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585786.7

(22)申请日 2016.07.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22632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2.14

(73)专利权人 广东工业大学

地址 510062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

路729号

(72)发明人 骆伟岸　王晗　邹学勇　李威盛　

罗迪　张宽　劳剑东　房飞宇　

林家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44329

代理人 杨晓松

(51)Int.Cl.

G01N 21/95(2006.01)

G01N 21/01(2006.01)

审查员 林梦娜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

统及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

面缺陷检测系统，包括机械臂、数控装置、激光测

距仪、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和数

据库系统，其中激光测距仪和图像采集装置安装

在机械臂上；数控装置连接机械臂；图像采集装

置连接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

台连接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系统用于存储图像处

理和分析平台的检测分析结果。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提高了产品质量检测水平，提高了产

品质量检测的效率，是智能化工业制造的一个有

益补充，不仅解放了劳动力，而且推动了企业利

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生产流程，同时，本发

明使用单个相机，代替多个相机以降低检测成

本，单帧拍摄降低了信息处理的压力，使得系统

更简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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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械臂、数控装置、

激光测距仪、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和数据库系统，其中

所述激光测距仪和图像采集装置安装在所述机械臂上；

所述数控装置连接所述机械臂，用于调整和控制机械臂的运动路径；

所述图像采集装置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用于采集检测图像并发送至所述图

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连接所述数据库系统，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用于对采集

到的图形进行特征识别，并根据识别的特征判断待检测座椅是否有缺陷，所述数据库系统

用于存储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检测分析结果；

所述检测系统的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向数据库系统中输入座椅模板信息；

组装座椅，运输到机械臂下方；

机械臂根据数控装置的路径规划和激光测距仪的距离反馈，带动图像采集装置分别对

座椅的不同位置进行拍摄；

将拍摄到的图像发送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

将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分析结果存储至数据库系统中；

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分类器算法，进行颜色识别与材质识别，然后与模板相匹配，判断

座椅是否组装错误，蒙皮材料是否出错；

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形态学处理和阈值选取进行线头位置、接缝位置识别；

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分析算法来进行判断线头缺陷和接缝缺陷；

若上述步骤对图像的检测出现缺陷，直接报错，产品不合格；

若上述步骤都合格，重置处理过的检测图像，进行以下步骤：

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高斯混合建模、形态学、图像卷积组合算法进行纹理滤波，减少座

椅表面纹理干扰；

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阈值处理，再使用边缘检测算法，提取特征，与划痕、褶皱和油污

特征模板进行匹配，判断座椅表面是否有划痕、褶皱或油污，生成检测分析结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

臂为六自由度机械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

采集装置无线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

处理和分析平台无线连接所述数据库系统。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

采集装置包括工业相机、镜头、AD转换装置和图像采集卡，所述镜头固定在所述工业相机

上，所述工业相机和所述AD转换装置、图像采集卡进行电连接；

所述工业相机用于实时采集图像；

所述AD转换装置将采集到的图像转换为数字图像；

所述图像采集卡用于将所述数字图像发送至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6.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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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向数据库系统中输入座椅模板信息；

S2：组装座椅，运输到机械臂下方；

S3：机械臂根据数控装置的路径规划和激光测距仪的距离反馈，带动图像采集装置分

别对座椅的不同位置进行拍摄；

S4：将拍摄到的图像发送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

S5：将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分析结果存储至数据库系统中；

所述激光测距仪和图像采集装置安装在所述机械臂上；

所述数控装置连接所述机械臂，用于调整和控制机械臂的运动路径；

所述图像采集装置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用于采集检测图像并发送至所述图

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连接所述数据库系统，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用于对采集

到的图形进行特征识别，并根据识别的特征判断待检测座椅是否有缺陷，所述数据库系统

用于存储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检测分析结果；

步骤S4中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的过程包括步骤

S41：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分类器算法，进行颜色识别与材质识别，然后与模板相匹配，

判断座椅是否组装错误，蒙皮材料是否出错；

S42：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形态学处理和阈值选取进行线头位置、接缝位置识别；

S43：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分析算法来进行判断线头缺陷和接缝缺陷；

若上述步骤有一步检测到缺陷，直接报错，产品不合格；

若上述步骤都合格，重置处理过的检测图像，进行以下步骤：

S44：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高斯混合建模、形态学、图像卷积组合算法进行纹理滤波，减

少座椅表面纹理干扰；

S45：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阈值处理，再使用边缘检测算法，提取特征，与划痕、褶皱和

油污特征模板进行匹配，判断座椅表面是否有划痕、褶皱或油污，生成检测分析结果。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1

包括步骤：通过数据库系统，对检测图像进行模板匹配，确定检测图像类型，再获取检测图

像的颜色和特征，与模板数据进行对比，将获取数据与模板数据做数学运算，若模板数据与

获取数据差小于一定范围，则产品皮料、组装合格。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3

包括步骤：对图像进行RGB到灰度图像转换，再进行阈值选择、外轮廓特征提取，然后使用区

域分割对连接线进行提取，除去其它无关背景，再与连接线模板进行模板匹配，判断是否有

线头，接缝是否有破损。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包

括步骤：

S51：给所述检测分析结果添加存储标识信息生成待存储分析结果；

S52：将所述存储分析结果存储至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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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视觉检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

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座椅是汽车整车的核心部件之一，包含了大量的科技价值与形象价值。目前，我国

约有700家汽车座椅生产商，江苏、浙江以及广东是我国汽车座椅的生产中心，但小规模汽

车座椅生产企业数量多，低端汽车座椅产品充斥市场，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同时，这也导致

国内汽车座椅企业无序竞争现象严重。目前我国大多数座椅生产线采用的还是传统的人工

串连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出错率高。

[0003] 在大批量工业生产过程中，用人工视觉检查产品质量效率低且精度不高，用机器

视觉检测方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使用视觉检

测来代替座椅生产线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视觉识别座椅表面的油污，划痕，皱褶，线头和

接缝异常以及安装差错等缺陷，提高检测的效率和准确度。

[0004] 汽车座椅检测装置的研制(吴彦强，张若青.测控技术,2013,32(3):120-123.)，该

文献设计了以SIMATIC  S7-300系列PLC为核心控制器的汽车座椅检测装置。测控系统通过

TCP/IP协议将PLC与组态王开发的人机界面相连；通过采用零漂移补偿以及软硬件滤波技

术,提高了测试信号的精度和稳定性；编程中采用的模块化结构,使程序的执行效率大大提

高,且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和易维护性，然而该文献主要针对汽车座椅结构的检测。

[0005] 纵观国内外，机器视觉在汽车制造和检测领域的应用主要有汽车整车尺寸测量、

气缸盖检测、汽车金属铸件检测、汽车发动机装配检测。但在汽车座椅表面缺陷检测中，目

前都采用人工视觉检查产品质量，效率低且精度不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检测成本也

在上升。

[0006]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申请人在2016年4月11日递交了一份申请号为

201610217127.8名称为基于机器视觉的汽车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的专利申

请。该申请的技术方案包括光源装置、单片机数控装置、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和分析平

台、数据库系统以及硬件装置，所述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以及数据库系统顺

序连接，所述光源装置设置在硬件装置上，所述单片机数控装置与光源装置电连接；所述光

源装置用于提高待测特征对比度、简化图像处理程序；所述单片机数控装置，用于调整、控

制光源颜色和照度；所述图像采集装置，用于采集所述检测图像并发送至所述图像处理和

分析平台；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用于对采集到的图形进行特征识别，并根据拾取的特

征判断待检测座椅是否有缺陷；所述数据库系统，用于存储所述检测分析结果。

[0007] 该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中用于拍摄汽车座椅的各个方向上需要设置多个静态相机，

检测成本较高，同时获取图像信息量较大，同时对所有图像处理时往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

同时CPU运转率较高，检测系统不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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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

及其方法。

[000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包括

机械臂、数控装置、激光测距仪、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和数据库系统，其中

[0010] 所述激光测距仪和图像采集装置安装在所述机械臂上；

[0011] 所述数控装置连接所述机械臂，用于调整和控制机械臂的运动路径；

[0012] 所述图像采集装置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用于采集检测图像并发送至所

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0013] 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连接所述数据库系统，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用于对

采集到的图形进行特征识别，并根据识别的特征判断待检测座椅是否有缺陷，所述数据库

系统用于存储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检测分析结果。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机械臂为六自由度机械臂。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图像采集装置无线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无线连接所述数据库系统。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图像采集装置包括工业相机、镜头、AD转换装置和图像采集卡，所

述镜头固定在所述工业相机上，所述工业相机和所述AD转换装置、图像采集卡进行电连接；

[0018] 所述工业相机用于实时采集图像；

[0019] 所述AD转换装置将采集到的图像转换为数字图像；

[0020] 所述图像采集卡用于将所述数字图像并发送至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包括步骤

[0022] S1：向数据库系统中输入座椅模板信息；

[0023] S2：组装座椅，运输到机械臂下方；

[0024] S3：机械臂根据数控装置的路径规划和激光测距仪的距离反馈，带动图像采集装

置分别对座椅的不同位置进行拍摄；

[0025] S4：将拍摄到的图像发送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

[0026] S5：将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分析结果存储至数据库系统中。

[0027] 进一步地，步骤S4中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的过程包括步骤

[0028] S41：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分类器算法，进行颜色识别与材质识别，然后与模板相

匹配，判断座椅是否组装错误，蒙皮材料是否出错；

[0029] S42：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形态学处理和阈值选取进行线头位置、接缝位置识别；

[0030] S43：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分析算法来进行判断线头缺陷和接缝缺陷；

[0031] 若上述步骤有一步检测到缺陷，直接报错，产品不合格；

[0032] 若上述步骤都合格，重置处理过的检测图像，进行一下步骤：

[0033] S44：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高斯混合建模、形态学、图像卷积组合算法进行纹理滤

波，减少座椅表面纹理干扰；

[0034] S45：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阈值处理，再使用边缘检测算法，提取特征，与划痕、褶

皱和油污特征模板进行匹配，判断座椅表面是否有划痕、褶皱或油污，生成检测分析结果。

[0035] 更进一步地，步骤S41包括步骤：通过数据库系统，对检测图像进行模板匹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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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图像类型，再获取检测图像的颜色和特征，与模板数据进行对比，将获取数据与模板数

据做数学运算，若模板数据与获取数据差小于一定范围，则产品皮料、组装合格。

[0036] 更进一步地，步骤S43包括步骤：对图像进行RGB到灰度图像转换，再进行阈值选

择、外轮廓特征提取，然后使用区域分割对连接线进行提取，除去其它无关背景，再与连接

线模板进行模板匹配，判断是否有线头，接缝是否有破损。

[0037] 进一步地，步骤S5包括步骤：

[0038] S51：给所述检测分析结果添加存储标识信息生成待存储分析结果；

[0039] S52：将所述存储分析结果存储至数据库中。

[004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高了产品质量检测水平，提高

了产品质量检测的效率，是智能化工业制造的一个有益补充，不仅解放了劳动力，而且推动

了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生产流程，同时，本发明使用单个相机，代替多个相机以

降低检测成本，单帧拍摄降低了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信息处理的压力，使得系统更简单、稳

定。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本发明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结构示意图。

[0042] 图2是本发明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电路连接示意图。

[0043] 图3是本发明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5] 请参见图1和图2，本发明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包括机械

臂3、数控装置1、激光测距仪5、图像采集装置4、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2和数据库系统6，其中

[0046] 所述激光测距仪5和图像采集装置4安装在所述机械臂3上；

[0047] 所述数控装置1连接所述机械臂3，用于调整和控制机械臂的运动路径；

[0048] 所述图像采集装置4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2，用于采集检测图像并发送至

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2；

[0049] 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2连接所述数据库系统6，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2用

于对采集到的图形进行特征识别，并根据识别的特征判断待检测座椅是否有缺陷，所述数

据库系统6用于存储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检测分析结果。

[0050] 所述机械臂3可设置于附加框体上，也可设置于如图1所述的龙门架7上。

[0051] 所述激光测距仪，用于测量采集系统到座椅表面的距离，并反馈给数控装置；

[0052] 所述数控装置1连接有电源和机械臂3，所述数控装置1通过激光测距仪5反馈数据

控制机械臂末端位置，使图像采集系统与座椅表面保持恒定距离。

[0053] 所述数控系统1控制机械臂3运动，使得图像采集系统获取座椅表面各个不同部位

的清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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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所述机械臂3为六自由度机械臂。

[0055] 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所述图像采集装置无线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无线连接所述数据库系统。

[0056] 所述图像采集装置4包括工业相机、镜头、AD转换装置和图像采集卡，所述镜头固

定在所述工业相机上，所述工业相机和所述AD转换装置、图像采集卡进行电连接；所述工业

相机用于实时采集图像；所述AD转换装置将采集到的图像转换为数字图像；所述图像采集

卡用于将所述数字图像并发送至所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

[005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座椅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包括步骤

[0058] S1：向数据库系统中输入座椅模板信息；

[0059] S2：组装座椅，运输到机械臂下方；

[0060] S3：机械臂根据数控装置的路径规划和激光测距仪的距离反馈，带动图像采集装

置分别对座椅的不同位置进行拍摄；

[0061] S4：将拍摄到的图像发送到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

[0062] S5：将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的分析结果存储至数据库系统中。

[0063] 其中，步骤S4中图像处理和分析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的过程包括步骤

[0064] S41：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分类器算法，进行颜色识别与材质识别，然后与模板相

匹配，判断座椅是否组装错误，蒙皮材料是否出错；

[0065] S42：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形态学处理和阈值选取进行线头位置、接缝位置识别；

[0066] S43：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分析算法来进行判断线头缺陷和接缝缺陷；

[0067] 若上述步骤有一步检测到缺陷，直接报错，产品不合格；

[0068] 若上述步骤都合格，重置处理过的检测图像，进行一下步骤：

[0069] S44：对所述检测图像使用高斯混合建模、形态学、图像卷积组合算法进行纹理滤

波，减少座椅表面纹理干扰；

[0070] S45：对所述检测图像进行阈值处理，再使用边缘检测算法，提取特征，与划痕、褶

皱和油污特征模板进行匹配，判断座椅表面是否有划痕、褶皱或油污，生成检测分析结果。

[0071] 其中，步骤S41包括步骤：通过数据库系统，对检测图像进行模板匹配，确定检测图

像类型，再获取检测图像的颜色和特征，与模板数据进行对比，将获取数据与模板数据做数

学运算，若模板数据与获取数据差小于一定范围，则产品皮料、组装合格。

[0072] 其中，步骤S43包括步骤：对图像进行RGB到灰度图像转换，再进行阈值选择、外轮

廓特征提取，然后使用区域分割对连接线进行提取，除去其它无关背景，再与连接线模板进

行模板匹配，判断是否有线头，接缝是否有破损。

[0073] 其中，步骤S5包括步骤：

[0074] S51：给所述检测分析结果添加存储标识信息生成待存储分析结果；

[0075] S52：将所述存储分析结果存储至数据库中。

[0076]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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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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