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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操作说明

1、主画面

当设备进入 Window 系统后，测试程序将自动启动（也可手动进入主画面），

系统开机主画面（图 1-1）打开，每次成功打开软件后，在下方的信息栏会提示：

“系统准备就绪”。然后在停止模式下即可进行系统设定：

在此画面中，公共能按钮和显示栏的说明如下表 1-1：

CCD1

当前状态下靶标位置
CCD2

CCD3

CCD4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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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输入

在进行各种设定时，有几处需要输入文字、数字的地方。点击所要进行输入

的位置，则会自动显示出键盘或者数字小键盘窗口。

状态栏 显示出当前系统运行状态（系统异常情况也在此显示）

对位结果

对位结果 产品当前对位结果 OK/NG

对位时间 产品在此次对位过程中所用时间

对位次数 运行对位过程执行对位次数

设定精度 根据生产工艺来设定 CCD 对位精度（详见）

当前偏差 执行对位过程中当前靶标与基准靶标的偏差值

命令列表 系统与执行对位控制器的同步通讯指令

当前类型编号 当前产品参数编号显示

当前补偿 当前产品定位后补偿数据显示

功能菜单

类型编号管理 产品参数编号点此进入（开启此功能才能进入设置）

图像对位设置 产品对位图像点此进入设置

对位补偿功能 产品补偿参数点此进入（开启此功能才能进入设置）

手动操作画面 手动调试页面点此进入（开启此功能才能进入设置）

表 1-1

图1-2：软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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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型编号管理说明

MKC-400 主界面在停止模式下，方可进行各种设定，左键单击“类型编号管

理”功能按钮（此项功能只有在开启之后方可使用），即可进入类型编号编辑设

置页面如下（图 2-1）：

功能键 功能

A～Z 英文字

0～9 数字

． 小数点

＋／－ 正、负号

大小写 切换大小写输入

删除 删除当前输入值

确定 保存当前输入并退出软键盘

取消 退出软键盘
表 1-2：输入软件盘



LXO6000系统操作说明

5

在进入窗口后，则可以看到窗口右侧的类型编号区（图2-2）。其功能如下

表2-1：

当前类型编号 当前使用的产品类型编号

类型编号列表 该对位系统可以支持 0-99 号共 100 个产品编号的存储与使用

读取类型编号
点击将类型编号列表中所选类型编号中所有数据读取至当前

使用的类型编号中

删除类型编号
点击窗口中央将弹出提示框如图 2-3 所示，单击“是”将类型

编号列表中所选择的类型编号删除；点击“否”将放弃删除

复制类型编号

点击窗口右侧将自动变成如图 2-4 所示，从而可将类型编号列

表中任意一项的所有数据复制到列表中所选择的另一项类型

编号中

修改编号名称
点击将弹出类型编号输入软键盘，可根据实际要求修改输入类

型编号名称并保存

保存类型编号 对此上所设置工作进行保存

返回 返回至主画面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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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像对位设置说明

在系统进入 MKC-400 界面后，在主画面点击停止键，左键单击“对位设置”

功能按钮，即可进入图像对位设置页面如下（图 3-1）：

表2-1：类型编号功能

图2-3

图2-4

图3-1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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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图像对位设置页面后，首先要选择对象Mark，即将要进行设定的是基

准Mark还是对位Mark（如果没有基准Mark的将默认为对位Mark,同时也不显示切

换按钮），选择好Mark类型之后，就要根据实际要求来设定对位精度（如果精度

设定过高超出相机分辨率可能无法完成对位）,如下图2-2-2所示，点击文本框将

会弹出数值输入的软键盘，此时可直接输入将要设定的最小精度值。“Mark 间

距”为产品靶标之间的间距偏差值。

将此上对位要求中各个精度值设置完毕，则可进入下面“模板编辑”、“相

机校准”等设定画面。

2-1 模板编辑设定

在区域选择模块中：相机选择可对该区域内任意CCD进行选择放大查看，单

击右上角要进行设定的CCD小图像视窗，对应的小视窗边框将变红，而左侧的主

图像视窗中也相应切换成所选CCD画面。

在靶标区域编辑模块中：可以选择如下选项：模板区域、模板中心、搜索区

域以及屏蔽区域（如下图3-2）。

CCD放大视图

相机选择
区域选择

区域位置调整

靶标候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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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区域：训练的Mark区域

模板中心：训练的Mark区域中心点（默认为模板区域中心）

搜索区域：Mark搜索区域(默认为全屏搜索)

屏蔽区域：训练的Mark区域内被屏蔽的范围

以四个区域如不可见，则是未被开启，其位置调整与设定即可用箭头按钮调

整，又可以通过下图区域编辑模式下鼠标绘制与鼠标编辑来完成。

◆ 位置尺寸调整

选择位置调整功能用户可对左侧视窗内的模板区域、模板中心、搜索区域和

屏蔽区域进行位置移动与尺寸大小的调整；其模块内的按钮功能如下表

位置移动
可通过右侧的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键去移动图像中所选区域

的位置，移动位置精度较高、适应位置偏差较小的区域移动

尺寸调整 可通过右侧的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键放大或缩小所选区域

鼠标指定 可在图像视窗中按住鼠标左键从而拖动所选区域的位置

图像中心 系统自动计算并定位靶标中心位置

区域左移，也可用于横向放大或缩小

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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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编辑

选项框下方回切换为鼠标绘制区域画面。

选择绘制或编辑区域功能用户可对左侧视窗内的模板区域、搜索区域和屏蔽

区域中的不同形状线框进行重新绘制或编辑；其模块内的按钮功能如下表所示：

区域右移，也可用于横向放大或缩小

区域上移，也可用于纵向放大或缩小

区域下移，也可用于纵向放大或缩小

系统自动计算并定位靶标中心位置

矩形 根据实际要求可绘制矩形区域

圆形 根据实际要求可绘制圆形区域

绘制区域 可在左侧视窗内单击鼠标左键来绘制所需区域

编辑区域 可在左侧视窗内单击鼠标左键来编辑所需区域

确定 保存当前绘制区域并退出

取消 退出区域编辑功能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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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CCD视窗中的各个区域都移动、设置完毕就可以按当前设定搜索方法对模

板进行创建并保存的工作了。

创建模板：按当前设定的搜索方法创建模板；

备注 1：创建模板会先清空模板候选列表，然后自动添加1号主模板到候选

列表；

2：如果是相机自动校正模式则会在创建完毕后自动进行相机校正；

添加模板：将模板添加至候选列表，当主模板搜索失败后自动切换至候选模板

继续搜索；

搜索识别参数设置请看以下说明

◆ 搜索方法

1. 相机布局

当系统为2-CCD对位模式，则需要对相机布局进行选择，按实际相机方位进行选

择，当相机之间的安装距离不确定就选择“相对位置 布局”让系统自动判断，

如果已知相机安装位置，就选择“绝对位置 布局”，并输入相机对应距离；

备注：如果相机位置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此选项选择好以后无需再设。

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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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别参数：

设置创建模板的识别参数，主要有一下几种：

灰度识别：主要用来识别图像轮廓不清晰不规则的图像；优点识别率高，缺点

准确率稍低；相关参数如下：

默认相似度：模板创建时的默认相似度；已经创建好的的模板需要在模板候选表

栏设置相似度值；相似度是指以模板为样板进行匹配识别时的相似度比分条件，

设值越高越精准，但当图像效果不佳也会越敏感，导致无法识别；设值越低识别

率越高，但有可能识别错误；具体按图像实际情况来定。总之在能正确识别到的

状况下尽量设高相似度；

角度允许范围：当图像目标为非对称图案有角度变化的情况下，需要设置角度允

许范围，设置角度范围越大那么图像搜索的时间则会越长，一般建议为零，除非

图像角度变化比较明显；另如果是圆形或对称目标设零即可；

搜索匹配条件：模板相同对比度，图像与模板匹配必须是相同对比度；

适应图像反向变化：图像与模板反色变化时也可识别到；

适应图像局部变化：图像与模板局部反色变化也可识别到；

灰度识别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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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识别：主要用来识别图像轮廓清晰规则的图像；优点精度高，缺点当图像质

量差识别率会稍低；相关参数如下：

默认相似度：模板创建时的默认相似度；已经创建好的的模板需要在模板候选

列表栏设置相似度值；相似度是指以模板为样板进行匹配识别时的相似度比分条

件，设值越高越精准，但当图像效果不佳也会越敏感，导致无法识别；设值越低

识别率越高，但有可能识别错误；具体按图像实际情况来定。总之在能正确识别

到的状况下尽量设高相似度；

角度允许范围：当图像目标为非对称图案有角度变化的情况下，需要设置角度

允许范围，设置角度范围越大那么图像搜索的时间则会越长，一般建议为零，除

非图像角度变化比较明显；另如果是圆形或对称目标设零即可；

搜索匹配条件：模板相同对比度，图像与模板匹配必须是相同对比度；

适应图像反向变化：图像与模板反色变化时也可识别到；

适应图像局部变化：图像与模板局部反色变化也可识别到；

轮廓对比度：提取图案识别的轮廓值，点击查看效果，按下图所示拖动滚动条提

取Mark图案的轮廓到合适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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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识别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备注 1：每个CCD的识别参数可独立设定；

2：每个候选列表模板的识别参数也可独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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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位补偿功能说明

对位补偿是指对位完成OK的状态下进行对位位置补偿。点击主画面上的“对

位补偿功能”，由此可进入对位补偿功能画面如下图4-1。本系统在对位补偿功

能上面分别有数据输入补偿与指定补偿位置。

以上位置补偿功能所对应的补偿数据都能

编写不同的编号保存至系统之中。点击画面中的

补偿编号文本框右侧的下拉菜单键，将会弹出如

图4-2所示的补偿编号列表。列表中能保存0到99

个编号100组不同的补偿数据，列表的最底端的

“全部清空”功能可将0到99个编号100组补偿数

据全部清零。

备注：当补偿编号不可见的情况下则是系统

非开启此功能

■ 数据输入补偿

此项补偿功能适合于偏差较小的位置调整。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输入对应补

偿数据，写入数据的正负决定补偿位置的方向。数据输入完成后，点击“执行补

偿”功能按钮进行补偿效果测试，此时左侧CCD视窗中所有靶标基准框线就将同

步移动到所设定的补偿位置。移动完成之后点击“保存补偿”即可将以上所设定

的补偿数据保存至系统。

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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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X、Y、θ 三个方向的补偿都是以CCD之间的中心位置作为基准的；

■ 指定位置补偿

此项补偿功能适合于偏差较大的位置调整。按下指定位置补偿按钮，此时左

侧CCD视窗中的基准框线周边会生成另一种颜色的靶标补偿框线如图3-1-5所示，

用户可按住鼠标左键移动各个CCD视窗中靶标补偿框线至要补偿的位置，全部移

动完成之后再单击“开始补偿”，此时视窗中的基准线框就能自动补偿到所指定

的位置并自动保存补偿量。点击“取消指定”则可取消以上操作。

5、手动操作画面说明

点击主画面上的“手动操作画面”，由此可进入手动操作画面如下图5-1。

在此界面中，用户可对对位执行机构进行定向定长地移动或者是定向地点动。

图4-3 图4-4

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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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执行机构左移

对位执行机构左移

对位执行机构左移

对位执行机构左移

对位执行机构逆时针旋转

对位执行机构顺时针旋转

返回原点 对位执行机构所有轴回原点

图5-1

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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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对位方式可分为“手动触发对位”和“指定方式对位”。选择手动出发

对位之后，鼠标左键单击“执行”，系统会自动进行拍照并完成一次定位。选择

指定方式对位，此时左侧的CCD视窗中基准框线周边将会生成另一种颜色的指定

靶标框线（如图4-1-2），用户可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靶标线框至指定位置再单击

“执行”，此时对位执行机构自动移动至指定位置。

■ 硬件配置参数

图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