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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5.0            (2017/12/20) 

同步修改 
請參考 FvDesigner 功能變更說明 V1.4.16~V1.4.28 

新增功能 

[1947] 文字顯示器新增輸入簡中功能 

[2351] 可透過下載直接設定系統設定 

[2361] 新增搜尋/取代功能 

[2399] 新增 Omron NX1 PLC Driver 

[2425] 安全的使用者名稱支援中文 

[2471] 指示燈與動態圖新增去背功能 

[2533] 分期付款功能支援暫存器控制 

[2542] 連線的啟動與關閉支援暫存器控制 

[2553] 儀表和棒圖支援後處理功能 

[2563] 歷史資料表能選擇顯示的排序方向 

[2595] 按鈕、指示燈、數字顯示器、文字顯示器、滑動塊新增外標籤功能 

[2641] 歷史趨圖支援標記 

[2695] 警報支援 USB攝影機影像截取功能 

[2379] 警報支援郵件通知功能 

[2530] 新增物件-管狀圖 

[2264] 新增 PLC專案覆蓋密碼產生器 

  

功能修改與強化  

[1100] 改善 FvDesigner的 CPU使用率 

[2607] 改善專案檔案大小 

[2614] 改善專案開啟時間 

[2615] 改善 Omron NX1通訊效能 

[2756] 改善管狀圖的效能 

[2756] 改善登入的操作流程 

[2509] 改善資料傳輸效能 

[2766] 改善分期付款的控制暫存器寫入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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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8] 增加圖庫種類 

[2785] 改善上載的操作行為 

 
錯誤更正  

[1597] 修正移動物件的不正行常為 

[2572] 修正配方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668] 修正 USB攝影機功能的不正常行為 

[2672] 修正 SMTP功能的不正常行為 

[2680] 修正系統鍵盤功能的不正常行為 

[2692] 修正位按鈕功能的不正常行為 

[2693] 修正管狀圖功能的不正常行為 

[2697] 修正文字顯示器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700] 修正上載人機專案的穩定性問題 

[2712] 修正滑動開關的不正常行為 

[2717] 修正舊版 FvDesigner複製制到新版 FvDesigner的不正常行為 

[2697] 修正步進按鈕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720] 修正 FvRT的穩定性問題 

[2733] 修正搜尋/取代功能的不正常行為 

[2743] 修正通訊異常時的不正常行為 

[2749] 修正編譯的穩定性問題 

[2697] 修正連線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764] 修正 USB更新的不正常行為 

[2765] 修正 UI顯示的不正常行為 

[2781] 俢正開啟新檔時的不正常行為 

[2780] 俢正警報視訊截圖的不正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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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5.1            (2018/02/22) 

同步修改 
請參考 FvDesigner 功能變更說明 V1.4.16~V1.4.28 

 

新增功能 

[2590] 動態圖新增路徑模 

[2594] 按鈕與指示燈背景支援旋轉設定 

[2373] 新增永宏 PLC傳輸專案產生器 

[2592] 當按鈕和指示燈使用的圖形時，可允許保留原圖大小 

[2655] 開機時，允許保留或重置配方編號 

[2783] 歷史趨勢圖曲線新增填充功能 

 

功能修改與強化  

[2519] 改善快捷工具列的操作介面 

[2788] 改善插入管狀圖的操作介面 

[2845] 改善管狀圖設定的操作介面 

 
錯誤更正  

[2443] 修正 UI顯示的不正常行為 

[2644] 修正操作記錄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669] 修正 SMTP功能的不正常行為 

[2673] 修正警報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681] 修正 Omron sysmac NJ/NXSeries的不正常行為 

[2736] 修正操作記錄寫檔的不正常行為 

[2747] 修正換頁後通訊的不正常行為 

[2754] 修正換取代後設定頁的不正常行為 

[2769] 修正警報顯示器子按鈕的不正常行為 

[2807] 修正功能按鈕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828] 修正操作瀏覽器子按鈕的不正常行為 

[2846] 修正視窗畫面顯示器的不正常行為 

[2849] 修正動態圖的不正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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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5] 修正資料曲線圖編譯時的不正常行為 

[2856] 修正資料 XY分佈圖子按鈕的不正常行為 

[2859] 修正多重複制使用標籤時的不正常行為 

[2863] 修正配方表的不正常行為 

[2864] 修正管狀圖顯示的不正常行為 

[2866] 修正日期/時間顯示器的不正常行為 

[2875] 修正 SMTP在 FvRT的不正常行為 

[2883] 修正位按鈕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891] 修正點、線多重複制的不正常行為 

 

Version 1.5.2            (2018/02/22) 

同步修改 
請參考 FvDesigner 功能變更說明 V1.4.16~V1.4.28 

 

新增功能 

 

功能修改與強化  

[2881] 強化 SMTP匯入聯絡人的強健性  

[2882] 改善動態圖的穩定度  

 
錯誤更正  

[2903] 修正開檔的不正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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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5.3            (2018/03/16) 

同步修改 
請參考 FvDesigner 功能變更說明 V1.4.26~V1.4.29 

 

新增功能 

[2373] 新增下載 PLC專案保護功能 

[2570] 資料收集新增列印功能 

[2970] 新增別名功能 

 

功能修改與強化  

[2969] 改善警報發送郵件的效能  

 

錯誤更正  

[2798] 修正物件快速更新的行為不正常 

[2821] 修正快捷列顯示不正常 

[2901] 修正編譯行為不正常 

[2951] 修正 SMTP設定不正常 

[2956] 修正編輯系統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960] 修正 FBF Reader的不正常行為 

 



FvDesigner 功能變更說明 V1.5.X 

                                                                         8 
  

Version 1.5.4            (2018/03/26) 

同步修改 
請參考 FvDesigner 功能變更說明 V1.4.29~V1.4.30 

 

新增功能 

[2990] 分期付款新增動態模式密鑰修改 

[1428] 新增 SPRT印表機 

 

功能修改與強化  

[2985] 改善人機運行穩定度 

[2987] 改善 FvRT運行穩定度 

 

錯誤更正  

[2980] 修正腳本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2984] 修正下載時寫入系統設定的不正常行為 

 

Version 1.5.5            (2018/04/10) 

同步修改 
請參考 FvDesigner 功能變更說明 V1.4.29~V1.4.30 

 

新增功能 

 

功能修改與強化  

 

錯誤更正  

[2985] 修正別名設定的行為不正常 

[3018] 修正編譯行為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