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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沿ＣＡＤ模型在影像中投影的外轮廓边缘点统计与最邻近直线广义点平差迭代相结合的方法，

实现了钣金件初始方位的２Ｄ３Ｄ自动定位。提出利用影像上的直线信息进行广义点平差，并基于多基线影

像对工业钣金件进行高精度三维重建和尺寸误差检验，给出了带端点约束条件的多基线影像广义点摄影测

量平差模型，并验证了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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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了ＣＡＤ／ＣＡＭ技术，然

而对于钣金件的三维尺寸检测还没有高效的ＣＡ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ｔｅｓｔｉｎｇ）产品。Ｍｅｔａｌｓｏｆｔ公司利用

激光扫描实现了钣金件在折弯加工之前的二维平

板的几何尺寸检测。张永军等［１］以ＣＡＤ模型作为

导引实现了钣金件３Ｄ重建和误差的检测，然而在

钣金件定位和平差模型方面存在问题。

本文研究结合钣金件３Ｄ视觉检测系统的开

发，实现了钣金件２Ｄ３Ｄ自动定位，提出了基于

直线段端点约束的多基线影像广义点平差模型，

实现了钣金件３Ｄ重建与尺寸检测。

１　基于单像投影轮廓统计的钣金件

方位参数计算

　　通过单幅影像和ＣＡＤ模型实现钣金件在水

平转盘上摆放方位的自动定位问题可以归结为

２Ｄ３Ｄ姿态估计问题。Ｗｕｎｓｃｈ
［２］采用ＩＣＰ算法，

以点特征为基础构造了两步迭代的方法，求取最

优的３Ｄ模型位置估计；Ｈｕｓｌｅｒ
［３］则采用统计方

法，搜索影像中的特征，每一个特征对应一系列可

能的３Ｄ模型位置。统计所有特征，最大值对应

的３Ｄ位置就是物体的方位估计。考虑到检测系

统对稳定性和实时性的要求，采用先粗估计后精

定位的策略。首先，沿ＣＡＤ模型在影像上投影

的外轮廓统计影像边缘特征点的数目，以确定钣

金件的初始位置；然后采用最邻近直线迭代算法

求取钣金件方位的精确值。

１．１　沿犆犃犇模型投影统计影像边缘点进行方位

粗估计

钣金件３Ｄ视觉检测系统利用平面控制格网

对相机进行自动标定，然后通过转盘带动钣金件

旋转来获取等间隔的钣金件序列影像。

当钣金件放置在转盘上时，控制场坐标系所

定义的物方坐标系犗狑犡狑犢狑犣狑与钣金件坐标系

犗狆犡狆犢狆犣狆之间存在着旋转和平移，将犗狆在犗狑

犡狑犢狑犣狑中的坐标偏移定义为（Δ犡，Δ犢，Δ犣），偏

转角度定义为（Δφ，Δω，Δκ）。

钣金件坐标系的犗狆犡狆犢狆面定义在其放置平

面上，因此Δφ、Δω和Δ犣的初值为０，实际需要进

行计算的参数是Δ犡、Δ犢 和Δκ。

犡狑 ＝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

犢狑 ＝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

犣狑 ＝犣

烅

烄

烆 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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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犡狑犢狑犣狑和犡狆犢狆犣狆分别表示钣金件上的一

点在物方坐标系和钣金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物方点（犡狑，犢狑，犣狑）对应的像点（狓，狔）满足

摄影测量中的共线方程［４］：

狓－狓０ ＝－犳·
犪１（犡狑－犡犛）＋犫１（犢狑－犢犛）＋犮１（犣狑－犣犛）

犪３（犡狑－犡犛）＋犫３（犢狑－犢犛）＋犮３（犣狑－犣犛）

狔－狔０ ＝－犳·
犪２（犡狑－犡犛）＋犫２（犢狑－犢犛）＋犮２（犣－犣犛）

犪３（犡狑－犡犛）＋犫３（犢狑－犢犛）＋犮３（犣狑－犣犛

烅

烄

烆 ）

（２）

将式（１）代入式（２）得到钣金件物方坐标系下的共 线方程：

狓＝－犳
犪１（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１（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１（犣狆－犣犛）

犪３（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３（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３（犣狆－犣犛）
＋狓０

狔＝－犳
犪２（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２（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２（犣狆－犣犛）

犪３（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３（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３（犣狆－犣犛）
＋狔

烅

烄

烆
０

（３）

　　给定一组（Δ犡，Δ犢，Δκ）１，通过式（３）就可计

算出钣金件ＣＡＤ模型在影像上的投影，提取影

像中的边缘点，沿着ＣＡＤ模型的投影可以统计

影像中边缘点数目犠１。取一系列可能的（Δ犡，

Δ犢，Δκ）犻（犻＝１，２，…，狀），计算得到对应的一系列

边缘点统计值犠犻（犻＝１，２，…，狀）。不妨设犻＝狆

时得到的犠狆 是犠犻系列中的最大值，那么所对应

的（Δ犡，Δ犢，Δ犣）就是钣金件方位的估值。

考虑到复杂３Ｄ钣金件自身的遮挡，可以对

钣金件ＣＡＤ模型的外轮廓线进行跟踪并同时统

计边缘点数目。

１．２　广义点平差迭代法计算钣金件方位精确值

折弯成型的钣金件以直线特征为主，本文在

粗定位的基础上引入广义点平差理论，由最邻近

直线广义点平差迭代的算法求取钣金件方位的精

确值。

张祖勋［５］提出的广义点摄影测量理论是对基

于点的摄影测量理论的扩展，它将点、直线、圆、圆

弧、任意曲线以及灭点归纳为一个数学模型进行

统一平差。广义点平差的基本数学形式与公

式（２）中的共线方程类似：

狓－狓０ ＝－犳
犪１（犡狑－犡犛）＋犫１（犢狑－犢犛）＋犮１（犣狑－犣犛）

犪３（犡狑－犡犛）＋犫３（犢狑－犢犛）＋犮３（犣狑－犣犛）
，狘θ狘≥４５°

狔－狔０ ＝－犳
犪２（犡狑－犡犛）＋犫２（犢狑－犢犛）＋犮２（犣－犣犛）

犪３（犡狑－犡犛）＋犫３（犢狑－犢犛）＋犮３（犣狑－犣犛）
，狘θ狘＜

烅

烄

烆
４５°

（４）

其中，θ是影像特征在（狓，狔）处的切线角度，物方

直线上的点投影到影像上，根据θ的不同仅取它

与对应直线上沿狓或狔方向的残差。

将式（１）代入式（４）得到钣金件坐标系下的广

义点共线方程：

狓＝－犳
犪１（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１（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１（犣狆－犣犛）

犪３（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３（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３（犣狆－犣犛）
＋狓０，

　狘θ狘≥４５°

狔＝－犳
犪２（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２（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２（犣狆－犣犛）

犪３（Δ犡＋犡狆ｃｏｓκ－犢狆ｓｉｎκ－犡犛）＋犫３（Δ犢＋犡狆ｓｉｎκ＋犢狆ｃｏｓκ－犢犛）＋犮３（犣狆－犣犛）
＋狔０，

　狘θ狘＜

烅

烄

烆 ４５°

（５）

对（Δ犡，Δ犢，Δκ）求偏导就可得到误差方程。

根据（Δ犡，Δ犢，Δκ）的初值和相机方位元素，

将ＣＡＤ模型直线特征投影到像面，搜索最近的

像面直线作为其对应特征，将其代入误差方程进

行平差计算。得到的改正值对（Δ犡，Δ犢，Δκ）进行

修正后，重复以上步骤进行迭代直至改正值足够

小，最终得到（Δ犡，Δ犢，Δκ）的精确估计值以及

ＣＡＤ模型投影直线对应的像面直线。

２　利用多基线影像广义点平差重建

３犇钣金件

　　在所有影像中提取钣金件影像特征后，可以

利用ＣＡＤ模型提供的拓扑关系进行多影像广义

点区域网平差重建钣金件的３Ｄ直线模型。钣金

件方位元素采用以下精确模型：

［犡狑　犢狑　犣狑］
Ｔ
＝犚（Δφ，Δω，Δκ）［犡狆，犢狆，犣狆］

Ｔ
＋

［Δ犡，Δ犢，Δ犣］
Ｔ （６）

将式（６）代入广义点基本公式（４），并求偏导数即

６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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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误差方程式：

狏狓 ＝犆１ｄ犡狆＋犆２ｄ犢狆＋犆３ｄ犣狆＋犆４ｄΔ犡＋犆５ｄΔ犢＋犆６ｄΔ犣＋犆７ｄΔφ＋犆８ｄΔω＋犆９ｄΔκ－犾狓，

　狘θ狘≥４５°

狏狔 ＝犇１ｄ犡狆＋犇２ｄ犢狆＋犇３ｄ犣狆＋犇４ｄΔ犡＋犇５ｄΔ犢＋犇６ｄΔ犣＋犇７ｄΔφ＋犇８ｄΔω＋犇９ｄΔκ－犾狔，

　狘θ狘＜

烅

烄

烆 ４５°

（７）

其中，钣金件方位元素的初值采用单像计算结果，

（犡狆，犢狆，犣狆）的初值取ＣＡＤ数据。

广义点误差方程中的直线采用有６个未知数

的两点式来表达，然而，空间直线的自由度是４，

直线上任意两点都可表达直线，平差迭代很难收

敛，因此必须增加两个独立的限制条件。

ＣＡＤ数据中一般采用节点作为基本数据，然

后通过节点的连线来表达直线，因此，可以增加有

连接关系的直线间端点坐标相等的约束条件［４］，

也可以增加端点在平面内这个限制条件。

采用带有限制条件的间接观测平差模型进行

解算［７，８］，若直接运用广义点平差的３Ｄ直线边缘

图，则边缘滑动导致重建的３Ｄ模型无法真实地

反映钣金件的实际情况；而采用端点限制条件对

钣金件进行广义点间接观测平差的直线边缘图，

边缘与影像套合得很好。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检测系统中，ＣＣＤ相机的分辨率为１３００像素

×１０３０像素，已经经过标定。首先获取真实钣金

件的一组多基线影像序列，并采用其中一幅影像

对钣金件定位算法进行实验，图１描述的是对此

钣金件进行２Ｄ３Ｄ定位的实际过程及其结果。

粗定位的边缘点统计图是由Δ犡、Δ犢、Δκ和

边缘点数目组成的４Ｄ图。为便于表达，图１（ｆ）

是Δκ取某个固定值时的３Ｄ统计图，其中犡和犢

轴代表Δ犡、Δ犢，犣轴则是沿投影轮廓所经过的边

缘点数目。图１（ｇ）显示的是边缘点最大统计值

对应的轮廓，图１（ｈ）则是最终迭代的结果。从图

中可以看出，ＣＡＤ数据的投影与影像套合得很

好，可以以此为初值提取像面特征。

分别用专用测试钣金件和真实钣金件对检测

系统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进行测试。ＣＣＤ相机

距离格网控制场中心约为５８０ｍｍ，检测时钣金

件拍摄２５幅等角度间隔的多基线影像序列。

专用测试钣金件一共制作了６个，有着不同

的长度和角度制造误差，实验结果见图２。其中

制造误差是真值减去设计数据，检测误差是软件

计算结果减去设计数据，而测量误差等于两者之

差，反映了检测系统的精度水平。从图２（ａ）和图

２（ｃ）可以看出，专用测试钣金件的长度最大制造

误差达到了２．５ｍｍ，而角度最大制造误差则是

２°。从实验结果可知，对于２．５％（２．５ｍｍ／１００

ｍｍ）的长度误差和２°的角度误差，检测系统都能

准确 检 测 出 来，其 中 距 离 测 量 中 误 差 为

０．０５４ｍｍ，角度测量中误差为０．０９７°。

真实钣金件的长度尺寸是熟练的检测工程师

以精度为０．０２ｍｍ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的，每个

尺寸重复测量５次，取其均值作为真值与检测系

统对比，实验结果见图３。

图１　对真实零件进行２Ｄ３Ｄ定位的过程

Ｆｉｇ．１　２Ｄ３ＤＰｏ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７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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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钣金件长度的检测系统测量值与人工测

量均值之差的中误差为０．０６５ｍｍ，人工测量数

据的中误差为０．０５２ｍｍ，将人工测量误差的极

值与检测系统误差叠加（图３（ｂ）），可以发现检测

系统的测量值基本都在人工测量值的极值范围

内，由此可以推断检测系统实际测量精度应该比

０．０６５ｍｍ更好。

图２　专用测试钣金件的检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

图３　真实钣金件的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ａｌＳｈｅｅｔＭｅｔａｌ

４　结　语

基于本文方法，笔者开发了新的钣金件视觉

检测系统，对专用测试钣金件和真实钣金件的测

试表明，新系统对于尺寸在１００ｍｍ到１５０ｍｍ

之间的钣金件，距离测量中误差小于０．０６５ｍｍ，

角度测量中误差为０．０９７°。对于更高的精度检

测要求或更大尺寸的钣金件，采用更高分辨率的

相机可以达到相应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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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ｎｇ［Ｃ］．ＩＣＰＲ，Ｖｉｅｎｎａ，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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