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RD-10
SMT/AI离线编程软件
特性与功能：
● BOM清 单自动检测、比较 、合并功 能
● 实现 不同型号 机器程序 之间的格 式转换
● 无须 考虑机器 的贴装坐 标，可直 接离线编 辑、输出 程式
● 自动 优化F ee de r站位及贴 装路径， 可提高生产效率10 %～2 0%

使用COORD10的优点 ：
● 提高生产线的产量

●

● 使错误发生率降到最低

●

更好地利 用设备
缩短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

● 提高 生产效率
●

● 制造灵活性提高

更快 地获得投 资回报

支持机型：
（可以根据客户设备情况，增加新机 型。）
F UJI

● KME

● JUKI

●

● SANYO

● T ENRYU

● SIEMENS

● UNIVERSAL

●

PANASONIC/AI

MIRAE

● SONY

●

● YAMAHA

● SAMSUNG

● DANAPORT/AI

BOM自动 检测、 比较、自动合并功 能：
● 读入各种格式 的BO M。
● 自动检查B OM文 件的正确 性，A /B面合并在一起的BO M无需 分开，在 坐标合并时可以自 动将A、B面 进行区分 ，如果BOM中存在

错误将 自动给出 错误报告 。
● 数据读入时， 系统自动 作正确性校正，对 照坐标和BOM检查所有不能对 应的数据 ，给出报 告。
● BOM比 对功能， 系统自动 比对两个BO M之间的差异给出差异报告，在版本 变更时实 用。

BOM整理

BOM合并

坐标获取的三种方式

CAD
可以读取 各种C AD坐标（P OW ER PC B、P RO TE L、PA DS
中提供的 坐标），EX CE L/TXT格式的文 档。
GERBE R
● 从PCB的GERBE R中 提取坐标 数据。
● 读 取RS -2 74-D和R S- 27 4-X格式的G ERBE R文 件，并
●

PCB扫描
直接用P CB板通过 扫描仪扫 描图片， 从图片上 获取坐标 数
据，包括 程式的相 对原点、MAR K，拼块数据 等。

●
●
●

能自动提取元 件中心坐 标。
系统提供丰富的编辑功能处理GERBER，适合GER BER
中各种不规 范的数据 格式。
用户 对自动扫 描的结果 进行检查 校对。
提供GERBER校正CAD数据的功 能。
输出 坐标文件(CAD )供编程系 统使用。

COORD-10
SMT/AI离线编程软件

元件数据库设 置
●

用户可以自定义SM T机器 名称和参数、元件 库。

●

●

按照元件规格设 定自已的 元件库。

●

元件规格

元件库中 的元件参 数，用户可以自已编辑。
元件库中 提供不同 外形物料尺寸及各种编程优化参数。

元 件数据库 设置

生产线设置与 线平衡
可以定义 多条生产线，每条生 产线由任意机型和机 器
数量组合 ，适合生产多样化的 需求，系统自动将整 板
数据拆分 到线上的每台机并自 动实现线平衡。特别适
合有多种 机型的生产厂家，使 机器的效率更好地发 挥
出来，系 统根据机器和生产线 类型的不同提供多种不
同的平衡 方式，系统根据设备 的参数和物料的速度 参
生产线平衡

程序优化
COORD10提供转塔式高速机器（PANA SONIC，FUJI，
SANYO，KM E等） 的优化 。
●

系统全自动优化Feeder和路径。采用先进的优化算法，
经实测，比较厂商提供的优化系统，普遍可提高生产效
率10%～2 0%。模拟显 示贴片路 径和计算 优化前后路
径长度，可以 比较优化 前后的效 果。

●

自动展开方式：用户只 需定义拼板参数， 系统在 优化
时可以选择自 动进行展 开拼块。

程序优化

机器程式生成 输出与程式转换
●

输出机器可以使 用的程序 。无须考虑机器的 坐标系，
直接输 出程式。

●

系统可以实现不同型号机器程序之间的格式转换，程
式中的MARK，拼块保持与原始数据相同，大大地减少
了生产线转线 时间。
程式转换

站位表输出
COORD 10提供站位表打印功能。
用户 可以 在COOR D10中 直接 打 印站位 表（包 含： 站
位、飞达 型号、物 料编号、元 件规格、 用量、元件 位
置等数据。我们可以按用户要求，定制各种格式的站位
表），也 可以将站位表导出成 文本文件，在Excel中编
辑后打印。

站位表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