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210440043.2

(22)申请日 2012.11.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38082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4.05.21

(73)专利权人 株式会社富士

地址 日本爱知县知立市

(72)发明人 柴田光彦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219

代理人 穆德骏　谢丽娜

(51)Int.Cl.

G01B 11/00(2006.01)

H01L 21/67(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812070 A,2006.08.02,

CN 101689512 A,2010.03.31,

CN 101183655 A,2008.05.21,

CN 1975997 A,2007.06.06,

US 2002062204 A1,2002.05.23,

JP H0976083 A,1997.03.25,

JP H02276901 A,1990.11.13,

审查员 吕卓凡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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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判定利用吸嘴吸附的裸片

的位置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兼顾生产效率提高

和裸片的成品率提高这两方面。在晶片托盘(22)

的上表面的两个部位设有基准位置标记(41)，并

且预先将在以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为基准的晶

片托盘的坐标系中生成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存

储在存储单元中。利用相机来拍摄在裸片拾取装

置的规定位置上设置的晶片托盘上的两个基准

位置标记，处理该拍摄图像而识别裸片拾取装置

的机械坐标系中的两个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计

算晶片托盘的坐标系相对于裸片拾取装置的机

械坐标系的位置偏差量，根据该位置偏差量来校

正裸片排列位置信息，由此求出裸片拾取装置的

机械坐标系中的各裸片(21)的排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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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判定利用裸片拾取装置的吸嘴或设置有该裸片拾取装置的

零件安装机的吸嘴来吸附切割片上的裸片的过程中的裸片位置，所述裸片拾取装置安装有

晶片托盘，该晶片托盘上张设有所述切割片，该切割片上粘贴有通过对晶片进行切割而形

成的裸片，其特征在于，具备：

一个或多个基准位置标记，其中，在具备多个基准位置标记的情况下，所述多个基准位

置标记设置于所述晶片托盘的上表面中的比所述晶片靠外侧的位置，在具备一个基准位置

标记的情况下，所述一个基准位置标记设置在所述晶片托盘的上表面中的比所述晶片靠外

侧的位置，并且具有方向性的形状，使得能够计测所述裸片拾取装置的机械坐标系与所述

晶片托盘的坐标系之间的位置偏差量；

存储单元，存储有在以所述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为基准的所述晶片托盘的坐标系中生

成的所述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

相机，拍摄设置在规定位置的所述晶片托盘的基准位置标记；

图像处理单元，处理所述相机的拍摄图像而识别所述裸片拾取装置或所述零件安装机

的机械坐标系中的所述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和

裸片位置运算单元，基于由所述图像处理单元识别出的所述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和存

储于所述存储单元中的所述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计算所述裸片拾取装置或所述零件安装

机的机械坐标系中的所述裸片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裸片位置运算单元基于由所述图像处理单元进行图像识别而识别出的所述多个

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来计算所述晶片托盘的坐标系相对于所述裸片拾取装置或所述零件

安装机的机械坐标系的位置偏差量，根据该位置偏差量来校正所述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

由此求出所述裸片拾取装置或所述零件安装机的机械坐标系中的所述裸片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图像处理单元及所述裸片位置运算单元设置于所述裸片拾取装置的控制装置、所

述零件安装机的控制装置及包含所述零件安装机在内的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中的任一

控制装置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图像处理单元及所述裸片位置运算单元设置于所述裸片拾取装置的控制装置、所

述零件安装机的控制装置及包含所述零件安装机在内的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中的任一

控制装置上。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存储单元设置于所述晶片托盘、所述裸片拾取装置的控制装置、所述零件安装机

的控制装置及包含所述零件安装机在内的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中的任一方上。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存储单元中存储有多个晶片托盘的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

在所述晶片托盘上设有记录或存储有该晶片托盘的识别信息的识别信息记录部，

在所述裸片拾取装置上设有从所述识别信息记录部读取所述识别信息的识别信息读

取单元，

所述裸片位置运算单元从存储于所述存储单元中的多个所述晶片托盘的裸片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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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信息中读出与由所述识别信息读取单元所读取的所述识别信息对应的晶片托盘的裸

片的排列位置信息，并计算该晶片托盘的裸片的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存储单元中，存储有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信息，所述生产开始裸片是在生产开

始后首先利用所述吸嘴吸附的裸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存储单元中，在生产结束时将在下一次的生产中首先吸附的裸片的位置信息作

为所述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信息进行更新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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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片位置判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涉及判定由吸嘴吸附的裸片的位置的裸片位置判定系统的发明。

背景技术

[0002] 例如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6-332417号公报)所记载那样，将铺开有可伸缩的切

割片的晶片托盘设置于裸片拾取装置，该切割片粘贴有切割成棋盘格状的晶片，在利用吸

嘴来吸附从切割片上的晶片分割出的裸片而进行拾取时，将切割片中的待吸附的裸片的粘

贴部分从其正下方利用顶起瓶(裸片推顶器)顶起而使该裸片的粘贴部分从切割片部分地

剥离，并同时利用吸嘴吸附该裸片而从切割片拾取。

[0003] 在该裸片拾取装置中，需要在每次裸片吸附动作中使吸嘴与裸片进行对位，因此

在生产开始前，将晶片托盘上的裸片的排列位置的映射数据存储于存储装置，并存储在生

产开始后首先吸附的裸片(以下称为“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数据，在生产开始时从存储装

置读出生产开始裸片和映射数据，从生产开始裸片开始进行拾取，依次拾取相邻的裸片。

[0004] 这种情况下，设置于裸片拾取装置的晶片托盘的坐标系可能与裸片拾取装置的坐

标系产生偏差。因此，在专利文献1中，从切割片上的多个裸片中，将预定的位置的多个裸片

设定作为多个参考裸片(参照芯片)，并利用相机来拍摄切割片上的晶片整体(多个裸片)而

显示在显示面板上，在该显示画面上，操作者利用手动来示教与形成在晶片的缘部的凹口

相邻的一个参考裸片，输入该参考裸片的位置，并以该参考裸片为基准而自动地图像识别

其他的参考裸片的位置，基于这多个参考裸片的位置而计测裸片拾取装置的机械坐标系与

晶片托盘的坐标系之间的位置偏差量(X、Y、θ坐标的偏差)，校正映射数据。

[0005] 另一方面，在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02-26041号公报)中，为了自动地图像识别多

个参考裸片，而在晶片制作与作为产品使用的裸片不同的多个专用的参考裸片。

[0006] 【在先技术文献】

[0007] 【专利文献】

[0008]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6-332417号公报

[0009]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02-26041号公报

[0010] 然而，在如上述专利文献1那样，将选自切割片上的多个裸片中的、与形成在晶片

的缘部的凹口相邻的裸片作为参考裸片的方法中，操作者必须利用手动来示教参考裸片，

存在生产效率较低的缺点。而且，可能因作业错误而误指定参考裸片，以致进行错误的数据

校正。

[0011] 另一方面，在专利文献2中，在晶片制作与作为产品使用的裸片不同的多个专用的

参考裸片，因此，相应地存在每一张晶片的裸片的成品率下降而成本上升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12] 因此，本发明要解决的课题在于提供一种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其能够兼顾生产效

率提高和裸片的成品率提高这两方面，并能够避免因作业错误引起的参考裸片的误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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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为了解决上述课题，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涉及一种裸片位置判定系统，判定利用裸

片拾取装置的吸嘴或设置有该裸片拾取装置的零件安装机的吸嘴来吸附切割片上的裸片

的过程中的裸片位置，所述裸片拾取装置安装有晶片托盘，该晶片托盘上张设有所述切割

片，该切割片上粘贴有通过对晶片进行切割而形成的裸片，所述裸片位置判定系统中，具

备：基准位置标记，设置在所述晶片托盘的上表面中的比所述晶片靠外侧的位置；存储单

元，存储有在以所述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为基准的所述晶片托盘的坐标系中生成的所述裸

片的排列位置信息；相机，拍摄设置在规定位置的所述晶片托盘的基准位置标记；图像处理

单元，处理所述相机的拍摄图像而识别所述裸片拾取装置或所述零件安装机的机械坐标系

中的所述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和裸片位置运算单元，基于由所述图像处理单元识别出的

所述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和存储于所述存储单元中的所述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计算所述

裸片拾取装置或所述零件安装机的机械坐标系中的所述裸片的位置。

[0014] 在该结构中，在晶片托盘的上表面设置基准位置标记，将在以该基准位置标记的

位置为基准的晶片托盘的坐标系中生成的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存储于存储单元，因此若设

置于裸片拾取装置的晶片托盘上的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被判明，则能够基于该基准位置标

记的位置和存储于存储单元的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而计算裸片拾取装置或零件安装机的

机械坐标系中的裸片的位置。这种情况下，基准位置标记不设置于晶片而设置于晶片托盘，

因此无需在晶片制作与作为产品使用的裸片不同的多个专用的参考裸片，不会使每一张晶

片的裸片的成品率下降。而且，能够自动地对晶片托盘上的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进行图像

识别，因此无需由操作者手动地示教参考裸片。由此，能够解决所述专利文献1中的生产效

率下降的课题，能够兼顾生产效率提高和裸片的成品率提高这两方面，并且还能够避免作

业错误引起的参考裸片的误指定。

[0015] 这种情况下，即使设置于晶片托盘的基准位置标记的个数为一个，若使该基准位

置标记的形状为具有方向性的形状，则也能够计测裸片拾取装置的机械坐标系与晶片托盘

的坐标系之间的位置偏差量(X，Y，θ坐标的偏差量)，但也可以如本发明的第二方面那样，在

晶片托盘的上表面设有多个基准位置标记，基于由图像处理单元进行图像识别而识别出的

多个基准位置标记的位置来计算晶片托盘的坐标系相对于裸片拾取装置或零件安装机的

机械坐标系的位置偏差量，根据该位置偏差量来校正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由此求出裸片

拾取装置或零件安装机的机械坐标系中的裸片的位置。如此，若使用多个基准位置标记，则

能够高精度地计算晶片托盘的坐标系相对于裸片拾取装置或零件安装机的机械坐标系的

位置偏差量，从而能够高精度地计算裸片拾取装置或零件安装机的机械坐标系中的裸片的

位置。

[0016] 本发明如第三方面那样，图像处理单元及裸片位置运算单元设置于拾取装置的控

制装置、零件安装机的控制装置及包含该零件安装机在内的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中的任

一控制装置上。这是因为，各控制装置能够由网络连接而相互发送接收信号。

[0017] 另外，如本发明的第四方面那样，存储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的存储单元可以设置

于晶片托盘，也可以使用裸片拾取装置的控制装置的存储装置，也可以使用零件安装机的

控制装置的存储装置，或者还可以使用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的存储装置。

[0018] 将裸片拾取装置的控制装置的存储装置或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的存储装置作

为存储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的存储单元使用时，如本发明的第五方面那样，在存储单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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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有多个晶片托盘的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并且在晶片托盘上设有记录或存储该晶片托

盘的识别信息的识别信息记录部，且在裸片拾取装置上设有从所述识别信息记录部读取所

述识别信息的识别信息读取单元，从存储于所述存储单元中的多个晶片托盘的裸片的排列

位置信息中读出与由所述识别信息读取单元所读取的识别信息对应的晶片托盘的裸片的

排列位置信息，并计算该晶片托盘的裸片的位置。如此，具有能够利用一个存储单元来统一

管理多个晶片托盘的裸片的排列位置信息的优点。

[0019] 这种情况下，识别信息记录部既可以记录条形码、二维码等代码，也可以使用以电

子方式存储的电子标签或以磁性方式记录的磁带等。从识别信息记录部读取识别信息的识

别信息读取单元可以根据识别信息记录部的记录方式而设置专用的读取器，但相应地成本

上升。因此，考虑在设置晶片托盘的裸片拾取装置上以标准方式装备拍摄晶片托盘上的裸

片的相机，作为识别信息记录部，使用在上表面记录有表示识别信息的代码的部件，识别信

息读取单元也可以利用所述相机拍摄所述代码来对该代码进行图像识别。如此，能够将拍

摄晶片托盘上的裸片的相机兼用作为从识别信息记录部读取识别信息的识别信息读取单

元，从而能够满足低成本化的要求。

[0020] 另外，在生产开始后首先利用吸嘴吸附的裸片(以下称为“生产开始裸片”)可以由

操作者通过示教等进行指定，或也可以如本发明第六方面那样，在存储单元中存储生产开

始裸片的位置信息。如此，可以省略由操作者通过示教等指定生产开始裸片的作业，能够进

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并且能够避免因作业错误引起的生产开始裸片的误指定。

[0021] 这种情况下，如本发明第七方面那样，在存储单元中，在生产结束时将在下一次的

生产中首先吸附的裸片的位置信息作为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信息进行更新并存储。如此，

即使在下一次的生产中再使用在生产结束时残留在晶片托盘上的裸片的情况下，也能够自

动地取得在下一次的生产中首先吸附的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能够省略由操作者通过示教

等指定生产开始裸片的作业，并且也能够避免作业错误引起的生产开始裸片的误指定。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零件供给装置的外观立体图。

[0023] 图2是顶起单元部分的放大立体图。

[0024] 图3是设置有零件供给装置的零件安装机的外观立体图。

[0025] 图4是晶片托盘的外观立体图。

[0026] 图5是表示裸片位置运算程序的处理的流程的流程图。

[0027] 【标号说明】

[0028] 11…裸片拾取装置，12…料仓保持部，13…托盘拉出台，14…托盘拉出机构，15…

辅助机械手，16…穿梭机构，17…翻转单元，18…顶起单元，19…NG输送机，20…嘴更换器，

21…裸片(晶片零件)，22…晶片托盘，23…晶片安装板，24…相机(识别信息读取单元)，

25…零件安装机，26…穿梭嘴，27…顶起瓶，28…托盘主体，32…控制装置(图像处理单元、

裸片位置运算单元)，33…输入装置，34…显示装置，35…识别信息记录部，36…切割片，

41…基准位置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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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使用附图，说明将用于实施本发明的方式具体化的一实施例。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裸片拾取装置11具备：料仓保持部12(盘塔)、托盘拉出台

13、托盘拉出机构14、辅助机械手15、穿梭机构16、翻转单元17、顶起单元18(参照图2)、NG输

送机19、嘴更换器20等。如图3所示，该裸片拾取装置11设置为将托盘拉出台13插入到零件

安装机25的供料器设置用槽的状态。

[0031] 在裸片拾取装置11的料仓保持部12内以可上下移动的方式收纳的料仓(未图示)

中，能够以多级方式混合搭载载置有裸片21(晶片零件)的晶片托盘22和载置有料盘零件

(电子零件)的料盘托盘(未图示)。如图4及图5所示，晶片托盘22将粘贴有切割成棋盘格状

的晶片(多个裸片21)的可伸缩的切割片36以扩张的状态安装于具有圆形的开口部的晶片

安装板23，并通过螺纹紧固等将该晶片安装板23安装于托盘主体28。需要说明的是，切割片

36的扩张可以通过任何方法进行，例如，只要将切割片36以从下方利用圆形环推起的状态

安装于晶片安装板23即可。

[0032] 托盘拉出机构14按照生产程序(生产任务)，将晶片托盘22和料盘托盘中的任一个

托盘从料仓保持部12内的料仓拉出到托盘拉出台13上，能够将托盘22拉出到通过零件安装

机25(参照图3)的吸嘴(未图示)拾取托盘上的零件42或裸片21的位置(以下称为“零件安装

机用拉出位置”)和接近料仓的拉出位置(以下称为“辅助机械手用拉出位置”)中的任一个

位置上。零件安装机用拉出位置是托盘拉出台13的前端的位置(从料仓离开最远的位置)，

辅助机械手用拉出位置是能够通过辅助机械手15的吸嘴(未图示)吸附晶片托盘22的切割

片36上的裸片21的位置。

[0033] 辅助机械手15位于料仓保持部12的背面部(辅助机械手用拉出位置侧的面)中的

托盘拉出台13的上方而设置，沿着XZ方向(托盘拉出台13的宽度方向及垂直方向)移动。需

要说明的是，辅助机械手15的移动方向仅为X方向，辅助机械手15相对于晶片托盘22的Y方

向(托盘拉出方向)的相对位置通过利用托盘拉出机构14将晶片托盘22沿Y方向逐渐拉出来

控制。1个或多个吸嘴(未图示)朝下设置于该辅助机械手15，能够根据待拾取的裸片21的尺

寸等而通过嘴更换器20来更换吸嘴。在辅助机械手15设有相机24，基于该相机24的拍摄图

像，能够确认作为拾取对象的裸片21的位置或裸片21的吸附姿态。

[0034] 穿梭机构16通过穿梭嘴26接收由辅助机械手15的吸嘴拾取的零件而移送至能够

通过零件安装机25的吸嘴拾取的位置。

[0035] 翻转单元17根据需要而使从辅助机械手15接收的裸片21上下翻转。这是因为，根

据裸片21的种类的不同，而存在在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上上下相反地粘贴的裸片(例如

倒装片等)。

[0036] 顶起单元18(参照图2)设置于托盘拉出台13，能够使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下方的

空间区域沿XY方向(托盘拉出台13的宽度方向及其垂直方向)移动。并且，在将晶片托盘22

拉出至零件安装机用拉出位置和辅助机械手用拉出位置中的任何位置的情况下，都利用顶

起瓶27将切割片36中的待拾取的裸片21的粘贴部分从其下方局部地顶起，由此将该裸片21

的粘贴部分从切割片36部分地剥离而使裸片21浮起成容易拾取的状态。顶起单元18中，为

了能够根据裸片21的尺寸等来选择顶起瓶27，而将多个种类(例如4个种类)的顶起瓶27以

规定角度间距(在图2的例子中为90°间距)呈放射状设置，使其旋转至进行顶起动作的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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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27朝上的位置。

[0037] 该顶起单元18以伺服电动机(未图示)为驱动源而顶起单元18整体进行上下移动。

在裸片拾取动作时，顶起单元18上升而顶起瓶27的上端与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接触时，

通过限动机构(未图示)来阻止顶起单元18的上升，而且继续进行上升动作时，顶起销从顶

起瓶27向上方突出，顶起切割片36中的待吸附的裸片21的粘贴部分(吸嘴的吸附点)。这种

情况下，通过调整作为驱动源的伺服电动机的旋转量，而能够调整顶起销的顶起高度。

[0038] 需要说明的是，NG输送机19是将不良零件和吸附不良的裸片21排出的输送机。

[0039] 如图3所示，在料仓保持部12设有窗部31，该窗部31用于从操作者侧确认利用辅助

机械手15的吸嘴拾取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上的裸片21的状态，在操作者确认利用辅助机

械手15的吸嘴拾取晶片托盘22上的裸片21的状态时，能够选择使料仓保持部12内的托盘向

窗部31的下方退避的确认模式的运转。而且，在确认模式中，在辅助机械手15的吸嘴拾取了

晶片托盘22上的裸片21的状态下，能够停止辅助机械手15。

[0040] 以上构成的裸片拾取装置11的控制装置32由具备键盘、鼠标等输入装置33、液晶

显示器等显示装置34等周边装置的计算机构成，根据按照生产程序向零件安装机25供给的

零件的种类而选择托盘的拉出位置和零件的拾取方法，并根据其选择结果而如下控制托盘

拉出机构14、辅助机械手15及穿梭机构16、翻转单元17、顶起单元18等的动作。

[0041] (1)小裸片21的情况下

[0042] 在小裸片21的情况下，裸片21的向辅助机械手15→穿梭嘴26→零件安装机25的吸

嘴的抓取交换困难，因此将晶片托盘22从料仓保持部12拉出到零件安装机用拉出位置，利

用零件安装机25的吸嘴直接拾取该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上的裸片21。

[0043] (2)上述以外的尺寸的裸片21的情况下

[0044] 在裸片21为可抓取交换的尺寸的裸片21的情况下，以缩短安装时间为目的，将晶

片托盘22从料仓保持部12内的料仓拉出到辅助机械手用拉出位置，利用辅助机械手15的吸

嘴来拾取该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上的裸片21，利用穿梭机构16的穿梭嘴26接收该裸片21

而移送到规定的拾取位置，在该拾取位置上，利用零件安装机25的吸嘴从穿梭机构16的穿

梭嘴26拾取裸片21。

[0045] (3)料盘零件的情况下

[0046] 在料盘零件的情况下，将料盘托盘从料仓保持部12内的料仓拉出到零件安装机用

拉出位置，而利用零件安装机25的吸嘴直接拾取该料盘托盘上的零件。

[0047] 利用吸嘴来吸附并拾取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上的裸片21时，顶起瓶27位于铺开

有切割片36的晶片托盘22的圆形开口部内而大致紧贴在该切割片36的下表面，且在吸引状

态下沿着该切割片36的下表面在XY方向上移动，因此需要避免顶起瓶27与晶片托盘22的圆

形开口缘部发生干涉的情况。

[0048] 另外，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上的晶片的尺寸为8英寸、6英寸、4英寸等各种尺寸，

而且即使为相同尺寸，也有在内侧具有夹紧环和没有夹紧环的情况，根据夹紧环的有无，而

晶片的有效区域(圆形开口部)的直径不同。因此，需要根据晶片托盘22的切割片36上的晶

片的尺寸、夹紧环的有无，来设定顶起瓶27的XY方向的可移动范围。

[0049] 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在晶片托盘22设置记录或存储了其识别信息的识别信息记

录部35，在该识别信息记录部35中，除了晶片托盘22的识别信息之外，还记录或存储与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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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36上的晶片的尺寸及/或拾取动作范围相关的晶片信息。该识别信息记录部35既可以记

录条形码、二维码等代码，也可以使用以电子方式存储的电子标签或以磁方式记录的磁带

等。从识别信息记录部35读取识别信息、晶片信息的识别信息读取单元可以根据识别信息

记录部35的记录方式而设置专用的读取器，但相应地成本上升。

[0050] 因此，考虑在裸片拾取装置11上以标准方式装备裸片摄像用的相机24，而在本实

施例中，作为识别信息记录部35，使用在上表面记录有表示识别信息和晶片信息的代码(条

形码、二维码等)的记录部，并且作为识别信息读取单元，使用装备于裸片拾取装置11的裸

片摄像用的相机24，利用相机24拍摄识别信息记录部35的代码而利用裸片拾取装置11的控

制装置32进行图像处理，由此读取识别信息记录部35的代码。如此，能够将从识别信息记录

部35读取识别信息和晶片信息的识别信息读取单元兼用于裸片摄像用的相机24，能够避免

成本上升。

[0051] 裸片拾取装置11的控制装置32在开始裸片拾取动作之前使用裸片摄像用的相机

24，从晶片信息记录部35的代码读取识别信息和晶片信息，而自动设定顶起瓶27的XY方向

的可移动范围。由此，无需进行输入顶起瓶27与晶片托盘22的圆形开口缘部不干涉的XY方

向的可移动范围的信息的作业，能够提高生产率。

[0052] 从料仓保持部12内的料仓将晶片托盘22拉出到托盘拉出台13上，而利用吸嘴来吸

附该晶片托盘22上的裸片21时，每当进行裸片吸附动作时需要使吸嘴与裸片21进行对位，

因此通过如下的方法，来计算晶片托盘22上的裸片21的位置。

[0053] 在晶片托盘22的上表面的比晶片靠外侧的位置(晶片安装板23)的例如两个部位

设置基准位置标记41。两个基准位置标记41的位置只要设定在例如圆形的晶片的直径方向

两外侧或其附近即可，总之只要以能够更高精度地设定以两个基准位置标记41为基准的晶

片托盘22的坐标系的方式较宽地设置两个基准位置标记41的间隔即可。两个基准位置标记

41的形状只要是能够高精度地对其中心位置进行图像识别的形状即可，可以是任何形状。

[0054] 在生产开始前，在以基准位置标记41的位置为基准的晶片托盘22的坐标系中，生

成表示晶片托盘22上的裸片21的排列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映射数据)而存储在存储单元

中。该存储单元既可以设置于晶片托盘22，也可以使用裸片拾取装置11的控制装置32的存

储装置，也可以使用零件安装机25的控制装置的存储装置，或者还可以使用设置了裸片拾

取装置11的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生产管理用计算机)的存储装置。在将存储单元设置于

晶片托盘22时，只要在该存储单元中也存储识别信息、晶片信息即可。

[0055] 在本实施例中，在裸片拾取装置11的控制装置32的存储装置或零件安装机25的控

制装置的存储装置或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的存储装置中存储多个晶片托盘22的裸片排

列位置信息，从存储于该存储装置的多个晶片托盘22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中，读出与利用

所述识别信息读取单元读出的识别信息对应的晶片托盘22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而计算该

晶片托盘22的裸片21的位置。如此，具有能够利用1个存储装置统一管理多个晶片托盘22的

裸片排列位置信息的优点。

[0056] 在此，裸片排列位置信息(映射数据)例如所述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6-332417

号公报)所记载那样可以使用检査装置等生成，或者也可以使用改良了数字转换器等的专

用的装置生成。除了裸片排列位置信息，还可以存储不良裸片的位置信息，而避免利用吸嘴

来吸附不良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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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另外，在生产开始后，首先，利用吸嘴吸附的裸片21(以下称为“生产开始裸片”)可

以由操作者通过示教等来指定，但在本实施例中，在存储单元中存储有生产开始裸片的位

置信息。如此，能够省略由操作者通过示教等指定生产开始裸片的作业，从而能够进一步提

高生产效率。

[0058] 这种情况下，在存储装置中，可以在生产结束时将在下一次的生产中首先吸附的

裸片21的位置信息作为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信息进行更新并存储。如此，即使在将生产结

束时残留在晶片托盘22上的裸片21再使用在下一次的生产中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动地取得

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可以省略由操作者通过示教等而指定生产开始裸片的作业。

[0059]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裸片拾取装置11的控制装置32或零件安装机25的控制装置或

零件安装线的控制装置来执行图5的裸片位置运算程序，由此，基于图像识别出的基准位置

标记41的位置和存储于存储装置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计算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

中的裸片21的位置。在此，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是指在使吸附裸片21的吸嘴移动

的辅助机械手15的控制中使用的坐标系。

[0060] 图5的裸片位置运算程序在裸片拾取装置11的运转中以规定周期反复执行，起到

作为图像处理单元及裸片位置运算单元的作用。当本程序起动时，首先在步骤101中，判定

是否将晶片托盘22从料仓保持部12内的料仓拉出到托盘拉出台13上的规定位置，若未拉

出，则待机至拉出为止。然后，在将晶片托盘22拉出到托盘拉出台13上的时刻，前进到步骤

102，使用相机24等识别信息读取单元，从晶片托盘22的识别信息记录部35读取识别信息。

[0061] 然后，前进到步骤103，从存储在存储装置中的多个晶片托盘22的裸片排列位置信

息和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信息中，读入与利用识别信息读取单元读取的识别信息对应的晶

片托盘22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和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信息。

[0062] 然后，前进到步骤104，利用相机24来拍摄晶片托盘22的两个部位的基准位置标记

41，在接下来的步骤105中，处理相机24的拍摄图像，识别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中

的基准位置标记41的位置。

[0063] 然后，前进到步骤106，基于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中的基准位置标记41的

位置，计算晶片托盘22的坐标系相对于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的位置偏差量(X轴方

向偏差量ΔX，Y轴方向偏差量ΔY，旋转方向偏差量Δθ)。并且，在接下来的步骤107中，利用

上述晶片托盘22的坐标系的位置偏差量(ΔX，ΔY，Δθ)对在上述步骤103中读入的裸片排

列位置信息和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信息进行校正，由此，求出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

系中的各裸片21的位置及生产开始裸片的位置。

[0064] 根据以上说明的本实施例，在晶片托盘22的上表面设置基准位置标记41，将在以

该基准位置标记41的位置为基准的晶片托盘22的坐标系中生成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存储

于存储单元，因此若设置于裸片拾取装置11的晶片托盘22上的基准位置标记41的位置被判

明，则能够基于该基准位置标记41的位置和存储于存储单元的裸片排列位置信息，来计算

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中的裸片21的位置。这种情况下，基准位置标记41也可以不

设置于晶片而设置于晶片托盘22，因此无需在晶片制作与作为产品使用的裸片21不同的多

个专用的参考裸片，不会使每一张晶片的裸片21的成品率下降。而且，能够自动地对晶片托

盘22上的基准位置标记41的位置进行图像识别，因此无需由操作者手动地示教基准位置标

记41。由此，也能够解决所述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6-332417号公报)中的生产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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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能够兼顾生产效率提高和裸片21的成品率提高这两方面，并且还能够避免作业错

误引起的参考裸片的误指定。

[0065] 在本实施例中，设定设置于晶片托盘22的基准位置标记41的个数为两个(多个)，

但本发明的基准位置标记也可以为一个，这种情况下，只要将基准位置标记的形状形成为

具有方向性的形状(例如具有沿X方向延伸的直线部分和沿Y方向延伸的直线部分的L字形

状)，就能够计测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与晶片托盘22的坐标系之间的位置偏差量

(ΔX，ΔY，Δθ)。

[0066]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利用裸片拾取装置11的相机24来拍摄晶片托盘22

的基准位置标记41，计算裸片拾取装置11的机械坐标系中的裸片的位置，但也可以利用设

置在零件安装机25的安装头上的基板标记摄像用的相机来拍摄晶片托盘22的基准位置标

记41，计算该零件安装机25的机械坐标系中的裸片的位置，利用该零件安装机25的安装头

的吸嘴来直接吸附晶片托盘22上的裸片。

[0067] 此外，本发明当然也可以适当变更零件供给装置11的结构等，在不脱离主旨的范

围内能够进行各种变更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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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4

CN 103808255 B

1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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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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