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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可编程增量编码器（旋转传感器）已被证明是最近

几年中广受欢迎的编码器，该编码器不需要更改任

何电子元器件，便可通过软件更新来更改其测量参

数（每转脉冲数、输出电平等）。如今，POSITAL 

公司的工程师们设计的新一代 IXARC 旋转编码

器，将可编程性概念突破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这

些新型传感器：

  在通用硬件平台上提供了的增量式和绝对值编码

器功能（包括多圈绝对值测量范围）

  兼容众多不同的机械形式以及连接器类型—多达

数千种！

  拥有最新版本的36 毫米极其紧凑型尺寸——小

到可安装在您掌中方寸之地！

  在编码器的整个使用期内，终端客户都可以通过

综合配置管理工具对设备进行管理。

  可以使用任何具有 WiFi 功能的数码设备——电

脑、平板电脑、甚至智能手机——来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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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被用于监控各种工业设备内部的位置和运

动。它们是机器构件和机器控制系统之间的必要接

口，因此，人们对编码器有着各种各样的功能需

求，而编码器的应用范围也同样多种多样。这种多

样性促成了各种不同的增量和绝对编码器的产生。

例如，POSITAL 可生产 100，000 种不同的编码器

型号，以供客户选购。对于用户、经销商和制造商

来说，大规模的目录意味着大量的库存设备，因此

管理各种各样的编码器至关重要。可编程编码器的

大部分不同的测量特性可以通过软件来调节，这样

就大量减少了所需硬件设备的数量。经销商或系统

集成商只需储备数量有限的硬件版本，却仍然可以

迅速有效地满足客户要求。这意味着用户和经销商

可以大量减少其库存水平和备件库存。编码器的测

量特性可以在交货和安装之前快速完成设置。另

外，如果机器在今后进行更新或发生改变，该机器

上的编码器也同样方便更新。

编码器配置完成后，保存配置记录相当有用处。这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用户在多年后可

能会需要某个备件。这时，人们可能难以辨认手写

在标签上的记录或者可能无法再找到完成初始设置

的系统集成商。市场上的大部分程序设计工具均不

能保存和管理配置数据记录，因此人们在需要配置

数据时，却往往求而不得。POSITAL 公司的 UBI-

FAST 程序设计技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性，即使

现场无网络连接，它也会将配置数据自动输送到 

POSITAL ERP 数据库。每一台 POSITAL 编码器均

携带一个独特清晰的序列号，并且 POSITAL 将会

保存每一台编码器使用寿命期间所设置的所有配置

的记录。自动输送配置数据相当容易：一旦使用网

页浏览器完成配置的最后一个步骤，只要再点击一

下就能在安装在设备上的默认电子邮件客户中创建

一份电子邮件。这份电子邮件可以在草稿箱中保存

数天或数周，直到用户回到具备互联网接入的地

方。POSITAL 一旦收到上述电子邮件，相关数据将

会自动被输入 ERP 系统并且在经序列号识别的设备

配置记录中创建一份新纪录。若需要备件，我们可

以检索该记录，并将其用于制造具备相同配置的编

码器。该数据同样也被提供给最近经销商或系统集

成商，方便其从库存中检索相匹配的设备、输入正

确的软件参数、直接向终端用户交付全套装置。最

近， POSITAL 公司已经就位置传感器的独特 UBI-

FAST 配置方法提出专利申请。

通常，增量和绝对编码器的设计理念迥然不同。另

外，像分辨率或多圈能力这类特性由不同的构件来

确定，例如码盘。 POSITAL 公司生产的 IXARC 编

码器设计基于一种全然不同的方法。多圈编码器的

所有电子元件集成在一个 35 毫米的印刷电路板

（PCB）中。当编码器的轴转动时，这种技术能产

生足够的能量记录完整的转数，因此不需要备用电

池。这种能量的产生不由旋转速度来决定。另外，

这种编码器能在使用外力或不使用外力的情况下，

长时间无限次数的转动，并且不会丢失其绝对位

置。（自 2005 年起，POSITAL 已经成功地使用了

该技术）。编码器内部配备了一个强大的微控制器

和信号处理平台，用于生成增量式信号和计算出绝

对位置数据，并通过 SSI、TTL 或 HTL 接口输出数

据。通过改变软件配置，该编码器平台可以摇身变

成单纯的增量编码器、单圈编码器、多圈编码器或

具备 SSI+增量输出的编码器。

UBIFAST 配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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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编码器可以使用通用硬件平台，配置五种不同的

旋转测量模式：

   仅增量

   SSI 单圈

   SSI 多圈

   SSI 单圈 + 增量，或

   多圈 + 增量

绝对编码器的可选参数如下所示：

 单圈分辨率，

 多圈范围，

 码制（格雷码或二进制码），以及

 码制序列（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增加）。

 

（65536 正交）的范围内调节。至 2015 年初，

还可以选择增量编码器的必要电气接口（TTL 或 

HTL）和索引脉冲的持续时间（90、180、270 或 

360 电位角）。

POSITAL 可编程编码器配备了各种机械配置可供选

择，包括 36、42 和 58 毫米法兰和各种轴式（各

种轴直径的实心轴或盲空心轴）。在 2015 年，公

司还将提供配备其他形式的适配器和法兰的可编程

编码器以确保美国、亚洲和欧洲所有常见设计的兼

容性。公司还提供连接器和电缆出线径向或轴向不

同形式可选。公司还提供 IP 保护级别高达 IP 69K

和耐冲击性最高达 300 g 的重载型编码器可选，重

载型编码器配备两种外壳——铝制外壳和 不锈钢

316L外壳。请点击 www.posital.com 查询在线产

品，该网站帮助用户检索到公司供应的各种不同型

号并且采用 11 种语言提供超过 100,000 份具体对

应产品的技术参数。

公司将 UBIFAST 配置技术免费应用于 POSITAL 编码

器上并且很快该技术也会被应用于其他 POSITAL 位

置传感器。增量编码器经销商可将其库存水平降低

至 80%。使用各种增量和 SSI 编码器的 OEM 客户

现在可以使用少量的项目覆盖不同的应用软件，这

样极大地简化了供应链和库存管理。系统集成商可

在最后一秒钟决定如何在现场依据特定要求定制编

码器；还可以实现在讨论最终设计要求的同时，就

购买编码器。终端用户可从经销商或系统集成商处

迅速地收到各种备件，从而降低设备停工和备件货

运所带来的成本。

作者: Ingo Moench, 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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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瑞柏企业集团致力于提供运动控制和工业自动化先

进产品。40 多年来，旗下的博思特（POSITAL）在绝

对值旋转编码器领域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近年来更

将业务扩展到了倾角仪以及非接触式长度与速度传感

器领域。另一家弗瑞柏集团子公司卫泰特（VITECTOR)

则专精制造用于防盗门的防护传感器以及生产设备保

护罩。

1918 年，弗朗茨•鲍姆特纳于科隆创建了弗瑞柏。 

一直到 60 年代，公司均以生产机械继电器为主，

该业务由掌管超过 13,000 个机械控制系统的系统

工程部门所负责。1973 年，弗瑞柏开发出了最早的

绝对旋转值编码器之一。时至今日，弗瑞柏公司坚

持钻研创新科技以打造出色的产品性能与卓越价值。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的发展已臻成熟，能帮助人们解

决各种技术问题，但若要充分利用产品功能，则

需要专门知识进行设备配置及设计运行参数。为了

满足客户需求，博思特的德国、美国以及亚洲开发

工程师们直接对客户负责，提供服务支持。除此之

外，日益扩大的全球合作销售网更能因地制宜、提

供专业指引。

博思特的各项产品均经由先进的生产设备制造而

成。计算机控制的半自动化生产系统对每个设备加

工流程进行跟踪，从下单、组装和测试，直到最后

的发货。即使拥有数千个独特的配置组合，标准品

也可在接单五个工作日内生产完毕并出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