，同速区的定义是要以材料面来决定，凸轮曲线必须依照材料面来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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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说明完毕后，接着我们就来介绍如何使用 ASDA-Soft 来建造飞轮曲线的方式

和步骤； 

 

软件依照上述三种飞剪曲线提供了三种的设置选项： 

 

� 使用”自动飞剪 ”接口来建造曲线时，建造出的曲线为无同步区曲线。  

� 使用”自动飞剪 -同步区”接口来建造曲线时，可建造出同步区角度固定为 51 度

的飞剪曲线。 

� 使用”自动飞剪 -可调整同步区”接口时，可在软件内设定所需的飞剪曲线同速区

的宽度。  

以下我们用一个实际的应用：在包装机上，切刀与输送带需跟随胶膜输送速度来说

明使用”自动飞剪”建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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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机上使用同步抓取修正轴即可达到追标的功能。当裁切不准时系统会自动修

正裁切的时间点来调整裁切长度和位置。 

此应用是以包装膜为主轴。切刀轴与输送带为从轴，跟随着主轴的速度变化而运行。

当检测器读取到标记与标记间的距离和设定的有差异时，切刀轴和输送带会依此依

据来调整速度。 

于此案例中，我们针对飞剪建表的功能来做说明，至于整个应用建置，请参考台达

电子 ASDA-A2 伺服产品的应用技术手册。 

步骤一：点选  ，开启机构参数设定画面 

 

因为建造飞剪曲线时需要知道机械规格，用户只需将机械规格填入软件即可建造出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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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输入机械数值 

 

齿轮数比：  ，使用者可以按照实际齿轮箱

的机构比例设定 

 

切刀数目与直径：切刀数目可随应用改变，所有的切刀应该平均分布在切刀轴上；

“切刀直径” 是由刀尖的旋转路径来观看，无论切刀数目为何，“切刀直径” 都会相

同。 

 

无论切刀数目为何，切刀半径即是凸轮轴中心点到刀尖的距离，所以切刀半径的两

倍即是切刀直径(d1)。 

而 ＝  × π(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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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波数与编码器直径：编码器直径是指与贴着材料转动的机构直径，即计算材料长

度用，编码器的分辨率应是已知的参数 

 

利用编码器直径和编码器旋转一周所送出的脉波数来算出主动轴的命令分辨率，意

即 P5-84 主动轴脉波数。  

 

若使用者已经知道主动轴脉波数，就不需要再输入编码器直径和主轴的分辨率，勾

选  ，直接在 P5-84 的空格里填上主轴脉波数 

 

这时候就可以手动修改 P5-84 的数值；当 P5-83 设为 1 时，P5-84 的设定值即是

代表凸轮轴运行一周(凸轮表格一周)时，凸轮轴收到主动轴的脉波数。当 P5-84 为

已知时，可手动输入此数值，不需藉由编码器直径和编码器旋转一周所送出的脉波

数来取得。 

勾选手动输入 P5-84后，
这两个选项会反白，不能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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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轴电子齿轮比：凸轮轴的电子齿轮比为凸轮轴电机运行一周所需的 PUU。 

如电机运行一周所需的 PUU 数值为已知，可直接填入此数值；否则可以使用电子

齿轮比的方式来计算此数值。 

 

 

切长(L)：材料面的裁切长度，这边请依照需求自行输入。 

 

软件也会根据  和  的设定，限制切长所能设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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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定超过限制范围，软件会跳出警告窗口： 

 

请特别注意软件建构的曲线的限制；此限制为软件预防造出不合理的飞剪曲线。例

如，当裁剪长度 A 远远小于每次裁剪凸轮轴所需移动的距离 a 时，凸轮速度并无法

无限制提升以达到短裁切长度的要求。当Ｒ太小，通常需要改机械结构来解决。 

 

R (长度比) ＝ A / a 

无同步区  R：0.3 ~ 3 

有同步区(宏 6) 
 

R：0.07 ~ 2.5 

可调整同步区(宏 7) 
 

1.88 ＞ R × 速度补偿 

速度补偿：有些应用在裁切时主动轴与凸轮轴不能等速，此时可利用速度补偿参数

改变主从轴间相对的速度。当速度补偿为正值时，凸轮速度在原本的等速区时会比

主动轴速度为快。当速度补偿设定为负值时，凸轮速度在原本的等速区区间时会比

主动轴为慢。 

 

 

A：：：：裁剪长度裁剪长度裁剪长度裁剪长度 
a：：：：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

移动的距离移动的距离移动的距离移动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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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机械数值输入完毕后，使用者接着必须按照凸轮曲线点数等相关基本参数

进行设置； 

 

用户可以设定数据数组开始位置，但凸轮区域数目为系统设定，无法变更； 

 

接着如果  有被勾选，则可以设定主轴脉波数 

 

设定结束后，点选  完成凸轮曲线。 

 

步骤四：点选  后，系统会自动绘制出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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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自动计算出主轴和从轴的脉波数 

 

另外，E-CAM 的飞剪曲线建表功能中，提供了”曲线调整系数”的功能 

 

曲线图确认完毕后，用户可以将凸轮表格下载到伺服驱动器内 ，

如果要在电源关闭后仍将曲线保存在服务器里，可以执行 ，

将表格数据刻录至 ROM 当中。 

当完成送料轴和灌注轴的凸轮曲线设置后；接着用户便可以针对这两轴进行软件建

表的步骤三”参数设定”和步骤四”啮合条件”的设定。 

因为操作方式在上一节”手动建表 ”中已经有详细解说，请参阅 ”手动建表”的内容说

明。 

以下介绍使用”自动飞剪 – 同步区”和”自动飞剪 – 可调整同步区”的特色： 

� 使用”自动飞剪”接口来建造曲线时，建造出的曲线为无同步区曲线。 

� 使用”自动飞剪 -同步区”接口来建造曲线时，可建造出同步区角度固定为 51 度

的飞剪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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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自动飞剪 -可调整同步区”接口时，可在软件内设定所需的飞剪曲线同速区

的宽度。  

当我们使用”自动飞剪  – 同步区”来建造曲线的时候；  

 

当更换材料时，只要重新设定裁剪长度以及是否需要速度补偿即可。 

点选后会开启下面的窗口画面；于此画面中其实和”自动飞剪”的设定是一样的，没

有太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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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的数值设定接口中有几个和”自动飞剪”不同的地方： 

� 切长(L)的范围设定为 

� 凸轮区域数目 P5-82 的系统必须为”7”，因为使用此宏时，P5-82 恒为 7，表

示凸轮曲线只有 7+1 个分割且不可改变。 

 

� 因为使用”自动飞剪  – 同步区”会产生同速区角度 51º 的曲线，所以凸轮曲线

会自动生成同步区 

 

当我们使用”自动飞剪  – 可调整同步区”来建造曲线的时候；  

          

裁刀的宽度通常不会改变，但是不同的材料会使裁剪长度和同步区角度改变。当更

换材料时，只要重新设定裁剪长度以及是否需要速度补偿即可。设定方式一样按照”

自动飞剪”的步骤完成机械数值的写入后，可用软件来验证功能。 

特别要注意的：使用”自动飞剪  – 可调整同步区“建造曲线  

第一步同样是设定储存凸轮曲线于数据数组时所需的相关参数。包括 P5-81 数据数

组里储存凸轮曲线的起始位置和 P5-85 啮合的时机。与宏 6 不同的是，使用宏 7

时，P5-82 为一可调整的变数，范围为 30~72。意即可将凸轮曲线切割成 30~72

个分割。在此建议使用 72 个分割以达到最佳的曲线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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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也是为设定凸轮曲线的倍率。包括系统的电子齿轮比 P1-44/P1-45（凸轮为

系统的一部份，所以也会受系统的电子齿轮比影响）以及凸轮曲线的倍率设定

P5-19。 

 

下面的软件窗口画面；使用者可以进行第一和第二步的设定 

 

第一步：设定凸轮区域数目，建议设定 72，如此可得到形状较好的曲线  

 

第二步：设定系统的电子齿轮比 P1-44/P1-45（如果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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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定凸轮曲线的速度分配。因为凸轮曲线中的等速区大小可调整，所以曲

线的其他部分包括加减速、S 曲线和停止区方面也均需手动设定。曲线各部份的比

例均需妥善分配以达到运转平顺的目的。S-曲线的目的为使转速变化时较平顺，以

级数设定，设定范围为 1~4。其他的部份是以角度设定。 

        

使用软件设定凸轮曲线的速度分配，有三个参数需要设定：Acc 加速区、Y 同步区、

S° S-曲线 

 
 
 

以上图为例：2×55°（等待区）＋2×60°（加速区）＋30°（同步区）＋100°（S-曲

线）=360° 

请注意：凸轮区域数目 P5-82 和 S-曲线以及等待区是有关联的； 

S°(S-曲线)＝(2^S)×360° / (P5-82) 

S1 等待区＝180°＋360°/ (P5-82)－360°/ R＋(P5-94) / 2 

 

请特别注意软件建构的曲线的限制；此限制为软件预防造出不合理的飞剪曲线。例

如，当裁剪长度 A 远远小于每次裁剪凸轮轴所需移动的距离 a 时，凸轮速度并无法

无限制提升以达到短裁切长度的要求。当 R 太小，通常需要改机械结构来解决。 

加速区 同步区 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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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长度比) ＝ A / a 

无同步区 
 

R：0.3 ~ 3 

有同步区(宏 6) 
 

R：0.07 ~ 2.5 

可调整同步区(宏 7) 
 

1.88 ＞ R × 速度补偿 

设定方式一样按照”自动飞剪”的步骤完成机械数值的写入后，可用软件来验证功能。 

当完成设置后；接着用户可以继续进行软件建表的步骤三”参数设定”和步骤四”啮合

条件”的设定。因为操作方式在”手动建表 ”中已经有详细解说，请参阅 ”手动建表 ”

的内容说明。 

【自动飞剪 – 间歇印刷机】 

动作原理说明： 

印刷轴与拖料轴之间的动作关系如下图所示。各印刷轴没有传动螺杆连接，各自进

行独立运行，由于印刷模板长度的限制，不能进行满版印刷，印刷轴以一定速度单

方向匀速运转，当印刷版开始接触纸张（A 图）时，纸张与印刷轴线速度相等（B

图），且方向相同，开始印刷。当印版印刷动作结束时（C 图），即纸张与印刷版脱

离运行时，纸张开始减速停止并反方向运行一段距离（D 图）。当印版再一次与纸

张接触开始印刷时,纸张保持与印刷滚筒线速度相同方向相同，这样在印版与纸张

接触时始终保持印刷轴与纸张的同步关系，当印刷轴与纸张脱离时纸张作回退动作

时，在整个动作过程中两拖料轴始终同进、同退保持同步。通过在印刷轴空版时纸

张的回退,相邻的印刷图案可以精密地排列,节省了纸张，所以半轮转印刷在一些窄

幅印刷机上应用很普遍。 

A：：：：裁裁裁裁剪长度剪长度剪长度剪长度 

a：：：：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移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移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移每一次裁剪时凸轮轴要移

动的距离动的距离动的距离动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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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DA-Soft 提供了间歇运动控制的伺服设定精灵；可以方便使用者根据材料所需的

印刷面积和空白面积设置规划，并可以手动调整同步区、等待区的角度，透过简单

步骤便可以完成拖料轴的设定。以下用步骤方式说明设定的方式： 

步骤一：点选”自动飞剪 – 间歇印刷机”，进入功能页面 

 

步骤二：进入功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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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设定”中提供使用者机构部分的参数设定 

 

下面接着介绍软件功能的原理以及设定方式： 

 

用户需要先理解各个长度单位的关系式 

L（印刷滚轮周长）= π x d2 

（产品 Pitch）= PL + BL 

R = L /  （相当于『飞剪』的『切长比』，在印刷应用绝大部分 R＞1） 

以软件初始参数做为范例； 

L（印刷滚轮周长）= π x 100＝ 314.15 mm 

（产品 Pitch）= PL + BL ＝ 200＋20＝220 mm 

R = L /  ＝ 314.15 / 220 ＝ 1.428 (R＞1，合理范围) 

另外请注意；L（印刷滚轮周长）必须要大于 （产品 Pitch），因为间歇运动就是为

了要节省空间和成本，所以不可能让印刷轴空转浪费材料！ 

接着说明如何决定同步区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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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_sync（同步区角度）= PL / L x 360°；利用此公式便可以推算出同步区角度。 

以软件初始参数做为范例； 

deg_sync（同步区角度）= PL / L x 360° = 200 / 314.15 × 360 = 229.190° 

此时请使用者注意；等待区和 S-曲线的角度就不要设定过大，超过 360° 

另外，如果用户要让印刷质量更稳定, 用户可增加同步区范围 deg_sync（同步区

角度） = PL / L x 360° + SyncAdd（增加同步区的角度）。 

SyncAdd（增加同步区的角度）可以由”进阶设定”内的 DegA 来进行设定。 

 

完成印刷范围设定后，接着设定机械参数，基本上使用者只需要按照设定的机构参

数将数值填入即可；这边特别要和用户说明的是主轴编码器脉波数：因为印刷机的

印刷轴为主轴，而主轴编码器脉波数代表主轴印刷辊转一圏所送出的脉波数,如果

主轴直接连到印刷辊,则设定值为(P1-46)*4,如果印刷辊上装有减速机,则需考虑减

速机的倍率,如减速机为 1:5,则设定值为(P1-46)*4*5。 

而 d2：印刷滚直径是有包含印刷片长度的。 

 

“条件设定”完成后，如果用户需要针对动作曲线进行微调，则可以点选”进阶设定” 

因为这边的功能同样是利用自动飞剪的动作曲线来规划，所以同样凸轮曲线也是要

按照下面的方式来进行设置；但因为同步区是由机构条件来设定的，使用者可以微

调整等待区和 S-曲线两个参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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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步区已经介绍过 DegA：同步区增加角度，接着介绍等待区的设定方式；软件

的初始值是设定为当等待区为 0，因为在这个状态下的加减速曲线最平滑。但若等

待区的角度设定越宽，则电机反转的距离越小，速度变化愈剧烈！电流易超载！ 

以下图举例；若等待区设定为 0° 

    

以下图举例；若等待区设定为 30° 

    

一个特例说明：当等待区设定为 0 时, 如加减速仍超出电机负荷，此时建议： 

(1) 降低印刷滚轮的主轴速度 

(2) 将传动轴电机改为马力较大的电机 

完成以上的设定后，使用者便已完成间歇运动的凸轮曲线建造。接下来便可以继续

进行步骤三和步骤四的参数设定，以及 PR 模式的设置。 

平滑运动且

波形平稳 

速度抖动且波

形变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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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R 模式设定 

 

台达电子的 ASDA-A2 系列伺服驱动器内建了一套全新的 PR（Position Register）运

动控制模式；全新模式的 PR 不再是传统的点对点控制，已超越了原本的使用方式，

此设计让驱动器有能力在任何时刻可以任意的改变其运动命令，ASDA-A2 总共有 64

个 PR 程序可供使用；以下简单说明传统 PR 和 ASDA-A2 新 PR 模式的差异。 

传统用法：以 DI 触发一个 PR 动作，电机即运行一段距离。动作无法接续，必需一

段完成后，才能继续下一段，点对点的控制，只能中断，无法中途改变命令。 

 

ASDA-A2 创新功能：可随时使用外部触发或内部插断来改变运动命令。不同于传统

用法只能用 DI 触发，ASDA-A2 提供了多种的外部触发方式。在 ASDA-A2 的 PR 模

式下，可以操作多种不同的功能，如回原点控制、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程序跳跃、

或写入参数等，组合多样，操作灵活。 

 

在开始介绍 PR 模式前，在这边先和使用者介绍一个新定义的单位：PUU；前面电子

凸轮章节中也有提到这个单位；PUU 是一个新定义的单位，经过电子齿轮比例缩放

的数值，在使用上带来不少的方便，“反馈数值与命令相同”，例如；下逹 10000 PUU

的指令后，在定位完成后，会看到 10000 PUU 的反馈数值，当电子齿轮比设定完成

后，就可以不理会齿轮比的比例。PUU 可以将系统内的命令、反馈、与误差拉到同

一基础上，因为所有的数值皆已经过电子齿轮比的缩放，易于观察、监视与除错。 

传统方法传统方法传统方法传统方法 

A2创新功能创新功能创新功能创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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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针对台达电子 ASDA-A2 的”PR 模式设定”功能特色做说明： 

� 提供 9 种主要的回原点模式，若包含次选项，组合超过 30 种。 

� 速度模式下可做定速控制，包含加减速曲线规划。 

� 强大的位置控制设置；包含定位命令，共有绝对命令、相对命令、增量命令、高

速抓取相对命令等。 

� 新增程序跳跃功能；可以改变程序的执行顺序，增加程序的重复使用率及系统的

使用弹性。 

 

本章节会分为三部份来介绍功能： 

【界面简介】：说明软件接口的功能和特色。 

【模式设定】：说明原点模式、位置程序模式、事件设定等功能的操作步骤。 

【范例说明】：利用范例让用户练习使用软件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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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简介 
以下将主画面切分为五大部分作简介： 

 

a.) 首先介绍[任务栏]的部份： 

 

：储存档案 

将设定好的 PR 模式储存成参数档案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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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档案 

 

：开新的编辑 

点选后软件会先跳出确认窗口，请用户确认是否要关闭目前的设定状态； 

 

：从伺服加载 

将目前驱动器内的 PR 模式相关参数加载到软件上进行编辑。 

：全部写入到伺服 

将目前驱动器内的 PR 模式相关参数写入到软件上进行编辑。另外，用户也

可以选择下载个别的模式参数。 

 

：操作说明 

点选后会开启软件使用说明的窗口，用户可以阅读 PR 模式的软件操作。 

：密码保护设定 

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来设定数据数组的密码保护功能。此功能可以确保数据

数组内的数值内容不会因为失误性的操作而造成数据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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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功能是在韧体 V1.027 之后的版本才有提供！ 

 

设定的范围可以分为： 

 

密码设定完成后，会跳出下面的确定窗口； 

 

用户如果要解除密码，则必须输出原始输入的密码数值，完成解除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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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动作 

在通讯联机的状态下，当用户进行参数编修动作时，如果用户想要临时停止

通讯读写参数动作时，可以点选  功能按钮，此时软件会跳出下面的警告

窗口，并暂停参数读写的动作； 

 

在任务栏的最右侧，软件会依照用户通讯连接的驱动器显示驱动器韧体版本

 

b.) 接着介绍[模式窗口]的部份： 

      

使用者会在主画面的左侧看到上图的四个模式窗口，以下针对这四个模式窗口做

说明：  

� 速度与时间设定：16 段的加减速在系统参数 P5-20 ~ P5-35 里定义。16 段

的延迟时间在系统参数 P5-40 ~ P5-55 里定义。16 段的目标速度在系统参

数 P5-60 ~ P5-75 里定义。以上数据均可给所有 PR 共享。下个小节会有详

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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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参数设定： 用户可以在这个模式中设定 PR 底下常用的一些基本参数；

例如系统电子齿轮比、软件极限（正向 / 反向）、自动保护之减速时间和事

件触发设定等。 

 

� 原点设定： 用户可以在这个模式中设定原点复归的功能。下个小节会有详

细说明。 

 

� PR Mode 设定： 用户可以在这个模式中设定 PR 模式的位置路径，并可以

针对不同的指定方式；例如路径跳跃、路径重叠等作规划。软件当中提供

PR#1 到 PR#63 共 63 段的路径规画。下个小节会有详细说明。 

 

另外，当使用者有修改设定，但尚未下载到驱动器时；被修改的功能区块会

显示 “ * “的符号，表示有被修改但尚未下载到驱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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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着介绍【主设定窗口】的部份： 

 

【功能设定区】：用户可在此区域进行相关参数的设定和修改。 

【加载驱动器】：使用者可将设置完毕的 PR 参数下载到驱动器内，在通讯连接状

况下，点选  完成参数下载。 

如果在无通讯连接下误动作，软件会跳出下面的警告窗口 

 

d.) 接着介绍【PR 模拟动作】的部份： 

 

功能设定区 

加载驱动器 

若有修改但未下载

到驱动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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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灯号，灯号内的数字代表着参数 P5-07 的状态，软件会每 300ms 读

取一次 P5-07 数值；灯号可分为两种： 

：无通讯状态下，呈现深绿色。 

：在通讯联机下，并且有勾选  ，灯号呈现荧光绿。0

代表目前 P5-07 尚未触发，PR 还未动作。 

当有进行 PR.Path 模拟时，数值便会依照目前 P5-07 的变化显示， 

若命令未完成，则读回原命令。 

若命令已完成，则读回原命令+10000。 

若命令已完成且 DO：TPOS ON 电机位置到达，则读回原命令+20000。 

：用户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在软件上直接仿真 PR 路径的动作，是

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必须在软件通讯联机下才能够使用此功能，如果尚未连接驱动器，或是通讯失败

状态下，软件会跳出下面的警告信息提示用户： 

 

在通讯正常情况下，勾选  后便会让状态灯号变为荧光绿，可以

点击”执行 PR.Path“； 

 

：执行启动 PR 命令触发寄存器，用户需要在后面的字段

先填写 PR 路径的编号，接着点击  ，启动 PR 命令动作。 

填写 PR 路径的字段有以下的定义 

� 写入 0，开始原点复归 

� 写入 1 ~ 63，开始执行指定 PR 程序，相当于 DI：CTRG+POSn 

：执行停止 PR.Path 命令，也就是对 P5-07 写入 1000，相当于 DI：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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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接着介绍【分度坐标快速编辑】的部份： 

 

：用户可以透过快速编辑窗口的设定，快速完成分度功

能的 PR 路径规画以及相关参数设定，完成后也可以快速下载到驱动器内；对于需要

建立分度表格的用户，可以缩短参数设定的时间。详细说明请参考”模式设定“章节中

的叙述。 

 

：如果要调整分度总行程，可以在这里调整设定。

下面是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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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设定 
接下来我们针对软件的 4 个模式设定区块依序介绍设定和使用的方式；在章节【范

例简介】中，我们会在介绍如何实际设定和操作。 

1. 【速度、时间设定】：当用户在设定 PR 路径时，一定会需要用到加减速时间、延迟时间、

和目标速度这三种设定。ASDA-A2 系列提供了 16 段的加减速时间、16 段的延迟时间、

与 16 段的目标速度可供设定选择；这些数据在各种 PR 模式中可以为共享信息。 

 

 

16段的加减速时间设
定，单位为(ms)，设定
范围 1 ~ 65,500ms。 

16段的延迟时间设定，
单位为(ms)，设定范围
0 ~ 32,76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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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设定之后，使用者可以点选  快速写入参数到驱动器内，或是利

用  ”全部写入到伺服” 来进行参数下载；按下后会开启下面的设定窗口，请选择”

速度、时间设定相关参数”，然后按下  即可完成设定。 

 

2. 【一般参数设定】：用户在设定 PR 路径规画时，会经常用到的参数群组；电子齿轮比、

软件极限、自动保护的减速时间、和事件 ON/OFF 设定。软件统一将这些参数规划在这

个区块，并以直觉式的下拉式选单方式便利使用者的设置。以下就针对这四个参数设定

来进行说明： 

：电子齿轮比是指驱动器系统的电子齿轮比参数；P1-44 为电子齿

轮比分子(N1)，P1-45 为电子齿轮比分母(M)。 

 

：在一般机构设计时，为保护机构安全，除了会在机构的安全行程内

16段的内部目标速度设
定，单位为(r/min)，设定
范围 0.1 ~ 600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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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前后硬件极限开关外，也可以再加上软件极限，让用户可以提早避免超出行程，或

免用硬件极限，当碰触到前后软件极限伺服电机便会自动停止；使用者可以在这个区块

设定使用与否，以及极限位置。 

若将软件极限一端设定为最大值，另一端设定做最小值，则软件极限为功能关闭的状态。 

 

：若用户希望当伺服驱动器遇到自动保护动作的情况下，例如极限

开关被启动，或是 DI 被触发停止命令时，能够设定一段减速时间让电机可以缓步停止。                                 

软件依照参数 P5-03 的定义设定，使用者可以针对 PL （CCWL） 正向运转禁止极限、

NL（CWL）逆向运转禁止极限、SPL （SCCWL） 软件正向运转禁止极限、SNL（SCWL）

软件逆向运转禁止极限、OVF 位置命令 Overflow、CTO（通讯逾时 AL020）、和 STP

停止命令。 

如果要使用参数 P5-03 设定必须要知道每个位所代表的定义，但利用软件设定则可以利

用下拉式选单很快速的就完成设置。 

 

点选下拉式选单后，便可以很快速的选定减速时间寄存器。而减速时间可以在上述的”

速度、时间设定”模式区块中进行设置。 

：若用户要设定事件触发功能，软件提供了非常简便的下拉式选单操

作可供使用者轻松设定上升缘或下降缘。举例来说，一般通常利用参数来进行设定时，

使用者必须要清楚知道参数 P5-98 和 P5-99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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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用参数来设定事件触发，以下图为例，当 EV1 的上缘讯号触发时，因为 P5-98 的

第一位数设定为 2，PR#52 会被触发。当 EV1 的下缘讯号触发，因为 P5-99 的第一位

数设定为 3，PR#53 会被触发。 

当 EV3 的上缘讯号触发时，因为 P5-98 的第三位数设定为 6，PR#56 会被触发。当 EV3

的下缘讯号触发，因为 P5-99 的第三位数设定为 9，PR#59 会被触发。 

 
但若是利用软件的下拉式选单来设定，只需要将 EV1 和 EV3 的指定 PR 路径选择完毕

即可。接着只要到参数初始化精灵功能里完成 DI（数字输入）的设定即可。 

 

完成设定之后，使用者可以点选  快速写入参数到驱动器，或利用  ”

全部写入到伺服”进行参数下载。 

3. 【原点设定】：在说明原点复归之前，要先跟使用者简单介绍何谓参考坐标。参考坐标在

一般的机械设计中，例如编写数控工具机程序时，通常至少须选用一个参考坐标点来计

算工作图上各点之坐标值，而这些参考点一般我们称之为零点（Zero Points）。若是在 

CNC 切削中心机，常用的参考点有机械原点、回归参考点、工作原点及程序原点等四

种。故简单来说，原点设定就是使用者自己定义的参考坐标点。 

而一般在伺服系统中所谓的原点坐标，通常指的是机械开机后初始坐标设定：通常 CNC 

系统开机后，先使机械各轴回机械原点，才能执行程序或其他动作。一般可由手动操作

模式或程控模式分别使机械各轴回复机械原点。使用手动操作模式回机械原点时，只要

启动控制面盘上之机械原点复归按钮，即可使床座分别回到各轴之机械原点。另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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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刀具之交换点：一般为求换刀安全考虑，可先让 Z 轴回复到机械原点再行换刀，

以免刀具与工件有干涉之现象。 

硬件连接的方式，是透过编码器连接线把电机编码器的 Z 相脉波位置链接到驱动器内部

的坐标上，Z 相脉波对应的坐标值可以指定。 

原点复归完成后，停止的位置并不会在Z 脉波的位置上，因为找到Z 脉波后必须减速停

止，因此会依据减速曲线超出一小段距离，但Z 的坐标已经正确设定，不影响后续定位

准确度。 

例如：指定Z 脉波对应的坐标值为100，原点复归完成后Cmd_O = 300，代表减速距离

为300-100=200（PUU）。由于Cmd_E = 100（Z 的位置绝对坐标），若要回到Z 脉波

的位置，只需要下达定位命令：绝对命令100 或增量命令0 均可。 

原点复归完成后，可以自动执行指定的程序，可以达到复归后移动一段偏移量的功能。

原点复归执行中，软件极限不作用。 

台达电子 ASDA-A2 系列伺服驱动器透过了强大的 PR 模式功能，可以利用参数设置的

方式支持 9 种主要的原点模式： 

� 正转方向原点复归 PL 作为原点 

� 反转方向原点复归 NL 作为原点 

� 正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FF�ON 作为原点 

� 反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FF�ON 作为原点 

� 正转直接寻找电机编码器 Z 脉波做为原点 

� 反转直接寻找电机编码器 Z 脉波做为原点 

� 正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N�OFF 作为原点 

� 反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N�OFF 作为原点 

� 参考现在位置并直接定义为原点 

 

在说明软件功能操作以前，这边先针对以上 9 种模式做基础的说明，可以让用户对于接

下来软件的操作更容易理解：  

� 正转方向原点复归 PL 作为原点 

� 反转方向原点复归 NL 作为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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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原点模式是以正向极限或反向极限为参考点。当侦测到极限后，也可设定是否要

参考 Z 脉波来做为原点参考点。请注意，”原点参考点”并非一定要是绝对位置为 0 不可，

因为在 ASDA-A2 上，可以设定坐标偏移，可以任意设定”原点参考点”的坐标值。 
 

P5-04.X：0 正转方向原点复归 PL 作为复归原点 

P5-04.X：1 反转方向原点复归 NL 作为复归原点 

P5-04.Y：信号设定，0 返回找 Z、1 往前找 Z、2 不找 Z 

 
 

 

� 正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FF�ON 作为原点 

� 反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FF�ON 作为原点 

这两种原点模式是以原点检测器为参考点，以检出器讯号上缘做原点参考点。当原点检

测器侦测到讯号后，也可设定是否要参考 Z 脉波来做为原点参考点。 

P5-04.X：2 正转方向原点复归 ORG: OFF --> ON 作为复归原点 

P5-04.X：3 反转方向原点复归 ORG: OFF --> ON 作为复归原点 

P5-04.Y：信号设定，0 返回找 Z、1 往前找 Z、2 不找 Z 

P5-04.Z：极限设定，0 显示错误、1 方向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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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转直接寻找电机编码器 Z 脉波做为原点 

� 反转直接寻找电机编码器 Z 脉波做为原点 

这种原点模式是直接用 Z 脉波为原点参考点。电机转一圈都有一个 Z 脉波，此种方法适

用于电机运转都在一圈内的应用。 

P5-04.X：4 正转直接寻找 Z 脉波作为复归原点 

P5-04.X：5 反转直接寻找 Z 脉波作为复归原点 

P5-04.Z：极限设定，0 显示错误、1 方向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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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N�OFF 作为原点 

� 反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N�OFF 作为原点 

这两种原点模式是以原点检测器为参考点，以检出器讯号的下缘为原点参考点。当原点

检测器侦测到讯号后，也可设定是否要参考 Z 脉波来做原点参考点。 

P5-04.X：6 正转方向原点复归 ORG: ON --> OFF 作为复归原点              

P5-04.X：7 反转方向原点复归 ORG: ON --> OFF 作为复归原点              

P5-04.Y：信号设定，0 返回找 Z、1 往前找 Z、2 不找 Z 

P5-04.Z：极限设定，0 显示错误、1 方向反转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270 

� 参考现在位置并直接定义为原点 

这种原点模式是指电机所停的位置即为原点参考点，电机不移动即完成坐标定位。 

 
相信当您看完以上针对 9 种的原点模式的说明，对于接下来软件的操作设定就会更加容

易理解了： 
 

：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单，快速的将上述 9 种模式的原点复归

模式设定完成。 

 

步骤一：选择原点模式（设定参数 P5-08：X） 

 

步骤二：原点模式设定完成后，接着设定碰到原点信号后的动作 

 

步骤三：信号设定完成后，接着设定碰到极限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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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要设定正转方向原点检测器（DI:ORG）：OFF�ON 作为

原点的模式，那么需要设定 P5-04. X：2 正转方向原点复归 ORG: OFF-> ON 作为复归

原点、Y：信号设定，0 返回找 Z、Z：极限设定，0 显示错误。 

 

透过下拉式选单的设定，使用者只需要按照上述的参数设定，便完成设定： 

 

：原点复归的动作会以原点信号点作为速度设定的分水岭；当驱动器

一上电或是触发原点复归命令后；当有设定两段速度时，电机会先依照第一段速度的设

定运转来寻找信号点，当电机触发到原点信号点之后，便会立即切换到第二段速度做缓

慢停止，或是返回寻找 Z 脉波等使用者设定的动作。 

一般来说，第一段速度会设定比第二段速度来的快，因为第二段速度是要作为回到机械

原点的停止状态。但当然也会依照不同的使用者需求，可以做客制化的调整。 

利用软件设定原点复归的第一段速度和第二段速度，用户可以在功能窗口中填入所需的

速度值即可。 

 

请注意，设定这两个速度值要在设定范围之内，如果超过设定范围的限制，当使用

要写入到驱动器内，软件会跳出下面的警告窗口提醒用户操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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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软件选项主要是提供用户五个进阶的功能设定； 

� ：进阶原点复归后的设定 

当电机找到原点参考点后，会因为减速而在离原点参考点附近停止。ASDA-A2 驱

动器并不会自动将电机移回原点参考点位置。参数的初始设定也是设定为电机停止

的状态。（0 (Stop) 代表原点复归动作完成后不自动直接执行下一段 PR 路径） 

 

用户可以用另一段 PR 绝对位置命令将电机移动到坐标上的任意位置。因为原点复

归完毕后，系统的坐标就建立完成；如果使用者发现实际电机停止的绝对坐标离原

点有些许距离，或是希望移动电机到指定位置，便可利用此设定。 

以下图例来说明，当我们设定原点模式为正转方向原点复归 PL 作为复归原点； 

 

电机实际停止的位置，在绝对位置轴坐标上来看是”-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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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使用者希望将电机移回原点参考点（绝对位置 0）。则可以利用以下的软件设

定来达到；先指定一个 PR.Path 的路径（下面的章节会做详细说明） 

 

接着设定 PR#01 的路径规画，因为是单纯的返回定义原点位置，故设定路径形式

（2）即可。； 

 

接着设定位置命令终点和位置命令点；因为我们假设要回到机械上的 0（原）点；

故命令设定为 ABS 绝对命令，命令点设定为 0。 

 

� ：原点复归第一段速度和第二段速度的加减速时间设定 

在某些机构刚性比较软的情况下，使用者也许在进行原点复归动作时，希望在第一

段高速运动和第二段低速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有一段加减速时间的设定，让电机可

以逐步运转到设定速度，此时可以利用软件的功能设定来满足此需求： 

 

ACC：加速时间；是指当触发搜寻原点功能后，由 0 速度加速度到                     

所需要的时间；使用者

可以利用下拉式选单选择先前介绍过，于加、减速时间已经设置过的 16 组数值： 

 

DEC1：第 1 段减速时间；当信号点被触发之后，设定第一段回原点减速时间选择： 

                     
所需要的时间；使用者可以利用下拉式选单选择先前介绍过，于加、减速时间已经

设置过的 16 组数值： 

 

DEC2：第 2 段减速时间；当触发搜寻原点功能后，

所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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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分系统会用同样于”一般参数设定”当中  内的 STP：停

止命令的时间设定。 

� ：原点复归完成后的延迟时间 

在某些应用下使用者需要执行完原点复归动作后（命令到达之后，而非反馈讯号），

能够设置一段延迟时间，再继续进行下一个运动。此时便可以利用这里的设置来完

成： 

 

软件利用在”速度、时间设定”中的 16 组延迟时间数值，使用者可以透过下拉式选

单来设置要延迟的时间长度。 

� ：设定当驱动器送电启动后，是否马上执行搜寻原点 

某些应用是需要在驱动器第一次上电后，便立即启动原点复归的动作，例如金属加

工机的座台，这时候用户便可以利用软件来设置： 

 

0：上电后不立即执行原点复归，必须使用DI(0x27)SHOM复归原点启动来触发。 

1：自动执行原点复归（驱动器上电后，第一次 Servo ON 后）。 

� ：坐标横移：系统搜寻到的原点参考点, 可以定义为坐标轴的任意值 

ASDA-A2 可定义原点参考点为坐标轴的任意值，不一定要设定原点参考点为位置

0。只要原点参考点确定，系统的坐标系统即可建立。 

以下图为例，设定原点参考点的坐标为 2000 且电机停在坐标位置 1477。此时因为

坐标系统已建立，系统也知道坐标 0 的位置了。使用者可以透过前面章节介绍过的”

状态监控”或是”示波器”来观看坐标横移后的位置情况。 

  

当原点复归动作完成后，电机实际停止的绝 如果用户设置坐标横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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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置坐标为-523 （因为停止后电机会减速

在原点的附近停止） 则整体绝对位置坐标会向左横移，而电机的实际

停止位置也会变更为 1477。 

4.  【PR Mode 设定】：在前面”参数初始化精灵”中有提到，PR 模式必须要在此功能窗口

底下规划和设计。ASDA-A2 驱动器内建了一套全新的内部位置控制模式（PR Mode），

这个模式并非单纯只提供了几组参数寄存器让用户手动输入固定的坐标位置来执行单调

的单轴循序运动；台达 ASDA-A2 利用了分布式运动控制架构原理，将一般形式的速度

控制、位置控制、程序跳跃、甚至搭配 DI 来对驱动器参数做写入命令等，组合多样，操

作灵活。让 ASDA-A2 驱动器在运动控制上更领先业界一大步。 

PR 模式支持总共 63 个路径，每个路径都可以单独规划 5 种不同的规划方式，另外也可

以使用分度定位精灵来对路径做设置，搭配性非常高。下图是软件中的路径规划下拉式

选单： 

 

以下会针对 PR 模式所支持的各种路径规画方式做说明： 

� SPEED 定位控制：本命令执行时，以目前速度（不一定是 0）开始加速（或减速），

一旦到达目标速度则命令完成，完成后命令以该速度持续输出，并不停止。 

使用者可以规划加减速时间、延迟时间、与目标速度；其中的延迟时间是由命令端来

定义，意即等命令的目标速度到达后才开始算延迟时间。延迟时间不由反馈讯号来定

义是因为反馈的整定时间会因为系统性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下图是设定的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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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度定位控制中，针对路径插断提供了 3 个参数可供设置                   

INS：本路径执行时，插断前一路径。使用者可以选择内部插断方式或是外部插断方式

（透过 DI：POS*指定路径，或是利用 P5-07 直接触发位置寄存器）。在接下来的”SINGLE

定位控制，完毕则停止”功能中，会针对插断的功能做详细说明。 

 

AUTO：速度到达等速区，则自动加载下一路径。 

 

如果PR在速度命令内没有设定自动呼叫下一PR，电机会在目标速度到达后保持命令状

态，若定速度命令则保持定速度，若零速度命令则保持停止，直到servo off或被另一PR

插断。如果PR速度控制之后自动呼叫下一PR，则会在命令完成后加上延迟时间才开始呼

叫下一PR。

 

在目前PR路径完成后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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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PR路径完成后，经延迟时间继续下一PR路径 

 

UNIT： 0：单位为 0.1r/min，1：单位为 PPS（Pulse Per Second） 

 

在一般的定速度控制下，用户可以透过设定  来指定要到达的速度，此时的速

度单位可以设定为0：单位为0.1r/min；目标速度的设定范围为-60,000到60,000 r/min。 

如果使用者希望在定时定长的状态下做速度控制，此时可以选择单位为PPS：1（PUU Per 

Second）；假设每圈的PUU为10,000，三分钟内要到达目标位置，此时我们可以推算电

机需要旋转的圈数：目标速度 = （路程） / （时间）；若目标速度设定为200 PPS 

则： PPS)  标速度( 200
(sec) 603

(PUU) 机旋转旋电
目≡

×
 

故，电机旋转数＝36,000 PUU，因为电机每圈 PUU 为 10,000；所以可得在 3 分钟要以

目标速度 200 r/min 抵达，电机的旋转圈数为 圈3.6
10,000

36,000 ≡                    

：在定速度控制中，用户可以在这个区块设定以目前速度（不一定是 0）

开始加速（或减速）到达目标速度的加减速时间。时间的索引一样是利用”速度、时间设

定”中的加减速时间参数寄存器来选择。 

 

另外，用户也可以在这个功能区块中设定延迟时间；请注意，在定速控制模式下的路径

执行后的延迟，是要等命令的目标速度到达后才开始算延迟时间。延迟时间的设定一样

是利用”速度、时间设定”中的延迟时间参数寄存器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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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度定位控制中，数据是用来设定目标速度，也就是上述以目前速度（不一

定是 0）开始加速（或减速），预计到达的目标速度。目标速度的设定可由手动输入。 

 

� SINGLE 定位控制，完毕则停止 

� AUTO 定位控制，完毕则自动加载下一路径 

上面这两个模式都是指位置控制模式，主要的差异在于”SINGLE 定位控制”在路径执行

完毕后就停止动作，必须等待下一段 PR 路径的命令触发；而”AUTO 定位控制”则是在

路径执行完毕后就自动加载下一路径。用户在一开始的模式设定中就可以做选择。下图

是设定的主画面： 

 

：在位置控制中，共有 3 个参数选项可在此区块内设置：                   

INS：本路径执行时，插断前一路径。使用者可以选择内部插断方式或是外部插断方式

（透过 DI：POS*指定路径，或是利用 P5-07 直接触发位置寄存器）。 

以下先和用户介绍ASDA-A2的位置插断功能定义和使用方式。 

插断是在后面的命令设定。所谓内部插断是由前命令执行完成后，自行呼叫后续命令且

后续命令设有插断（INS），中间并无任何的触发动作；此外，延迟时间对内部插断是有

效的。并且对内部插断而言，后面的命令若为增量或相对命令，其命令结果是相同的。

以下面两张图片来说明：当位置命令2有设定插断命令时，位置命令1的延迟时间是从未

制命令1开始算起。如果位置命令1的延迟时间为0，且位置命令2有设定插断，则位置命

令1就不会被执行而直接执行位置命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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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面命令路径为速度控制，如果速度命令1设有延迟时间，而且设定自动呼叫下一段的

PR路径（速度控制有设定AUTO），则等延迟时间到逹时，位置命令2才会开始执行。速

度命令1和位置命令2的速度值会连续合成，而不会有跳动的状况。 

  

另外，插断命令也支持由外部触发行为呼叫，如事件（Event）、DI：POS*、P5-07（PR

命令触发寄存器）等；当PR设有插断（INS）且被呼叫时，无论目前的命令为何，马上

执行命令的合成。 

合成的结果定义如下：使用不同类型的插断命令，将产生不同的结果，ASDA-A2可以在

接到命令1ms内即合成新的命令。 

最终结果 
绝对命令：Cmd_E = 命令 
相对/增量命令： 
Cmd_E =前 Cmd_E +命令 

最终结果 
绝对命令：Cmd_E = 命令 
相对/增量命令： 
Cmd_E =前 Cmd_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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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断命令的设定方式一样可以由使用者自行设置使用与否。 

OVLP：允许下一路径重叠。重叠时，DLY 请设 0！ 

 

ASDA-A2在路径规划命令，除了提供内部/外部插断命令的设定外，也可以支持路径重叠

规划。在位置控制模式中，用户可以根据路径规划需要设置。 

路径重叠是在前面的命令处设定，允许前面命令在进入减速区段马上重叠后段命令执行。

当有设定重叠时，前命令的延迟时间是从命令开始点算起，此处必需特别注意。 

因为延迟时间会影响重叠的时序, 所以在应用上, 建议将延迟时间设定为零！ 

 
无法满足路径重叠的功能 重叠的时序正确 

以图例说明：左图因为有设定了延迟时间，所以位置命令 2 会等到延迟时间到达后才会

开始下一段的命令。这样就无法满足路径重叠的功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在此应用上，使

最终结果 
绝对命令：Cmd_E = 位置命令 
相对命令：Cmd_E =Fb_PUU +位置命令 
增量命令：Cmd_E =前 Cmd_E +位置命
令 
高速抓取命令： 
CaPTure抓取数据+位置命令 
使用外部插断，第一段 PR路径的延迟时
间设定是没有用的。 

最终结果 
绝对命令：Cmd_E = 位置命令 
相对命令：Cmd_E =Fb_PUU +位置命令 
增量命令：Cmd_E =前 Cmd_E +位置命令 
高速抓取命令： 
CaPTure抓取数据+位置命令 
使用外部插断时，第一段速度控制的 PR路
径所设定的AUTO和延迟时间设定是没有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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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必须将延迟时间设定为 0，右图是没有设定延迟时间，所以重叠的时序就正确了！ 

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前命令的绝对值减速斜率等于后命令绝对值加速斜率, 会有很好的

重叠特性。当比例正确后，则可以迭出很漂亮的命令外型，才不会造成速度的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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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位置命令终点（Cmd_E）的设定如下： 

 

ASDA-A2 的 PR 位置控制模式提供四种位置命令： 

1. 绝对命令：位置命令的值即是坐标的位置，不管电机目前停在何处，最后一定会停在

位置命令的坐标上。 

2. 相对命令：电机目前的位置加上位置命令的值为目标位置，即命令参考电机的目前位

置。 

3. 增量命令：目前执行中位置命令的终点位置，加上新位置命令的值成为新的目标位置，

即命令参考目前执行中命令的终点。 

4. 高速抓取命令：由抓取指令所记录的值，加上位置命令的值为目标位置，即命令参考

最后一笔的抓取指令记录在数据数组中的位置。 

下面 4 张图型是指 PR 位置命令被触发后的运行状态： 

 

设定运动控制命令，才能够决定路径的动作。这也意味要定义电机的加减速及目标速度。

此外在没有设定插断（INS）与重叠（OVLP）的情况下，延迟时间也是从命令目标位置

到达后开始计算。 

：在位置控制中，电机的加减速时间、目标速度和延迟时间都可以在此

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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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作设定索引： 

请注意，  的计算方式在上述”路径重叠”功能中的说明一样。 

� 

目标速度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做设定索引： 

请注意，  是指缩小速度数值。因为在低频动作下，低速的数值能够设定越精细，

稳定度会越高。如果用户想要将 0.1 r/min 的速度单位增加为 0.01 r/min，则可以勾选

 来增加精度。 

 

延迟时间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做设定索引： 

请注意，在没有设定插断（INS）与重叠（OVLP）的情况下，延迟时间也是从命令目标

位置到达后开始计算。另外如果有设定外部插断，则延迟时间的设定为无效！ 

 

：在位置控制中，数据（DATA）就是指目标位置的命令，也就是路径的距离（路

程）；用户可以自行规划路径的距离。 

请注意，因为位置命令的参数格式（例如 P6-03）为 32 bit，故数据设定允许用户设定

的范围是-231 (-2147483648)到 231(2147483647)。 

 

� JUMP 跳跃到指定的路径 

跳跃模式属于特殊应用的模式，可用来呼叫任何的 PR 路径； 

a. 可以用于切换 PR 程序，PR 可以不依序执行 

b. 可用于类似子程序的效用 

c. 可以使 PR 程序形成一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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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设定的主画面： 

�  

：在跳跃指令的 OPT 选项中，用户可以选择设定”路径插断“的功能。 

�  

：在跳跃指令中，延迟时间代表使用者希望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路径跳

跃动作，设定后命令会在延迟时间结束之后，跳跃到指定的下一段 PR 路径。 

 

：在跳跃指令中，数据代表用户指定要跳跃的 PR 路径。 

 

 
 
 
 
 
 
 
 
 

跳跃到任一跳跃到任一跳跃到任一跳跃到任一 PR路径路径路径路径 

利用跳跃使利用跳跃使利用跳跃使利用跳跃使PR路径路径路径路径形成一形成一形成一形成一回路回路回路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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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入指定参数至指定路径 

写入参数模式属于特殊应用的模式，此功能可以用来改变任何驱动器内可以写入的参数。

只要是合法可更改的参数，皆可以使用 PR 更改，在这个基础上，提供了改变系统参数

更多元的方法，如以 DI 呼叫 PR 改写系统参数。 

 

下图是设定的主画面： 

 

：在写入参数指令的 OPT 选项中，提供了 3 个参数让使用者设定： 

INS：本路径执行时，插断前一路径。和跳跃命令一样。 

�  

AUTO：本路径执行完毕后，自动执行下一路径。当写入动作完毕后，便会接着执行下

一段的 PR。 

�  

ROM：0 表示设定不写入EEPROM，1 表示设定同时写入EEPROM。（支持写入目的

为参数部分，写入目的为数据数组则不会写入EEPROM） 

 

在在在在 PR路径中设定写路径中设定写路径中设定写路径中设定写

入入入入 100到到到到 P5-75中中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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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区块中使用者可以设定写入目的和延迟时间写入目的有提供两种

设定选择：指定参数或是数据数组 

 

选定指定参数，可以设定参数群组以及参数编号。在后面的说明表示参数的定义。 

 

选定数据数组，可以指定要写入的数据数组位置。 

 

请注意，设定写入目的为数据数组是无法使用 �功能的。 

另外，在此区块中还可以设定写入参数后的延迟时间。如果有设定延迟时间，则会再写

入参数后等到延迟时间到达，才会进行下一个动作。延迟时间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做设定索引： 

 

：数据源的设定提供了 4 种格式： 

� �  

常数是指参数的数据格式为 10 进位（DEC）的数值，使用者可以直接输入常数到

指定的参数中。 

 

� �  

用户也可以在”写入的数据”中指定将一个参数内的数值写入到另一个参数当中，选

择�后请设定参数群组和参数编号即可；请注意两组参数的数据格式以及数据大小

需要一致，再写入前也请确认写入位置的正确性，以避免不当的错误动作发生。 

 

� �  

用户也可以在”写入的数据”中指定将一个数据数组内的数值写入到另一个参数当

中，选择�后请设定数据数组的位置编号即可；请注意两组参数的数据格式以及数

据大小需要一致，再写入前也请确认写入位置的正确性，以避免不当的错误动作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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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户也可以在”写入的资料”中指定将一个数据变量的目前状态数值写入到另一个参

数当中，选择�后请设定监控的项目即可。 

一般在应用上，电机转速或是位置误差等数值可能会需要机动性被监控，此时便可

以利用这个功能随时将状态值写入到指定的参数组作监控或是变化等设置。 

 

NOTE  由于PR 程序写参数的目的，通常是 开／关或调整某项功能（例：对不同

定位命令调整位置环增益P2-00），这程序不会只做一次，通常在机器运

转中会一直反复做此动作，若都写入EEPROM 中，长期下来，会导致

EEPROM 寿命耗尽！建议将不需要连续被读写的参数设定完毕后，将

P2-30设定为5，则来自面板或通讯的参数修改都不会被储存，可防止因为

连续写入EEPROM而降低EEPROM寿命的问题。 

若写入参数动作失败，将导致异警 AL213~219（见手册１１章），AUTO 

后续 PR 将不执行！  

� 分度定位控制 

ASDA-Soft 提供了两种可以设定分度点的接口；如果用户对于分度点的路径规划已经设

计完毕，而是要完成路径连接的设定动作，建议使用以下介绍的功能来操作。下图是设

定主画面； 

 

：在写入参数指令的 OPT 选项中，提供了 3 个参数让使用者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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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本路径执行时，插断前一路径。（详细说明请参考 SPEED 定速控制） 

�  

OVLP：允许下一路径重叠。重叠时，DLY 请设 0！（详细说明参考 SINGLE 定位控制） 

�  

DIR：转动方向；在设定分度点的运转路径时，针对不同应用用户需要规划路径的运行

方向：正转、反转、或是最短路径，举例来说，假设在加工机台的刀库机构，于不同的

情况下要快速更换刀具，这时候使用者可能就会设定”最短路径”，每次换刀时都能在最

短的距离下作更换刀具。请注意；最短距离是依目前位置与目标位置判断。与正转或反

转无绝对关系。 

 

 

S_LOW：低速度单位选择；0 表示速度单位为 0.1r/min，1 表示速度单位为 0.01r/min。

在分度定位控制上，有时会需要低速的运转动作，为了维持低运转的稳定性。这个功能

允许用户将速度单位设定到小数点第二位，以百分之一的单位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变化。

维持低转速的精确动作。 

 

AUTO：本路径执行完毕后，自动执行下一路径。当写入动作完毕后，便会接着执行下

一段的 PR。 

 

：在分度定位控制中，电机的加减速时间、目标速度和延迟时间都可以在

此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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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速时间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作设定索引： 

 

目标速度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做设定索引： 

 

延迟时间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做设定索引： 

 

请注意，在没有设定插断（INS）与重叠（OVLP）的情况下，延迟时间也是从命令目标

位置到达后开始计算。另外如果有设定外部插断，则延迟时间的设定为无效！ 

：在分度位置控制中，数据的设定就代表”分度总行程(PUU)”；分度总行程也就

是指使用者希望设定的分度路径的总 PUU 位置数值，而各段的分度路径也就会由此总

路径来作平均分段设定。 

请注意：设定值太小时会导致分度坐标系错误，参数的数入值范围： 

P2-52 ＞
44-P1

45-P1

60000

1280000
(r/min)电机最高转速1.05 ×××  

P2-52 ＞
44-P1

45-P1
(r/min)电机最高转速22.4 ××  

上述的分度功能设定接口，是当用户已经清楚知道要设置的分度坐标以及分度动作情况

下，可以透过手动方式自行做分度点的路径规划；但如果用户希望利用软件先完成初步

的分度坐标规划，在 ASDA-Soft 中提供另外一套可以简易快速设定分度坐标的精灵

； 

这个分度功能设定精灵功能是针对要设置一组新的分度程序的用户，可以简便的利用规

格需求来进行分度点的安排和设置，以下是分度坐标快速编辑的主画面：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290 

 

以下用流程的方式来和用户逐步介绍如何设置一组分度坐标： 

步骤一：设定总行程和分度点总数 

�  

 
使用者在第一个步骤中，必须先指定刀具数目和分度坐标总行程（PUU），这两个数值

会关系到每个分度点的路径坐标（电机旋转角度）。举例来说； 

如果总路径设定为 100,000PUU，刀具数目(路径数目)设定为 10，则每一段分度的路径

为 PUU 10,000
10

100,000 ≡  

此外，使用者也可以指定分度坐标的起始 PR 路径  来搭配其他

的 PR 路径做系统规划。 

若使用者希望在两分度点中间插入其他 PR 动作，例如写入目前反馈位置参数(监视参数)

到指定的参数中，则可以勾选设定间隔路径数的功能  。勾

选后可以选择在两个分度点之间要插入的路径数；请注意，插入的路径数会固定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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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置的所有刀具数（路径数目）中被设置，而不会只针对某两点分度点做插入动作。 

假设设置的间隔路径数为 2 � 

 

则观看左侧 PR 路径规画，可看到从 PR#40 开始，间隔两个路径才会被规划一个分度点； 

 

步骤二：设定分度路径行程、转动方向、加减速时间、和目标速度等设定参数 

    

INS：本路径执行时，插断前一路径。（详细说明请参考 SPEED 定速控制） 

 

OVLP：允许下一路径重叠。重叠时，DLY 请设 0！（详细说明参考 SINGLE 定位控制） 

�  

DIR：转动方向；在设定分度点的运转路径时，针对不同应用用户需要规划路径的运行

方向：正转、反转、或是最短路径，举例来说，假设在加工机台的刀库机构，于不同的

情况下要快速更换刀具，这时候使用者可能就会设定”最短路径”，每次换刀时都能在最

短的距离下作更换刀具。请注意；最短距离是依目前位置与目标位置判断。与正转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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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无绝对关系。 

 

S_LOW：低速度单位选择；0 表示速度单位为 0.1r/min，1 表示速度单位为 0.01r/min。

在分度定位控制上，有时会需要低速的运转动作，为了维持低运转的稳定性。这个功能

允许用户将速度单位设定到小数点第二位，以百分之一的单位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变化。

维持低转速的精确动作。 

�  

加减速时间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作设定索引： 

 

目标速度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做设定索引： 

�  

延迟时间的设定是利用  中的  当做设定索引： 

 

请注意，在没有设定插断（INS）与重叠（OVLP）的情况下，延迟时间也是从命令目标

位置到达后开始计算。另外如果有设定外部插断，则延迟时间的设定为无效！ 

步骤三：设定电子齿轮比： 

通常当使用者有需要针对不同的机构设计去估算实际电机运转的行程时，例如直径较小

的 roller，或不同 pitch 的螺杆，一般会建议用户利用电子齿轮比来修改运动行程，以符

合实际机构作动上的需求。 

ASDA-A2 伺服驱动器对于电子齿轮比的设计限制为： 

45-P1

44-P1

B(M)Gear 

A(N)Gear 
电子齿轮比 ≡≡ ， 限制为 5000

B(M)Gear 

A(N)Gear 

50

1 ≤≤  

电子齿轮提供简单易用的行程比例变更，通常大的电子齿轮比会导致位置命令步阶化，

可透过S 型曲线或低通滤波器将其平滑化来改善此一现象。当电子齿轮比等于1 时，如

果电机编码器进入每周脉波数为10000PPR时，当电子齿轮比等于0.5 时，则命令端每二

个脉波所对到电机转动脉波为1 个脉波。用户可以透过勾选来进行电子齿轮比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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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步骤四：完成分度坐标路径的设定后，用户可以选择是否要勾选将本画面中设定的相关

参数写入到驱动器内。 

 

范例说明 
           读取一串混有不同类型的 PR，依据先前的说明与结论，其技巧如下： 

1. 因为驱动器每 1ms 更新一次命令的持性，所以，将命令更新的断点找出是第一

步骤，即可以在”PR 执行器”停留 1ms 以上的 PR。 

2. 因为写入参数与跳跃命令是一读即完成，且只占用”PR 执行器”，而运动命令如

速度与位置命令，将同时占用”PR 执行器”与”运动命令产生器”，只要运动命令

下到”运动命令产生器”，就算”PR 执行器”被别人占用，仍可以继续执行。 

3. 在同 1ms 内被读取的命令群，对运动命令而言，后面的命令会取代前面命令，

对写入参数与跳跃命令而言，只要读取即执行完成。 

4. 最好了解这些动作的方法，实际找一台 ASDA-A2，将这些 PR 输入，使用 PC

示波器监看以下两组不同的信道组合： 

a. 反馈位置(PUU)(32 bit) + 电机速度：实时 r/min + 参数 P5-55（可利用

映像参数或直接输入地址 0x20002537） 

b. 电机速度：实时 r/min + 参数 P5-55（可利用映像参数或直接输入地址

0x20002537）+ 参数 P5-07（可利用映像参数或直接输入地址

0x20002507） 

5.  P5-07 是一下个预备执行的 PR。 

          设定的秘诀：找出 1ms 断点，由后面读回来，即可快速看到 PR 群的执行结果。 

以下利用 ASDA-A2 应用技术手册的设定案例，用户可以练习利用软件来设置不同

的 PR 路径；详细的功能和结果状态，请参考 ASDA-A2 应用技术手册的章节 1.6 ”PR

设定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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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 

 

(PR#1(PR#2(PR#10)(1ms group) ( (PR#11(PR#12)(1ms group) 

PR#10 到 PR#11 为顺序命令，因为 PR#11 没有设插断，所以其必需要等待前面

的 PR 群执行完毕且把资源释于出来后才会开始被执行，可以看到，当电机以 20rpm

跑 200000PUU 时，P5-55=10，当电机以 100rpm 跑 300000PUU 时， P5-55=12。 

Case 2: 

 

(PR#1(PR#2(PR#10( PR#11(PR#12)(1ms group) 

因全部皆设有插断，所以 PR#1 到 PR#12 共 5 个 PR(小于 8 个)会被一次读入，PR#1

没有机会在运动命令产生器停留 1ms 以上的时间，所以该命令会被 PR#11 直接踢

除，PR#2，PR#10，与 PR#12 皆会被执行，但是看到的结果会是 P5-55=12，因

PR#10 的执行结果会马上被 PR#12 覆写，所以电机会以 100rpm 跑 300000PUU，

在此时读取 P5-55=12。 

Case 3: 

 

(PR#1 )(1ms group) ((PR#2(PR#10( PR#11(PR#12)(1ms group) 

PR#1 到 PR#2 为顺序命令，因为 PR#2 没有设插断，所以其必需要等待前面的

PR 群执行完毕且把资源释于出来后才会开始被执行，所以当 PR#1 执行完成后，

下一群组会直接由 PR#2 到 PR#12，所以，当第二群执行的结果，运动命令产生

器会由 PR#11 使用，而 PR 执行器则为 PR#12，直到命令完成。 

Case 4: 

 

(PR#1 )(1ms group) ((PR#2(PR#10( PR#11(PR#12)(1ms group) 

PR#1 因设有 Delay，所以 PR#1 会占用 PR 执行器与运动命令产生器 10ms，当

10ms 到逹后，PR#2 到 PR#12 会一次被读入，因为 PR#1 的命令已被系统接受，

后面的命令只能合并不能取代，所以 PR#11 会合并命令 PR#1，而合并的法则则依

前面介绍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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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5: 

 

(PR#1(PR# 2(PR#10)(1ms group) ((PR#11(PR#12)(1ms group) 

PR#10 因设有 Delay，所以 PR#1 到 PR#10 会一次被读入，因 PR#2 与 PR#10

为非运动控制命令 PR，只会使用 PR 执行器，所以在这段时间内，PR#1 会一直

占用运动命令产生器，当 5000ms 的延遅时间到逹后，PR#11 与 PR#12 会被一次

读入，如果此时 PR#1 己经执行完毕，则 PR#11 会单独执行，如果 PR#1 尚未完

成，PR#11 将合并 PR#1。 

接着介绍，如何利用示波器来读取参数 P5-07 以观察 PR 路径状态： 

使用映射参数来读取 P5-07 的内容，选定示波器通道来观察 P5-07 的变化，P5-07

可以显示”下一个被执行的 PR”，例如，PR#3，PR#4．．．往下执行中，当 PR#3

在”PR 执行器”中执行时，PR#4 则会显示在 P5-07 中。 

读取 P5-07，如： 

1. 读取值为输入的 PR#：此 PR 正在等待中，等待”PR 执行器”的权限，或最后一

个被执行的 PR 

2. 读取值为输入的 PR# + 10000：PR 命令已经送完，但电机未到位 

3. 读取值为输入的 PR# + 20000：PR 执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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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速位置抓取 / 比较 

 

在需要实时性的位置记录与位置比较应用上，例如动态色标追随场合、或视觉检测

连续触发应用上，通常用软件通讯读写是无法满足应用上的实时性需求，这种应用

都必须要直接使用硬件来进行触发和数据撷取。在对于规格要求不断提升的

ASDA-A2 系列伺服驱动器上，我们针对这样的行业应用提供了特规的数字输入 

（DI7）和数字输出（DO4）：高速的模拟讯号源（5µs）来做命令的抓取和比较动

作。以下先针对功能面作简介； 

CAPTURE（高速位置抓取）的概念是利用外部的触发信号DI7，达到瞬间抓取运动

轴的位置数据，并存放到数据数组中，作为后续运动控制使用，由于抓取的动作是

由硬件完成，没有软件延迟的问题，对于高速运转的运动轴也可以准确的抓取，

ASDA-A2驱动器提供的CAPTURE 特性说明如下： 

CAPTURE 特性介绍 

脉波来源 � 运动轴：电机主编码器 

� 运动轴：辅助编码器（光学尺） 

� 运动轴：脉波命令 

选择到的轴显示于 P5-37，在抓取开始前可以写入初值。 

注意：当 COMPARE 来源为 CAP 轴时，CAP 来源不可更改。 

触发信号 � 由 DI7 触发，响应时间 1 µsec。 

注意：DI7 信号是直接连接 CAPTURE 硬件，所以不论 P2-16（DI Code）

设定值为何皆有作用！使用 CAPTURE 功能时，为避免泛用 DI

误动作，系统将强制关闭泛用 DI 功能，即自动设定

P2-16=0x0100，使用时须注意。由于没有写入 EEPROM，重开

电 P2-16 会回复原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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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方式 � 边缘（Edge）触发，可选择 A／B 接点 

� 可以连续多点抓取 

� 触发间隔时间可设定 

（一点触发后必须间格多久才可接受下次触发） 

数据储存位置 � 数据数组，由 P5-36 设定开始地址。 

资料抓取数目 � 由 P5-38 设定，不超过数据数组大小为限。 

数据抓取格式 � 32 位脉波数（有正负号）。 

辅助选项 � 第一点抓取数据视为参数 P5-76，CAP 轴坐标重新定义。 

� 第一点抓取后，自动开启 COMPARE 功能。 

� 所有点抓取完毕，可自动触发 PR 程序＃50。 

DO：CAP_OK � 初始值为 OFF 

� CAPTURE 最末点抓取完成后输出 ON 

� P5-39.X0=1 启动抓取功能后输出 OFF 

注意事项 � 若 P5-38=0，设定 P5-39 X 设定值 Bit0=1 无法做抓取功能，P5-39 X

设定值 Bit0 立即清除为 0，且 DO：CAP_OK 也清除为 OFF！ 

� 由于抓取轴为 32 位宽，一直累计将产生溢位，使抓取结果不合理，

使用时请避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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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抓取的示意图如下： 

              

COMPARE 的概念是利用运动轴的瞬时位置数据，与预先存放在数据数组中的数

值做比较，待比较条件成立时就立即输出一个信号 DO4，作为后续运动控制使用。

由于比较的动作是由硬件完成，没有软件延迟的问题，对于高速运转的运动轴也

可以准确的比较，ASDA-A2 驱动器提供的 COMPARE 特性说明如下： 

COMPARE 特性介绍 

脉波来源 � 运动轴：电机主编码器 

� 运动轴：辅助编码器（光学尺） 

� 运动轴：脉波命令 

� 运动轴：CAP 轴（由 CAPTURE 定义的轴），选此轴时 CAP 来

源不可更改！ 

选择到的轴显示于 P5-57，在比较开始前可以写入初值。 

输出信号 � 由 DO4 输出，响应时间 1 usec。 

注意：DO4 信号是直接连接 COMPARE 硬件，所以不论 P2-21 (DO 

CAP轴位置: 

(P5-37) 

CAP信号: 

(DI7) 

DO:CAP_OK: 

1     2     3                N 

数据数组 
….. 
POS 1 
POS 2 
POS 3 
~ 
POS N 

� CAP结束，自动清除 P5-39.X0=0 

� 可以选择触发 PR模式的程序#50 

 

由 P5-38设定抓取数目 

� P5-39.X0=1启动下次 CAP则清除 DO 

第一点轴位置 

可定义为 P5-76 
第 1点储存地址于 P5-36 

第 2点储存地址于 P5-36＋1 

第 3点储存地址于 P5-36＋2 

可以选择开启 COMPARE比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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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设定值为何皆有作用！使用 COMPARE 功能时，为避

免泛用 DO 误动作，系统将强制关闭泛用 DO 功能，即自动设

定 P2-21=0x0100，使用时须注意。由于没有写入 EEPROM，

重开电 P2-21 会回复原来值。 

输出方式 � 脉波输出，可选择 A／B 接点 

� 可以连续多点比较输出 

� 脉波输出宽度时间可设定 

数据储存位置 � 数据数组，由 P5-56 设定开始地址。 

比较数目 � 由 P5-58 设定，不超过数据数组大小为限。 

比较格式 � 32 位脉波数（有正负号）。 

比较条件 � 当运动轴位置通过比较值时则触发。 

（由小而大或由大而小均可） 

辅助选项 � 循环模式：比较到最末点后，自动回到第一点开始比较。 

� 最末点比较完成后，自动开启 CAPTURE 功能。 

注意事项 � 若P5-58=0，设定P5-59 X设定值Bit0 =1 无法做比较功能，P5-59 

X 设定值 Bit0 将立即清除为 0！  

� 由于比较轴为 32 位宽，一直累计将产生溢位，使比较结果不合

理，使用时请避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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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 比较的示意图如下： 

 

看完上面的功能简介，接下来介绍软件操作的设定主画面： 

高速位置抓取 / 比较设定画面 

CMP轴位置: 
(P5-57) 

CMP信号: 
(DO4) 1     2     3                N 

数据数组 
….. 
POS 1 
POS 2 
POS 3 
~ 
POS N 

� 非循环式：CMP结束，自动清除 P5-59.X0=0 
� 循环模式：由第一点重新比较，P5-59.X0仍为 1 

由 P5-58设定比较数目 
输出脉波宽度可由 P5-59.CBA设定 

 

第 1点储存地址于 P5-56 

第 2点储存地址于 P5-56＋1 

第 3点储存地址于 P5-56＋2 

� 可以选择开启 CAPTURE抓取功能 
(CaPTure已开启则无效) 

 
最后一个脉波输出完毕，执行动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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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数组编辑器 

 

本章节会分为三部份来介绍功能： 

【界面简介】：说明工具栏的基本功能。 

【功能介绍】：说明高速抓取(CaPTure)和高速比较(Compare)的软件操作功能。 

【数据数组】：说明数据数组编辑器的操作方式。 

【范例简介】：利用范例让用户了解如何操作软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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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简介 
在介绍高速抓取（Capture）、比对（Compare）、数据数组等功能面之前，我们先说明

基本工具栏的操作方式； 

 

：储存档案 可以让使用者将高速抓取和比对的参数档案储存成专门的文件格式

（CAC）进行后续的确认和修改。点选  后，会跳出储存档案的窗口 

 

：开启档案 当使用者要开启先前已储存的 *.cac 高速抓取和比对的档案时，点选可

以开启旧档 

 

：从伺服加载 若驱动器内的参数档案已经有设置了高速抓取和比对的设定，而用户

希望透过软件做修改和测试，或是用户利用软件进行修改后要确认是否有正确将修改后

的参数下载到驱动器内，都可以使用  来将驱动器内的参数加载到软件接口上；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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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窗口下方的信息字段会显示 

 

：帮助 / 密码保护设定；这两个功能在上述的章节已经有说明 

”帮助”主要是提供软件操作说明，而”密码保护设定”则是可以设定保护数据数组

的密码。 
 

功能介绍 
在此章节我们分成两部份进行说明；1 是高速抓取（Capture），2 是高速比较（Compare） 

高速抓取（Capture）功能 

� 硬件介绍（高速数字输入接脚）– DI7 

DI7 是 ASDA-A2 的唯一高速数字输入接脚，只需要 5 µs 的时间，驱动器就可以得知此

信号已改变，其余的一般数字输入接脚的时间为 0.5 ms，Capture（抓取）功能的使用，

一定要设定在 DI7 上。 

请注意；DI7 虽为快速 DI，但可以跟这个特点相配合的功能，目前只有高速抓取（Capture）

功能。此信号是由硬件线路直接处理，所以位置能很快速被记录。 

�  

� 功能简介 

高速抓取（Capture）功能主要是将位置记录到”数据数组”中，最多可以记录 800 笔，记

录的来源可以是脉波命令、辅助编码器或伺服的主编码器，所谓的位置是”电机反馈

PUU” ，数据数组则可以由任何地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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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设定和操作测试流程 

说明之前要先请使用者注意；因为软件的功能仅适用于快速测试时，在真正的应用场合

里，一般都使用 PR 写参数的功能或上位机的直接来进行初始化与起动抓取功能。这个

小节先对于操作流程和参数设定方式说明如下： 

1. 设定抓取参考讯号的来源，由 P5-39.Y 设定 

� 辅助编码器(CN5)：来源可为光学尺等。 

� 脉波命令(CN1)：来源可为上位机等。 

� 主编码器(CN2)：来源为电机编码器。 

2. 抓取功能开关：由 P5-39.X bit 0 设定，但必需抓取的内容都设定完成后，才能开启

此功能。 

3. 抓取启动讯号：当 DI7 触发时，抓取当时来源轴的轴位置（显示在 P5-37 中）储存

至数据数组。可设定参数 P5-39.Z 由 DI7 讯号的上缘或者下缘触发抓取功能。 

4. P5-37：显示来源轴的轴位置。 

5. P5-36：所抓取数据储存在数据数组中的开始位置地址。 

6. P5-38：设定总共要抓取的数量。 

基本的参数 P5-36 （数据数组开始位置）、P5-37（来源轴的轴位置）、P5-38（抓取的

数量）设定完成后，接下来是抓取动作的设定： 

7. 抓取动作：当来源轴位置持续更新时，P5-37 会随着来源轴而变化。DI7 触发的瞬间，

如果 P5-38 不为 0，显示在 P5-37 的值会被写入至数据数组。 

高速抓取的控制设定可以有下面几种的设定方式： 

8. 当第一笔抓取完成后，如果 P5-39.X 的 Bit1 有设定，则设定于 P5-76 的值会被写入

至 P5-37 和数据数组当作第一笔抓取的值。并以此值为基础，往上数或下数，即是

增量计数的使用概念。 

9. 当第一笔抓取完成后，若 P5-39.X 的 Bit2 有设定，开启高速比较（Compare）功能。 

10. 每笔抓取完成后，P5-38 的值即会自动减 1，当 P5-38=0，自动关闭抓取功能，即所

有设定需抓取的笔数完成。 

11. 当抓取功能结束，如果 P5-39.X 的 Bit3 有设定，伺服会呼叫 PR#50。 

� 软件的操作 

软件的功能是提供设定接口，以及动作测试的功能。完整的高速抓取（Capture）设定

是必须搭配 PR 路径规画设定以及上位控制器，触发开关等整体系统来进行实际验证。

以下是高速抓取（Capture）的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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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的设定窗口中；左侧窗口是用来显示目前数据数组的列表以及各数据数组中的数

值；显示窗口简介如下： 

 

若使用者在测试过程中，需要更新软件画面上的数据数组数值，可以使用

 来将驱动器内最新的数据数组数值加载到软件画面上。 

右侧窗口则是高速抓取（Capture）的相关参数，用户可以藉由此接口来进行设定； 

标题栏 
加载驱动器内最新

的数据数组到下表 

数据数组中的数值 

数据数组的位置编号 

高速抓取的数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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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参数设定和操作测试流程”中所说明的参数设定方式，用户可以在设定窗口中快

速的指定：  

� Capture 数组起始位置； 

 

设定要开始写入抓取数据的起始点位置。 

请注意，因为电子凸轮 E-CAM 的数据起始位置也同样是 100，而电子凸轮 E-CAM 的区

域数为 4，如果 P5-36（CaPTure 数组起始位置）和 P5-38（Capture 数量）的设定数

值和电子凸轮 E-CAM 一样，会发生数据数组位置重叠，数据错误的问题。 

若设定相同的数据数组起始位置，当点击  会跳出下列的警告信

息： 

 

� CaPTure 轴位置：显示 CAPTURE 脉波来源的轴位置。来源轴可以设定为下列 3

种型态：辅助编码器(1) (光学尺)、脉波命令(2)、主编码器(3)(电机编码器) 

 

这个部份的数值会和下方  的设定有关联性，设置不同的轴来源会依照设

置而显示不同数值。 

请注意，这个设定必须在 CAPTURE 停止（请参考 P5-39）时才可以写入！如果来源为

主编码器时，本参数禁止写入，内容为电机反馈位置（监视变量 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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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ture 数量；用来设定需要抓取的数量点数；数量设定后，同时在左边窗口便会

依照设定而显示所有的数据数组；例如如果设定为 10  

 

则左侧的数据数组画面为 

 

� Capture 控制设定；用来设定抓取控制。这边的设定说明可以参考上面小节”参数设

定和操作测试流程”。下面针对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做说明： 

 

� 设定 Capture 选项；这边提醒使用者的是，如果选择设定的是

，后面的框框可以用来设定参数 P5-76 的数

值。而不需要再跳到” 参数编辑器”去做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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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轴来源；如果设定为主编码器，则画面中 Capture 轴位置就会显示目前电机

编码器的反馈位置； 

� 

� 设定触发逻辑； 

 

� 设定触发时间间隔；请注意时间设定的范围是 0~15ms 

 

以上的参数设定完成之后，使用者便可以使用  将新设定的参数下

载到驱动器内。 

请注意，参数 P5-37、P5-38、P5-39 皆为”断电不记忆”的参数，所以写入的数值当

驱动器重新上电之后，都会恢复初始值。 

接着可以利用软件的”在线操作”功能来仿真动作，以确认设定是否符合需求；可以透

过接下来的按钮操作： 

�  

在进行  动作之前，建议使用者如果不是从头开始设定高速抓取的参数，

可以先利用  确认是否驱动器是重新上电后的初始设定，还是已经

做过抓取参数设定，并且还在进行验证的动作。 

确认完毕后，便可以进行在线操作的模拟测试。因为高速数字输入 DI7 在抓取功能

上只接受实体的数字信号, 无法使用软件仿真。所以 ASDA-soft 上的数字 I/O 控制

信号或通讯的 DI 控制，都无法仿真抓取功能的输入。请使用者在操作前也务必确认

上位控制器的输入命令讯号配线是否也都正确。 

勾选  之后，软件会自动将参数设定的页面锁定，让使用者在测试过程

中无法修改参数，以避免误动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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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点击  等同于触发参数 P5-39.X 的 bit 0（开始 CAP）；点

击后按钮状态会变为 。 

：P5-39.X bit0 = 0 

：P5-39.X bit0 = 1 

当 P5-38（Capture 数量） 大于零，  会开始进行高速抓取，

而数字输出点 DO：CAP_OK 为 OFF。每抓取到一点，P5-38 递减１，当 P5-38 递

减为 0 时抓取结束，DO：CAP_OK 变为 ON，bit 0 自动清除为零。 

若 P5-38 等于零，使用者点击状态为  ，则不做抓取， DO：

CAP_OK 清除为 OFF。随即 bit 0 自动清除为零。若 bit 0 已经等于１，写入新值

则不能再写入 1，只能写 0 关闭 CAP！ 

高速比较（Compare）功能 

� 硬件介绍（高速数字输出接脚）– DO4 

比较功能为抓取功能的反向操作，此功能将比较主编码器（电机编码器）、辅助编

码器（光学尺）、或脉波命令的位置是否已到逹设定在数据数组内的值。高速比较

功能用到的是 ASDA-A2 的唯一高速数字输出接脚 DO4，只需要 5µs 的时间，当来

源轴的位置与数据数组中所记录的位置相同时，则输出 DO4 信号。 

故，比较功能另一个说法可以是位置侦测功能，比较数据数组中的位置。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311 

 

� 参数设定和操作测试流程 

和高速抓取（Capture）一样，因为软件的功能仅适用于快速测试时，在真正的应

用场合里，一般都使用 PR 写参数的功能或上位机的直接来进行初始化与起动抓取

功能。这个小节先对于操作流程和参数设定方式说明如下： 

 

1. 设定比较功能的参考讯号来源，可以由 P5-59.Y 选择： 

� 与抓取功能相同：当比较功能与抓取功能搭配使用时，此设定确保两功能

的参考讯号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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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编码器（CN5）：来源可为光学尺等。 

� 脉波命令（CN1）：来源可为上位机等。 

� 主编码器（CN2）：来源为电机编码器。 

2. 比较功能开关：在 P5-59.X bit 0 设定，在开启此设定前，必需要完成所有的前

置设定。 

3. P5-57：显示来源轴的轴位置。 

4. P5-56：指定比较的第一笔数据储存在数据数组中的地址。 

5. P5-58：设定总共要比较的数量。 

基本的参数 P5-56（数据数组开始位置）、P5-57（来源轴的轴位置）、P5-58（比

较的数量）设定完成后，接下来是比较动作的设定： 

6. 比较动作：当来源轴位置持续更新时，P5-57 会随着来源轴而变化。当 P5-57

的数值与数据数组中被指定要比较的数值相同时，输出 DO4。 

7. DO4 输出讯号型式是由比较 P5-59.Z 设定讯号的上缘或下缘触发讯号来设定。 

8. 输出讯号的脉波寛度可在 P5-59.CBA 设定，寛度的设定必需考虑到下一笔比较

数据到来的时间间格，否则下一笔无法输出。 

9. 每比较完一笔，P5-58 自动减一。当 P5-58=0 时，比较动作完成，关闭比较功

能。 

针对高速比较的控制设定，可以透过参数 P5-59.X / U 来进行设置： 

10. 当比较动作结束，如果 P5-59.X 的 Bit1 有设定，P5-58 恢复初始值，重复全部

的比较项目。 

11. 当比较动作结束，如果 P5-59.X 的 Bit2 有设定，开启抓取功能。 

12. 当比较动作结束，如果 P5-59.X 的 Bit3 有设定，P5-57=0。 

另外，参数 P5-59.U 提供了两个进阶的设定功能，让用户可以做客制化的应用设

定： 

13. 在驱动器韧体版本 V1.038 sub09(含)以后的版本中；如果 P5-59.U 的 Bit12 有

设定，则最末一点比较完成后，系统会触发 PR 程序#45。 

14. 在驱动器韧体版本 V1.038 sub19(含)以后的版本中；如果 P5-59.U 的 Bit13 有

设定，高速比较（Compare）的设定会跟随高速抓取（Capture）的设定。 

� 软件的操作 

软件的功能仅提供快速的参数设定接口，以及动作测试的功能。完整的高速抓取

（Capture）设定是必须搭配 PR 路径规画设定以及上位控制器，触发开关等整体

系统来进行实际验证。以下是高速抓取（Capture）的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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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的设定窗口中；左侧窗口是用来显示目前数据数组的列表以及各数据数组中

的数值；显示窗口简介如下： 

 

若使用者在测试过程 中，需要更新软件画 面上的数据数组数值 ，可以使用

 来将驱动器内的数据数组数值加载到软件画面上。 

另外，用户可以透过手动设定来修改数据数组的比较数值；利用鼠标左键在表格上

的任一字段点选一下，选定要修改的数据域 

标题栏 
加载驱动器内最新

的数据数组到下表 

数据数组中的数值 

数据数组的位置编号 

高速比较的数量编号 

手动写入被比较

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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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再用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则可以进入编辑状态； 

 

这时候使用者可以输入要设定的比较数值，输入完毕后在其他字段点击鼠标左键一

下，即可恢复正常表格状态 

 

鼠标左键点选”001”位置的

数据域，显现虚线框。 

鼠标左键再点击一次，进到

编辑状态。 

设定完毕后，鼠标左键于其

他字段点击一次，恢复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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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全部的数据数组都手动设定完毕之后，可以使用图表下方的

将被修改的数据数组数值下载到驱动器内。 

请注意，这里的  只能够针对数据数组的数值对驱动器进

行加载的动作。如果要将数据数组烧入到驱动器的 EEPROM 当中，请使用者切换

操作页面到”数据数组编辑器中”，点选  便可以将修改后的数据数

组刻录到驱动器内。 

另外，  与 Compare 的相关参数没有关联性。若使用者

要变更参数，请使用  来写入驱动器内。 

右侧窗口则是高速比较（Compare）的相关参数，用户可藉由此接口来进行设定； 

� 

如同在”参数设定和操作测试流程”中所说明的参数设定方式，用户可以在设定窗口

中快速的指定：  

� Compare 数组起始位置；设定比较数据数组的起始点位置。 

 

请注意，因为电子凸轮 E-CAM 的数据起始位置也同样是 100，而电子凸轮 E-CAM

的区域数为 4，如果 P5-36（Capture 数组起始位置）和 P5-38（Capture 数量）

的设定数值和电子凸轮 E-CAM 一样，会发生数据数组位置重叠，数据错误的问题。 

若设定相同的数据数组起始位置，当点击  会跳出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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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 轴位置：显示 COMPARE 脉波来源的轴位置。来源轴可以设定为下

列 4 种型态：以高速抓取（Capture）轴当做来源 (0)、辅助编码器(1)(光学尺)、

脉波命令(2)、主编码器(3)(电机编码器) 

 

这个部份的数值会和下方  的设定有关联性，设置不同的轴来源会依

照设置而显示不同数值。 

� Compare 数量；用来设定需要比较的数量点数； 

 

COMPARE 未运作时：预计比较数量（可读可写） 

COMPARE 在运作时：剩余比较数量，0 表示结束（只读） 

每比较到一点，此参数递减 1，直到数目为 0，表示比较结束。 

数量设定后，同时在左边窗口便会依照设定而显示所有的数据数组；例如如果设定

为 20，在设定框内填入数值 20 后，请点击  ；

此时可以看到左侧的数据数组窗口已被修改为 20 个数据数组数，而设定框左侧的

数值，也由原先的 10 被更改为 20 ，表示数据数组已被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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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要将新的数据数组数写入到驱动器内，请点击 便可

将新的数据数组加载到驱动器中。 

� Compare 控制设定；用来设定抓取控制。这边的设定说明可以参考上面小节 ”

参数设定和操作测试流程“。下面针对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做说明： 

 

� 设定 Compare 选项；这边提醒使用者的是，如果选择设定的是

，若 CAP 早已开启，则本功能无效。 

 

� 设定轴来源；如果设定为主编码器，则画面中 Capture 轴位置就会显示目前

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位置； 

 

� 设定触发逻辑； 

 

� 设定 DO4 输出脉波长度；请注意设定的范围是 1~4095 ms 

因为参数 P5-59 是 16 进制的数据格式，故此设定以参数来看最大可设定到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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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参数设定完成之后，使用者便可以使用  将新设定的

参数下载到驱动器内。 

请注意，参数 P5-57、P5-58 皆为”断电不记忆”的参数，所以写入的数值当驱动器

重新上电之后，都会恢复初始值。 

接着可以利用软件的”在线操作”功能来仿真动作，以确认设定是否符合需求；可

以透过接下来的按钮操作： 

�  

在进行  动作之前，建议使用者如果不是从头开始设定高速抓取的

参数，可以先利用  确认是否驱动器是重新上电后的初始设

定，还是已经做过抓取参数设定，并且还在进行验证的动作。 

确认完毕后，便可以进行在线操作的模拟测试。有四种方式可以观看高速比较

(Compare) DO4 的输出状态： 

1. 监视变数：由监视变量 40 可知驱动器 DO 硬件实际输出的状态，每一位对应

一 DO 信道。 

 

2. 映射参数：由系统参数 P4-09 可监看数字输出接点状态显示。 

 

3. 实体配线：以硬件配线方式读取 DO4。不需指定数字输出的功能，比较功能

启动时，DO4 不管有无设定功能，都会强制改为比较功能的输出。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319 

 

4. 软件：从 ASDA-Soft 中的数位 IO  面板读取。不需指定数字输出的功能，

比较功能输出时会强制占用 DO4。 

 

使用者可以选择上述四种方式来观察高速比较 DO4 接点的动作情况。 

勾选  之后，软件会自动将参数设定的页面锁定，让使用者在测试过程

中无法修改参数，以避免误动作发生。 

�  

使用者点击  等同于触发参数 P5-59.X 的 bit 0（开始 CMP）；

点击后按钮状态会变为  。 

：P5-59.X bit0 = 0 

：P5-59.X bit0 = 1 

当 P5-58（Compare 数量）大于零，  启动后便开始进行高速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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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抓取到一点，P5-58 递减１，当 P5-58 递减为 0 时比较结束， bit 0 自动清除

为零。 

若 P5-58 等于零，使用者点击状态为  ，则不做比较，随即

bit 0 自动清除为零。  

若bit 0 已经等于１，写入新值则不能再写入1，只能写0 关闭CMP！ 

数据数组编辑器 

在 ASDA- A2 驱动器内有新增一组内存群组，我们称为数据数组。此内存群组是为了要

储存电子凸轮曲线、高速抓取（CAPTURE）及高速比较（COMPARE）等的数据；总

共可储存 800 笔数据。但用户要自行规划各种不同的数据所储存的地址，在数据的储存

上，没有任何的规定何种数据将由何处开始。 

数据数组特性介绍 

用途 � 储存 CAPTURE 抓取的数据。 

� 储存 COMPARE 的比较值。 

� 储存 E-Cam 的凸轮轮廓表格。 

注：系统不强制规定 CAP/CMP/ECAM 的个别空间大小，数组空间由用

户依需求自行规划，故可能互相重叠，使用时须注意！ 

注：A2L 机种不支持电子凸轮(E-Cam)功能。 

数组大小 � 32 位整数 x 800 笔（以 P5-10 传回值为准）。 

� 每笔数据有一对应的地址，读／写时必须指定此地址。 

� 800 笔数据的地址由 0 ~ 799。 

断电保持 � 必须手动设置储存（P2-08=30,35），储存于驱动器的 EEPROM。 

� 储存时请在 Servo Off 状态下进行。 

� 开电自动加载数据数组。 

存取窗口 � 由参数 P5-10 ~ P5-13 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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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将数据数组编辑器分成三个部份来做说明： 

【1】利用参数分段读取数据数组内的数值和设定： 

透过软件的接口，我们可以读取 P5-10、P5-11、P5-12、和 P5-13 的数值： 

 

软件当中我们是无法修改这四个参数的，只能够用  来读取这四个参数的状态。

若要读回数据数组的值，以确认前述写入的内容是否正确，可以先透过 MODBUS 通

讯命令 0x06（写入１笔）对 P5-11 写入欲读取的起始地址，下达的通讯命令如下： 

通讯命令内容：设定读取数据数组之地址 

编号 命令 起始地址 写入资料 

4 0x06 P5-11 11 

然后再以通讯命令 0x03（连续读取），读回指定地址的内容，下达的通讯命令如下： 

通讯命令内容：读取数据数组 传回资料 

P5-11 P5-12 P5-13 
编

号 

命令 

起始 

地址 

读取 

数量 

低 

Word 

高 

Word 

低 

Word 

高 

Word 

低 

Word 

高 

Word 

11 0 100 0 200 0 

5 0x03 P5-11 6 (Word) 
读取的地址 地址 11 的数据 地址 12 的数据 

13 0 300 0 400 0 

6 0x03 P5-11 6 (Word) 
读取的地址 地址 13 的数据 地址 14 的数据 

15 0 500 0 600 0 

7 0x03 P5-11 6 (Word) 
读取的地址 地址 15 的数据 地址 16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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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右侧的传回值代表读回的参数 P5-11, P5-12, P5-13，也就是数据数组中地址

11 ~ 16 的数据内容。数值也会显示于软件这四个窗口内。 

[2] 简易设定高速抓取（CaPTure）、高速比较（Compare）、和电子凸轮的数据数组： 

使用者也能够在此设定高速抓取（Capture）、高速比较（Compare）、和电子凸轮的

数据数组起始位置和数组数目 

 

设定完成之后，点击这三个项目右侧的 �，可以让右侧的数据数组表直接跳

到所设定的起始位置。例如如果点选比较（Compare）的  ，则右侧数据数

组的表格就会跳到字段 100 做开头。 

 

如果系统发现有数据数组重叠的现象，也会在右侧的数据数组窗口中显示警告。例如

假设 Compare 数据数组和 E-CAM 数据数组重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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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设定完成之后，点击  可以将设定的状态写入到驱动器

内。若用户希望维持断电后仍然可以将数据数组的设定保存在驱动器内，则可以在点

击  将数据数组刻录到驱动器的 EEPROM 中。此功能和先前电子

凸轮中介绍过的  一样。 

[3] 修改数据数组内容的编辑器 

若用户希望能够快速的编辑数据数组内的数值，软件中提供了三种方式让使用者来操

作： 

 

� 移动 

假设在数据数组中，位置[000]到位置[005]的数值设定如下 

 

假设希望这个数据数组区块可以往下移动一个字段；可先勾选动作为”移动“ 

 

接着设定来源为位置 0[000]到位置 5[005] 

 

接着设定位移量为 1 

 

因为动作是要往下位移一个字段，所以上面设定好后，点击  。此时会看到数据

数组表格内，原先位置 0 到位置 5 的数值被往下移动了一个字段，而原先位置[000]



第 4 章 运动控制功能说明||||ASDA-Soft 调机软件 

ASDA-Soft 软件操作手册 V2.0 324 

则被补上了 0000000000 的新数值。 

 

� 复制 

假设在数据数组中，位置[000]到位置[005]的数值设定如下 

 

假设这个数据数组区块要被复制到位置[010]到位置[015]；先勾选动作为”复制“ 

 

接着设定复制的来源为位置 0[000]到位置 5[005] 

 

接着设定复制的目的为位置 10[010]到位置 15[015] 

 

接着点击  完成设定。此时检查数据数组表格内，原先位置 0 到位置 5 的

数值已被复制到位置 10 到位置 15 中。 

新数值 

群组往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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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调 

假设在数据数组中，位置[000]到位置[005]的数值，和位置[010]到位置[015]的数值设

定如下 

 

假设这两组数据数组区块要被对调；先点选动作为”对调“ 

 

接着设定对调的来源为位置 0[000]到位置 5[005] 

 

由原来位置 0到

位置 5 

被复制到位置 10

到位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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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设定对调的目的为位置 10[010]到位置 15[015] 

 

接着我们点击  

 

此时我们会看到数据数组表格内，原先位置 1 到位置 5 的数值被对调到位置 10 到位

置 14 中。 

上述三个动作若设定完毕之后，使用者可以用  将修改完毕的数据数

组加载到驱动器内，也可以利用左侧窗口的 将数据刻录到驱动器的

EEPROM 中 。 若 用 户 要 读 取 目 前 驱 动 器 内 所 设 定 的 数 据 数 组 ， 也 可 以 利 用

将驱动器内的数据数组上载到软件接口上。 

范例说明 

以下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让用户练习如何透过软件来设定高速比较（Compare） 的

功能。针对遮没应用、标记读取等套标，对标应用的整系统设定。请使用者详阅我们

ASDA-A2 应用技术手册，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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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功能示范：这个范例将会在每半转时送出一个信号 

�  

范例说明： 

1. 当比较轴是主编码器时，此时比较功能会参考 P1-46 所设定的脉波分辨率而不是

P1-44 与 P1-45，此应用需设定 P1-46=25000 pulses，意即电机转一圈 P5-57 会读

到 25000x4=100000 pulses。 

2. 在位置由 50开始的数据数组里填入 50000 和 100000，电机转半圈脉波数到达 50000

及转一圈派波数到达 100000 时比较功能输出。 

3. 设定 P5-59.X 的 Bit1，当比较动作结束， P5-58 恢复初始值，重复全部的比较项目。 

4. 设定 P5-59.X 的 Bit3，当比较动作结束，P5-57=0，重新比较另一个周期。 

5. P5-59.X=0x000A � 0x003B，其中第二位数由 0 � 3，此时系统会将主编码器的目

前位置复制到 P5-57 中，并开启比较功能，所以，在这个应用上，需要将系统先回

原点再操作开始比较功能，否则当比较功能开启时，若主编码器的位置已超过数据数

组中的值，即 P5-57 > 100000，则比较功能不可能再输出。 

设定步骤： 

步骤一：先确认驱动器的控制模式必须设定在 PR 模式下；可以利用  参数初始化精

灵来设定；先选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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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设定数字输入点（DI） ，我们需要原点复归、PR 命令触发、以及内部 PR

寄存器命令选择（因为要让驱动器指定 PR 起始路径）：请参考下面的设定： 

 

设定完成后，下一步骤要调整电机编码器的脉波数。 

步骤二：接着请在  中，按照范例说明的第一点，将电机编码器的脉波数

（P1-46）改为 25,000。 

 

步骤三：完成步骤二后，请先将设定值写入到驱动器内 。软件会跳出询问窗口，请点

选  结束设置。 

 

步骤四：接着驱动器重新上电，完成模式和基本参数设定。 

步骤五：接着请点击  PR 模式设定，按照范例中需要设定的 4 段 PR 路径来操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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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后，请在左侧的窗口先选择到 PR#30 的位置 
� 

 

步骤六：接着按照上述流程的设定方式，依序设定 PR#30、31、32 和 33； 

PR#30：对参数 P5-59 写入 0x00 64 00 0 A 

64：输出脉波长度 100ms，转换成 16 进制为 64。 

0：设定来源轴为抓取（CAP）轴。 

A：将 P5-59.X 的 Bit 1 和 Bit 3 设定为 1；让比对动作会旋环运作，而每次到最

末点的瞬间会将计数器清除为 0。 

 

请先将左侧的PR路径选择

到 PR#30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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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31：对参数 P5-58 写入 2，设定比较的数据数组量 

 

PR#32：对参数 P5-59 写入 0x00 64 00 3 B 

64：输出脉波长度 100ms，转换成 16 进制为 64。 

3：设定来源轴为主编码器（电机编码器）轴。 

B：将 P5-59.X 的 Bit0、Bit 1 和 Bit 3 设定为 1；启动比对功能，让比对动作会

旋环运作，而每次到最末点的瞬间会将计数器清除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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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33：设定”定速控制"；目标速度 200 r/min 

 

前面有提到关于路径 PR#31 � PR#32 的设定；  

P5-59.X=0x000A � 0x003B，其中第二位数由 0 � 3，此时系统会将主编码器的目前位

置复制到 P5-57 中，并开启比较功能，所以在这个应用上，需要将系统先回原点再操作开

始比较功能，否则当比较功能开启时，若主编码器的位置已超过数据数组中的值，即 P5-57 

> 100000，则比较功能不可能再输出。所以我们还需要设定原点复归的动作。这边我们用

最基本的原点复归模式来做练习。 

步骤七：PR 路径设定完毕后，接着我们来设定原点复归模式；请按照下图来做设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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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原点复归也设定完毕后，我们便可以点击  全部写入到伺服，完成 PR 模式

的设置。 

 

步骤九：PR 模式设定完毕后，接着我们来设定比较的数据数组数值； 

开启  高速位置抓取/比较的功能，点击  读取驱动器内的参数；此时因为我们尚未

执行过 PR 的路径，所以 Compare 的比较数量（参数 P5-58）的数值需要在这边先设定，

我们才能够把要比较的数据数值填入比较数据数组中。 

 

把  更改成 2 后，点击  ，左边的数据数组会被修改为 2

个字段：  

 

接着用鼠标左键点击[050]和[051]把数值分别修改为 50,000 和 100,000 

 

设定完毕后，点击数据数组下方的  将新的数值写入数据数组

中。信息窗口会显示 。 

步骤十：所有的参数功能都设定完毕后，接着我们利用  数位 IO 和  软件示波器来

观察 DO4 的输出状况： 

点击  数字 IO，开启功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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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一：使用 DI 来控制我们要操作的步骤；首先勾选 DI1 到 DI3，已用来控制伺服启

动（SON）、找寻原点（SHOM），PR 命令触发（CTRG）。 

步骤十二：点选 DI1  ，让 DI1 变成 NC（常闭接点），伺服启动。 

 

步骤十三：点选 DI2  ，让 DI2 变成 NC（常闭接点），开始找寻原点动作。当开始

找原点后，使用者便可以再次点击  将 DI2 改为 NO（常开接点），因为我们只需

要触发一次即可。 

 

步骤十四：原点复归动作完毕之后，点选 DI3 �，让 DI3 变成 NC（常闭接点），触

发 PR#30 路径开始动作。当动作开始后，使用者便可以再次点击  将 DI3 改为 NO 

（常开接点），因为我们只需要触发一次即可。 

 

步骤十五：观察 DO4 是否有闪烁的状态。如果有，表示比较功能已经有作用。这边也可

以看到当比较功能执行中，DO4 的说明已经被更改。 

 

：比较有输出的时候，灯号会亮 

：比较没有输出的时候，灯号会暗 

DI点的设定/
控制 

DO4已经变成
高速比较输出高速比较输出高速比较输出高速比较输出，

不是目前显示的

输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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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六：确认 DO4 的动作有输出后，接着利用示波器来确认是否在每半转的时候，DO4

会输出。开启软件示波器；示波器的设定如下：选择通道一 CH1 和通到二 CH2 进行监看 

 

通道一；设定为读取反馈位置（PUU）。请注意因为 PUU 的单位是 32 位，所以请记得要

勾选 。 

 

通道二；设定为读取 DO 状态。 

 

此外，因为反馈位置和 DO 状态的单位不同，故这边请注意要设定使用各自坐标系 

 

设定读取 DO状态 

设定读取反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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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七：示波器设定完毕后，建议使用者可以同时开启  数位 IO 和  软件示波器

来作操作。利用数字 DI 来操作原点复归以及 PR 命令触发，然后同步执行示波器来监看

动作波形状况： 

 

步骤十八：观察波形图，取其中一段来观察，可以看到 DO4 被触发的周期 50,131PUU，

和我们设定的 50,000PUU 接近。而观察输入脉波的长度也接近我们设定的 P5-59 CBA 的

100ms 数值。故我们便完成这次的范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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