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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属于图

像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元件定位方法。解决

了现有贴片元件定位算法通用性差和对光照的

鲁棒性不高的问题。本发明采用图像处理方法建

立模板图像，以模板图像的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

坐标系，获得模板图像的向量场；利用工业相机，

对元件进行拍照，获得元件图像；根据距离变换

方法，计算元件边缘图像中的每个非边缘像素点

到边缘点的距离，从而获得元件的距离图像；进

而获得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根据刚体力学原

理对待定位元件的旋转角度进行估计，利用距离

图像的梯度向量场的收敛性质，对元件在元件图

像中的位置进行估计，实现对基于模板匹配的元

件定位。本发明适用于进行元件定位。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06485284 B

2019.05.14

CN
 1
06
48
52
84
 B



1.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步骤一、对待定位元件建立模板图像，所述模板图像中元件的引脚边缘像素灰度值为

a，背景灰度值为0；a为正整数；

步骤二、以模板图像的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提取模板图像的信息，获得模板图

像的向量场；

所述模板图像的信息包括模板图像的边缘点到坐标原点之间的距离和模板图像的边

缘点与坐标原点之间连线与模板图像的直角坐标系X轴之间的夹角；

步骤三、利用工业相机，对元件进行拍照，获得元件图像；利用边缘提取方法提取元件

的边缘图像；根据距离变换方法，计算元件边缘图像中的每个非边缘像素点到边缘点的距

离，从而获得元件的距离图像；

步骤四、从元件的距离图像中提取距离图像的灰度下降方向；获得距离图像的梯度向

量场GVF；

步骤五、利用步骤二和步骤四中获得的模板图像的向量场和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信

息，根据刚体力学原理对待定位元件的旋转角度进行估计；

根据刚体力学原理获得待定位元件的旋转角度的具体方法为：利用公式(1)：

Ok＝Ok-1+sgn(MI(Ok-1))Os   (1)

计算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的旋转角度；其中：sgn(·)为符号函数，Os为迭代步长，MI

(Ok-1)为第k-1次迭代模板图像的和力矩；

通过对所有模板边缘点处的力矩叠加获得模板图像的和力矩：

其中，UT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边缘点集，UT＝2DET(U,xk,yk,Ok)，2DET为2维欧式变换，xk

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的X轴坐标，y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

测试图像中的Y轴坐标，U为引脚边缘图中非零像素点集；

步骤六、利用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的收敛性质，计算作用于模板中心的平均梯度向

量场的值，对元件在元件图像中的位置进行估计；利用迭代公式：

计算作用于模板中心的平均梯度向量场的值，实现对元件在元件图像中的位置的估

计；其中，GVFX(x，y)和GVFY(x，y)分别代表距离图像梯度场GVF在X轴和Y轴上的分量；xk-1和

yk-1分别为第k-1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的X轴和Y轴的坐标，n为模板图像中

非零灰度值个数，即边缘点个数；

步骤七、利用模板引脚边缘最大半径作为区域搜索半径，建立元件候选搜索区域；

步骤八、针对每一个元件候选搜索区域，将步骤六公式(3)中元件的初始迭代位置设置

为候选搜索区域的中心，将步骤五公式(1)中元件的初始迭代角度设置为候选搜索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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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轴方向；

步骤九、利用步骤六所述的迭代公式(3)，计算每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建立位置终

止条件；获得元件在模板图像中的坐标；

步骤十、利用距离费用函数，建立匹配费用终止条件；获得元件在模板图像中的角度，

实现元件的定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具

体步骤为：步骤二所述的以模板图像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提取模板图像信息，获得

模板图像的向量场的方法为：

首先，利用图像处理方法获得模板元件信息：元件大小、引脚个数、引脚长度、引脚宽

度、引脚种类和引脚所在位置；

其次，利用模板元件信息，建立引脚边缘图像，所述引脚边缘图中非零像素点集为U＝

{um＝(xm,ym)}，其中um为点集中第m个点，(xm,ym)为第m个点的坐标，单位为像素；

然后，以模板图像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令C为从模板图像中的一段边缘线，点A

为边缘线C上的一个像素非0点；原点O到点A之间的距离为dOA，且向量 与向量 之间的

夹角为θAOX，则在点A处所提取的距离信息为：

角度信息为：

其中，利用求A点距离角度的方法，遍历引脚边缘图像的所有边缘点，获得模板图像的

向量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所述

获得元件的距离图像的具体方法为：

利用边缘提取方法提取元件的边缘图像；利用3-4DT矩阵 计算元件边缘图像中

每个非0像素点到最近的边缘点的距离，并将元件的距离图像表示为DT(x,y)。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所述

获得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DTOF的具体方法为：

将[0  2π)均匀量化为8个离散通道：Φ＝{πn/4} ,n＝{0,1 ,…,7}；建立3×3滑动窗口，

距离图像中边缘点的梯度方向为DTO(x ,y)等于-1；距离图中非边缘像素点的梯度方向为

DTO(x,y)∈Φ；求取距离图像的梯度方向场DTOF：

DTOF(x,y)＝{cos(DTO(x,y))sin(DTO(x,y))}   (6)

梯度图像的梯度场GVF：

5.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九中利用步骤六所述的位置迭代公式(3)，计算每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建立位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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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方法为：利用公式：

其中， (xk,yk)和(xk-1,yk-1)为第k次和第k-1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

在测试图像中坐标；dP为第k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

6.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十中利用距离费用函数，建立匹配费用终止条件的方法为：

利用公式：

其中，(xk,y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坐标，O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

图像的旋转角度，UT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的边缘点集,DT(ui)为点ui处的距离图像中的

距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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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图像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元件定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市场对电子产品的小型化和密集化提出了越来越高

的要求。由于SMT(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具有在精度，自动化程度，和

生产效率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因此该技术现已广泛应用于电子产业。而作为其核心技术的

贴片机，受到元件封装的多样化，小型化等影响，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元件定位技术对贴片

机的贴装精度具有很大的影响。

[0003] 现有元件定位技术主要集中在，利用元件的二值图像，根据不同元件的特性对元

件进行定位。但是现有的这些方法的通用性不高，且对光照的鲁棒性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贴片元件定位算法通用性差和对光照的鲁棒性不高的问

题，提出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该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06] 步骤一、对待定位元件建立模板图像，所述模板图像中元件的引脚边缘像素灰度

值为a，背景灰度值为0；a为正整数；

[0007] 步骤二、以模板图像的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获得模板图像的向量场；

[0008] 所述模板图像的信息包括模板图像的边缘点到坐标原点之间的距离和模板图像

的边缘点与坐标原点之间连线与模板图像的直角坐标系X轴之间的夹角；

[0009] 步骤三、利用工业相机，对元件进行拍照，获得元件图像；利用边缘提取方法提取

元件的边缘图像；根据距离变换方法，计算元件边缘图像中的每个非边缘像素点到边缘点

的距离，从而获得元件的距离图像；

[0010] 步骤四、从元件的距离图像中提取距离图像的灰度下降方向；获得距离图像的梯

度向量场GVF；

[0011] 步骤五、利用步骤二和步骤四中获得的模板图像的向量场和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

场信息，根据刚体力学原理对待定位元件的旋转角度进行估计；

[0012] 根据刚体力学原理获得待定位元件的旋转角度的具体方法为：利用公式(1)：

[0013] Ok＝Ok-1+sgn(MI(Ok-1))Os   (1)

[0014] 计算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的旋转角度；其中，sgn(·)为符号函数，Os为迭代步长，

MI(Ok-1)为第k-1次迭代模板图像的和力矩；

[0015] 通过对所有模板边缘点处的力矩叠加获得模板图像的和力矩：

[0016]

[0017] 其中，UT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边缘点集，UT＝2DET(U,xk,yk,Ok)，2DET为2维欧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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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x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的X轴坐标，y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

心在测试图像中的Y轴坐标；

[0018] 步骤六、利用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的收敛性质，计算作用于模板中心的平均梯

度向量场的值，对元件在元件图像中的位置进行估计；利用迭代公式：

[0019]

[0020]

[0021] 计算作用于模板中心的平均梯度向量场的值，实现对元件在元件图像中的位置的

估计；其中，GVFX(x，y)和GVFY(x，y)分别代表距离图像梯度场GVF在X轴和Y轴上的分量；xk-1

和yk-1分别为第k-1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的X轴和Y轴的坐标，n为模板图像

中非零灰度值个数，即边缘点个数；

[0022] 步骤七、利用模板引脚边缘最大半径作为区域搜索半径，建立元件候选搜索区域；

[0023] 步骤八、针对每一个元件候选搜索区域，将步骤六公式(3)中元件的初始迭代位置

设置为候选搜索区域的中心，将步骤五公式(1)中元件的初始迭代角度设置为候选搜索区

域的长轴方向；

[0024] 步骤九、利用步骤六所述的迭代公式(3)，计算每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建立位

置终止条件；获得元件在模板图像中的坐标；

[0025] 步骤十、利用距离费用函数，建立匹配费用终止条件；获得元件在模板图像中的角

度，实现元件的定位。

[0026] 进一步：步骤二所述的以模板图像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提取模板图像信

息，获得模板图像的向量场的方法为：

[0027] 首先，利用图像处理方法获得模板元件信息：元件大小、引脚个数、引脚长度、引脚

宽度、引脚种类和引脚所在位置；

[0028] 其次，利用模板元件信息，建立引脚边缘图像，所述引脚边缘图中非零像素点集为

U＝{um＝(xm,ym)}，其中um为点集中第m个点，(xm,ym)为第m个点的坐标，单位为像素；

[0029] 然后，以模板图像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令C为从模板图像中的一段边缘

线，点A为边缘线C上的一个像素非0点；原点O到点A之间的距离为dOA，且向量 与向量

之间的夹角为θAOX，如图2所示，则在点A处所提取的距离信息为：

[0030]

[0031] 角度信息为：

[0032]

[0033] 其中，U为实数集合，利用求A点距离角度的方法，遍历引脚边缘图像的所有边缘

点，获得模板图像的向量场。

[0034] 进一步地：步骤三所述获得元件的距离图像的具体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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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利用边缘提取方法提取元件的边缘图像；利用3-4DT矩阵 计算元件边缘图

像中每个非0像素点到最近的边缘点的距离，并将元件的距离图像表示为DT(x,y)。

[0036] 进一步地：步骤四所述获得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DTOF的具体方法为：

[0037] 将[02π)均匀量化为8个离散通道：Φ＝{πn/4} ,n＝{0,1,…,7}；建立3×3滑动窗

口，距离图像中边缘点的梯度方向为DTO(x,y)等于-1；距离图中非边缘像素点的梯度方向

为DTO(x,y)∈Φ；

[0038] 求取距离图像的梯度方向场DTOF：

[0039] DTOF(x,y)＝{cos(DTO(x,y))sin(DTO(x,y))}   (6)

[0040] 梯度图像的梯度场GVF：

[0041]

[0042] 进一步地：步骤九中利用步骤六所述的位置迭代公式，计算每次迭代时，位置变化

幅度，建立位置终止条件的方法为：利用公式：

[0043]

[0044] 其中， (xk,yk)和(xk-1 ,yk-1)为第k次和第k-1次迭代时模板图

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坐标；dP为第k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

[0045] 进一步地：步骤十中利用距离费用函数，建立匹配费用终止条件的方法为：

[0046] 利用公式：

[0047]

[0048] 其中，(xk,y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坐标，Ok为第k次迭代时

模板图像的旋转角度，UT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的边缘点集,DT(ui)为点ui处的距离图像

中的距离值。

[0049] 本发明在实现了元件的视觉定位功能的同时，更是在算法通用性和鲁棒性上达到

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根据重复测试结果显示，本发明对所选取实例计算一次所需时间平均

为30ms，相同外界条件下100次重复测试的重复精度也达到±0.001mm内，本发明所述的基

于视觉的元件定位方法无论精度，实时性，稳定性都很高性能。

附图说明

[0050] 图1为8引脚芯片模板图像；

[0051] 图2为具体实施方式二所述的模板图像的信息示意图；

[0052] 图3为具体实施方式二所述的3×3滑动窗口示意图；图中i、j分别为3×3滑动窗口

的中心横纵坐标；

[0053] 图4为具体实施方式四所述的距离图像的梯度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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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图5为具体实施方式四所述的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示意图；

[0055] 图6为本发明所述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

的元件定位方法，该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57] 步骤一、对待定位元件建立模板图像，所述模板图像中元件的引脚边缘像素灰度

值为a，背景灰度值为0；a为正整数；模板图像如图1所示；

[0058] 步骤二、以模板图像的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获得模板图像的向量场；

[0059] 所述模板图像的信息包括模板图像的边缘点到坐标原点之间的距离和模板图像

的边缘点与坐标原点之间连线与模板图像的直角坐标系X轴之间的夹角；

[0060] 步骤三、利用工业相机，对元件进行拍照，获得元件图像；利用边缘提取方法提取

元件的边缘图像；根据距离变换方法，计算元件边缘图像中的每个非边缘像素点到边缘点

的距离，从而获得元件的距离图像；

[0061] 步骤四、从元件的距离图像中提取距离图像的灰度下降方向；获得距离图像的梯

度向量场GVF；

[0062] 步骤五、利用步骤二和步骤四中获得的模板图像的向量场和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

场信息，根据刚体力学原理对待定位元件的旋转角度进行估计；

[0063] 根据刚体力学原理获得待定位元件的旋转角度的具体方法为：利用公式(1)：

[0064] Ok＝Ok-1+sgn(MI(Ok-1))Os   (1)

[0065] 计算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的旋转角度；其中：sgn(·)为符号函数，Os为迭代步长，

MI(Ok-1)为第k-1次迭代模板图像的和力矩；

[0066] 通过对所有模板边缘点处的力矩叠加获得模板图像的和力矩：

[0067]

[0068] 其中，UT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边缘点集，UT＝2DET(U,xk,yk,Ok)，2DET为2维欧式变

换，x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的X轴坐标，y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

心在测试图像中的Y轴坐标；

[0069] 步骤六、利用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的收敛性质，计算作用于模板中心的平均梯

度向量场的值，对元件在元件图像中的位置进行估计；利用迭代公式：

[0070]

[0071]

[0072] 计算作用于模板中心的平均梯度向量场的值，实现对元件在元件图像中的位置的

估计；其中，GVFX(x，y)和GVFY(x，y)分别代表距离图像梯度场GVF在X轴和Y轴上的分量；xk-1

和yk-1分别为第k-1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的X轴和Y轴的坐标，n为模板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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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零灰度值个数，即边缘点个数；

[0073] 步骤七、利用模板引脚边缘最大半径作为区域搜索半径，建立元件候选搜索区域；

[0074] 步骤八、针对每一个元件候选搜索区域，将步骤六公式(3)中元件的初始迭代位置

设置为候选搜索区域的中心，将步骤五公式(1)中元件的初始迭代角度设置为候选搜索区

域的长轴方向；

[0075] 步骤九、利用步骤六所述的迭代公式(3)，计算每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建立位

置终止条件；获得元件在模板图像中的坐标；

[0076] 步骤十、利用距离费用函数，建立匹配费用终止条件；获得元件在模板图像中的角

度，实现元件的定位。

[0077] 本发明首先，获取待定位元件的信息，建立元件模板图像，获取元件非零像素点的

距离和角度信息；其次，在线获取元件图片，利用边缘提取方法提取边缘信息，再通过距离

变换得到元件的距离变换图像；然后针对距离变换图像获取元件距离图像的梯度场；再次，

利用元件梯度图像建立搜索区域、初始位置和初始角度；再次利用刚体力学原理，通过迭代

的方法，获取元件在图像中的位置和角度。最终实现元件的在线定位。

[0078]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

件定位方法的进一步说明，该方法的具体步骤为：步骤二所述的以模板图像中心为原点建

立直角坐标系，提取模板图像信息，获得模板图像的向量场的方法为：

[0079] 首先，利用图像处理方法获得模板元件信息：元件大小、引脚个数、引脚长度、引脚

宽度、引脚种类和引脚所在位置；

[0080] 其次，利用模板元件信息，建立引脚边缘图像，所述引脚边缘图中非零像素点集为

U＝{um＝(xm,ym)}，其中um为点集中第m个点，(xm,ym)为第m个点的坐标，单位为像素；

[0081] 然后，以模板图像中心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令C为从模板图像中的一段边缘

线，点A为边缘线C上的一个像素非0点；原点O到点A之间的距离为dOA，且向量 与向量

之间的夹角为θAOX，如图2所示，则在点A处所提取的距离信息为：

[0082]

[0083] 角度信息为：

[0084]

[0085] 其中，U为实数集合，利用求A点距离角度的方法，遍历引脚边缘图像的所有边缘

点，获得模板图像的向量场。

[0086]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元

件定位方法的进一步说明，步骤三所述获得元件的距离图像的具体方法为：

[0087] 利用边缘提取方法：利用Sobel、Isotropic、SobelRoberts、Prewitt、Laplacian或

Canny算子提取元件的边缘图像；

[0088] 利用3-4DT矩阵 计算元件边缘图像中每个非0像素点到最近的边缘点的距

离，并将元件的距离图像表示为DT(x,y)。

[0089]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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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的进一步说明，步骤四所述获得距离图像的梯度向量场DTOF的具体方

法为：

[0090] 将[0  2π)均匀量化为8个离散通道：Φ＝{πn/4},n＝{0,1,…,7}；建立3×3滑动窗

口，距离图像中边缘点的梯度方向为DTO(x,y)等于-1；距离图中非边缘像素点的梯度方向

为DTO(x,y)∈Φ；求取距离图像的梯度方向场DTOF：

[0091] DTOF(x,y)＝{cos(DTO(x,y))  sin(DTO(x,y))}   (6)

[0092] 梯度图像的梯度场GVF：

[0093]

[0094]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

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的进一步说明，步骤九中利用步骤六所述的位置迭代公式(3)，计算每

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建立位置终止条件的方法为：利用公式：

[0095]

[0096] 其中， (xk,yk)和(xk-1 ,yk-1)为第k次和第k-1次迭代时模板图

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坐标；dP为第k次迭代时，位置变化幅度。

[0097]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二或三所述的一种基于模板

匹配的元件定位方法的进一步说明，骤十中利用距离费用函数，建立匹配费用终止条件的

方法为：

[0098] 利用公式：

[0099]

[0100] 其中，(xk,yk)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中心在测试图像中坐标，Ok为第k次迭代时

模板图像的旋转角度，UT为第k次迭代时，模板图像的边缘点集,DT(ui)为点ui处的距离图像

中的距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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