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说明 

第一步：如何确定贴装头的数量： 

   首先我们先看要贴装的灯板的拼板的数量及每拼板的间距是多

少？ 

﹡例 1：一块板有 10 拼板间距为 13mm。因为飞达 小的是 8mm 的飞

达，那两个飞达的间距为 16，所以需要‘一三五贴装’（即隔一个

拼板）如图： 

 

从而得出贴装头的数量为 5 个（那双头的总数就为 10 个了）。 

﹡例 2：如果一块板里面有 11 拼板呢？也是因为飞达的限制，依然

要隔一个贴装，只是其中贴装头的数量一边为 6 个，另一半为 5 个

那双头的总数就为 11 个了）。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诸多的外围因

素导致只能用一边贴装头工作或者一边贴灯珠另一边贴电阻，那好

像多了一颗灯珠（或电阻），没关系。在贴装软件中可以做修改，

在之后的贴装软件中再详细的解说。 

第二步：调节头部及飞达座的间距： 

在确认了头部的数量后，下一步开启本公司开发的‘调试软件’

，接下来用专用工具



 

对着机身旁边的圆孔

调节导轨的宽度，宽度稍比灯板宽大约 1mm 左右为佳。接着点击

 

进板后查看下顶板的顶针是否完全接触到灯板的底面，如果没有完

全接触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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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顶板的顶针的摆放位置及高度。等调整到 佳状态后再点击

‘进板’。 

之后通过 XY 轴运动把灯板的拼板 后那颗灯珠的正中位置移至相机

的中心

位置，与此同时要打开相机 方能看到。 

然后移到贴装头到‘1’（即第一拼板的第一个焊盘的中心位置） 

 

然后记得 重要的就是点击一下‘清零’

之后移到贴装头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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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移动到‘9’呢？因为两拼板之间的间距不足 16mm，1-9

的总间距就是第一个头到第五个头的距离，第一步上也详细的讲解

的）。 

好了间距得出来了 ， 

将数据抄到  吸

嘴数量输入 5；为了认证刚刚测得数据，就在当前位置再点击一下

然后再点击‘调前飞达

间距’ 点击

‘下一个位置’，待机器移动到下一个位置后看相机是否找到下个

焊盘的中心位置（即‘7’的位置），如果在中心，那就可以开始调

节头部了，如果有偏差那就证明吸嘴总距离不对，也就说第一拼板

到 后一拼板出错了，那就必需再做一次上面介绍的动作了。 

OK.开始调节贴装头吧！直接点击‘调前吸嘴间距’

再点击‘找调

试基准点’待机器运行到设定好的第一个贴装头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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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前吸嘴相机，此时要看相机照到的吸嘴是否在十字架（红色十

字线）中心位置，如果不在中心点击

通过前后的微调将相机移至十字架的中心之后再点击

，以确保第一个贴装头

的位置。接着点击吸嘴调节的‘下一个位置’

，等相机移动

到下一个吸嘴的位置后通过专用的 T 型六角扳手把第二个贴装头调

至十字架中心，调好后敲击一下空格键便会移动到第三个贴装头位

置……（如果不小心多敲击了一下空格键，那就需要用鼠标点击一

下‘上一个位置’，调完后再点击一下‘下一个位置’），以此类

推，直至调完所有贴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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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部调节完成了，用上面示范的方式调节前后吸嘴及前后飞

达间距点击，只是要逐一切换相应的功能选项

  

   当调节飞达间距时，将专用的飞达治具

放置第一个飞达座（治具的两定

位销对准飞达座的两个销孔，注意平行的放置）。此时要看相机照

到的治具的十字线是否在十字架（红色十字线）中心位置，如果不

在中心用上面调节贴装头的方式调整便可。 

当调节另一侧吸嘴及飞达间距时，此时再点击调节的‘下一个位

置’已经不是很实际了，当机器只有一个操作员时（离键盘又太远

了），不怕！在飞达座的左手边处有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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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小心连续按两次按钮（在 1 秒内），相机并不是跑到下一

个位置，而是‘上一个位置’，这时怎么办呢？别担心！再按一下

按钮，记得别再连续按咯！这时相机正常的移动到下一个位置了。

就这样把剩余的调节完了。 

再次解说一下此按钮的用法： 

1. 按一次是与

中

的‘下一个位置’是一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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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1 秒钟内连续按两次是与

中

的‘上一个位置’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不

是想坑爹吗？NO!这是为了在调节飞达座时调的不大好，

或发现治具未于飞达座贴合好导致位置偏移，而又心急

的按了一下按钮，在这种状态下，它就发挥了它的功效

了。不过在此建议用户必须细心的调节，避免误操作耽

误生产进度。 

 

     好了。贴装头和飞达座都已经调节完成了，现在我们要把

吸嘴总距离 中的数值复制或建立一个文

本，将数值记录下来， 好把吸嘴数量和灯板的型号、日期一

并记录，方便下次再生产同样的产品。记录完了后现在可以关

闭此调机软件了。 

终于做贴装程序了。打开 “易通自动化”软件，输

入密码后进入编程界面，此刻全部画面为灰色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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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点击  

回原点后，界面才可使用，待界面可使用时接着点击菜单栏

将相机灯光打开后将移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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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至 L-16 如图： 通

过 X、Y 轴快速的移动至 ‘10’（即 后的拼板的焊盘中心位

置）；

接着把控制页面切换到‘坐标生成’界面如图：

 

其中： 

单行 LED 数量：是指每一拼板的第其中一行的 LED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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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嘴总距离  ：是与调机软件中相机测出的‘吸嘴总距离’

是一致的。 

LED 角度     ：是指贴装的角度，360º任意设置（注意按实际

的贴装角度设置），机器的旋转角度如图：

，一般设置在 90°，如果

要贴 270°则将板掉头进板便可。 

吸嘴数量     ：是与调机软件中‘吸嘴数量’ 是一致的。 

而贴装方式： 

一二三贴：意思是一个挨一个的贴。 

一三五贴：意思是隔一个的贴（即贴 2 次）。 

一四七贴：意思是隔两个的贴（即贴 3 次）。 

一五九贴：意思是隔两个的贴（即贴 4 次）。 

其他    ：意思是间隔 4 次以上时方能激活

，在‘吸嘴间距’中输入间隔数 5、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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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上的参数设置后点击‘生成坐标’如图：

 

此时坐标已经生成了（按上面所设应生成 2 个坐标）如图：

 

接着点击菜单栏的修改 勾选

‘坐标修改’及‘相机定位’ 

坐标修改：意思是激活修改坐标的模式，那样就可以矫正贴装

坐标。 

相机定位：意思是相机照到焊盘的位置，如果不勾选，则贴装

头移动到焊盘的位置（在写坐标时，为了查看坐标的偏差，必须勾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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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双击坐标查看位置是否有偏差，如无偏差则双击下一个坐标，

如有偏差通过 X、Y 的微移调至焊盘的中心位置，如图：

 

，然后在要修改的坐标右键导入坐标或直接用快捷键 Shift+L ，将

矫正后的坐标导入坐标中 

以此类推把全部坐标矫正过来。 

已经做好了拼版第一行的坐标了，此刻可能会有这样状况出

现： 

一：拼板的数量刚好可以整除（如 10 拼板 5 个贴装头，刚好贴 2 次

就完成了），那样就不需做其他动作，直接生成拼板坐标了。 

二：拼板的数量不可以整除（如 11 颗灯 6 个贴装头，还多出了 1 颗

灯），（在此机器的硬件方面也要配合，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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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后一个飞

达座的气管要连接到 后一个气嘴），那样会有两种情况出现： 

Ⅰ:当拼板不可整除时，又因灯珠不多或尾料时，只能用一边头

时。像 11 拼板贴 2 次，贴装头为 6 个，总数为 12，那样多了 1 颗

灯。那就要做两个修改了{修改贴装数量 鼠标移到要修改坐标处右键

修改当前坐标将贴装数

手动的修改为 5（原 6），修改完后就可以拼板了 }； 

     Ⅱ:当拼板可以整除时，一条灯板上要贴两种物料（有可能是

A\B 料或是灯珠和电阻时，请看下页的‘手动分配贴装站号’的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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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坐标修改后，可以做横向拼板了。把页面切换回‘坐标生

成’如图：  

横向复制坐标数量：意思就是每块拼板灯珠的数量； 

自动分配贴装站号：意思是生成坐标后站号会自动改为 1、2 如

图： ，这样就是两组贴装头依次交替贴装了。 

手动分配贴装站号：意思是生成坐标后站号全为 1 如图：

，这样就只有一组贴装头贴装了。 

一般设置为自动分配贴装站号，这样才有效率，而手动方式也是有

它好用的时候： 

1：当灯珠不多或尾料时，只用一边贴装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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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有 A\B 料时：勾选需要改为 B 料的序号 ，

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修改打

钩的坐标，将取料站改为 2 

 

 做完坐标了吗？NO！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做 MARK 点。首

先要找到板上的 MARK 点位置，然后点击拍照，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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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移动到屏幕上任意点击一下，此

刻屏幕显示：

 

接着要将屏幕中显示的黄、蓝色的两个框拖动到 MARK 点

，然后双击黄色的框使其变为红色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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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放边框的小方点 使边框大于 MARK 点

（这个边框要稍大些）；接着双击里面的蓝色小边框，使用相同的

方式将边框完全包住 MARK 如图： 。如果想再

显示出外边框，按住 Shift 鼠标同时点击屏幕，那就同时显示了内

外两个边框了 。好了，边框拖动好了，

下一步，将鼠标放置在 MARK 点上，此时在‘MARK 颜色选择区域’

中会显示  

     R:表示红色   G：表示绿色   B：表示蓝色   I:表示 

将三原色的数值写入‘上限’中(设置比显示的 R、G、B、I 数值稍

大便可)。此刻点击‘测试 M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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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中显示：  

当三原色的设置合适 MARK 点会显示的较饱满，且十字线会在 MARK

点的中心位置。那样就导入第一个 MARK 点到坐标中，如图：

，接下来再找另一个 MARK 点，使用刚刚设置好的

R\G\B 数值，直接点击‘测试 MARK’如果显示的较饱满就直接导入

MARK_2,如果不是很理想就按上述的方式调整一番便可。好了，另

存一下文件，文件名 好设置为板的型号，随后把坐标修改勾掉：

。程序就此完成了。 

    终于开始贴了。贴装时不用再做其他动作了吧？不...还有一些

检测的动作。当贴装头吸起灯珠时，要及时按机器上的停止按钮，

打开安全门，此时查看真空表上的数值（机器上已贴有使用说明

了），现在要设置比真空表上的数值小 2-5 个数值（例表显示为

60，那就设置成 58-55）。设置此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查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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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掐料、漏料或是料已经完了的情况以报警停机的状态，告诉我们

有以上的情况发生，要及时处理。 

    好了，关门贴装了。在贴装时如果发现灯珠与焊盘有偏差，那

再激活‘坐标修改’模式，进行修改（修改完了后，记得勾掉坐标

修改’，否则会有提示出现）。当板贴装的合格后，那就等着接料

或者换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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