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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缺

陷检测方法。该方法首先采集法兰盘式工件的图

像，对相机进行标定，获取标定误差，然后对工件

轮廓进行亚像素边缘信息的提取，计算出拟合边

缘到工件轮廓的距离，并通过比较该距离是否大

于所给阈值判别工件外轮廓的破损情况，最后针

对工件表面纹理复杂影响工件表面划痕与锈蚀

分割的问题，采用基于像素分层采样的PixelNet

卷积神经网络对表面缺陷进行分割。结果表明，

本发明可以准确地检测出工件的外形缺陷和表

面缺陷，并提高了算法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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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的工件缺陷检测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步骤1：采集现实中法兰盘式工件的图像；

步骤2：对相机进行标定，获取测量系统的标定误差；

步骤3：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提取出感兴趣区域；

步骤4：采用亚像素边缘检测算法得到图像的亚像素边缘；

步骤5：通过拟合圆的方式得到法兰盘式工件的理论外边缘；

步骤6：采用基于边缘距离的方法检测出工件的外形缺陷；

步骤7：采用基于像素分层采样的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对表面缺陷进行分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工

件在完整无破损位置处，其实际轮廓上亚像素点Ai与拟合圆的半径方向距离di远小于工件

破损位置的距离，设置距离阈值τ，当di＞τ时记录此时工件实际轮廓上的亚像素点Ai即工件

破损位置，从而根据符合阈值τ的坐标点Ai的个数{0，n}即可判定当前工件是否为破损工

件，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工件轮廓上亚像素点个数较多(N＞2000)影响算法的运算速度，本

发明对亚像素点集合Ai在相对于工件质心的360°内进行采样，即将Ai进行360份等分，在每

一度的亚像素点空间ξ内随机取出一坐标点 构成新的工件轮

廓像素点集合A′j，则 j∈(1，2，3…360)，然后通过采样后的像素点集合A′j进行di

的计算，相比直接由原集合空间Ai进行计算，运算次数大幅减少，同时亚像素点集合A′j极大

程度上保留了原集合Ai的特征即工件的轮廓信息，并对工件破损情况的判别不会造成影

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由

于工件表面纹理较多，同时缺陷深浅程度不一且形状各异，传统分割算法无法对缺陷进行

有效的分割，本发明首次采用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完成对工件表面缺陷的分割，采用传

统的图像分割方法对工件进行感兴趣区域提取，将工件与背景分离，借助PS软件以手工标

注的方式完成对工件上划痕与锈蚀的标注，同时，为了监督学习训练的方便将工件上的划

痕与锈蚀用不同的特征值进行表示，从而将标注图转换为索引图，其中背景的颜色标记为

(0，0，0)，特征值为0，划痕的颜色标记为(255，0，0)，特征值为1，锈蚀的颜色标记为(0，0，

255)，特征值为2，通过判断工件分割结果的像素信息即可确定工件类别，即输出结果含有

红色像素的可确定为具有划痕缺陷的工件、含有蓝色像素的则为存在锈蚀的工件，理论上

合格工件的输出结果只有黑色像素值，但在实际分割过程中会出现错误分割的情况，以至

于合格工件也会存在较少红色或蓝色像素值，设置面积阈值α，当分割缺陷大于α时则判定

为缺陷工件，否则为合格工件，本发明α取值为10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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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缺陷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缺陷检测方法，在对法兰盘式工件运用图像

处理技术进行检测时，提高了检测准确性和检测效率。

背景技术

[0002] 20世纪60年代起计算机运行速度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伴随着CCD技术的问世，基于

机器视觉的缺陷检测技术开始在工业生产线上得到广泛应用，如机械、电子、印刷、纺织行

业借助先进的检测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机器视觉检测作为一种无损检测的方

法，它通过线阵或面阵相机获得清晰的待测物体图像，由计算机进行图像处理完成目标缺

陷的实时检测。

[0003]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基于机器

视觉的缺陷检测理论研究不断成熟。周善旻等人采用不同角度照明的方式获得金属表面的

多元图像，在不同照明角度下缺陷特征具有明显差别，多幅图像之间的变化提供了更多缺

陷特征信息，通过挖掘多元图像间的关联信息实现对金属表面缺陷的检测。该方法需要不

断改变照明角度拍摄多幅图像，但本发明中工件处于移动的状态，进行多角度照明不仅操

作繁琐且无法做到对工件的实时检测与分拣。黄柳倩等人针对冲压件外形缺陷的检测问

题，对提取的背景区域进行闭操作从而实现外形破损位置的填充，然后将闭操作后的背景

区域与原图背景区域做差，进而根据差值大小判断冲压件的破损情况。由于工件破损尺寸

不同，因此在对工件进行闭操作时结构元的选择无法统一，从而影响外形缺陷检测的精度。

李永敬等人提出了基于形状模板匹配的方法确定待测工件位置，通过外形提取与动态阈值

的方法对工件外形缺陷进行分割。由于其采用背向照明的方式获取工件图像，此方法并不

适用于本发明对工件外形缺陷的检测。黄景维等人提出了基于轮廓特征的图像对齐算法，

以实现五金工件与模板图像的快速对齐，并通过判断待测工件图像与标准工件图像灰度差

值的大小检测工件表面缺陷。该方法对细微划痕及较小的缺陷分割效果较差，无法满足本

发明对工件表面缺陷的实时检测。

[0004] 综上所述，目前迫切需要提出一种精确度高和实用性较强的工件外形缺陷和表面

缺陷的检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方法的上述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缺陷

检测方法，该方法可以实现对工件外形缺陷和表面缺陷测量精度的大幅提高。为此，本发明

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步骤1：采集现实中法兰盘式工件的图像；

[0007] 步骤2：对相机利用张氏标定法进行标定，获得相机的参数和位姿，根据标定结果

获取测量系统的标定误差；

[0008] 步骤3：对工件图像进行图像滤波，提取出感兴趣区域；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900711 A

3



[0009] 步骤4：首先采用Canny算子完成工件像素级边缘的检测，然后采用基于灰度矩的

方法提取工件图像的亚像素边缘；

[0010] 步骤5：采用圆拟合的方法获取工件上同心孔及过孔的质心，根据最小二乘法的思

想，用圆去逼近工件外轮廓及各个过孔的边缘；

[0011] 步骤6：采用基于边缘像素距离的缺陷检测方法，计算工件实际轮廓上的亚像素坐

标点到拟合圆半径方向的距离；

[0012] 步骤7：采用基于像素分层采样的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对表面缺陷进行分割，得

到划痕和锈蚀区域。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针对工件外形缺陷和表面缺陷检测困难和检测效率低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基于

机器视觉的缺陷检测方法，通过边缘距离方法检测工件的外形缺陷，结合像素分层采样的

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对工件表面缺陷进行分割检测。

[0015] 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本发明具有非接触、精度高、适应性好等优点，将工人从繁

冗的检测工作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检测效率。本发明针对工件外轮廓破损区域形状

与尺寸影响其分割与识别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工件边缘距离的外形缺陷检测方法，对不同

破损程度的工件进行了检测实验，外轮廓破损工件的识别准确率达100％，验证了该算法的

有效性。另外，针对工件表面纹理复杂影响工件表面划痕与锈蚀分割的问题，采用基于像素

分层采样的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对表面缺陷进行分割，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方法可以对

工件表面缺陷进行有效分割，分割结果的平均交并比达92.3％，因此，本发明所提出的方法

可以实现对工件划痕、锈蚀、外轮廓破损工件的有效检测，且检测精度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总体框架示意图；

[0017] 图2法兰盘式工件图像；

[0018] 图3像素级边缘提取结果；

[0019] 图4基于灰度矩的亚像素边缘提取结果；

[0020] 图5工件破损位置示意图；

[0021] 图6工件破损位置放大图；

[0022] 图7(a)为准确率变化曲线，(b)为Loss值变化曲线；

[0023] 图8锈蚀分割结果；

[0024] 图9划痕分割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的总体框架流程示意图如图1所示。首先，采集法兰盘式工件图像，采用张

氏标定法对相机进行标定，进而对工件图像进行畸变校正；然后采用采用高斯滤波器对图

像进行平滑处理，使用标准差为1的5×5高斯核进行卷积操作，提取感兴趣区域；分别采用

Canny算法、Sobel算法、Roberts算法和Prewitt算法对图像进行像素级边缘检测，比较各种

算法检测的结果，选择提取效果最好的Canny算法；采用基于灰度矩的亚像素边缘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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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工件图像的亚像素边缘；最后，采用圆拟合的方法获取工件上面同心孔及过孔的质心，

根据最小二乘法的思想，用圆去逼近工件外轮廓及各个孔的边缘；通过边缘距离计算工件

的外形缺陷；采用基于像素分层采样的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对表面缺陷进行分割，得到

工件表面的锈蚀和划痕。

[0027] 1.实验对象

[0028] 本发明的视场大小为120mm×90mm，所选工业相机分辨率为1280×960，可计算得

每个像素对应的实际物理距离约为0.09375mm。采用法兰盘式工件进行实验，工件外形破损

程度由破损位置所对应的弧长大小μ表示，分别测试了μ≤1mm，1mm＜μ＜2mm和μ≥2mm三种

不同规格的工件，工件表面缺陷包括锈蚀和划痕。

[0029] 2.像素级边缘检测

[0030] 分别采用Canny算法、Sobel算法、Roberts算法、Prewitt算法对图像进行像素级边

缘检测。由图3中四种边缘检测算子的提取结果可以看出，Sobel和Roberts边缘检测算法虽

然可以获得工件单像素的边缘，但平滑线较差，存在锯齿状边缘，不利于亚像素边缘的精确

提取。Prewitt算子边缘提取结果存在虚假边缘，检测效果较差。Canny边缘检测算法对工件

边缘提取较为准确，同时边缘平滑程度较高，本发明需对工件尺寸进行测量，对边缘定位的

精度要求较高，因此本发明选用Canny算法对工件进行像素级的边缘提取。系统的视场大小

为120mm×90mm，所选工业相机分辨率为1280×960，可计算得每个像素对应的实际物理距

离约为0.09375mm。在实际测量时两点之间可能会存在1个像素的误差，由于本发明目标检

测精度小于0.1mm，像素级边缘对检测精度影响较大，无法满足高精度的测量要求。

[0031] 3.亚像素边缘提取

[0032] 由2可知像素级边缘对工件检测精度影响较大，无法满足本系统的测量要求。保证

视场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测量精度最直接的方法可采用更高分辨率的工业相机以降低像素

当量，但同时会使数据量增大，不利于实时检测。而亚像素边缘检测可达到1/n像素，相当于

将测量精度提高了n倍。在保证相机及视野不变的情况下即可完成更高精度的测量需求。故

本发明首先采用Canny算法完成工件像素级边缘的检测，然后再采用基于灰度矩的边缘检

测方法。对工件基于灰度矩的亚像素边缘检测，其亚像素边缘提取结果如图4所示，采用灰

度矩法提取工件亚像素坐标时，算法精度较高，同时亚像素边缘平滑，更适用于对工件亚像

素边缘的定位。

[0033] 4.基于边缘距离的缺陷检测方法

[0034] 工件常见的外形缺陷主要由于工件边缘部分的残缺造成，在图像上的表现为工件

的实际边缘轮廓与拟合圆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的偏差。如图5所示，其中红色边缘为工件的实

际轮廓，黄色边缘为拟合获得的工件轮廓。设工件实际轮廓上亚像素点的集合为Ai(Xi，Yi)，

i∈(1，2，3…N)，已知工件拟合圆的圆心为O(m，n)，由圆心O(m，n)与Ai确定的直线方程可表

示为： 化简得：(Xi-m)y+(n-Yi)x-nXi+mYi＝0，设工件拟合圆的半径为R，

计算得到两个坐标点，其中与点Ai距离最小的点即为

拟合圆上的坐标点，记为Bi(Pi，Qi)。则工件实际边缘上亚像素点Ai沿拟合圆半径方向到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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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轮廓的距离di可通过 求出。工件在完整无破损位置处，其实际轮

廓上亚像素点Ai与拟合圆的半径方向距离di远小于工件破损位置的距离。设置距离阈值τ，

当di＞τ时记录此时工件实际轮廓上的亚像素点Ai即工件破损位置，从而根据符合阈值τ的

坐标点Ai的个数{0，n}即可判定当前工件是否为破损工件。

[0035] 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工件轮廓上亚像素点个数较多(N＞2000)影响算法的运算速

度，本发明对亚像素点集合Ai在相对于工件质心的360°内进行采样，即将Ai进行360份等分，

在每一度的亚像素点空间ξ内随机取出一坐标点ξi， 构成新的工

件轮廓像素点集合A′j，则 然后通过采样后的像素点集合A′j进

行di的计算，相比直接由原集合空间Ai进行计算，运算次数大幅减少，同时亚像素点集合A′j

极大程度上保留了原集合Ai的特征即工件的轮廓信息，并对工件破损情况的判别不会造成

影响，图6为工件破损位置的局部放大图，A′j为工件轮廓亚像素点采样后的坐标集合，Bi为

与破损位置亚像素点对应的拟合圆上的坐标集合。绿色线段则为破损位置到拟合圆的距离

di。为验证该算法的鲁棒性，本发明对不同破损程度下的工件进行检测实验，对100个不同

破损程度的工件进行了检测，不同破损程度下算法的识别准确率为100％。

[0036] 5.基于像素分层采样的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对表面缺陷进行分割

[0037] 本发明由视觉系统共采集了3000张具有划痕与锈蚀缺陷的法兰工件进行实验。采

用传统的图像分割方法对工件进行感兴趣区域提取，将工件与背景分离。借助PS软件以手

工标注的方式完成对工件上划痕与锈蚀的标注。同时，为了监督学习训练的方便将工件上

的划痕与锈蚀用不同的特征值进行表示，从而将标注图转换为索引图，其中背景的颜色标

记为(0，0，0)，特征值为0，划痕的颜色标记为(255，0，0)，特征值为1，锈蚀的颜色标记为(0，

0，255)，特征值为2。

[0038] 从数据集中选择2400张图片作为训练集，300张作为验证集，300张作为测试集对

PixelNet网络进行训练与测试。本发明分割模型的训练在Windows  7操作系统下使用深度

学习框架Caffe的Matlab开发接口。在硬件环境上，处理器为Intel  Xeon  E5-2625，显卡为

NVIDIA  GTX1080Ti，显存大小为11G。训练过程以24张图为一次迭代步长，其中初始学习率

设置为0.01，随着训练轮数的增加最终衰减至0.0001，迭代次数为10万次。训练过程中的准

确率变化与损失值变化如图7(a)与图7(b)所示。对锈蚀与划痕的分割结果如图8与图9所

示。由图7(a)与图7(b)，可以直观的看到本发明采用的基于PixelNet卷积神经网络的缺陷

分割方法可以完成对工件表面缺陷的准确分割。同时对于深浅程度不同的划痕都能做到有

效提取，算法具有较高的鲁棒性。为进一步评价本发明方法对工件缺陷的分割性能，本发明

选择语义分割的标准评价指标MIoU对测试结果进行评价。使用训练生成的模型在测试集上

进行测试，求得MIoU为93.2％，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可以满足工业对工件缺陷的检测需求。

[0039] 通过判断工件分割结果的像素信息即可确定工件类别，即输出结果含有红色像素

的可确定为具有划痕缺陷的工件、含有蓝色像素的则为存在锈蚀的工件。理论上合格工件

的输出结果只有黑色像素值，但在实际分割过程中会出现错误分割的情况，以至于合格工

件也会存在较少红色或蓝色像素值。设置面积阈值α，当分割缺陷大于α时则判定为缺陷工

件，否则为合格工件，本发明α取值为10个像素。根据实际检测要求，可以微调α的取值。

[0040]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机器视觉的工件缺陷检测方法，可完成外形不同破损程度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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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缺陷的工件检测，同时判别准确度高、鲁棒性强可满足工业检测的需求。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施例，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理解，本

发明并不限于这里所描述的现方案，这些实现方案描述的目的在于帮助本领域中的技术人

员实践本发明。任何本领域中的技术人员很容易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进行

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因此本发明只受到本发明权利要求的内容和范围的限制，其意图涵

盖所有包括在由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精神和范围内的备选方案和等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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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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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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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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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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