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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结构光视觉三点焊缝定位技术
 

孔　宇　　戴　明　　吴　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

摘　要　提出了机器人结构光视觉三点焊缝定位技术 , 使弧焊机器人可以适应批量生产中每次焊缝位

置的变化 ,通过适当的数学描述 , 将焊缝定位问题转化为确定位姿变换矩阵。给出了三点焊缝定位法的

求解过程 ,具有良好的理论可靠性。利用结构光视觉传感器获取焊缝位置信息 ,可以快速实现对焊缝的

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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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目前 ,工业上应用的示教再现型弧焊机器人并不具有适应工件位置变化的能力 。而实际上 ,在

同一产品的批量生产中 ,如果不采用精密的夹具 ,就无法保证每次施焊前工件放置在同一位置 。一

般情况下 ,同一焊缝的位姿不确定程度与工件的尺寸相比是很小的 ,但已超出气体保护焊允许的偏

差范围 ,这就使弧焊机器人的应用受到了限制 ,特别是难以适应小批量生产的要求[ 1] 。

一些机器人厂商为使弧焊机器人具有确定焊缝位置的能力 ,在机器人上安装了触觉传感器 ,在

焊前利用焊丝的接触传感进行定位 。但由于触觉传感自身的局限 ,使得定位效率和精度都较低 。

另外 ,由于缺少足够的定位点 ,影响了其定位可靠性 ,目前只对焊缝初始点的定位是比较有效

的[ 2] 。

本文提出了一种三点定位法 ,可以方便地对整条焊缝进行可靠定位。采用结构光视觉传感器 ,

获取位置信息 ,保证了定位的精度和效率。该技术在航天工业总公司“遥控焊接路径及参数自主规

划技术”项目中得到应用 ,已通过部级鉴定 。在焊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V01 机器人上进行的试验

表明 ,在每次装夹偏差达 1cm的情况下 ,机器人仍能通过三点定位法修正施焊轨迹 ,取得稳定的焊

接质量。

1　焊缝定位问题数学描述

　　焊缝定位指的是在焊前确定某条焊缝相对

于机器人的位置和姿态。如图 1所示 ,焊缝形状

和长度尺寸并没有改变 ,但待焊工件焊缝的实际

位姿与示教时示教工件焊缝的位姿并不相同。

因此 ,需要通过焊缝定位来修正机器人示教程

序。

显然 ,焊缝的定位与坡口形式无关 ,故可以

将焊缝抽象为一条数学曲线 。在机器人的基座 图 1　实际位姿与示教位姿
Fig.1　Actual location and teached location

 航天工业总公司“八五”计划预研项目。



上建立机器人世界坐标系 OXYZ ,则对示教位姿上的焊缝 ,其在 OXYZ 中的曲线方程是已知的 ,即

其上任一点的坐标(XT ,YT ,ZT)已知。而实际位姿上的焊缝 ,相当于是示教位姿上的焊缝在 OXYZ

中经旋转和平移得到的 ,其上任一点的坐标(XR ,YR ,ZR)需要通过定位确定。如果用齐次变换来表

示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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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旋转变换 ,其中含有 3 个独立参数 , t

 
表示平

移变换 ,也包括 3个独立参数 ,定位的目标就是确定出此 6个未知参数。

2　三点焊缝定位法

首先提出以下假设。

(1)焊缝不是一条直线段 。

即焊缝只能是一段曲线 ,或者由多段直线或曲线组成。该假设的必要性在于 ,对于一条数学上

的直线段 ,其绕自身的旋转是无法确定的 。本文的方法虽然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 ,但在实际应用

中 ,对于仅为一条直线段的焊缝 ,如果利用工件其他几何信息 ,本文原理仍可得以应用。

(2)可以通过传感得到焊缝上某点的(xR , yR , zR)。

传感的精度直接影响定位精度 。下文介绍的结构光视觉传感器的原理保证了该假设的成立。

(3)传感获取的(xR , yR , zR)点与焊缝上某一直线段或曲线段的对应关系是一定的。

在大多数工业场合 ,焊缝位姿的不确定程度可以满足该假设 。

(4)示教位姿上焊缝各段在OXYZ中的曲线方程是已知的。

根据示教程序和产品设计数据 ,该假设可以得到满足。在以上四点假设下 ,首先研究焊缝上存

在两条邻接直线段情况。在 OXYZ 中 ,该两段焊缝 l1 , l2 表示为两直线方程 ,且此两直线相交于邻

接点。只需传感测得 l1 上两点 P1 ,P 2 的坐标(xR1 , yR1 , zR1)、(xR2 , yR2 , zR2)和 l2 上一点 P3 的坐标

(xR3 , yR3 , zR3),即可解得式(1)中变换矩阵的 6个参数 。

求解过程如下:

根据假设(4),设示教位姿上 l1在 OXYZ 中的方程是

XT-a=
yT-b
KT1

=
zT-c
KT2

(2)

利用 P1 和 P2 ,也可相应确定实际位姿上 l1 在 OXYZ 中的方程(为减少复杂程度 ,不用两点式

方程表示)

xR-xR1=
yR-yR1
KR1

=
zR-zR1
KR2

(3)

(1)式展开后将(2)式代入得

xR=n1x T+o1[ kT 1(x T-a)+b] +a1[ kT 2(x T-a)+c] +t 1 (4)

yR=n2xT+o2[ kT 1(x T-a)+b] +a2[ kT 2(x T-a)+c] +t 2 (5)

zR=n3x T+o3[ kT1(xT-a)+b] +a3[ kT2(xT-a)+c] +t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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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3)式中 xR 、yR 、zR用式(4)、(5)、(6)式代入 ,利用恒等关系可得

n1+o1kT1+a1kT2=
n2+o2kT1+a2kT2

kR1
(7)

o1(b-kT1·a)+a1(c-kT2·a)+t1-xR1=
o2(b-kT1·a)+a2(c-kT 2·a)+t2-yR1

kR1
(8)

n1+o1kT1+a2kT2=
n3+o3kT1+a3kT2

kR2
(9)

o1(b-kT1·a)+a1(c-kT2·a)+t1-xR1=
o3(b-kT1·a)+a3(c-kT 2·a)+t 3-zR1

kR2
(10)

同样地 ,利用 l2 的方程 ,也可得到类似(7)(8)(9)(10)的四个等式。由于在 l2 上仅检测 P3 一

个点 ,故式(3)中 kR1 、kR2两参数也为未知。八个方程中含有八个未知数 ,可求得唯一解 。

以上讨论的是焊缝上存在两条邻接直线段的情况。如果此条件不满足 ,则有的情况下仅靠三

点无法求得唯一解 ,这时可增加检测点数。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在三点焊缝定位法中 ,为减少定位误差 ,实际工作中检测点的选取应注意以下两点:

(1)P1 、P2间的距离尽量大 。

(2)P3 到 l1的距离尽量大。

3　三维结构光视觉检测

　　三维结构光视觉传感器由摄像机和结构光

投影器组成 。其视觉检测的原理如图 2所示。

投影器射出的平面光与焊缝和工件表面相交形

成光纹 ,摄像机摄取光纹形成图象 。利用摄像机

针孔模型成像关系式 、结构光光面方程和摄像机

在机器人世界坐标系中的位姿变换矩阵可将光

纹与焊缝交点的二维图象坐标转化为机器人世

界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xR , yR , zR)
[ 4]
。

显然 ,结构光视觉方法 ,由于光纹具有一定

长度 ,通常不需搜索即可以直接检测到焊缝上的

点 ,因而具有很高的检测效率 。在 V01 机器人

上实际建立的系统采用了 XC38 型 CCD摄像机

和 V512A 图象采集卡 ,检测精度很高。在精度

测试中 ,将焊缝上某点的实际三维坐标与通过结

构光视觉系统确定的三维坐标相比较 ,二者的空

间距离小于 0.5mm 。
图 2　结构光视觉原理

Fig.2　Principle of structure-light vision

　　对于结构光视觉三点焊缝定位系统 ,影响其定位精度的因素包括视觉系统的分辨率 、图象处理

的误差 、对视觉系统参数进行标定的误差以及焊缝形状的不一致性。这种定位技术是在焊前检测 ,

如果焊接过程中有较大的变形 ,还需利用焊缝跟踪技术加以克服。利用结构光视觉传感器进行焊

缝跟踪的研究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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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　　论

本文提出的机器人结构光视觉三点焊缝定位技术 ,经试验验证 ,定位精度高 ,速度快。方法既

有良好的理论可靠性 ,又便于实际操作 。对一般弧焊机器人用户 ,可以用该技术在离线编程方式下

对焊缝进行准确定位 ,并利用求得的变换矩阵修正机器人示教程序 ,提高机器人的适应能力。
(1996-09-20收到初稿 , 1997-05-29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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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 of 3-point Local ization of Weld Seams With Robotic Structure-light Vision

Kong Yu , Dai Ming , Wu lin

(Harbin Inst 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 technique of 3-point localizat ion of w eld seams w ith structure-lig ht visual sensor is pre-

sented.With this technique , arc w elding robots can cope w ith the location variation of w eld seams

each time in batched manufacturing.On the base of suitable mathematical discription , the localization

problem is transformed into determining a displacement t ransformation matrix.The solving process of

3-point localization method with good reliability in theo ry is given.Structure-lig ht visual sensor is

used to get posti tion information of weld seams , and precise localization of weld seams is realized quick-

ly.

Key words　localization of w eld seams , structure -light vision , arc welding robo t , displacement

transformation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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