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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汽车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是视觉

定位焊装方法。所述定位焊接方法的具体步骤

为：a、使用车身视觉定位装置采集车身的定位点

视觉信息；b、使用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采集焊

装机器人的工具视觉信息；c、使用视觉定位控制

装置接收定位点视觉信息和工具视觉信息，生成

控制命令，控制其调整焊装工具的位置以及加工

路径，以引导焊装机器人完成焊装工作。本发明

通过对焊装生产线的定位方式进行优化，采用机

器视觉技术对于车身进行定位后，引导焊装机器

人进行后续的工艺，使得同一条焊装生产线具备

任意车型快速柔性切换，避免了众多非标工装夹

具的开发与加工，减少车型升级换代的导入成

本，缩减后续项目引入的投资，提高节拍的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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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焊接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a、使用车身视觉定位装置采集车身的定位点视觉信息；

b、使用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采集焊装机器人的工具视觉信息；

c、使用视觉定位控制装置接收定位点视觉信息和工具视觉信息，并根据定位点视觉信

息和工具视觉信息生成控制命令，控制命令传输至焊装机器人，控制其调整焊装工具的位

置以及加工路径，以引导焊装机器人完成焊装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控制命令的生

成步骤为，视觉定位控制装置接收定位点视觉信息后，根据定位点视觉信息判断车身是否

到达预定位置，视觉定位控制装置还用于接收工具视觉信息，并根据工具视觉信息计算焊

装工具的位置偏差值，并根据位置偏差值调整多个焊装机器人与车身之间的位置关系，当

视觉定位控制装置判断车身到达预定位置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生成控制命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身视觉定位装置由数

个分布在车身周围的第一视觉传感器和用于将光斑投射至车身的第一光学投射器组成，第

一视觉传感器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电连接，第一视觉传感器与第一光学投射器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

由数个分布在车身周围的第二视觉传感器和用于将光斑投射至焊装工具的第二光学投射

器组成，第二视觉传感器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电连接，第二视觉传感器与第二光学投射器

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车身的定位点视觉

信息时，使用输送装置对车体进行调整定位，输送装置包括滚床和雪橇，车身固定在雪橇

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点视觉信息包括车

身位置的偏差值以及定位点的变形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具视觉信息包括焊装

机器人位置信息以及焊装机器人上的焊装工具位置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光学投射器和第二

光学投射器均为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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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定位焊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是视觉定位焊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焊接生产线是汽车制造中的关键，焊接生产线中各种工装夹具又是焊装线的重中

之重。汽车制造四大工艺中，焊装尤其重要。在焊装的前期工艺规划中，车身焊接夹具以及

生产线的设计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对于车身而言，本体线的装焊工艺主要由预装配、点固焊

和补焊三部分组成，其中点固焊工序最为关键，基本都在工装夹具内完成。焊装生产线中的

工装夹具决定了车身的质量、生产线的柔性度及生产节拍，非常重要。

[0003] 当前汽车焊装车间自动化生产线主要采用工装夹具进行车身定位，存在柔性局限

性，一定的节拍损失，定位基准磨损造成定位不准，能耗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描述的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

明提供了一种视觉定位焊装方法，通过对焊装生产线的定位方式进行优化，采用机器视觉

技术对于车身进行定位后，引导焊装机器人进行后续的工艺，使得同一条焊装生产线具备

任意车型快速柔性切换，避免了众多非标工装夹具的开发与加工，采用非接触式的定位方

式避免重复定位对于车身尺寸造成的偏差，减少车型升级换代的导入成本，缩减后续项目

引入的投资，与此同时，提高节拍的利用率，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视觉定位焊装方法，所述定位焊接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07] a、使用车身视觉定位装置采集车身的定位点视觉信息；

[0008] b、使用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采集焊装机器人的工具视觉信息；

[0009] c、使用视觉定位控制装置接收定位点视觉信息和工具视觉信息，并根据定位点视

觉信息和工具视觉信息生成控制命令，控制命令传输至焊装机器人，控制其调整焊装工具

的位置以及加工路径，以引导焊装机器人完成焊装工作。

[0010] 具体地，步骤c中，所述控制命令的生成步骤为，视觉定位控制装置接收定位点视

觉信息后，根据定位点视觉信息判断车身是否到达预定位置，视觉定位控制装置还用于接

收工具视觉信息，并根据工具视觉信息计算焊装工具的位置偏差值，并根据位置偏差值调

整多个焊装机器人与车身之间的位置关系，当视觉定位控制装置判断车身到达预定位置

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生成控制命令。

[0011] 具体地，所述车身视觉定位装置由数个分布在车身周围的第一视觉传感器和用于

将光斑投射至车身的第一光学投射器组成，第一视觉传感器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电连接，

第一视觉传感器与第一光学投射器电连接。

[0012] 具体地，所述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由数个分布在车身周围的第二视觉传感器和

用于将光斑投射至焊装工具的第二光学投射器组成，第二视觉传感器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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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第二视觉传感器与第二光学投射器电连接。

[0013] 具体地，所述采集车身的定位点视觉信息时，使用输送装置对车体进行调整定位，

输送装置包括滚床和雪橇，车身固定在雪橇上。

[0014] 具体地，所述定位点视觉信息包括车身位置的偏差值以及定位点的变形信息。

[0015] 具体地，所述工具视觉信息包括焊装机器人位置信息以及焊装机器人上的焊装工

具位置信息。

[0016] 具体地，所述第一光学投射器和第二光学投射器均为激光器。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视觉定位焊装方法，通过对焊装生产线

的定位方式进行优化，采用机器视觉技术对于车身进行定位后，引导焊装机器人进行后续

的工艺，使得同一条焊装生产线具备任意车型快速柔性切换，避免了众多非标工装夹具的

开发与加工，采用非接触式的定位方式避免重复定位对于车身尺寸造成的偏差，减少车型

升级换代的导入成本，缩减后续项目引入的投资，与此同时，提高节拍的利用率，为企业创

造更多价值。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采集车身的定位点视觉信息的流程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的采集焊装机器人的工具视觉信息的流程图；

[0023] 图中1.车身视觉定位装置，2.视觉定位控制装置，3.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4.焊

装机器人，5.输送装置，11.第一视觉传感器，12.第二光学投射器，21.第二视觉传感器，22.

第二光学投射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装置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的流程图，图3是本发明的采集车身

的定位点视觉信息的流程图，图4是本发明的采集焊装机器人的工具视觉信息的流程图。

[0026] 结合附图1、附图2、附图3和附图4所示，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视觉

定位焊装系统，包括：车身视觉定位装置1、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3和

多个焊装机器人4；车身视觉定位装置1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信号连接，用于采集车身上的

定位点视觉信息，并将定位点视觉信息发送至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

3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信号连接，用于采集位于焊装机器人4上的焊装工具的工具视觉信

息，并将工具视觉信息发送至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用于接收定位点视

觉信息，并根据定位点视觉信息判断车身是否到达预定位置；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还用于接

收工具视觉信息，并根据工具视觉信息计算焊装工具的位置偏差值，并根据位置偏差值调

整多个焊装机器人4与车身之间的位置关系；当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判断车身到达预定位置

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生成控制命令，并将控制命令发送至焊装机器人4；多个焊装机器人

4分别位于车身周围，且焊装机器人4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信号连接，用于接收控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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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控制命令调整自身位置及焊装路径。

[0027] 采用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的视觉定位焊装系统，通过车身视觉定位装置1对车身

进行定位后，引导焊装机器人4进行后续的工艺，配合焊装工具视觉定位装置3，实现车身定

位的同时，保证焊装机器人4末端焊装工具的空间坐标的准确。车身视觉定位装置1采集车

身上的定位点视觉信息，并将定位点视觉信息发送至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焊装工具视觉定

位装置3采集位于焊装机器人4上的焊装工具的工具视觉信息，并将工具视觉信息发送至视

觉定位控制装置2；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根据定位点视觉信息判断车身是否到达预定位置；

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根据工具视觉信息计算焊装工具的位置偏差值，并根据位置偏差值调

整多个焊装机器人4与车身之间的位置关系；当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判断车身到达预定位置

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生成控制命令，并将控制命令发送至焊装机器人4；多个焊装机器人

4根据控制命令调整自身位置及焊装路径。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实施例提供的视觉定位焊装系统通过对焊装生产线的定位方

式进行优化，采用机器视觉技术对于车身进行定位后，引导焊装机器人4进行后续的工艺，

使得同一条焊装生产线具备任意车型快速柔性切换，避免了众多非标工装夹具的开发与加

工，采用非接触式的定位方式避免重复定位对于车身尺寸造成的偏差，减少车型升级换代

的导入成本，缩减后续项目引入的投资，与此同时，提高节拍的利用率，为企业创造更多价

值。

[0030] 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定位点视觉信息包括车身位置的偏差值以

及定位点的变形信息；或者，工具视觉信息包括焊装机器人4位置信息以及焊装机器人4上

的焊装工具位置信息。在至少一个实施例中，车身上的定位点为定位孔，视觉定位焊装系统

可以根据不同主机厂的定位标准，制定相应的车身定位基准，制定出相应的需要检测的车

身定位孔的信息和检测需求；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焊装机器人4工具，选取需要的特征，设定

标准的焊装机器人4工具标定程序。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车身视觉定位装

置1为多个分布在车身周围的第一视觉传感器11，多个第一视觉传感器11的采集范围覆盖

车身的外形；第一视觉传感器11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信号连接。第一视觉传感器11为CMOS

图像传感器；第一视觉传感器11为3D相机。

[0031] 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车身视觉定位装置1还包括第一光学投射器

12，第一光学投射器12朝向车身，用于将光斑投射至车身；第一视觉传感器11接收经车身反

射的反射光。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第一光学投射器12包括第一激光器，第

一激光器与第一视觉传感器11信号连接。

[0032] 在至少一个实施例中，车身上需要检测的特征为圆孔或者长腰孔，检测的特征尺

寸大小为20mm-45mm；利用3D结构光视觉传感器，检测出每个定位孔的姿态，通过拟合确定

车身的位置，每一个特征都有六个自由度。视觉定位焊装系统的关键在于如何高精度的实

现车身的定位，以引导机器人进行工作。视觉定位焊装系统使用激光三角测量系统来检测

车定位基准的尺寸和位置信息。激光三角测量系统包括3D相机，镜头和激光器，通过测量从

被测物表面反射的光来确定被测物的位置。激光器将光斑投射到被测物，反射光通过成像

相机聚焦在镜头的光敏装置上。根据激光相对被测物表面的距离，激光点出现在相机视野

中的不同位置。高分辨率激光器通常用于需高精度，稳定和低温度漂移的位移和位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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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理想情况测量精度最高能达到0.01mm，采用激光三角测量可实现高精度测量，免疫

散焦，尽可能的距离和灰度融合，相对较高的速度检查。

[0033] 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工具视觉定位装置包括多个分布在车身周

围的第二视觉传感器21，第二视觉传感器21与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信号连接。第二视觉传感

器21为CMOS图像传感器；第二视觉传感器21包括2D相机。

[0034] 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工具视觉定位装置还包括第二光学投射器

22，第二光学投射器22朝向焊装工具，用于将光斑投射至焊装工具；第二视觉传感器21接收

经焊装工具反射的反射光。

[0035] 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第二光学投射器22包括第二激光器，第二激

光器与第二视觉传感器21信号连接。

[0036] 机器人工具的标定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机器人工具，选取需要的特征，设定标准的

机器人工具标定程序，通过2D相机对于工具TCP(Tool  Coordinate  System工具坐标系)进

行三视图的检测，通过相应算法，拟合机器人工具的前端及相应TCP信息。在焊装车间常用

的机器人工具包括：1)电焊工艺的机器人焊枪，其检测特征可以但不仅限于为圆柱电极帽；

2)涂胶工艺的涂胶枪，其检测特征可以但不仅限于为长管涂胶嘴；3)弧焊工艺的弧焊枪，其

检测特征可以但不仅限于为焊丝；4)激光焊工艺的激光头，其检测特征可以但不仅限于为

焊丝；5)螺柱焊工艺的螺柱焊枪，其检测特征可以但不仅限于为长管螺柱焊嘴；6)工装工艺

的抓手或夹具，其检测特征可以但不仅限于为工装工艺特征孔。汽车前期开发的所有数据

都进行了强度的模拟仿真，如何确保最终现场的工艺同产品数据保持一致，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为此德国大众已经启用OLP  Stuido软件，专门用于检查机器人program同产品数

据的一致性，包含工艺的完整性，工艺数据的一致性，而现场的机器人工具本身在经过一段

时间的生产后，或者周期性的更换耗材或者修磨后(如电极帽，打磨片)，工具的TCP会有一

定的偏差，此时都需要相应的额工具对于机器人工具TCP进行标定。

[0037] 基本原理为，根据不同的机器人工具，选取需要的特征，设定标准的机器人工具标

定程序，通过相机对于工具TCP进行三视图的检测后，找到机器人工具的TCP。

[0038] 本实施例可选的方案中，更进一步地，视觉定位焊装系统还包括输送装置5、输送

装置5包括滚床和位于滚床上的雪橇；雪橇用于搭载车身。车身放置在雪橇上，因车身自重

以及焊装工艺作用力较小无需夹具固定。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发明第二方面的实施例提供一种视觉定位焊装方法，包括：第一视觉传感器11

采集车身的定位点视觉信息，其中，定位点视觉信息包括车身位置的偏差值以及定位点的

变形信息；第二视觉传感器21采集焊装机器人4的工具视觉信息，其中，工具视觉信息包括

焊装机器人4位置信息以及焊装机器人4上的焊装工具位置信息；视觉定位控制装置2接收

定位点视觉信息和工具视觉信息，并根据定位点视觉信息和工具视觉信息控制焊装机器人

4调整焊装工具的位置以及加工路径，以引导焊装机器人4完成焊装工作；焊装机器人4对于

自身轨迹进行调整后，进行焊装工艺。

[0041] 在至少一个实施例中，整个运行的流程如下：车身利用滚床滑入，由滚床控制停止

位置；3D相机对于车身定位孔进行检测，确认车身停止位置，并告知焊装机器人4；机器人对

于自身轨迹进行offset后，进行焊接、涂胶、螺柱焊、弧焊等工艺；对于机器人焊枪等进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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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帽修磨后，进行标定修正。

[0042] 本发明第二方面的实施例提供的视觉定位焊装方法采用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实施

例提供的视觉定位焊装系统，从而具有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实施例提供的视觉定位焊装系统

所具有的一切有益效果。

[0043] 增加柔性，当前夹具柔性机构限制，每一个RPS(The  reference  point  system的

缩写，中文意思为定位点系统)最多能出现四个定位销，一般仅能做三至四个平台；节省由

升降滚床改为固定滚床，取消下夹具及柔性切换单元的费用，给机器人预留更多空间进行

工作；节省滚床升降的节拍，提高节拍的利用率；降低对于RPS孔的磨损，采用视觉直接寻找

车身位置，提高定位精度。

[0044]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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