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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小型影像辨別感測器

IV-G/IV-HG系列
照明一體型影像辨別感測器

IV/IV-H系列
快速啟動指南 (監視器篇 )
本快速啟動指南將針對 IV系列， 由設定方法起至開始運轉

為止的基礎性內容進行解說。

各功能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y使用者手冊可從 KEYENCE 網頁 (http://www.keyence.
com/) 下載。

操作流程

感測器和監視器的設置、連接及配線

設置感測器和監視器，進行連接線的連接和配線。

開啟電源

開啟感測器和監視器的電源，進行首次啟動時的設定。
 「開啟電源時的操作」(第 4頁 )

設定導航

依照［設定導航］(感測器設定 )指示，完成運轉時使用的程式。

STEP 1：設定拍攝條件
設定能夠拍出清晰目標物體的拍攝條件。調整圖像，使良品與不良品的區別明確化。設定觸發條件，並調整
亮度與焦點。

 「STEP1  設定拍攝條件」(第 5頁 )

STEP 2：登錄基準圖像
拍攝良品目標物體，並將其登錄至基準圖像作為判斷基準。

 「STEP2  登錄基準圖像」(第 7頁 )

STEP 3：工具設定
設定判斷目標物體的工具。將工具配置於基準圖像上，設定判斷的界定值。每 1 個程式最多可設定 16 個判斷
工具以及 1 位置補正工具。

 「STEP3  設定判斷工具」(第 8頁 )

STEP 4：分配輸出
對各個輸出線分配其輸出功能。

 「STEP4  分配輸出線內容」(第 16頁 )

開始運轉 /調整
將設定畫面切換到運轉畫面，開始運轉。
設定不適當時，請調整界定值或工具的設定 (工具自動調諧 )。

 「開始運轉」(第 17頁 )
 「調整判斷界定值」(第 19頁 )
 「工具自動調諧 (自動調整判斷條件 )」(第 2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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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系列系統架構（直接連接（1台））
和照明一體型影像辨別感測器 IV/IV-H系列連接時

監視器電源線

OP-87443（2m）
OP-87444（5m）

OP-87445（10m）

智慧型監視器

IV-M30

模擬器 (IV-Navigator)

感測器

電源 I/O 纜線
OP-87440（2m）
OP-87441（5m）
OP-87442（10m）

OP-88036（2m：L型 )
OP-88037（5m：L型 )
OP-88038（10m：L型 )

(選項 )
圓頂光配件

IV-D10

偏光濾鏡配件

OP-87436/OP-87437

可對光電、 近接感測器等儀器

傳送測得目標物時的觸發輸入訊

號。

可對指示燈、 蜂鳴器等

發送判斷輸出之後的警報。
PLC
除進行觸發輸入或判斷輸出的控制外，

也可切換程式編號。

USB存儲器

24 V DC 電源

乙
太
網
路
傳
輸

內建放大器專用監視器纜線

OP-87450（2m）
OP-87451（5m）
OP-87452（10m）
OP-87453（20m）

OP-88039（2m：L型 )
OP-88040（5m：L型 )
OP-88041（10m：L型 )

和超小型影像辨別感測器 IV-G/IV-HG系列連接時

IV-G/IV-HG用 
I/O 纜線
OP-87906

監視器電源線
OP-87443（2m）
OP-87444（5m）

OP-87445（10m）

智慧型監視器

IV-M30
模擬器（IV-Navigator）

感測器

乙太網路連接線
OP-87907（1m）
OP-87457（2m）
OP-87458（5m）

OP-87459（10m）

(選項 )
IV-G/IV-HG用圓頂光配件
IV-GD05 / IV-GD10
IV-G/IV-HG用偏光濾鏡配件
OP-87899 / OP-87900/ OP-87901/ OP-87902

可對光電、 近接感測器等儀器

傳送測得目標物時的觸發輸入訊

號。

可對指示燈、 蜂鳴器等

發送判斷輸出之後的警報。
PLC
除進行觸發輸入或判斷輸出的控制外，

也可切換程式編號。

USB存儲器

24 V DC 電源

放大器 
（主機）

感測頭 - 
放大器間纜線

OP-87903（2m）
OP-87904（5m）
OP-87905（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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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處理流程

此處將解說本機器的基本判斷處理流程。

輸入觸發

輸出 BUSY

輸出綜合判斷

觸發輸入
透過光電開關或 PLC 與目標物體的位置同步，輸入開始拍攝的訊號。
亦可藉由內部觸發功能，在一定間隔發生觸發。

拍攝圖像
開啟內建照明，對經過 CMOS 圖像感測器檢查後的目標物體進行拍攝。切換 BUSY 
輸出為 ON。

輸出判斷
輸出判斷結果。
當綜合判斷結果為 OK，則綜合判斷輸出為 ON。
當綜合判斷結果為 NG，則綜合判斷 NG 輸出為 ON。

儲存圖像
將圖像儲存於感測器內部的圖像履歷存儲器。
儲存條件可選擇「僅 NG」或「全部」。
彩色型可儲存 100張、灰階型則可儲存 300張。
※使用 FTP 用戶端功能時， 彩色機種可儲存 70張、 灰階機種可儲存 210張。

工具處理
根據判斷工具設定選項，檢查目標物體圖像與良品是否相符。最多可設定 16 個判斷
工具。此外，位置補正工具可補正檢查目標物的定位不均。
判斷處理完成後，BUSY 輸出將切換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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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電源時的操作

監視器首次啟動

感測器首次啟動

感測器設定選單 運轉

開啟電源

(1)

(2)
(4)

(3)

(1)  首次開啟監視器的電源時，設定顯示語言、日期、和感測器的連接方法。
   「監視器首次啟動時的操作」(第 4頁 )

(2)  首次開啟感測器的電源時，需先進行 I/O 形式設定。
   「感測器首次啟動時的操作」(第 4頁 )

(3)  顯示感測器設定選單畫面。依照設定導航指示，設定動作條件。設定完畢 
後，即可開始運轉。

   「開始設定導航」(第 5頁 )

(4)  如果監視器和感測器並非首次啟動，則將在電源開啟後直接進入運轉。
   「開始運轉」(第 17頁 )

也可以感測器單體進行運轉。

監視器首次啟動時的操作

1 開啟監視器的電源。
將顯示選擇語言的畫面。

2 選擇顯示於監視器的語言，觸摸［OK］按鈕。

首次啟動時選擇［English］。
從［English］變更後按下［OK］按鈕，監視器即會自動
重新啟動。

3 設定現在的日期，觸摸［OK］按鈕。

4 觸摸［直接連接］按鈕。觸摸［1台］按鈕，然後 
觸摸［OK］按鈕。

顯示設定完成畫面。

有關直接連接（2台以上）、連接網路之詳細連接 
方法，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5 開啟感測器的電源。
請在程序 6 觸摸［OK］按鈕，監視器重新啟動之前，開
啟感測器的電源。

6 觸摸［OK］按鈕。

監視器重新啟動，與感測器連接。

 y若為首次連接監視器的感測器，需要設定其 I/O 形式。
 「感測器首次啟動時的操作」(第 4頁 )

 y如果監視器已非第一次與電腦連線，會顯示運轉畫面。

感測器首次啟動時的操作

連接原廠設定的感測器時，會顯示選擇 I/O 形式 (NPN或 PNP)
的畫面。

選擇 I/O 形式後，將出現設定導航對感測器進行設定。

使用 IV-G系列時，在程序 1之前將會顯示感測器首次啟動
時設定畫面。

1 選擇感測器的 I/O 形式，觸摸［OK］按鈕。

顯示感測器設定功能表畫面。

2 設定感測器的判斷條件。
 「開始設定導航」(第 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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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設定導航

1 觸摸［感測器設定］按鈕。

顯示設定導航的開始畫面。

2 觸摸［導航開始］按鈕。

顯示設定導航指南畫面。

3 觸摸［OK］按鈕，前往「STEP1  設定拍攝條件」。

依照設定導航選擇設定項目，即顯示設定導航指南。顯示設

定導航指南時，請確認內容，觸摸［OK］按鈕。本手冊中
省略說明設定導航指南。

STEP1  設定拍攝條件

STEP1-1 設定觸發條件

1 觸摸［觸發條件］按鈕。

將顯示設定觸發條件的畫面。

2 選擇觸發種類。
選擇［內部觸發］或［外部觸發］按鈕。

zz內部觸發

(1)

(2)

(3)

內部觸發

拍攝 ·內部處理

輸出判斷

觸發間隔 觸發間隔

(1) 依據觸發間隔設定，自動產生觸發訊號。
(2) 拍攝後進行內部處理。
(3) 輸出判斷結果。

各 IN1輸入執行的內部觸發控制功能的詳細內容，請參
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zz外部觸發

(1)

(2)

(3)

觸發延遲

外部觸發

拍攝 ·內部處理

輸出判斷

(1)  在任意時間點輸入觸發開始拍攝。
  設定觸發延遲時，只有在指定時間的期間會延遲開始

拍攝。

(2) 拍攝後進行內部處理。
(3) 輸出判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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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觸發間隔或觸發延遲。
zz於程序 2 中選擇［內部觸發］時
觸發間隔可在 1 至 10000 ms 的範圍間進行設定。

zz於程序 2 中選擇［外部觸發］時
則在 0～ 1000 ms的範圍內設定觸發延遲。

觸發間隔及觸發延遲的設定能以滑塊或輸入數值變更。

4 設定結束，請點選［OK］按鈕。
返回拍攝條件之主畫面。

STEP1-2 亮度自動調整

以適當亮度拍攝目標物體。

1 觸摸［自動調整亮度］按鈕。

調整完成後，會顯示「完成了自動調整亮度。」將顯示此

訊息於螢幕上。

2 觸摸［OK］按鈕。
返回拍攝條件之主畫面。

STEP1-3 焦點調整

1 觸摸［焦點調整］按鈕。

2 觸摸［OK］按鈕。

焦點位置會自動調整。

3 視需要調整焦點位置。
zz如欲再度自動調整焦點位置
觸摸［自動調整］按鈕之後，即會再度自動調整焦點位置。

zz如欲手動調整焦點位置
以滑塊調整焦點位置。

zz如有多個焦點位置時
如有多個可對焦的位置時，會調整至最靠近感測器的位置。

候補的對焦位置會以 ( )顯示。將焦點位置變更至候補
位置時，請觸摸［次候補］按鈕或候補的焦點位置 ( )。

4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返回拍攝條件的主畫面。

觸摸［取消］按鈕時，會返回調整前的焦點。

5 觸摸［下一步］按鈕，前往「STEP2  登錄基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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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登錄基準圖像

1 將作為判定基準的良品目標物體置於拍攝位置。
2 觸摸［從 Live圖像登錄］按鈕。

切換到［LIVE］畫面。

3 拍攝目標物體。
利用觸發條件設定外部觸發時，或以 IN1輸入之內部觸發
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會輸入外部觸發。

無法輸入時，觸摸  按鈕，暫時以內部觸發進行拍攝。

觸摸  按鈕，結束以內部觸發的拍攝。

4 確認顯示於監視器的拍攝圖像，觸摸［登錄］按鈕。

顯示登錄基準圖像的確認畫面。

5 觸摸［OK］按鈕。

基準圖像登錄完畢，返回登錄基準圖像主畫面。

6 觸摸［下一步］按鈕，前往「STEP3  設定判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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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設定判斷工具

工具的種類

擴展工具 (寬度、直徑、有無邊緣、間距、OCR、高速位
置補正 )的詳情，請參照『IV-H/IV-HG系列使用者手冊 (PC
軟體篇 )』。
（IV-H/IV-HG 系列有效）

zz輪廓工具
以預先登錄的良品輪廓資訊為準，用以判斷與檢查對象符

合度的工具。

設定符合度的界定值，以便判斷良窳。

 「以輪廓工具判斷」(第 9頁 )

工具設定

基準圖像 輪廓抽取處理

運行時的處理與判斷

內部處理 《判斷 OK》

尋找與良品相同形狀之輪廓。
即使目標物體旋轉，依然能搜尋輪廓。

判斷 NG 之例
無相同形狀
(判斷有無 )

形狀不同
(形狀判斷 )

方向不同
(方向判斷 )

以 0 至 100 表示符合度。
輪廓完全符合時為 100。不一致部份越多，符合度越小。

zz顏色面積 /面積工具
以預先登錄的良品面積 (像素數 )為準 (100%)，求出檢查
對象面積 (像素數 )符合度的判斷工具。設定符合度的界
定值，以便判斷良窳。

如感測器為彩色型，則採用顏色面積工具。以任意指定的

顏色面積進行判斷。

如感測器為灰階型，則採用面積工具。以任意指定的亮度

面積判斷。

 「以顏色面積 /面積工具判斷」(第 11頁 )

工具設定

基準圖像

顏色抽取處理 (彩色型 )
亮度抽取處理 (灰階型 )

運行時的處理與判斷

內部處理 《判斷 OK》

以良品面積為 100% ，與目標物體進行面積比較。

判斷 NG 之例
面積狹窄 面積寬大

 y符合度以 0～ 100 (預設值 )表示。面積完全符合時為
100。目標物的面積越窄，符合度越小。
 y符合度的表示範圍為 0-200，界定值的設定範圍為 0-999。
此外，可在上限端設定界定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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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對比工具（IV-H/IV-HG 系列有效）
此判斷工具會以預先登錄的良品邊緣像素數為準 (100%)，
求出檢查對象的邊緣像素數相似度。設定符合度的界定值，

以便判斷良窳。

與輪廓工具不同，不會考慮檢查對象的形狀。

 「以對比工具判斷（IV-H/IV-HG系列有效）」(第 13頁 )

工具設定

基準圖像 抽出邊緣像素數

運行時的處理與判斷

內部處理 《判斷 OK》

以良品的邊緣像素數為 100％，比較檢查對象的邊緣像素
數。

判斷 NG 之例
邊緣像素數 
多

邊緣像素數 
少

 y符合度以 0～ 100 ( 預設值 ) 表示。
邊緣像素數完全一致時，則符合度為 100。
檢查對象的邊緣像素數越小，符合度越小。

 y符合度的表示範圍為 0～ 200，界定值的設定範圍為 
0～ 999。此外，可在上限端設定界定值判斷。

zz位置補正工具
補正檢查目標物定位不均 (位置偏移 )的工具。位置補正
與其他的判斷工具組合使用。

 「補正檢查對象的位置偏移」(第 14頁 )

工具視窗

位置補正視窗

基準圖像

工具視窗

位置補正視窗

工具視窗的搜尋區域

位置補正處理

工具設定 運轉時的處理

以輪廓工具判斷

1 觸摸［新增工具］按鈕。

 y尚未設定工具時，只會顯示［新增工具］按鈕。
 y程式設定超過 1 個工具時，會顯示［編輯工具］、［刪
除工具］按鈕。

2 觸摸［輪廓］按鈕。

顯示輪廓工具之主畫面。

3 觸摸［編輯視窗］按鈕。

顯示設定［視窗形狀］和［搜尋區域］的畫面。

觸摸工具視窗後，前往程序 7。

4 觸摸［視窗形狀］按鈕。

將顯示選擇視窗形狀的畫面。

5 選擇工具視窗形狀。

6 觸摸［OK］按鈕。
返回設定［視窗形狀］和［搜尋區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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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合目標物體，設定工具視窗的位置、大小以及角度。
以綠色顯示已檢測的輪廓。

設定工具視窗

偵測到的輪廓 (綠色 )

選擇其他沒有同樣形狀的部分之後，設定工具視窗的位

置和大小。

工具視窗編輯方式的詳情，請參照  「編輯工具視窗」
(第 23頁 )。

8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將返回輪廓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9 觸摸［界定值調整］按鈕。

感測器將處於測試運行狀態。

10 拍攝良品或不良品。
利用觸發條件設定外部觸發時，或以 IN1輸入之內部觸發
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會輸入外部觸發。

無法輸入時，觸摸  按鈕，暫時以內部觸發進行拍攝。

觸摸  按鈕，結束以內部觸發的拍攝。

11 同時確認符合度，並調整判斷良窳的界定值。
＜設定範例＞

設定良品符合度為 90，不良品符合度為 40 以下時，界定
值設為 40 與 90 的中間值 65。

符合度 界定值

 y符合度大於或等於界定值，視為 OK，小於界定值者判
斷為 NG。
 y工具的顯示顏色會依工具的判斷結果而改變。
 y界定值可用滑塊或直接輸入數值進行調整。
 y界定值也可於感應器設定功能表畫面的［界定值調整］
內進行設定。

 「調整判斷界定值」(第 19頁 )

12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將返回輪廓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視需要進行以下設定。

 y搜尋區域設定
 y輪廓無效化設定
 y靈敏度設定
 y輪廓工具擴充功能設定
詳情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13 觸摸［OK］按鈕。
返回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14 工具設定完成後，觸摸［下一步］按鈕，前往「STEP4  
分配輸出線內容」。

 y新增工具 ...........新增工具。
 y編輯工具 ...........編輯已設定的工具。
 y刪除工具 ...........刪除不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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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顏色面積 /面積工具判斷

1 觸摸［新增工具］按鈕。

 y尚未設定工具時，只會顯示［新增工具］按鈕。
 y程式設定超過 1 個工具時，會顯示［編輯工具］、［刪
除工具］等按鈕。

2 觸摸［顏色面積］按鈕 (彩色型 )或［面積］按鈕 (灰
階型 )。

顯示顏色面積 /面積工具之主畫面。

3 觸摸［編輯視窗］按鈕。

顯示設定［視窗形狀］和［設定遮罩］的畫面。

觸摸工具視窗後，前往程序 7。

4 觸摸［視窗形狀］按鈕。

顯示選擇視窗形狀的畫面。

5 選擇工具視窗形 狀。

6 觸摸［OK］按鈕。
返回設定［視窗形狀］和［設定遮罩］的畫面。

7 配合目標物體，設定工具視窗的位置、大小以及角度。
設定工具視窗

工具視窗編輯方式的詳情，請參照  「編輯工具視窗」
(第 23頁 )。

8 觸摸［OK］按鈕。
將返回顏色面積 /面積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9 設定抽取對象的顏色面積 /面積。

zz彩色型的設定
觸摸［顏色抽取］按鈕。

將顯示選擇顏色抽取的畫面。

觸摸作為顏色面積判斷基準的顏色。

觸摸

觸摸後，將抽取該顏色。

 y反覆觸摸未抽取的顏色，即可新增抽取範圍。
 y觸摸抽取範圍的［＋］/［－］按鈕，擴大 /縮小抽取的
顏色範圍。

 y觸摸［至 Live圖像］按鈕，可設定由目標物體 Live 圖
像中抽取之顏色範圍。

 y重新抽取顏色時，請觸摸［清除］按鈕。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將返回顏色面積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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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灰階型的設定
觸摸［亮度抽取］按鈕。

將顯示選擇亮度抽取的畫面。

觸摸作為面積判斷基準的亮度。

觸摸

觸摸後，將抽取該亮度。

 y反覆觸摸未抽取的顏色，即可新增抽取範圍。
 y操作滑塊，可擴大 /縮小抽取的亮度範圍。

 y觸摸［至 Live圖像］按鈕，可設定由目標物體 Live 圖
像中抽取之亮度範圍。

 y重新抽取亮度時，請觸摸［清除］按鈕。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將返回面積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10 觸摸［界定值調整］按鈕。

感測器將處於測試運行狀態。

11 拍攝良品及不良品。
利用觸發條件設定外部觸發時，或以 IN1輸入之內部觸發
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會輸入外部觸發。

無法輸入時，觸摸  按鈕，暫時以內部觸發進行拍攝。

觸摸  按鈕，結束以內部觸發的拍攝。

12 同時確認符合度，並調整判斷良窳的界定值。
＜設定範例＞

設定良品符合度為 90，不良品符合度為 40 以下時，界定
值設為 40 與 90 的中間值 65。

符合度 界定值

 y符合度大於或等於界定值，視為 OK，小於界定值者判
斷為 NG。
 y工具的顯示顏色會依工具的判斷結果而改變。
 y界定值能以滑塊或輸入數值變更。
 y界定值也可於感測器設定功能表畫面的［界定值調整］
內進行設定。

 「調整判斷界定值」(第 19頁 )

13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將返回顏色面積 /面積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視需要進行以下設定。

 y遮罩設定
 y上限設定
 y顏色面積 /面積工具的擴充功能設定
詳細內容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14 觸摸［OK］按鈕。
返回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15 工具設定完成後，觸摸［下一步］按鈕，前往「STEP4  
分配輸出線內容」。

 y新增工具 ...........新增工具。
 y編輯工具 ...........編輯已設定的工具。
 y刪除工具 ...........刪除不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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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比工具判斷（IV-H/IV-HG系列有效）

1 觸摸［新增工具］按鈕。

 y尚未設定工具時，只會顯示［新增工具］按鈕。
 y程式設定超過 1 個工具時，會顯示［編輯工具］、［刪
除工具］等按鈕。

2 觸摸［對比］按鈕。

顯示對比工具之主畫面。

3 觸摸［編輯視窗］按鈕。

顯示設定［視窗形狀］和［設定遮罩］的畫面。

觸摸工具視窗後，前往程序 7。

4 觸摸［視窗形狀］按鈕。

5 選擇工具視窗形狀。

6 觸摸［OK］按鈕。
返回設定［視窗形狀］和［設定遮罩］的畫面。

7 配合目標物，設定工具視窗的位置、大小以及角度。
設定工具視窗

工具視窗編輯方式的詳情，請參照  「編輯工具視窗」
(第 23頁 )。

8 觸摸［OK］按鈕。
返回對比工具設定的主畫面。

9 觸摸［界定值調整］按鈕。

感測器將處於測試運轉狀態。

10 拍攝良品及不良品。
利用觸發條件設定外部觸發時，或以 IN1輸入之內部觸發
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會輸入外部觸發。

無法輸入時，觸摸  按鈕，暫時以內部觸發進行拍攝。

觸摸  按鈕，結束以內部觸發的拍攝。

11 一邊確認符合度，一邊設定判斷良窳的界定值。
＜設定範例＞

設定良品符合度為 90，不良品符合度為 40 以下時，界定
值設為 40 與 90 的中間值 65。

符合度 界定值

 y符合度大於或等於界定值，視為 OK，小於界定值者判
斷為 NG。
 y工具的顯示顏色會依工具的判斷結果而改變。
 y界定值能以滑塊或輸入數值變更。
 y界定值也可於感測器設定功能表畫面的［界定值調整］
內進行設定。

 「調整判斷界定值」(第 1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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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將返回對比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視需要進行以下設定。

 y遮罩設定
 y調整邊緣靈敏度
 y上限設定
詳細內容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13 觸摸［OK］按鈕。
返回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14 工具設定完成後，觸摸［下一步］按鈕，前往「STEP4  
分配輸出線內容」。

 y新增工具 ...........新增工具。
 y編輯工具 ...........編輯已設定的工具。
 y刪除工具 ...........刪除不需要的工具。

補正檢查對象的位置偏移

1 觸摸［新增工具］按鈕。

 y尚未設定工具時，只會顯示［新增工具］按鈕。
 y程式設定超過 1 個工具時，可點選［編輯工具］、［刪
除工具］等按鈕。

2 觸摸［位置補正］按鈕。

顯示位置補正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3 觸摸［編輯視窗］按鈕。

顯示設定［視窗形狀］和［搜尋區域］的畫面。

4 觸摸［視窗形狀］按鈕。

將顯示選擇視窗形狀的畫面。

觸摸工具視窗後，前往程序 7。

5 選擇工具視窗形狀。

6 觸摸［OK］按鈕。
返回設定［視窗形狀］和［搜尋區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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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合目標物體，設定工具視窗的位置、大小以及角度。
以綠色顯示已檢測的輪廓。

設定工具視窗

偵測到的輪廓 (綠色 )

選擇其他沒有同樣形狀的部分之後，工具視窗位置和大

小的值請盡可能設大。

工具視窗編輯方式的詳情，請參照  「編輯工具視窗」
(第 23頁 )。

8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返回位置補正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9 觸摸［界定值調整］按鈕。

感測器將處於測試運行狀態。

10 拍攝目  標物體。
利用觸發條件設定外部觸發時，或以 IN1輸入之內部觸發
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會輸入外部觸發。

無法輸入時，觸摸  按鈕，暫時以內部觸發進行拍攝。

觸摸  按鈕，結束以內部觸發的拍攝。

11 同時確認符合度，並調整判斷位置補正成功或失敗的
界定值。

符合度 界定值

 y工具視窗鎖設定的目標物體形狀如不均勻，請將界定
值設定小一點。

 y符合度大於或等於界定值，視為 OK，小於界定值者判
斷為 NG。
 y工具的顯示顏色會依工具的判斷結果而改變。
 y界定值可用滑塊或直接輸入數值進行調整。
 y界定值也可於感應器設定功能表畫面的［界定值調整］
內進行設定。

 「調整判斷界定值」(第 19頁 )

12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OK］按鈕。
返回位置補正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視需要進行以下設定。

 y搜尋區域設定
 y輪廓無效化設定
 y靈敏度設定
 y位置補正工具擴充功能設定
詳情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13 觸摸［OK］按鈕。
返回工具設定之主畫面。

14 工具設定完成後，觸摸［下一步］按鈕，前往「STEP4  
分配輸出線內容」。

 y新增工具 ...........新增工具。
 y編輯工具 ...........編輯已設定的工具。
 y刪除工具 ...........刪除不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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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分配輸出線內容

1 觸摸即將進行輸出分配的輸出線項目名稱後，選擇輸
出項目。

設定範圍 內容

OFF 不使用。

輸出設為常關 (OFF)。

綜合判斷

當綜合判斷結果為 OK，則判斷輸出為 ON。
可選擇［全部 OK］ / ［任一項 OK］ / ［邏
輯 1］～［邏輯 4］作為綜合判斷條件。

綜合判斷 NG 當綜合判斷結果為 NG，則輸出為 ON。

運轉
當感測器運行中且無系統錯誤發生，則

輸出為 ON。

BUSY
在拍攝、判斷處理、程式切換、外部基準

圖像登錄等項目執行期間，處於無法接

受新增觸發輸入狀態時，設輸出為 ON。

錯誤

系統錯誤、啟動中記憶體讀取錯誤、外

部基準圖像登錄錯誤、觸發錯誤 (如觸
發錯誤設定為有效時 )等狀況發生，設
輸出為 ON。

位置補正 位置補正處理正常結束時，設輸出為 ON。

工具 
01～ 16

當指定工具的判斷為 OK，設輸出為 
ON。可單獨輸出每個工具的判斷結果。

邏輯 
1～ 4

當指定邏輯判定為 OK，則輸出為 ON。
有關邏輯的設定詳情，請參閱『使用者

手冊 (監視器篇 )』。

zz預設值
OUT1 ：綜合判斷

OUT2 ： BUSY
OUT3 ：錯誤

OUT4 ： OFF
OUT5※ ： OFF
OUT6※ ： OFF
OUT7※ ： OFF
OUT8※ ： OFF
觸發錯誤 ：無效

※ 使用的感測器為 IV-G/IV-HG系列時

2 設定完成後，請觸摸［完成］按鈕。

變更程式的設定時，會顯示儲存的確認畫面。

3 觸摸［是］按鈕。
設定導航中的設定內容會儲存於程式，返回感測器設定選

單畫面。

 y若點選［否］按鈕，將顯示是否取消設定內容的確認
視窗。觸摸［OK］按鈕，將在不儲存設定內容情況下
結束導航。

 y點選［取消］按鈕，將返回設定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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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運轉

1 觸摸［開始運轉］按鈕。

顯示運轉畫面，開始運轉。

若選擇外部觸發項目，將由外部機器輸入觸發訊號。

 「STEP1-1 設定觸發條件」(第 5頁 )

2 確認運轉畫面顯示於監視器。

有關圖像或判斷結果未更新之詳情，請參閱『使用者手

冊 (監視器篇 )』。

運轉畫面操作

啟動畫面

選單 OFF

選單 ON

顯示內容設定畫面

選擇［工具］和［分析］的選單，
設定顯示於監視器的訊息。

統計顯示畫面

顯示判斷結果的統計訊息。

符合度一覽

在監視器上顯示各設定工具的符
合度一覽。
（IV-H/IV-HG系列有效）

柱狀圖顯示畫面

顯示判斷結果的柱狀圖。

選擇工具的顯示方法。
詳情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縮放 ·全螢幕畫面

將標題和選單按鈕設為不顯示，
顯示圖像整體。
變更圖像的顯示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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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運轉畫面選單

(1)
(2)

(9)

(10)
(11)

(8)

(5)

(6)

(4)

zz選單 OFF

(3)

(5)

(7)

(3)

(15) (16) (17) (18)

(1)
(2)

(9)

(10)
(11)

(13)

(12)

(14)

(8)
zz選單 ON

(4)

(19)
(20)
(21)

(1) 標題
顯示感測器的機器名稱、程式編號、程式名稱。

(2) 工具名稱
顯示已在監視器上選擇的工具的工具編號和工具名稱。

觸摸領域，可切換已選擇的工具。

(3) 亮度補正區域
若已設定亮度補正，亮度補正區域將以藍色框線顯示。

(4) 工具視窗
判斷結果 OK時會以綠色的框線表示，NG時會以紅色的
框顯示已設定的工具領域。

亦可觸摸領域，切換已選擇的工具。

(5) 搜尋區域
若選擇工具的搜尋區域以範圍指定進行設定時，搜尋區域

將以淺藍色框線顯示。若設定位置補正功能，則會在位置

補正後顯示搜尋區域。

(6) ［選單］按鈕
切換到選單 ON的畫面。

(7) ［OFF］按鈕
切換到選單 OFF的畫面。

(8) 判斷列
顯示在監視器上選取工具的 OK/NG判斷結果、界定值的
線、符合度的數值。

觸摸之後，會跳到界定值調整 (第 19 頁 )。

判斷 OK (綠色 ) 判斷 NG (紅色 )

符合度界定值

（IV-H/IV-HG系列有效）
 y間距工具的判斷列會顯示間距的數量，和所有間距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相似度的數值會顯示所有的間距距

離中，離平均值最遠的結果。

 y高速位置補正工具不會顯示界定值。
 y用寬度 /直徑 /間距工具使用縮放功能時，會顯示縮放
的單位。

（僅限 IV-HG系列）
 yOCR工具的判斷列不會顯示界定值。當所有字元 /日
期皆符合時，符合度將顯示為 100；如有任何字元 /日
期不符，符合度將顯示為 0。
 yOCR工具中的濃淡確認設為［有效］時，將顯示界定
值。字元 /日期的濃淡會影響符合度的數值。

(9) OK/NG 顯示
顯示綜合判斷結果。

可選擇［全部 OK］ / ［任一項 OK］ / ［邏輯 1］～［邏輯 4］
作為綜合判斷條件。

 y當綜合判斷結果為 OK，則顯示為 OK。
 y當綜合判斷結果為 NG，則顯示為 NG。
 y使用 NG鎖定功能時，只要綜合判斷結果為 NG，將會
顯示 並鎖定畫面。

(10) 處理時間
顯示收到外部觸發或內部觸發後到確認判斷結果前的時間。

(11) 顯示［圖像種類］
顯示圖像的種類。

 ........  表示運轉中。
 ........  表示測試運轉中。沒有輸出判斷結果。

(12) ［觸發］按鈕
會顯示於觸發條件已設定於外部觸發時，或者以 IN1輸入
之內部觸發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每次觸摸按鈕會發出

1次觸發。於無法輸入外部觸發時使用。
可設定按鈕為顯示 /非顯示。

(13) ［縮放］按鈕
可切換全螢幕顯示，擴大監視器顯示。

(14) ［顯示］按鈕
顯示選擇工具顯示方法及解析畫面顯示方法的選單。

(15) ［監視器設定］按鈕
顯示監視器設定畫面。

(16) ［感測器圖像履歷］按鈕
顯示感測器圖像履歷畫面。

(17) ［USB存儲器］按鈕
顯示 USB存儲器的畫面。

(18) ［感測器設定］按鈕
停止運轉，顯示感測器設定選單畫面。

(19) ［NG］按鈕
使用發生 NG感應器一覽的功能時，將於登錄發生 NG的
感測器時顯示。

可以清單一覽的方式，確認登錄之感測器的 NG次數。



19 IV系列（監視器） - SG_W

(20) ［HOLD 清除］按鈕
在使用 NG鎖定功能時檢測到 NG而使畫面被鎖定的情形
下， 可用來解除畫面的鎖定。

(21) ［切換連接感測器］按鈕
直接連接（2台以上）或連接網路時顯示。可檢索有連接
過 1次的感測器，並可切換連接的感測器。

 y觸摸［顯示］按鈕，在工具的顯示方法選擇［OFF］時，
工具名稱、搜尋區域、工具視窗、判斷列會變成非顯示。

 yNG感應器產生清單功能、NG保持功能的詳細內容，請
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調整判斷界定值

1 將監視器的選單顯示設為ON，觸摸［感測器設定］按鈕。

顯示感測器設定選單畫面。

2 觸摸［界定值調整］按鈕。

3 如果程式中設有多個工具時，從下拉式選單選擇調整
界定值的工具，觸摸［OK］按鈕。

選擇工具

感測器切換為「測試運轉」。

4 拍攝作為判定基準的良品或不良品目標物體。
利用觸發條件設定外部觸發時，或以 IN1輸入之內部觸發
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會輸入外部觸發。

無法輸入時，觸摸  按鈕，暫時以內部觸發進行拍攝。

觸摸  按鈕，結束以內部觸發的拍攝。

5 同時確認符合度，並調整判斷良窳的界定值。

符合度 界定值

 y符合度大於或等於界定值，視為 OK，小於界定值者判
斷為 NG。
 y工具的顯示顏色會依工具的判斷結果而改變。
 y界定值可用滑塊或直接輸入數值進行調整。
 y界定值變更完成後，將從其後發出的觸發判斷處理開
始套用新值。

 y可同時確認柱狀圖的結果畫面，並調整界定值。
 「運轉畫面操作」(第 17頁 )

界定值調整中的顯示內容如下。

-  顯示界定值調整開始前的運轉柱狀圖。
-  界定值調整期間，其判斷結果不會新增至柱狀圖的度
數分布當中。

-  不會顯示 OK 以及 NG 數。

6 設定完成後，觸摸［OK］按鈕。
返回感測器設定選單畫面。

程式中已設定多個工具時，會顯示確認是否調整其他工

具界定值的畫面。

欲調整其他工具的界定值時，請觸摸［是］按鈕，反覆

程序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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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自動調諧 (自動調整判斷條件 )
工具自動調諧，乃是利用複數之良品 (OK圖像 )以及不良品 (NG
圖像 )，自動調整判斷工具之判斷條件與判斷界定值的功能。
此處將說明備妥複數良品以及不良品進行測試運轉時，如何

同時確認運轉結果，並將圖像登錄為 OK或 NG圖像的調整
方法。

NG

OK

OK

NG

OK

拍攝判斷 OK 以及 NG 的目標物體
以進行調整

工具自動調諧的操作流程

良品

無

有

不良品

登錄為 OK圖像

自動調整判斷條件 
和界定值

拍攝目標物體

結束

圖像的 
判斷為 ?

登錄為 NG圖像

新增圖像 ?

選擇工具

開始

※  可用以調整之圖像最多 2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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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自動調諧的操作

從感測器設定選單畫面顯示工具自動調諧的主畫面，進行工

具自動調諧。

 y工具自動調諧可以用於輪廓、顏色面積以及面積工具。
 y［基準面積固定］設為［有效］的顏色面積 / 面積工具，將
排除在工具自動調諧對象之外。

1 將監視器的選單顯示設為ON，觸摸［感測器設定］按鈕。

顯示感測器設定選單畫面。

2 觸摸［工具自動調諧］按鈕。

顯示工具自動調諧指南畫面。

3 觸摸［開始］按鈕。

4 如果程式中設有多個工具時，從下拉式選單選擇欲進
行工具自動調諧的對象後，觸摸［OK］按鈕。

選擇工具

顯示工具自動調諧之開始功能表畫面。

5 觸摸［重新登錄］按鈕。

 y工具自動調諧的結果 (上次登錄訊息 )已儲存於監視器
時，會顯示確認畫面。

 y有關前一次登錄圖像或登錄訊息工具文件進行自動調
諧之操作方法，請參閱『使用者手冊 (監視器篇 )』。

顯示工具自動調諧之登錄功能表畫面。

6 觸摸［以感測器進行拍攝］按鈕。

7 拍攝 OK判斷基準的良品目標物體、或是 NG判斷之
不良品目標物體。

利用觸發條件設定外部觸發時，或以 IN1輸入之內部觸發
控制設定為［啟動］時，會輸入外部觸發。

無法輸入時，觸摸  按鈕，暫時以內部觸發進行拍攝。

觸摸  按鈕，結束以內部觸發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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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確認顯示的圖像，觸摸［作為 OK而登錄］或［作為
NG而登錄］按鈕。

zz若為輪廓工具

會執行自動調諧，顯示 OK圖像或 NG圖像。

zz若為顏色面積工具 (彩色型 )

觸摸［作為 OK而登錄］按鈕時，會顯示訊息畫面。
若觸摸［OK］按鈕，則會顯示設定顏色抽取範圍的畫面。
若抽取範圍不適當，可以觸摸作為判斷基準的顏色，或觸

摸［＋］/［－］按鈕，擴大 /縮小抽取的顏色範圍。

 y觸摸［返回］按鈕，可取消前一次的操作。
 y若要變更抽取對象的顏色時，觸摸［清除］按鈕後，
再度觸摸作為判斷基準的顏色。

設定完成後，觸摸［登錄］按鈕。

會執行自動調諧，顯示 OK圖像或 NG圖像。

zz若為面積工具 (灰階型 )

觸摸［作為 OK而登錄］按鈕時，會顯示訊息畫面。
若觸摸［OK］按鈕，則會顯示設定亮度抽取範圍的畫面。
若抽取範圍不適當，可觸摸作為判斷基準的亮度，或操作

滑塊，擴大 /縮小抽取的亮度範圍。

 y觸摸［返回］按鈕，可取消前一次的操作。
 y要變更抽取對象的亮度時，請觸摸［清除］按鈕之後，
再度觸摸作為判斷基準的亮度。

設定完成後，觸摸［登錄］按鈕。

將執行自動調諧，顯示 OK圖像或 NG圖像。

9 確認執行自動調諧後的變更內容，觸摸［OK］按鈕。

變更內容

若自動調諧失敗，請依照訊息變更工具的設定或登錄的圖像。

登錄的圖像種類會顯示在畫面右上方。

 y  ：登錄為 OK圖像。

 y  ：登錄為 NG圖像。

接著顯示是否登錄圖像的確認視窗。

10 觸摸［是］按鈕，反覆執行程序 7～ 9。

 y建議至少登錄 OK圖像 1張，NG圖像 1張。
 y可登錄的圖像最多 2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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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登錄完成之後，在確認畫面觸摸［否］按鈕。
返回工具自動調諧之登錄功能表畫面。

12 觸摸［退出］按鈕。

顯示確認畫面。

13 觸摸［OK］按鈕。

調整結果被反映，顯示訊息畫面。

14 觸摸［OK］按鈕。

返回感測器設定功能表畫面。

編輯工具視窗

zz選擇工具視窗形狀
在設定判斷工具的畫面，觸摸［視窗形狀］按鈕，將顯示
選擇工具視窗形狀的畫面。
可選擇［□矩形］或［○圓形］。

□矩形 ○圓形

zz移動工具視窗
若觸摸工具視窗內，會顯示 。觸摸滑動，以移動工具

視窗。

zz變更工具視窗大小
觸摸工具視窗的任一邊，會顯示  或 。觸摸著滑動，

以變更工具視窗的高度或寬度。

除工具視窗的右上角之外，若是觸碰其他三個角，會顯示

。觸摸滑動，以變更工具視窗大小。

視窗形狀選擇［○圓形］時，可觸摸工具視窗的界線滑動，
變更圓的大小。

zz變更工具視窗方向
若觸摸著工具視窗右上角的箭頭符號滑動，即可變更工具
視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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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本快速啟動指南中使用以下記號，使重要的部分一目瞭然。

請務必詳閱。

表示對容易操作錯誤之提醒。

表示可加深說明書理解程度，或是瞭解後有所助益的訊息。

注意

(1)  嚴禁轉載本手冊之全部或部份內容。
(2)  為完善本手冊，得不經通知逕行變更內容，敬請諒解。
(3)  本手冊於撰寫時力求完善，若發現任何不明、錯誤、漏植
之處，請參照封底記載，洽詢最近之 KEYENCE 辦事處。

(4)  使用本產品結果所造成的影響，不受前述第 (3)項限制， 
KEYENCE 概不負責，尚請見諒。

(5) 本手冊如有缺頁、顛倒，請寄回以利更換。

本手冊中記載之公司、商品名稱，均為該公司擁有之登記商

標或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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