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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規規規 範範範範 

電      源 AC200/220V,50/60Hz,8VA 以下 

設定方式 按鍵式數位設定 

數值顯示 0~9999 紅色數字 

設定顯示 0~9,A ,b 紅色數字 

 主信號輸入 DC0~10V (端座 0V  、 IN  )      

迴轉角度輸入 

DC0~12V (端座 P1  、 P2  、 P3  )   

＊變位檢出器 DT-02(本公司型號)，2Kor5K 單回轉電位計 

    供應電壓 P1=12VDC 

       信號輸入 P2=0~12VDC 

       信號零位 P3=0V          

 

信號輸出    DC0~10V,5mA  (端座 0V  、 OUT  ) 

環境溫度、溼度 0~50℃、90%相對溼度範圍內、且不結露 

重量 1Kg 

 

【2】端排接線說明端排接線說明端排接線說明端排接線說明 

標記名稱標記名稱標記名稱標記名稱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R, T  電源輸入端 AC220±10%V,50/60Hz,1ψψψψ 

電源ＡＣ200/220V                    R           FG   接地端   電源接地端,不可與隔離 

        50/60Hz           T                              遮蔽線地線共接。 

                          FG           P3        P3--電源 DC12V     

        接地                  P2  變位檢出器    P2--輸入 DC0~10V 

變位檢出器變位檢出器變位檢出器變位檢出器 (POS)      隔離網線      P1        輸入端      P1--信號共同端 0V 

                                                  P3                             控制器與檢出器務必使用 

                          P2                             隔離網線配置，網線一端 

                          P1                                                      接至 P1，另一端不必接。 

0V           0V                     0V    信號共同端   信號電壓 0V 

 輸輸輸輸入入入入 DC0~10V          I N           IN    外部主信號 一般此輸入電壓為總連動  

            0V           0V                                    電壓輸入 信號電壓，做連動基本準位。  

輸輸輸輸出出出出 DC0~10V          OUT                 OUT     輸出電壓 輸出 DC0~10V 接至驅動器 

                                                1B                                                          信號入力。 

上極限接點輸出        1A                   1B  變位器上極 上極限時 AL1 燈亮（接點 

      (AL1)             1C           1A    限保護(接點        動作）。 

                        2B           1C    輸出)     接點容量：2A，，，，250VAC 

下極限接點輸出        2A                   2B     變位器下極 下極限時 AL2 燈亮（接點             

   (AL2)             2C          2A   限保護(接點     動作）。 

                                 2C   輸出)        接點容量：2A，，，，250VAC 

                                  

【【【【1】】】】 



【【【【3】】】】箱面說明箱面說明箱面說明箱面說明&尺寸尺寸尺寸尺寸  

 

                      POSITION  CONTROLLER    

                                      

                                     6.78          輸入輸入輸入輸入、、、、輸出輸出輸出輸出、、、、設定值顯示設定值顯示設定值顯示設定值顯示 
POS 位置指示燈位置指示燈位置指示燈位置指示燈                     AL1 CENT AL2 

◎ ◎◎◎◎  ◎◎◎◎  P             參數位址及監視代碼顯示參數位址及監視代碼顯示參數位址及監視代碼顯示參數位址及監視代碼顯示 

AL1：：：：上限燈上限燈上限燈上限燈                                     NO 

     CENT：：：：中心燈中心燈中心燈中心燈                 ◎◎◎◎   ◎◎◎◎   ◎◎◎◎   ◎◎◎◎             參數設定按鍵參數設定按鍵參數設定按鍵參數設定按鍵    

     AL2：：：：下限燈下限燈下限燈下限燈                F   ▲▲▲▲   ▼▼▼▼    S    S    S    S                            F：：：： 參數進入參數進入參數進入參數進入、、、、退出鍵退出鍵退出鍵退出鍵 

                                                                 ▲▲▲▲：：：：設定值修改增加設定值修改增加設定值修改增加設定值修改增加、、、、更換參數鍵更換參數鍵更換參數鍵更換參數鍵 

                                                                 ▼▼▼▼：：：：設定值修改減少設定值修改減少設定值修改減少設定值修改減少、、、、更換參數鍵更換參數鍵更換參數鍵更換參數鍵 

                                                                  SSSS：：：：設定輸入鍵設定輸入鍵設定輸入鍵設定輸入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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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形尺寸外形尺寸外形尺寸外形尺寸   (單位：mm )     (固定孔距固定孔距固定孔距固定孔距 190mm ,5φφφ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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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數內容說明參數內容說明參數內容說明參數內容說明 

（Ａ）（Ａ）（Ａ）（Ａ）監視代碼內容說明 ( 運轉中監視運轉中監視運轉中監視運轉中監視，，，，同時按同時按同時按同時按 F、、、、▲▲▲▲ 鍵鍵鍵鍵 O、、、、P、、、、b 循環顯示循環顯示循環顯示循環顯示 )  

監視代碼 顯   示 說 明 備   註 

   O 輸出電壓 OUT 端輸出電壓 10VDC，5mA max 

 

 

P 

POS 輸入電壓 P2 輸入電壓  

(可監視角度大概偏差 

位置）））） 

如用 DT-02 全角度 360°(±180°)，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0°時 P2=5V 

-180°時 P2=0V 

+180°時 P2=10V 

b 輸入電壓 IN 端輸入電壓 此ｂｂｂｂ與 pos+/- 導向的ｂｂｂｂ不同 

（Ｂ）（Ｂ）（Ｂ）（Ｂ）修改參數內容說明-(按按按按 F 鍵鍵鍵鍵 3 秒秒秒秒進入修改程序內進入修改程序內進入修改程序內進入修改程序內））））  

參數號碼參數號碼參數號碼參數號碼 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出出出出 場場場場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單單單單位位位位 

1 輸入比例       （IN  RATIO） 0～9.999 1.000 倍 

2 POS 中心點    (POS  CENTER) 0～10.00 5.00 V 

3 POS 無感帶    （DEAD  BAND） 0～10.00 0.05 V 

4 POS 補償量      （POS  GAIN） 0～10.00 0.30 V 

5 POS 低速補償    (POS  COMP) 0～10.00 3.00v V 

6 高點繼電器輸出  （AL1  LIMIT） 0～10.00 7.50v V 

7 低點繼電器輸出  （AL2  LIMIT） 0～10.00 2.50v V 

8 POS 基本補償    （POS  BIAS） 0～99.99 0v V 

9 輸入電壓緩衝加速（IN  ACC） 0.1～100.0 0.1s 秒 

A 輸入電壓緩衝減速（IN  DEC） 0.1～100.0 0.1s 秒 

b POS +/- 導向  (POS  REVERSE) 0  or  1 0 +/- 

C 零輸出校正 0~1000 100 % 

◎◎◎◎參數設定方式參數設定方式參數設定方式參數設定方式：：：： 

1. 進入參 數請先 按住  F 鍵 ,3 秒鐘後 即進 入參數 設定狀 態。  

2. 按 ▲及 ▼鍵 可上下 選擇參 數號碼 。  

3. 按 到要設 定的參數 號碼後 按下 S 鍵 (參 數號碼 閃爍 )即 可設 定此參 數。  

4. 按 ▲及 ▼鍵 修正數 值 ,修 改完 成後按下 S 鍵 (參數 號碼不閃 爍 )即設 定完成 。  

5. 完 成設定 後按下 F 鍵， 回復 正常顯 示狀態 。  

6.  正常顯示狀態下同時按 F、、、、▲ 鍵可在 O(輸入電壓)、、、、P(變位輸入值)、、、、b (輸出電壓)之間來回監控 

◎◎◎◎快速設定上快速設定上快速設定上快速設定上、、、、下限及中心點下限及中心點下限及中心點下限及中心點：：：：(以变位檢出器實際位置以变位檢出器實際位置以变位檢出器實際位置以变位檢出器實際位置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1. 按 S 鍵 3 秒設中心點 

2. 按▲鍵 3 秒設上限點 

3. 按▼鍵 3 秒設下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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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定及校正設定及校正設定及校正設定及校正 

＊＊＊＊ POS為變位檢出器為變位檢出器為變位檢出器為變位檢出器代稱代稱代稱代稱(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DT-02、、、、HCP-50為變阻型電位計為變阻型電位計為變阻型電位計為變阻型電位計，，，，亦可亦可亦可亦可

採電阻尺或感應型電位計及超音波比例電壓等等採電阻尺或感應型電位計及超音波比例電壓等等採電阻尺或感應型電位計及超音波比例電壓等等採電阻尺或感應型電位計及超音波比例電壓等等) 

＊＊＊＊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POS是以本公司是以本公司是以本公司是以本公司DT-02做說明做說明做說明做說明。。。。    

NO. 1 外部主信號電壓外部主信號電壓外部主信號電壓外部主信號電壓(IN)之比例值之比例值之比例值之比例值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1.00 

EX:如外部輸入3V,此參數設1.6 時,則主速入力（IN）信號電壓以4.8V與POS入力

信號電壓做加減演算(1.6 ×3=4.8)。 

NO. 2 POS檢出器中心點檢出器中心點檢出器中心點檢出器中心點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1.00 

■ 以此中心位置POS無輸出演算電壓。當POS角度偏離中心點時,才有增益補償

輸出。當CENT燈（中心位置）亮時IN=OUT電壓。 

■設定中心點方式設定中心點方式設定中心點方式設定中心點方式: 

⑴⑴⑴⑴可直接按S鍵（3秒）則CENT燈亮,則表示以此點爲中心點。 

⑵⑵⑵⑵當要某個角度爲中心時,定位後將NO . P顯示值輸入此參數內,即爲中心電壓

值。 

NO. 3 POS無感帶範圍無感帶範圍無感帶範圍無感帶範圍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1.00 

■ 在無感帶區,CENT燈亮,POS增益補償電壓無輸出。 

■ 無感帶是以中心點電壓爲基準值。 

EX:如NO. 3 設0.1V,而中心點電壓爲5.00V,則在4.9～5.1V內爲不感帶。 

（如以變位器360°分割,0.1V約3.6°） 

NO. 4 POS增益補償量增益補償量增益補償量增益補償量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0.30 

■ 此值是POS之角度變化所産生之偏壓值變化量的輸出倍率設定。 

■ 此 Gain值與主信號電壓IN成正比例輸出其功能可使同步追蹤更穩定平順。 

增益計算增益計算增益計算增益計算:::: 

POS增益增益增益增益＝輸入輸入輸入輸入    ( IN ) ××××    No.4 ××××    ( 變化角度變化角度變化角度變化角度/180° ) 

輸出（OUT）＝輸入(IN)±POS增益 

EX: IN=8V, No.4=0.5, 變位檢出器之角度=±90°（以中心點為0°） 

(增量方向)OUT=8＋ (8×0.5×90/180)=10V 

(減量方向)OUT=8－ (8×0.5×90/180)=6V  

NO. 5 POS低速補償量低速補償量低速補償量低速補償量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3.00 

■ 因檢出器增益補償量是追隨輸入（IN）電壓，當無輸入或輸入較小時，在

聯動追蹤時POS角度變化會較大，此值可設在低速聯動變化角度追蹤補償

量，使角度變化减小。 

■ 此增益設定值在小於輸入（IN）值時，功能才有效。 

如設3.00V時，表示主速輸入（IN）在小於3V時，POS變化角度不隨IN做

比例輸出。 

增益計算增益計算增益計算增益計算::::    

POS低速補償量低速補償量低速補償量低速補償量＝＝＝＝No.5×No.4××××((((變化角度變化角度變化角度變化角度/180)/180)/180)/180)    

      1 IN＜No.5時，輸出（OUT）=IN±P0S低速補償量 

2 IN＞No.5時，輸出（OUT）=IN±POS增益補償量 

【【【【4】】】】 



EX: 如 No.4設 0.4，No.5 = 3.50V , POS之角度 = ±120°（以中心點為0°） 

MIN=0V (增量方向)OUT=0＋(3.50×0.4×120/180)=0.93V 

(減量方向)OUT=0V(輸出無負電壓)      

IN=3V  (增量方向)OUT=3＋(3.50×0.4×120/180)=3.93V 

(減量方向)OUT=3－(3.50×0.4×120/180)=2.07V     

IN=6V  (增量方向)OUT=6＋(6×0.4×120/180)=7.60V 

(減量方向)OUT=6－(6×0.4×120/180)=4.40V 

NO. 6 高點繼電器輸出高點繼電器輸出高點繼電器輸出高點繼電器輸出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7.50 

NO. 7 低點繼電器輸出低點繼電器輸出低點繼電器輸出低點繼電器輸出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2.50 

■  此二點爲POS變位角之極限保護接點輸出（容量2A/250VAC） 

■  設定極限方式設定極限方式設定極限方式設定極限方式：：：：    

將顯示置於No. P位置，記取變位上下極限電壓，再將此二值設入No. 6 及No. 7 內。   

No. 6 設定值爲大於 P電壓值時動作。 

No. 7 設定值爲小於 P電壓值時動作。 

NO. 8 POS基本補償基本補償基本補償基本補償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0.00 

■ 此補償值爲POS變化角度加減算，（不與IN值做比例）。再與IN、No.4增益共同演算輸出。 

■ 設定值以POS變化角度180°為基準                     

■■■■    適用一般在無主速入力信號適用一般在無主速入力信號適用一般在無主速入力信號適用一般在無主速入力信號（（（（IN））））時時時時,純粹以角度變化做檢出追蹤純粹以角度變化做檢出追蹤純粹以角度變化做檢出追蹤純粹以角度變化做檢出追蹤。 

增益計算增益計算增益計算增益計算::::    

▇ POS基本補償＝No.8×(變化角度/180) 

輸出(OUT)＝輸入(IN)＋POS增益＋POS基本補償。 

EX:如No. 8 設5.00，變位檢出器之角度=±150°（以中心點為0°） 

POS基本補償＝ 5 × (150/180) ＝ 4.17V 

 

NO. 9 輸入電壓緩衝加速輸入電壓緩衝加速輸入電壓緩衝加速輸入電壓緩衝加速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0.1S   

NO. A 輸入電壓緩衝減速輸入電壓緩衝減速輸入電壓緩衝減速輸入電壓緩衝減速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0.1S 

    ■ 主速入力（IN）的緩衝加減速時間設定是由0V到10V所需時間。 

         EX:如設5秒，IN=6V時，0～6V入力約3秒（5×6/10） 

NO. B   POS +/- 導向導向導向導向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0 

■ 當CENT(中心點)設定完成後，POS角度變化的方向應加算或減算選擇。 

■ 設定 0  時：P值往10V方向轉爲加算。 

設定 1  時：P值往0V方向轉爲加算。 

此設定0 或1，與端排 P1  、 P3 互換同義。 

 

NO. C   零输出校正调整零输出校正调整零输出校正调整零输出校正调整 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出廠設定值     1.000 

■ 當输入为OV，POS也为 0°，因电子板或外部干扰使输出有微小电压时，用此参数校正。 

■ 校正范围0～2 

◎1表示无加减 

◎设定大於 1，则加算 

◎设定小於 1，则减算 

＊＊＊＊如输入为 OV，POS也为 0°，但输出有 0.15V时此值设 0.85则输出=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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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B-03異常問題與對策異常問題與對策異常問題與對策異常問題與對策 

 

異異異異 常常常常 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 可可可可 能能能能 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 解解解解 決決決決 對對對對 策策策策 

電源未送入。 檢查電源。 
JB-03 顯示器不亮 

JB-03 控制器損壞。 更換 JB-03 控制器。 

變位裝置與變位檢出器對應

角度有偏差。 

將變位檢出裝置與變位檢出器重

新校正。 
運轉時變位裝置一直位於

上限或下限位置。 
中間點設定錯誤。 參數 2 重新設定。 

變位檢出器接線有錯誤或断

線。 
檢查外部配線。 

JB-03 控制器面板上 AL2

顯示燈一直亮著,且變位檢

出裝置平衡桿一直無法回

到設定點位置。 
 

 

變位檢出器異常。 

量測 P1,P3 之間是否有 2KΩ  阻

值，P1,P2 之間的阻值是否會隨角

度變化而增加或減少，若上述情況

皆符合，表示變位檢出器正常，若

不符合上述情況，則表示變位檢出

器異常，請更換變位檢出器。 

 

 

連動信號入力異常。 

檢查變位器軸是否有正常運作傳

動。 

檢查外部配線連動信號入力是否

有正確輸入至控制器 0V、IN 端子。 
副機馬達速度輸出爲零。 

JB-03 控制器輸出異常。 更換 JB-03 控制器。 

 

【【【【7】】】】裝配及使用注意事項裝配及使用注意事項裝配及使用注意事項裝配及使用注意事項 

〔7-1〕切忌信號線與強電回路或驅動回路在同一槽內或捆紮一起以免受干擾，且儘量使用隔

離線或雙線絞編。 

〔7-2〕儘量安裝通風良好處，避免高溫，粉塵，水氣，揮發性氣體。 

〔7-3〕共同線爲同一電位，輸入源或控制器之指令共同端是否有高壓，如有時應做信號隔離。 

〔7-4〕此控制器有+12 電源端子供應變位器使用，其輸出只可供應一組變位器使用，所以請

勿將其電源並聯或作爲其他用途使用。 

〔7-5〕接線完成後可先將輸出線暫拆去。再送入輸入指令電壓（IN）,以設定按鍵監視輸出是

否爲所須電壓值。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