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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01            (2019/03/18)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0~V1.5.32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6] 改善系统的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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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02            (2020/12/02)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33~V1.5.82 

新增功能 

[HMI-69 ] 提供画面优化选项 

[HMI-116 ] 按钮和项目选单支援前、后通知 

[HMI-347 ] 配方支援暂存器控制 

[HMI-348 ] 配方新增通知信号功能 

[HMI-411 ] 新增 USB 安全金钥功能 

[HMI-574 ] 警报显示器新增恢復日期、确认日期选项 

[HMI-589 ] 图片物件新增图片位置与边框类型选项 

[HMI-600 ] 字按钮加\减常数支援暂存器控制 

[HMI-628 ] 历史资料选择器和警报资料选择器新增删除控制位元 

[HMI-640 ] 新增 Ftp client 功能 

[HMI-678 ] 新增 access control 功能 

[HMI-679 ] 支援从外部複製图片、GIF 至 FvDesigner 

[HMI-681 ] 新增繁体中文输入法 

[HMI-704 ] 资料蒐集的汇出资料可选择储存时间 

[HMI-711 ] 登入新增是否隐藏密码选项 

[HMI-736 ] 新增进开机画面需要输入密码选项 

[HMI-767 ] 资料蒐集的汇出资料新增合併日期与时间选项 

[HMI-772 ] 登入新增直接显示键盘模式 

[HMI-780 ] 系统设定新增 Reboot 功能 

[HMI-837 ] 警报显示器新增捲轴宽度设定 

[HMI-897 ] 新增重叠物件清单功能 

[HMI-928 ] 新增 FATEK Binary driver 

[HMI-956 ] 新增 QR Code 物件 

[HMI-990 ] SPRT 印表机支援繁体中文列印 

[HMI-1093 ] 支援 BIG5/GB18303/GBK/GB2312 co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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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58 ] 改善配方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603 ] 改善系统的效能 

[HMI-610 ] 改善安全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795 ] 改善 USB 安全金钥的操作行为 

[HMI-845 ] 改善资料蒐集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910 ] 改善使用者体验 

[HMI-997 ] 改善系统键盘的文字显示 

[HMI-1088 ] 改善 4G 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092 ] 改善人机支援 unicode 档名 

[HMI-1096 ] 改善搜寻配方名称长度上限 

[HMI-1130 ] 改善装置显示状态 

错误更正  

[HMI-921 ] 修正 ftp client 的不正常行为 

[HMI-1039 ] 修正环形图的不正常显示 

[HMI-1040 ] 修正资料曲线图的不正常显示 

[HMI-1113 ] 修正文字显示器的不正常行为 

 

Version 1.6.03            (2021/01/11)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82~V1.5.84 

错误更正  

[HMI-1152 ] 修正按钮通知的不正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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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04            (2021/03/09)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84~V1.5.90 

新增功能 

[HMI-745 ] 图片新增色调功能 

[HMI-1016 ] 新增资料库功能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032 ] 改善使用者介面 

[HMI-1224 ] 改善系统的稳定度 

[HMI-1293 ] 改善图片设定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298 ] 改善 SQL Query 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313 ] 改善资料蒐集的友善操作介面 

错误更正  

[HMI-1265] 修正 OPC UA Client 连线的不正常行为 

[HMI-1296] 修正物件清单的不正常行为 

 

Version 1.6.05            (2021/03/16)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84~V1.5.90 

 

Version 1.6.06            (2021/03/24)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84~V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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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07            (2021/05/17)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91~V1.5.92 

新增功能 

[HMI-950 ] 物件支援固定比率缩放 

[HMI-1423] 新增 OPC UA Server 功能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264] 改善 OPC 标籤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362] 改善数值显示器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373] 改善资料库的稳定度 

[HMI-1381] 改善 QR code 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386] 改善资料蒐集与资料库同步的稳定度 

[HMI-1407] 改善 FTP client 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409] 改善资料蒐集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410] 改善 Wi-Fi 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418] 改善网路设定的友善操作介面 

错误更正  

[HMI-1195] 修正 4G 汇出通讯录的不正常行为 

[HMI-1382] 修正 QR code 的不正常行为 

[HMI-1384] 修正文字输入器的不正常行为 

[HMI-1429] 修正 OPC UA 伺服器标籤的不正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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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08            (2021/07/12)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92~V1.5.96 

新增功能 

[HMI-1277] 安全新增超级管理者 

[HMI-1350] 新增 PDF Viewer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330 ] 改善 Modbus Slave(TCP)的操作流程 

[HMI-1359] 改善 USB 安全金钥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428] 改善 OPC UA 伺服器标籤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439] 改善 FTP 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448] 改善操作记录的友善操作介面 

错误更正  

[HMI-1458] 修正画面按钮的不正常显示 

 

Version 1.6.09            (2021/07/23)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96~V1.5.99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379] 改善资料库的友善操作介面 

 

Version 1.6.10            (2021/08/06) 

同步修改 
请参考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5.99 

新增功能 

[HMI-1465] 支援 Siemens S7-1200/1500 网路穿透及 iAccess 穿透 

错误更正  

[HMI-1472] 修正登入的不正常行为 

[HMI-1515] 修正图片物件的不正常行为 

[HMI-1516] 修正物件闪烁的不正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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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11            (2021/09/11) 

新增功能 

[HMI-1423] 新增 OPC UA Server 

[HMI-1512] 新增 koyo k-sequence driver 

[HMI-1524] 分期付款支援人机动态修改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440] 改善物件状态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03] 改善档案传输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09] 改善图片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22] 改善文字库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25] 改善绘图的效能 

[HMI-1554] 改善字型记忆体使用量 

[HMI-1558] 改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59] 改善系统设定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62] 改善系统的稳定度 

[HMI-1563] 改善断电保持后开机时间 

错误更正  

[HMI-1397] 修正 OPC UA Client 连线的不正常行为 

[HMI-1531] 修正 Panasonic Driver 的不正常行为 

[HMI-1536] 修正历史资料表的不正常行为 

[HMI-1540] 修正 FATEK IoT 的不正常显示 

[HMI-1553] 修正图片的不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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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12            (2021/10/04) 

新增功能 

[HMI-1053] 新增 OPC UA Client 

[HMI-1493] 资料搜集汇出支援电子邮件寄出 

[HMI-1510] 配方选择器支援卷轴宽度设定 

[HMI-1527] 视窗支援标题高度设定 

[HMI-1541] 新增 AS300 driver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502] 改善操作纪录汇出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64] 改善后处理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77] 改善连线的稳定度 

[HMI-1580] 改善自订通讯协议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86] 改善配方的友善操作介面 

错误更正  

[HMI-1568] 修正历史资料表的不正常行为 

[HMI-1571] 修正弹出视窗的不正常行为 

[HMI-1576] 修正文字输入器的不正常行为 

 

Version 1.6.13            (2021/10/26) 

新增功能 

[HMI-1494] 趋势图刻度支援字体设定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464] 改善西门子 driver 的支援度 

错误更正  

[HMI-1601] 修正视窗画面显示器的不正常显示 

[HMI-1606] 修正外标签的不正常行为 

 



FvDesigner 功能变更说明 V1.6.X 

                                                                         11 
  

Version 1.6.14            (2021/11/24) 

新增功能 

[HMI-1542] 允许仪表/棒图/环形图独立设定来源范围的最大/最小值是否为动态 

[HMI-1547] 物件显现控制的显示条件支援区间范围 

[HMI-1550] 允许物件自行控制蜂鸣器的播放 

[HMI-1551] 新增视窗画面控制暂存器 

[HMI-1572] 新增 koyo modbus tcp driver 

[HMI-1616] 背光新增换页时自动点亮功能 

[HMI-1621] 脚本内建函数新增 substr() 

[HMI-1623] 警报多群组支援位址模式 

[HMI-1625] 资料搜集列印支援转置功能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682 ] 改善常驻式键盘的操作行为 

[HMI-1600] 改善通讯的稳定度 

[HMI-1608] 改善暂存器切换基本画面的操作行为 

[HMI-1609] 改善字型替换管理器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610] 改善网路设定 

[HMI-1612] 改善切换语言的效能 

[HMI-1628] 改善档案传输使用串列的稳定度 

错误更正  

[HMI-1557] 修正 Modbus Slave ASCII 的不正常行为 

[HMI-1583] 修正数值显示器的不正常行为 

[HMI-1607] 修正子按钮图片的不正常显示 

[HMI-1613] 修正 OPC UA Client 标签汇出的不正常行为 

[HMI-1635] 修正警报显示器的不正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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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15            (2021/12/27) 

新增功能 

[HMI-927 ] 图片物件支援动态模式 

[HMI-1589] 配方参数支援汇出汇入功能 

[HMI-1619] 自订通讯协议 slave 新增串列通讯 

[HMI-1632] 功能按钮新增档名撷取器 

[HMI-1644] ASCII 字串支援显示 EASCII 文字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587] 改善警报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596] 改善资料搜集定期汇出的操作行为 

[HMI-1624] 改善脚本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642] 改善设定页面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654] 改善 iAccess 穿透功能 

错误更正  

[HMI-1585] 修正快捷键的不正常行为 

[HMI-1636] 修正文字库的不正常行为 

[HMI-1645] 修正动态图的不正常行为 

[HMI-1652] 修正警报显示器的不正常行为 

[HMI-1671] 修正画面尺寸的不正常行为 

[HMI-1673] 修正资料搜集的不正常行为 

[HMI-1678] 修正 WiFi 的不正常行为 

[HMI-1680] 修正系统设定的不正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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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16            (2022/01/18) 

新增功能 

[HMI-1655] 新增读取当前视窗画面编号暂存器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142] 改善装置设定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700] 改善泰文显示的效能 

[HMI-1701] 改善指示灯、按钮的友善操作介面 

[HMI-1705] 改善西门子通讯的稳定度 

错误更正  

[HMI-1684] 修正常驻式键盘的不正常行为 

[HMI-1694] 修正 iMonitor、iAccess 的不正常行为 

[HMI-1708] 修正脚本内建函式的不正常行为 

[HMI-1711] 修正警报的不正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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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17            (2022/03/02) 

新增功能 

[HMI-1492] 警报记录位址支援小数位数 

[HMI-1631] 警报显示器支援月历过滤功能 

[HMI-1715] 增加用户工具箱预设键盘的类型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626] 改善 SMTP 的错误提示讯息 

[HMI-1704] 改善穿透通讯的支援度 

[HMI-1717] 改善系统的稳定度 

错误更正  

[HMI-1714] 修正图片库的不正常行为 

[HMI-1719] 修正通讯的不正常行为 

[HMI-1720] 修正文字库的不正常行为 

[HMI-1723] 修正近期产品的不正常行为 

[HMI-1725] 修正下载 B1 专案(含 Func 199)的不正常行为 

[HMI-1726] 修正 FvRT 视窗显示的不正常行为 

[HMI-1730] 修正 FBF Reader 的不正常行为 

[HMI-1731] 修正特殊符号的不正常显示 

[HMI-1732] 修正资料搜集汇出 FBF 的不正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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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6.18            (2021/03/24) 

新增功能 

[HMI-1389] 资料库支援 SQL Server 

功能修改与强化  

[HMI-1374] 改善资料库的稳定度 

[HMI-1739] 改善 SMTP 的稳定度 

[HMI-1743] 改善暂存器读取画面编号的操作行为 

错误更正  

[HMI-1736] 修正资料搜集的不正常行为 

[HMI-1742] 修正文字的不正常显示 

[HMI-1749] 修正 MQTT 功能 32 位元资料类型的不正常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