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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技术性能 

电气参数 

电气参数 指标 

转速范围 I 档 10-10000 转/分钟     II 档 10-10000 转/分钟 

转速稳定度 ±5‰ 

胶的均匀性 ≤ ±1％ 

定时范围 I 档 0-999秒            II 档 0-999 秒 

定时精度 ±20ppm 

控制方式 闭环控制， 

真空泵抽速 ≥60 升／分钟 

输入电压 100-240VAC 

显示参数 I.实际转速(三位，精确到十位)  

II.倒计时剩余时间(三位，精确到 1秒) 

适用范围 

描述 说明 

类型 适用于半导体工艺，制版，表面涂覆等工艺 
尺寸 4-100mm 圆片或方片 

定制 可定制各种特殊规格的片托 

机械尺寸 

描述 说明 

体积 180mm(H)X210mm(W)X220mm(D) 

重量 5kg 

安装 放于水平面处 

前面板指示 LED 实时显示转速与倒计时时间，单按键启动停止暂停 

前面板颜色 不锈钢本色拉丝（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使用环境 

描述 说明 

环境温度 0 -40℃ 
相对湿度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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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装清单 

1.KW 匀胶机主机一台 2.KW 匀胶机使用说明书一份 3.片托三个 4.匀胶机主机

合格证一张 5.匀胶机主机质保卡一张 6.无油泵一台 7.消音器一个 8.无油泵

合格证一张 9.无油泵质保卡一张 10.无油泵电源线一根 11.匀胶机主机电源线

一根 12.软管一根 

三．各部分名词解释 

 
1.片托     2.光码盘    3.抽气室      4.电机轴         5.拨码开关     

6.LED 数码显示屏 7.启动按键  8.电源插座 9.电源开关  10.保险丝       

11.遮胶盘      12.遮胶盖   13.无油真空泵     14.消音器     15.软管 

            

四．使用方法 

安装测试方法 

无油泵安装： 

1. 打开无无油真空泵包装箱(包含：无油真空泵一台(含抽气软管)，消音器

一个，电源线一根，合格证一张，保修卡一张)  

2. 取出无油真空泵，将泵放于水平处  

3. 取出消音器将其拧到无油泵出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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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抽气软管插至匀胶机后面板抽气孔。 

5. 确保无油泵电源开关置于处于关闭状态，将无油泵电源线取出，一头插

至无油泵电源插头，一头插至供电插座。 

匀胶机安装测试： 

1.打开匀胶机包装箱(内有：说明书一本，保修卡一张，合格证一张(放于泡沫第

一层)，片托三个(放于泡沫第二层)，遮胶盘一个，遮胶盖一个，电源线一根(放

于泡沫第三层)，匀胶机一台(放于泡沫第四层))。 

2.依次从包装箱取出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片托，遮胶盘，遮胶盖，电源线，

匀胶机，放于空旷处。 

3.将匀胶机放于水平处，将无油泵抽气软管插至匀胶机后面板抽气孔处，确保软

管插到底。 

4.将遮胶盘安装到匀胶机顶部。 

5.从三个片托中选取合适大小的片托(务必注意片托尺寸要小于将要旋涂的片子

大小，否则旋涂的胶将会在旋涂的过程中吸入抽气室，造成气路堵塞，将会导致

吸附片子的负压不够，片子甩飞)，将片托插到光码盘上，注意片托豁口要对准

光码盘的顶丝位置插到底。 

6. 使用 100-240V 50~60Hz 单相交流电源，功率容量不得小于 100W。 

后面板“电源线插座”旁边设置有保险丝，如需更换，可抽出保险丝座，更换保

险丝后再插回即可。保险丝规格：10A。 

在确保匀胶机前面板电源按键没有被按下的前提下，取出电源线，将电源线一头

插至匀胶机后面板电源座，电源线另一端插至电源插座。(如图) 

7.测试匀胶机是否正常工作：按下匀胶机前面板电源开关，电源灯亮，两个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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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管显示 000，设定 I 档速度与时间，设定 II 档速度与时间。将样片放于片托

上，注意片子要完全盖住片托上方的同心圆气孔，将遮胶盖安装到遮胶盘上，确

认上述步骤没有问题后，打开无油泵启动开关，按下匀胶机面板右上角启动停止

按键，匀胶机右侧灯灭取片灯亮起，电磁阀立即动作，打开气路，产生的负压将

片子牢固的吸附在片托上，延时 50 毫秒秒后，匀胶机进入 I 档转速，当匀胶机

处于 I 档转速时，I 档灯亮，同时匀胶机面板左侧上方 LED 数码管显示当前 I 档

实际转速，左侧下方倒计时显示倒计时 I 档剩余时间。当 I 档倒计时至 0 时，匀

胶机将自动跳至 II 档工作，此时左侧 LED 数码管显示 II 档实际转速与倒计时剩

余时间，当 II 档倒计时时间至 0 时，匀胶机电机停止工作，延时 10 秒后，灯灭

取片灯熄灭(请注意：请在灯灭时取片，没有熄灭时是禁止取片的)，此时方可取

样片。至此匀胶机测试完毕，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售后：www.setcas.com. 

操作流程 

1) 选择合适的片托    

2) 开启匀胶机电源      

3) 开启无油真空泵电源  

4) 设置合适的匀胶时间与转速 

5) 放片                       

6) 按下启动按钮，灯灭取片灯立即亮，片子被吸附在片托上  延时 2 秒，

电机启动，从 I 档开始运行 

7) 滴胶                         

8) 取片，灯灭取片灯灭后延时 10 秒方可取片    

9) 如在匀胶过程中，需要暂停，只需按下启动/暂停/停止键即可，暂停时

灯灭取片灯亮是不可以去样片的，再次按下匀胶将恢复进行 

10) 如在匀胶过程中，需要停止复位，只需长按启动/暂停/停止键 2 秒，匀

胶机将复位到原始状态 

注意： 

匀胶机面板左侧两个 LED 数码管(如图 1 所示)： 

显示的是实际转速与倒计时剩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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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转速单位为：千转每分钟，精确到十位。 

倒计时剩余时间单位为：秒，精确到个位。 

匀胶机 I 档与 II 档： 

转速拨码开关为三位精确到十位，设定转速 X10 为实际设定转速。 

设定时间拨码开关为三位精确到个位，设定时间为时间倒计时总时间。 

 

 

图 1 前面板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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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机箱与前面板尺寸图 

 

五.注意事项 

1.不同尺寸的片子选用不同尺寸的片托，厚度在 2mm 以下的片子选用带吸气槽

的片托，厚度大于 2mm 的片子或小于 0.3mm 的片子，定制特殊设计的片托。 

2.所甩片子的尺寸要大于片托有效尺寸 3-5mm 左右。尤其注意：如果用大片托

甩小的样片将容易产生漏气，使胶吸入抽气室，片托会被胶粘住取不下来，后续

无法换片托 。        



KW 系列匀胶机用户手册 

7  北京赛德凯斯电子有限公司 售后电话：18500193075(秦工程师) 销售电话：18518552883(姜经理) 网址：www.setcas.com 
 

3.如果不慎胶被吸入了抽气室，要立即进行清洗，否则片托，光码盘，电机轴会

粘在一起，造成电机转不动，拆卸不了。 

六.清洗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需要对抽气室进行清洗： 

1. 正常使用三个月的 

2. 胶被吸入抽气室的 

3. 电机转速不稳定或被卡住转不动的。尤其是胶被吸入抽气室，必须立即取下

片托和光码盘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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