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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

的边缘定位方法和装置，包括XY轴移动平台，所

述的XY轴移动平台是有X轴运动机构，安装在X轴

上方的Y轴运动机构和安装在Y轴运动机构上方

的平台；包括激光测距传感器，固定在XY轴移动

平台上，用于检测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还包括

运动控制器，与X轴运动机构、Y轴运动机构和激

光传感器连接，用于控制XY轴移动平台的运动以

及检测激光传感器输出的模拟电压。本发明采用

测距传感器，激光具有方向性强、亮度高、单色性

好等许多优点。利用激光的这一特性，能够有效、

准确的检测到皮革材料的边缘；运动控制器利用

油边机的路径，控制自动油边机的油边机头的角

度，实现较好的油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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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以XY轴移动平台所在平面建立二维坐标系，确定X轴运动机构一端和Y轴运动

机构一端的极限位置为二维坐标系的原点位置；在确定二维坐标系和原点位置后，XY轴移

动平台的相对位置都有确定的X轴坐标和Y轴坐标；

第二步，运动控制器控制XY轴移动平台移动，同时带动固定在XY轴移动平台上的激光

测距传感器移动，寻找皮革材料的边缘；

第三步，检查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是否经过皮革材料；根据激光测距传感器

输出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判断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经过了皮革材料的边缘，记

录跳变过程时XY轴移动平台的坐标信息为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信息，跳变过程即指输出模

拟电压的变化过程，输出模拟电压从Ua变化到Ub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模拟电压的有

效跳变为，在激光测距传感器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从无皮革材料遮挡到有皮革材料的遮

挡的情况或者从有皮革材料遮挡到无皮革材料的遮挡的情况，输出模拟电压从Ua变化到Ub

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其中，在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

电压Ua；在有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Ub；

第四步，检查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是否完整；在未完成整个边缘定位前，重复上述第二

步和第三步，寻找其他的边缘坐标信息；

第五步，根据一连串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信息，形成自动油边机的工作路径，完成整

个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固定于XY轴移动平台上，其安装方向为激光头垂直于XY轴移动平台向

上，其个数为一个，激光测距传感器测量其上方的物体与其的距离，测得距离h与输出模拟

电压U呈反比关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XY轴移动平台移动方式为，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前，由于皮革材料固定在整个

平台上方的中间位置，运动控制器控制X轴运动机构和Y轴运动机构以相同速度向轴另一端

运动；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后，XY轴移动平台以上一次记录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

信息为圆心，作设定半径的圆弧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原点位置为自动油边机每次开始和结束油边工作的停留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皮革材料由吸盘式固定装置吸附固定于XY轴移动平台的上方的转动装置上，吸盘式固

定装置的吸嘴朝下，正对XY轴移动平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为，在激光测距传感器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从无皮革材料遮挡

到有皮革材料的遮挡的情况或者从有皮革材料遮挡到无皮革材料的遮挡的情况，输出模拟

电压从Ua变化到Ub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其中，在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

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Ua；在有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

Ub。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583178 B

2



述的检查边缘定位是否完整是指，判断激光测距传感器是否完成对皮革材料的整个边缘的

定位，具体判定条件为最近得到的边缘坐标信息与起始得到的边缘坐标信息之间的距离小

于设定值，则激光测距传感器完成边缘定位。

8.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X轴运动机构（  1）  ， 

X轴运动机构（  1）  上方安装有Y轴运动机构（  2）  ，  Y轴运动机构（  2）  上方设置有XY轴移

动平台（  3）  ，XY轴移动平台（  3）  上设置有激光测距传感器（  4）  ，激光测距传感器（  4） 

用于检测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还包括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器与X轴运动机构、Y轴运动机

构和激光传感器连接，用于控制XY轴移动平台的运动以及检测激光传感器输出的模拟电

压；运动控制器的控制步骤如下：

第一步，以XY轴移动平台所在平面建立二维坐标系，确定X轴运动机构一端和Y轴运动

机构一端的极限位置为二维坐标系的原点位置；在确定二维坐标系和原点位置后，XY轴移

动平台的相对位置都有确定的X轴坐标和Y轴坐标；

第二步，运动控制器控制XY轴移动平台移动，同时带动固定在XY轴移动平台上的激光

测距传感器移动，寻找皮革材料的边缘；

第三步，检查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是否经过皮革材料；根据激光测距传感器

输出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判断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经过了皮革材料的边缘，记

录跳变过程时XY轴移动平台的坐标信息为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信息，跳变过程即指输出模

拟电压的变化过程，输出模拟电压从Ua变化到Ub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模拟电压的有

效跳变为，在激光测距传感器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从无皮革材料遮挡到有皮革材料的遮

挡的情况或者从有皮革材料遮挡到无皮革材料的遮挡的情况，输出模拟电压从Ua变化到Ub

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其中，在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

电压Ua；在有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Ub；

第四步，检查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是否完整；在未完成整个边缘定位前，重复上述第二

步和第三步，寻找其他的边缘坐标信息；

第五步，根据一连串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信息，形成自动油边机的工作路径，完成整

个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为，在激光测距传感器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从无皮革材料遮挡

到有皮革材料的遮挡的情况或者从有皮革材料遮挡到无皮革材料的遮挡的情况，输出模拟

电压从Ua变化到Ub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其中，在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

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Ua；在有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

Ub。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XY轴移动平台移动方式为，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前，由于皮革材料固定在整

个平台上方的中间位置，运动控制器控制X轴运动机构和Y轴运动机构以相同速度向轴另一

端运动；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后，XY轴移动平台以上一次记录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坐

标信息为圆心，作设定半径的圆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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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油边机的定位。

背景技术

[0002] 在皮革材料的加工过程中，由于皮革材料经过裁剪后，其边缘较为粗糙，如将其制

成皮革成品后很不美观，影响产品的质量。因此，皮带、手袋等皮具制品加工后续工序中，需

要对皮带的两侧边缘及手袋上露出的皮革材料边缘涂上一层油料，即油边。

[0003] 现有技术中皮革材料等工件油边多采用自动油边的设备，吸盘式固定装置吸附皮

革材料，然后移动到自动油边机所在的XY轴移动平台上方，由自动油边机对皮革材料进行

油边工作。但是这种自动油边机在对规则形状的皮革进行油边时能表现较好，对不规则形

状或者是弧形角部的油边效果就很差，需要后期人工介入，导致自动油边机实用性差，无法

满足皮革油边市场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已知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定位

精度高、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的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和装置。

[0005]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第一步，以XY轴移动平台所在平面建立二维坐标系，确定X轴运动机构一端和Y轴

运动机构一端的极限位置为二维坐标系的原点位置；在确定二维坐标系和原点位置后，XY

轴移动平台的相对位置都有确定的X轴坐标和Y轴坐标；

[0008] 第二步，运动控制器控制XY轴移动平台移动，同时带动固定在平台上的激光测距

传感器移动，寻找皮革材料的边缘；

[0009] 第三步，检查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是否经过皮革材料；根据激光测距传

感器输出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判断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经过了皮革材料的边

缘，记录跳变过程时XY轴移动平台的坐标信息为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信息；

[0010] 第四步，检查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是否完整；在未完成整个边缘定位前，重复上述

第二步和第三步，寻找其他的边缘坐标信息；

[0011] 第五步，根据一连串的皮革材料的有效边缘坐标，形成自动油边机的工作路径，完

成整个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

[0012] 所述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固定于XY轴移动平台上，其安装方向为激光头垂直于XY轴

移动平台向上，其个数为一个，激光测距传感器测量其上方的物体与其的距离，测得距离h

与输出模拟电压U呈反比关系。

[0013] 所述的XY轴移动平台移动，其方式为，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前，由于皮革材

料固定在整个平台上方的中间位置，运动控制器控制X轴运动机构和Y轴运动机构以相同速

度向轴另一端运动；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后，XY轴移动平台以上一次记录的有效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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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坐标为圆心，作设定半径的圆弧运动。

[0014] 所述的原点位置为自动油边机每次开始和结束油边工作的停留位置。

[0015] 所述的皮革材料由吸盘式固定装置吸附固定于XY轴移动平台的上方的转动装置

上，吸盘式固定装置的吸嘴朝下，正对XY轴移动平台。

[0016] 所述的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为，在激光测距传感器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从无皮

革材料遮挡到有皮革材料的遮挡的情况或者从有到无的情况，输出模拟电压从Ua变化到Ub

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其中，在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

电压Ua；在有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Ub。

[0017] 所述的边缘定位完整是检测装置对边缘的重复检测，即最近得到一段的边缘坐标

与已得到起始一段的边缘坐标的间距连续小于设定偏差。

[0018] 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装置，包括XY轴移动平台，所述的XY轴移

动平台是有X轴运动机构，安装在X轴上方的Y轴运动机构和安装在Y轴运动机构上方的平

台；包括激光测距传感器，固定在XY轴移动平台上，用于检测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还包括

运动控制器，与X轴运动机构、Y轴运动机构和激光传感器连接，用于控制XY轴移动平台的运

动以及检测激光传感器输出的模拟电压。

[0019]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优点和效果如下：

[0020] 1)激光具有方向性强、亮度高、单色性好等许多优点。利用激光的这一特性，能够

有效、准确的检测到皮革材料的边缘；

[0021] 2)结合XY轴移动平台的坐标信息可以确定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信息，得到自动油

边机的工作路径；

[0022] 3)运动控制器利用油边机的路径，控制自动油边机的油边机头的角度，实现较好

的油边效果；

[0023] 4)这种方法相比较于采用相机定位的方法，有效避免了相机存在的图像边缘畸变

严重和成本较高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自动油边机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的流程图。

[0025] 图2为自动油边机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方法的示意图。

[0026] 图3为XY轴运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28] 本实施提供一种自动油边机的皮革材料的边缘检测的方法，如图1～2所示，包括

以下步骤：

[0029] 第一步，以XY轴移动平台所在平面建立二维坐标系，确定X轴运动机构一端和Y轴

运动机构一端的极限位置为二维坐标系的原点。在确定二维坐标系和原点后，XY轴移动平

台的相对位置都有确定的X轴坐标和Y轴坐标。所述的原点位置为自动油边机每次开始和结

束油边工作的停留位置；

[0030] 第二步，运动控制器控制XY轴移动平台移动，同时带动固定在平台上的激光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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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移动，寻找皮革材料的边缘。所述的XY轴移动平台移动，其方式为，在首次找到皮革

材料的边缘前，由于皮革材料固定在整个平台上方的中间位置，运动控制器控制X轴运动机

构和Y轴运动机构以相同速度向轴另一端运动；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后，XY轴移动平

台以上一次记录的有效边缘坐标为圆心，作设定半径的圆弧运动。所述的激光测距传感器

安装方向为激光头垂直向上，其个数为一个，激光测距传感器测量其上方的物体与其的距

离，测得距离h与输出模拟电压U呈反比例关系。所述的皮革材料由吸盘式固定装置吸附，固

定于XY轴移动平台的上方的转动装置上，吸盘式固定装置的吸嘴朝下，正对XY轴移动平台；

[0031] 第三步，检查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是否经过皮革材料的边缘。根据激光

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判断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经过了皮革材料

的边缘，记录跳变过程时XY轴移动平台的坐标为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所述的模拟电压的

有效跳变为，在激光测距传感器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从无皮革材料遮挡到有皮革材料的

遮挡的情况或者从有皮革材料遮挡到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输出模拟电压从Ua变化到Ub

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其中，在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

电压Ua；在有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Ub。激光测距传感器

检测皮革材料的边缘过程中，或因装置上方的其他器件的遮挡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幅值从Ua

变化到Ub大小的跳变，或者对已知边缘坐标的点重复判断，因此需要对激光传感器输出模

拟电压的跳变做是否有效的判断，避免对边缘的错误定位。

[0032] 第四步，检查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是否完整。所述的边缘定位完整是检测装置对

边缘的重复检测，即最近得到一段的边缘坐标与已得到起始一段的边缘坐标的间距连续小

于设定偏差。在未完成整个边缘定位前，重复上述第二步和第三步，寻找其他的边缘坐标。

[0033] 第五步，根据一连串的皮革材料的有效边缘坐标，形成自动油边机的工作路径，完

成整个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

[0034] 基于同一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自动油边机皮革材料边缘定位装置，如图3，

包括X轴运动机构1，X轴运动机构1上方安装有Y轴运动机构2，Y轴运动机构2上方设置有XY

轴移动平台3，XY轴移动平台3上设置有激光测距传感器4，激光测距传感器4用于检测皮革

材料的边缘坐标；还包括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器与X轴运动机构、Y轴运动机构和激光传感

器连接，用于控制XY轴移动平台的运动以及检测激光传感器输出的模拟电压；运动控制器

的控制步骤如下：第一步，以XY轴移动平台所在平面建立二维坐标系，确定X轴运动机构一

端和Y轴运动机构一端的极限位置为二维坐标系的原点。在确定二维坐标系和原点后，XY轴

移动平台的相对位置都有确定的X轴坐标和Y轴坐标。所述的原点位置为自动油边机每次开

始和结束油边工作的停留位置；

[0035] 第二步，运动控制器控制XY轴移动平台移动，同时带动固定在平台上的激光测距

传感器移动，寻找皮革材料的边缘。所述的XY轴移动平台移动，其方式为，在首次找到皮革

材料的边缘前，由于皮革材料固定在整个平台上方的中间位置，运动控制器控制X轴运动机

构和Y轴运动机构以相同速度向轴另一端运动；在首次找到皮革材料的边缘后，XY轴移动平

台以上一次记录的有效边缘坐标为圆心，作设定半径的圆弧运动。所述的激光测距传感器

安装方向为激光头垂直向上，其个数为一个，激光测距传感器测量其上方的物体与其的距

离，测得距离h与输出模拟电压U呈反比例关系。所述的皮革材料由吸盘式固定装置吸附，固

定于XY轴移动平台的上方的转动装置上，吸盘式固定装置的吸嘴朝下，正对XY轴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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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第三步，检查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是否经过皮革材料的边缘。根据激光

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电压的有效跳变，判断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垂直位置上经过了皮革材料

的边缘，记录跳变过程时XY轴移动平台的坐标为皮革材料的边缘坐标。所述的模拟电压的

有效跳变为，在激光测距传感器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从无皮革材料遮挡到有皮革材料的

遮挡的情况或者从有皮革材料遮挡到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输出模拟电压从Ua变化到Ub

或者从Ub变化到Ua的过程。其中，在无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

电压Ua；在有皮革材料遮挡的情况下，激光测距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电压Ub。激光测距传感器

检测皮革材料的边缘过程中，或因装置上方的其他器件的遮挡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幅值从Ua

变化到Ub大小的跳变，或者对已知边缘坐标的点重复判断，因此需要对激光传感器输出模

拟电压的跳变做是否有效的判断，避免对边缘的错误定位。

[0037] 第四步，检查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是否完整。所述的边缘定位完整是检测装置对

边缘的重复检测，即最近得到一段的边缘坐标与已得到起始一段的边缘坐标的间距连续小

于设定偏差。在未完成整个边缘定位前，重复上述第二步和第三步，寻找其他的边缘坐标。

[0038] 第五步，根据一连串的皮革材料的有效边缘坐标，形成自动油边机的工作路径，完

成整个皮革材料的边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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