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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電池的多圈數絕對式編碼器之開發 

根岸 德行 

Development of a Battery-free Multi-turn Absolute Sensor 

Yasuyuki NEGISHI 

In recent years, higher accuracy and better reliability are demanded to motors, especially stepping motors used in 

critical positioning applications. Such systems typically utilize absolute feedback with battery backup mounted on the 

motor that performs closed loop control. However, since the battery frequently needs to be replaced, a maintenance-free, 

battery-free, multi-turn absolute encoder is required. 

From these requirements, a battery free, multi-turn absolute encoder, entitled the “ABZO sensor” was developed. The 

closed loop stepping motor system, the AZ series, adopted the sensor and is currently on the market. 

 

 

 

1. 前言 

近年來，一些設備除了需具備高生產力外，有時也需具

備即使關閉主電源，依然能繼續保持位置資訊的系統。而

用於此種設備的馬達普遍使用採電池備份方式的編碼器，

使用電池持續保持多圈數位置資訊。東方馬達也將此系統

用於伺服馬達組合及閉回路步進馬達組合  等。 

然而，失去主電源後的位置資訊保持時間需仰賴電池的

能力。若為使用編碼器的馬達，充飽電的電池大約只能撐 2

個禮拜左右。若是一般的使用方法，通常很少會一直關閉

主電源，直到電池完全放電，因此不會花費太多的時間充

電。然而，當遇到長期歇業或要運送至海外時，有時需要

在恢復時再次調整原點。而且，近年來電池運送的相關規

定也變得更為嚴格，如今難以在連接電池的狀態下運送。 

此外，由於電池的壽命大約為3～4年，必須要定期更換，

每次更換時就需要再次設定設備原點。 

正因為電池備份方式有這些問題，需要毋須使用電池的

多圈數絕對式編碼器，因而構思出了使用齒輪機構的機械

式多圈數絕對式編碼器。然而，機械式的編碼器構造複雜，

體積又大，價格高昂，因此使用電池的電池備份系統依然

是主流。 

針對以上這些問題，東方馬達採用高精度樹脂零件，設

計出了體積較小的機構。並且加入近年急速進步的磁感測

器，成功開發出體積小、價格便宜的多圈數絕對式編碼器

（專利申請中）。東方馬達將此編碼器暱稱為「ABZO編碼

器」（參照圖 1）。 

 

 

圖 1 ABZO 編碼器外觀 

「AZ 系列」馬達搭載了此 ABZO 編碼器，除繼承

 的「不需增益調整」、「高效率」等優點，還具備

無需電池的多圈數絕對式系統（參照圖 2）。 

這裡，將針對 ABZO編碼器及 AZ系列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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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Z 系列 

2. 「ABZO 編碼器」的位置檢知原理及構造 

ABZO 編碼器會利用設置於中央馬達出力軸的磁鐵，及

設置於其上的回路基板之磁感測器，檢知出 1 圈（360˚）

內的座標。這個磁鐵為特殊的磁鐵，中心有 2極的磁化面，

外圍有多極的磁化面（參照圖 3）。 

藉由讀取從中心 2 極的磁化面發出的磁束方向，可檢知

出大略的座標，同時與從外圍多極磁化面讀取到的磁束相

位配合，如此一來便可算出精密的位置座標。 

 

圖 3 設置於馬達出力軸的磁鐵和 1st 齒輪 

※ 圖片中的藍色、紅色部分代表磁鐵的極。 

 實際上沒有顏色。 

 

 

多圈數座標的檢知是藉由讀取剛才設置於馬達出力軸的

磁鐵，及設置於其周圍齒輪上的磁鐵之磁束方向，進行檢

知。其構造為在中心的馬達出力軸上配置 1個齒輪（1st齒

輪），與此齒輪並列了 2列的齒輪列。第 1列配置了 2層構

造的齒輪（1st/2nd 齒輪、2nd/3rd 齒輪），第 2 列則配置了

1層構造的齒輪（1st/4th齒輪）（參照圖 4）。 

 

 

 

圖 4 齒輪和磁鐵的設置狀態 

 

每個齒輪對具備齒條差，馬達出力軸每轉 1 圈，咬合的

齒輪相位就會改變。利用從這個齒條比產生的相位差，以 1

小齒（1螺距）為單位檢知出齒輪相位，從這個相位的組合

算出多圈數座標（參照圖 5）。 

 

圖 5 多圈數座標算出原理的示意圖 

 

因此，齒隙若未滿 1 螺距，即可被檢知出。然而，座標

檢知的誤差原因除了齒隙外，還有因接近多個磁鐵造成的

磁氣干擾，或因為零件精度產生的誤差等原因。考量到這

些，將齒隙設為比齒輪 1螺距還小的設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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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齒輪的相位為 1800圈，設計成會恢復初期的相位。

因此，ABZO編碼器能夠檢知出 1800圈量的多圈數座標。

多圈數座標檢知量為 1800圈，這個數字是東方馬達各減

速機馬達減速比的公倍數，能夠輕鬆管理減速機出力軸

的座標。 

接下來將用例子，針對多圈數檢知原理進行更詳細的

說明。 

假設有一齒輪對為驅動側 9片、被動側 10片。此時，當

驅動側旋轉 1圈後，被動側會以比 1小齒少 36˚（360˚/10）

的運轉角度 324˚旋轉。不斷重複進行上述動作，齒輪對的

位置關係每旋轉 1圈就會偏差 36˚，旋轉 10圈後就會恢復

原本的位置關係。 

使用這個齒輪的組合，就能檢知出旋轉 10次量的多圈數

座標。從多個齒輪相位差檢知出多圈數座標的原理，與從

時鐘的時針、分針、秒針各自角度的組合（相位）讀出時

間的原理類似。 

基於下列理由，齒輪和編碼器機框採用樹脂材料。 

• ABZO編碼器採用磁鐵及磁感測器，在構造體上使用

磁性體的話，會對磁束的方向造成影響，難以檢知出

位置。由於樹脂材料為非磁性，不會對檢知精度造成

影響。 

• 且具備自潤性，又有優良耐磨損性。 

• 與金屬材料相比，包括編碼器部分，能減輕馬達的重

量，另外也可將齒輪機構部的慣性慣量變小。 

• 由於將編碼器整體體積縮小，構造上，實裝磁感測器

的回路基板接近齒輪機構部。若使用導體材料，產生

磨損粉屑時，可能造成電子回路短路。 

• 若想防止磨損粉屑跑進電子回路，構造將變得複雜，

零件成本上升，還會造成組裝力（生產力）下降。 

3. ABZO 編碼器的耐久性 

如上述所說，ABZO 編碼器能利用齒輪機構，實現多旋

轉位置檢知。ABZO編碼器的齒輪並非以傳達動力為目的，

只是為了讓齒輪擁有相位差旋轉，以進行多旋轉檢知。因

此，幾乎是在無負載的狀態下驅動。另外，由於材料使用

具自潤性及優良耐磨損性的樹脂及樹脂專用潤滑油，具備

高耐久性。 

以齒輪的耐磨損性及耐衝擊性的觀點，實施了下列單向

連續運轉測試及瞬間正逆運轉測試，確認其具備充分的耐

久性。 

1） 單向連續運轉測試 

機構部溫度（規格上限溫度） 85 [˚C] 

馬達轉速 6000 [r/min] 

測試時間 7000 [h] 

以上列條件每隔一定期間測量齒隙，調查齒輪表面磨損

量的歷時變化。結果，齒隙並無產生歷時變化。 

2） 瞬間正逆運轉測試 

機構部溫度（規格上限溫度） 85 [˚C] 

馬達加速度（設定最大） 5.46×104 [rad·s-2] 

正逆往返次數 2.0×108 

以上列條件實施測試，與 1）的測試結果相同，齒輪間

的齒隙並無產生初期增加及歷時變化。 

4. 採用 ABZO 編碼器的 AZ 系列之特色 

AZ 系列為閉回路步進馬達組合，實裝新開發的 ABZO

編碼器，實現無需電池的多圈數絕對式系統。 

由於可利用 ABZO編碼器檢知絕對式座標，在馬達內持

有原點，不須進行原點復歸運轉。 

若還是想進行原點復歸運轉，由於馬達內部持有原點，

不需要外部檢知器。 

一般來說，使用外部檢知器進行高精度原點復歸運轉時，

必須考慮檢知器 ON、OFF檢知的採樣週期，而要以極低速

進行原點復歸運轉，有時會花費極長的時間。此外，為了

提升原點復歸精度，必須合併使用外部檢知器與Z相信號，

或（參照圖 6）使用推壓原點復歸等才行。 

 

圖 6 過去控制馬達的原點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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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使用 AZ 系列，就不需要在意速度或檢知器精

度。原點復歸的速度限制，可在馬達能驅動的範圍內自由

設定，並保持馬達的定位精度，進行高精度的原點復歸（參

照圖 7）。 

 

圖 7 AZ 系列的原點檢知 

 

此外，設置於設備上的檢知器（極限檢知器等）有時會

使用光學式檢知器。然而，光學式檢知器會因空氣中的油

塵或塵埃而故障，有時還會因此造成誤判。使用 AZ 系列

的話，就能減少使用這些檢知器，設備整體也不會受到檢

知器造成的不良影響。 

檢少檢知器除了能減少檢知器本身的成本外，還能減少

連接檢知器的配線成本，並降低配線作業所需的時間。此

外，若在外部檢知器設定設備原點，必須要在目標位置設

置檢知器，有時須進行些微距離的調整。若使用 AZ 系列

的「原點預設功能」，就可以輕易將任意一點設定為原點，

不須對檢知器進行麻煩的設置調整，還能減少調整所需的

成本。 

而且由於不需使用電池，不需要更換電池，能減少更換

成本。此外，也不需考慮電池更換的進出空間。 

 

再加上，使用電池備份方式的位置資訊保持期間並無限

制，可以半永久的保持位置資訊。由於馬達內部具有位置

資訊，即使將設備分解，把馬達和驅動器完全分離，依然

能保有位置資訊。例如，要運送大型設備時，將電控箱和

機構部分分開後，在當地重新組裝時，由於依然保有位置

資訊，不需要重新設定座標。 

5. 總結 

AZ 系列採用新開發的 ABZO 編碼器，可建構無需電池

的多圈數絕對式系統。此外，還能減少外部檢知器、降低

維修成本等，降低客戶設備的整體成本。再加上，繼承了

 閉回路控制帶來的高穩定性及高效率技術，具備編

程功能、各種監視功能等，提供「簡單、高功能、高性能」。 

未來，將繼續拓展運用此編碼器特色的商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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