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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是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系

统，加工系统包括以下具体实现步骤：获取鞋样

图像、图像预处理、检测并获取轮廓信息、计算比

例尺、平滑处理、搜索特殊点、输出单个完整的图

形加工G代码、排料、路径优化以及输出排版后完

整G代码，完成鞋样的自动排料。本发明设计了一

款集鞋样轮廓识别、排料和G代码生成的功能于

一体的系统，该系统可免去使用绘图软件绘图或

者轮廓处理、排料师排版的过程，且直接生成数

控加工生产的G代码，减少生产的设计周期，提高

效率，并提高材料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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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方法包括以下具体实现步骤：

步骤一：获取鞋样图像，拍摄一张含有待检测鞋样和参考矩形的图像，其中已知参考矩

形的尺寸；

步骤二：图像预处理，输入得到的图像，然后对图像进行去噪处理；

步骤三：检测并获取轮廓信息，使用自适应阈值法获取二值化图像，然后使用canny算

子检测二值化图像的所有轮廓，根据矩形度和轮廓面积搜索出参考矩形轮廓和目标鞋样轮

廓；

步骤四：计算比例尺，根据参考矩形的像素尺寸和实际尺寸计算鞋样图像的比例尺；

步骤五：平滑处理，根据步骤三得到的目标鞋样轮廓，对其进行光滑处理；所述平滑处

理步骤包括以下具体工序：

（一）、根据公式： ，计算出每个轮廓顶点的角度，并寻找角度

小于120°的点，其中，θk表示角度，Pk表示第k个点坐标；

（二）、若与上述这些点的距离范围内存在轮廓顶点，则判断该区域存在边缘细节信息；

与上述这些点的距离是根据母版裁剪效果而定；

（三）、根据公式： ， ，计算该区域中点，用该中点代替该区域内所有

的点，实现轮廓的平滑处理，其中， 为区域中点坐标，（xk,yk）为区域中的第k个

坐标点，i为区域内的起点序号，j为区域内的末点序号，n为区域内的点数量；

步骤六：搜索特殊点，计算鞋样轮廓的外接矩形，与该外接矩形的两条短边分别相交的

轮廓点为搜索的特殊点，若矩形单边与轮廓有多个交点，则取曲率最大的点作为特殊点；

步骤七：输出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根据步骤四得到的比例尺、步骤五得到的鞋

样平滑轮廓以及搜索得到的特殊点，计算并输出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

步骤八：排料，输入排版间距和底板尺寸，然后根据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进行排

料；

步骤九：路径优化，得到较高的材料利用率；

步骤十：输出排版后完整G代码，输出排版后的所有完整图形和打包后的图像加工G代

码，完成鞋样的自动排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计算

比例尺的具体工序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一）、获取矩形轮廓长边的像素长度；

（二）、根据公式： ，计算得到比例尺，其中，r表示比例尺,  lpixel表示矩形长边的

像素长度，lreal表示矩形长边的实际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八中的排

料过程中，用户根据需要会设置不同的矩形底板长度l、宽度w和排版间距d，鞋样轮廓向外

扩展d/2的宽度，取扩展后的轮廓进行排料，保证两轮廓之间的间距不小于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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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鞋材生产制作工艺领域，更具体地说是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鞋业生产的的大国，其鞋产量占了全球制鞋总量的很大一部分，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其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低，生产效率较低。随着人工成本的上涨、提高原

材料价格的提升，鞋业生产需往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0003] 在鞋业生产中，提高加工的自动化程度可显著改善人工强度和生产效率，提升材

料的利用率可有效降低制鞋成本，机器视觉、计算机图形学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可

有效推动加工的智能化程度。在制鞋行业中，许多设计人员借助AutoCAD等制图软件绘制鞋

样轮廓并获取一些关键点的位置，排料师在底板上对该轮廓进行排版，同时使用该软件输

出加工的G代码。目前也存在鞋样扫描设备，母版经过扫描仪后，可直接获取鞋样的轮廓图

像信息，再将该信息输入制版软件，对该轮廓进行处理。

[0004] 尽管可借助制图软件实现计算机辅助设计，但仍需人工进行绘图，即使直接使用

扫描仪进行扫描获取母版的轮廓的信息，也需要人工去除噪声、寻找一些特殊点信息或者

修复轮廓的一些缺陷。同时，排版、排料师的排版、排料过程更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这

种设计过程自动化程度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公开的是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其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

的上述不足和缺点。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所述加工方法包括以下具体实现步骤：

[0008] 步骤一：获取鞋样图像，拍摄一张含有待检测鞋样和参考矩形的图像，其中已知参

考矩形的尺寸；

[0009] 步骤二：图像预处理，输入得到的图像，然后对图像进行去噪处理；

[0010] 步骤三：检测并获取轮廓信息，使用自适应阈值法获取二值化图像，然后使用

canny算子检测二值化图像的所有轮廓，根据矩形度和轮廓面积搜索出参考矩形轮廓和目

标鞋样轮廓；

[0011] 步骤四：计算比例尺，根据参考矩形的像素尺寸和实际尺寸计算鞋样图像的比例

尺；

[0012] 步骤五：平滑处理，根据步骤三得到的目标鞋样轮廓，对其进行光滑处理；

[0013] 步骤六：搜索特殊点，计算鞋样轮廓的外接矩形，与该外接矩形的两条短边分别相

交的轮廓点为搜索的特殊点，若矩形单边与轮廓有多个交点，则取曲率最大的点作为特殊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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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七：输出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根据步骤四得到的比例尺、步骤五得到

的鞋样平滑轮廓以及搜索得到的特殊点，计算并输出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

[0015] 步骤八：排料，输入排版间距和底板尺寸，然后根据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进

行排料；

[0016] 步骤九：路径优化，得到较高的材料利用率；

[0017] 步骤十：输出排版后完整G代码，输出排版后的所有完整图形和打薄后的图像加工

G代码，完成鞋样的自动排料。

[0018]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五中的平滑处理步骤包括以下具体工序：

[0019] （一）、根据公式： ，计算出每个轮廓顶点的角度，并寻找

角度小于120°的点，其中，θk表示角度，Pk表示第k个点坐标；

[0020] （二）、若与上述这些点的距离(根据母版裁剪效果而定)范围内存在轮廓顶点，则

可判断该区域存在边缘细节信息；

[0021] （三）、根据公式； ， ，计算该区域中点，用该中点代替该区域内

所有的点，实现轮廓的平滑处理，其中，（x,y）为区域中点坐标，（xk,yk）为区域中的第k个坐

标点，i为区域内的起点序号，j为区域内的末点序号，n为区域内的点数量。

[0022]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四中计算比较尺的具体工序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0023] （一）、获取矩形轮廓长边的像素长度；

[0024] （二）、根据公式： ，计算得到比例尺，其中，r表示比例尺,  lpixel表示矩形长

边的像素长度，lreal表示矩形长边的实际长度。

[0025]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六中搜索得到的特殊点把鞋样轮廓分割成两边，根据使用需

要，可提取轮廓的两边分别进行分析。

[0026]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八中的排料过程中，用户根据需要会设置不同的矩形底板长

度l、宽度w和排版间距d，鞋样轮廓向外扩展d/2的宽度，取扩展后的轮廓进行排料，可保证

两轮廓之间的间距不小于d。

[0027] 通过上述对本发明的描述可知，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8] 本发明设计了一款集鞋样轮廓识别、排料和G代码生成的功能于一体的方法，该方

法可免去使用绘图软件绘图或者轮廓处理、排料师排版的过程，且直接生成数控加工生产

的G代码，减少生产的设计周期，提高效率，并提高材料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来进一步地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鞋样自动排料加工方法，所述加工方法包括以下具体实现步骤：

[0032] 步骤一：获取鞋样图像，拍摄一张含有待检测鞋样和参考矩形的图像，其中已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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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矩形的尺寸；

[0033] 步骤二：图像预处理，输入得到的图像，然后对图像进行去噪处理；

[0034] 步骤三：检测并获取轮廓信息，使用自适应阈值法获取二值化图像，然后使用

canny算子检测二值化图像的所有轮廓，根据矩形度和轮廓面积搜索出参考矩形轮廓和目

标鞋样轮廓；

[0035] 步骤四：计算比例尺，根据参考矩形的像素尺寸和实际尺寸计算鞋样图像的比例

尺；

[0036] 步骤五：平滑处理，根据步骤三得到的目标鞋样轮廓，对其进行光滑处理；

[0037] 步骤六：搜索特殊点，计算鞋样轮廓的外接矩形，与该外接矩形的两条短边分别相

交的轮廓点为搜索的特殊点，若矩形单边与轮廓有多个交点，则取曲率最大的点作为特殊

点；

[0038] 步骤七：输出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根据步骤四得到的比例尺、步骤五得到

的鞋样平滑轮廓以及搜索得到的特殊点，计算并输出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

[0039] 步骤八：排料，输入排版间距和底板尺寸，然后根据单个完整的图形加工G代码进

行排料；

[0040] 步骤九：路径优化，得到较高的材料利用率；

[0041] 步骤十：输出排版后完整G代码，输出排版后的所有完整图形和打薄后的图像加工

G代码，完成鞋样的自动排料。

[0042]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五中的平滑处理步骤包括以下具体工序：

[0043] （一）、根据公式： ，计算出每个轮廓顶点的角度，并寻找

角度小于120°的点，其中，θk表示角度，Pk表示第k个点坐标；

[0044] （二）、若与上述这些点的距离(根据母版裁剪效果而定)范围内存在轮廓顶点，则

可判断该区域存在边缘细节信息；

[0045] （三）、根据公式； ， ，计算该区域中点，用该中点代替该区域内

所有的点，实现轮廓的平滑处理，其中，（x,y）为区域中点坐标，（xk,yk）为区域中的第k个坐

标点，i为区域内的起点序号，j为区域内的末点序号，n为区域内的点数量。

[0046]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四中计算比较尺的具体工序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0047] （一）、获取矩形轮廓长边的像素长度；

[0048] （二）、根据公式： ，计算得到比例尺，其中，r表示比例尺,  lpixel表示矩形长

边的像素长度，lreal表示矩形长边的实际长度。

[0049]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六中搜索得到的特殊点把鞋样轮廓分割成两边，根据使用需

要，可提取轮廓的两边分别进行分析。

[0050]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八中的排料过程中，用户根据需要会设置不同的矩形底板长

度l、宽度w和排版间距d，鞋样轮廓向外扩展d/2的宽度，取扩展后的轮廓进行排料，可保证

两轮廓之间的间距不小于d。

[0051] 本发明设计了一款集鞋样轮廓识别、排料和G代码生成的功能于一体的方法，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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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免去使用绘图软件绘图或者轮廓处理、排料师排版的过程，且直接生成数控加工生产

的G代码，减少生产的设计周期，提高效率，并提高材料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0052]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仅局限于此，凡是利

用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地改进，均应该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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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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