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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

交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利

用双传感式机构上的类球阀活动关节装置调节

前后两个传感器绕焊枪旋转，通过调节传感头空

间方位，分别检测到相贯线焊缝信息和熔池信

息；采用一种混连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

程结构，结合SVD分解原理和Bar-shalom算法，将

前置传感器检测到的焊缝信息进行预处理后与

相贯线焊缝空间曲线方程进行第一次融合，将后

置传感器接收到的反映熔池信息的信号光在经

过信号处理后与上述融合数据进行第二次融合，

经过两次的数据提取和融合，实现对焊缝跟踪信

息数据的高效处理；本方法是基于一种全状态闭

环反馈控制的相贯线焊缝跟踪，可以显著提高相

贯线焊缝跟踪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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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交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双传感式机构调

节双传感器在空间一定角度内的位姿，便于检测到完整准确的焊缝和熔池信息，并采用一

种混连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程结构，结合SVD分解原理和Bar-shalom算法，实现对

焊缝跟踪信息数据的高效处理；该方法采用的跟踪系统包括双传感式机构，焊缝信息接收

和处理器、转换器、双传感运动控制器，焊枪俯仰角步进电机；其核心是在相贯线焊缝焊接

过程中双传感式机构能够随时调节两个传感器传感头的空间方位，总能够使得前后两个传

感器分别检测到全面准确的相贯线焊缝信息和熔池信息；前后两个传感器分别将所获取的

数据信息传输到焊缝信息接收与处理器器，将焊缝信息数据与焊缝空间曲线方程进行基于

SVD分解原理的第一次融合，将熔池信息数据与上述融合数据进行基于Bar-shalom算法的

第二次数据融合，得到焊缝跟踪偏差；本方法是基于一种全状态闭环反馈控制的相贯线焊

缝跟踪，可以显著提高相贯线焊缝跟踪的精度；  其中双传感式机构的特点是：该机构包括

一个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一个红外光学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摆臂、两个伺服电机b，  c，两块

伺服电机安装板，两个伺服驱动器和一个类球阀活动关节；双传感器分别置于焊枪前后两

侧，根据焊接方向接触式光电传感器在焊枪前方，红外光学传感器在焊枪后方；接触式光电

传感器和红外光学传感器分别装配在前后传感器摆臂上，前后传感器摆臂与伺服电机b，c

相连，设计类球阀活动关节带有两根输出轴，伺服电机b，c分别通过安装板与类球阀活动关

节的输出轴①和输出轴②连接，类球阀活动关节装置套在焊枪轴上；设计类球阀活动关节

内部包括圆柱凸轮扇形摆盘机构和空间四杆机构，两个机构的从动件分别与输出轴①和输

出轴②固连，主动件部分与正反转电机轴固连；在焊接过程中，前后两个传感器均可通过类

球阀活动关节装置绕焊枪在空间一定角度范围内旋转，从而传感器可随时调节方位使得传

感头能够在过程中一直保持在良好的检测位置，使接触式光学传感器和红外光学传感器总

能够分别检测到全面准确的相贯线焊缝信息和熔池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交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其中混连型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程是：将前置的接触式光电传感器检测到的焊缝信息进行预处

理后与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空间曲线方程进行基于SVD分解原理的第一次融合，与此同

时红外光学传感器将接收到的反映熔池信息的信号光在经过信号处理后与上述融合数据

进行基于Bar-shalom算法的第二次数据融合，得到焊缝跟踪偏差，然后通过转换器转变为

焊枪在空间的位移参数，控制器发出纠偏信号，驱使焊枪俯仰角步进电机带动焊枪产生相

应的运动，实现精确的相贯线焊缝轨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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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交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焊接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特别涉及到一种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交

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锅炉焊接中，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极为常见，但因为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

属于不断变化的空间曲线焊缝，不同于一维或二维平面上的焊缝，管管相交相贯线焊缝焊

接过程中随着空间曲线焊缝形式变化，传感头难以调整到合适的检测位置，使得传感器的

识别存在着偏差，导致焊缝跟踪不精确，难以保证焊缝质量。所以在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

焊接过程中，简单的一维曲线或者二维平面内的焊缝跟踪难以满足焊接要求，必须保证随

着焊缝的空间变化，能够同时地调整各个传感器的传感方位，准确地提取焊缝信息，并能够

高效地将各个传感数据进行融合，然后调整焊枪姿态，实现实时的焊缝跟踪。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焊接过程中传感器监测不到位，不能

及时反映焊缝及熔池信息，导致焊缝跟踪失真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稳定性好，跟踪精

度高的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交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其技术方案是：利用双传感式机构

实现对焊缝和熔池信息的获取，该双传感式机构由一个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一个红外光学

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摆臂、两个伺服电机b、c，两块伺服电机安装板，两个伺服驱动器和一个

类球阀活动关节组成，在焊接过程中双传感式机构随时调节两个传感器传感头的空间方

位，实时完整准确地检测焊缝和熔池信息，并提出一种混连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

程结构，由焊缝信息接收和处理器对焊缝和熔池数据信息进行高效的融合处理，得出焊缝

偏差，通过转换器得出准确的控制量，由双传感运动控制器控制焊枪俯仰角步进电机从而

控制焊枪空间姿态，本方法是基于一种全状态闭环反馈控制的相贯线焊缝跟踪，可以显著

提高相贯线焊缝跟踪的精度。

[0004] 本发明所述的双传感式机构，其特征是：双传感式机构由一个接触式光电传感器、

一个红外光学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摆臂、两个伺服电机b、c，两块伺服电机安装板，两个伺服

驱动器和一个类球阀活动关节组成，双传感式机构通过类球阀活动关节装置套在在焊枪轴

上，设计类球阀活动关节内部包括圆柱凸轮扇形摆盘机构和空间四杆机构，两个机构的从

动件分别与输出轴①和输出轴②固连，主动件部分与正反转电机轴固连；在焊接过程中，将

焊缝和熔池信息融合后得出的焊缝偏差信息通过数据传输口输进电机驱动器，从而控制正

反转电机偏转的角度，前后两个传感器均可通过类球阀活动关节装置绕焊枪在空间一定角

度范围内旋转，从而传感器可随时调节方位使得传感头能够在过程中一直保持在良好的检

测位置，使接触式光学传感器和红外光学传感器总能够分别检测到全面准确的相贯线焊缝

信息和熔池信息。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混连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程结构，焊接过程中，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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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不断接收到的焊缝数据信息P1与空间曲线理论方程Po经预处理后进

行对照，实行基于SVD分解原理的第一次数据融合，得到经过融合处理的焊缝信息P3和接触

式光电传感器的传感头偏移焊缝中心的偏移量P2，P2表示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传感头需要调

整的偏移量P2(R ,t)，其中R为空间旋转矩阵，t为空间平移向量，同时后置的红外光学传感

器接收到的关于熔池的信息P4与P3进行基于Bar-shalom融合算法的第二次数据融合，经过

两次的数据提取和融合，得出更加精确的焊缝偏差。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旨在解决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的跟踪、监测与控

制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交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在现有的管管相交相

贯线焊缝跟踪的基础上，发明的一种双传感式机构能够在焊接过程中实时监测焊缝和熔池

效果，并能够及时地通过全状态的闭环反馈机制调节双传感器的传感头空间方位，使得检

测信息全面精确，提出的一种混连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程结构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通过多次处理，避免了数据信息的丢失和低效融合，实现了相贯线焊缝的有效跟踪和焊缝

质量控制。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的机械示意图。

[0008] 图2是本发明中双传感机构机械示意图。

[0009] 图3是本发明中类球阀活动关节内部示意图。

[0010] 图3.1是空间曲柄摇杆机构示意图。

[0011] 图3.2是扇形摆盘与齿条的齿轮啮合示意图。

[0012] 图4是本发明中相贯线焊缝的焊接步长ΔL示意图。

[0013] 图4.1是垂直焊枪轴的平面内前置传感头偏离焊缝轨迹的距离示意图。

[0014] 图4.2是平行焊枪轴的平面内后置传感器检测熔池信息偏离的角度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的系统原理结构图。

[0016] 图中，1管管相交主管，2红外光发射器，3红外光学传感器安装板，4红外光接收处

理器，5加强筋，6红外光学传感器摆臂，7伺服电机c，8伺服电机c安装板，9类球阀活动关节

输出轴②，10类球阀活动关节，11焊枪轴，12焊枪俯仰角步进电机，13类球阀活动关节输出

轴①，14伺服电机b安装板、15伺服电机b，16接触式光电传感器摇臂，17接触式光电传感器，

18管管相交副管，19管管相交焊缝，20空间曲柄摇杆结构，21数据传输口，22正反转电机，23

圆柱凸轮，24支撑框架，25扇形摆盘，26齿条，27转接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更好的表达整个发明的技术方案与有益效果，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

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18] 实施例1，所述的基于双传感式的管管相交相贯线焊缝跟踪方法，该跟踪系统由双

传感式机构，焊缝信息接收和处理器、转换器，双传感运动控制器和焊枪俯仰角步进电机组

成，其中双传感式机构包括一个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一个红外光学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摆

臂、两个伺服电机b、c，两个伺服驱动器和一个类球阀活动关节；双传感器分别置于焊枪前

后两侧，根据焊接方向接触式光电传感器在焊枪前方，红外光学传感器在焊枪后方，焊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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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由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传感头检测焊缝中心，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会检测到表征焊缝位

置变化的电信号，本发明采用一种混连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程结构，将检测到的

电信号经过预处理后与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空间曲线理论方程经过基于SVD分解原理的

第一次融合，得到经过融合处理的焊缝信息和接触式光电传感器的传感头偏移焊缝中心的

偏移量，与此同时红外光学传感器将接受到的反映熔池信息的信号光在经过信号处理后与

上述融合数据进行基于Bar-shalom融合算法的第二次数据融合，得到焊缝跟踪偏差，然后

通过转换器转变为焊枪在空间的位移参数，控制器发出纠偏信号，驱使焊枪俯仰角步进电

机带动焊枪产生相应的运动，实现精确的相贯线焊缝轨迹跟踪。

[0019] 本发明中的管管相交的相贯线焊缝跟踪过程处于一种全状态闭环反馈控制机制，

根据前置传感器反馈的信息与理论相贯线方程对照，判别焊缝的理论空间曲线方程与检测

到的焊接点集之间的误差，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前置传感头可继续进行检测动作，一旦超

出误差允许范围，则要通过反馈调节指令调节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传感头在焊接空间的位

置，使其朝着趋于焊缝中心的方向移动，同时后置传感器不断接收反馈熔池信息的红外光

并分析所得到的的信息是否完整，若得到完整全面的反映熔池信息的红外光，则后置传感

器的姿态不做调整，反之则控制器通过焊接手臂和类球阀活动关节调节后置传感器的空间

方位，使能得到精确完整的熔池信息；在经过两次数据融合后检测焊缝质量，若能达到要

求，则继续向前工作，否则重复上述过程。

[0020] 实施例2，所述的双传感式机构，其具体实施方式在于：在得出例1中实测焊缝信息

与空间焊缝的理论曲线方程的误差后，将误差量经过转换后输入类球阀活动关节中的驱动

装置即正反转电机中，正反转电机带动凸轮圆柱绕电机轴旋转，凸轮圆柱的曲线外廓推动

从动件扇形摆盘完成在其所在平面内按一定规律往复摆动，通过摆盘与齿条的齿轮啮合作

用带动齿条来回运动，由于转接台固定在齿条底板上，两者相对静止，所以安装在转接台上

的类球阀活动关节输出轴①可实现在垂直焊枪轴的平面内按一定角度摆动；在后置的红外

光学传感器获取熔池信息不完整时，也会通过正反转电机运转带动凸轮圆柱的轴转动，空

间曲柄摇杆机构的a杆和a'杆作为主动件与凸轮圆柱轴固连，e杆作为连接杆固定在类球阀

活动关节内部，d杆和d'杆作为曲柄摇杆机构中的机架也和e杆保持相对静止，空间曲柄摇

杆的其他连接各部分均采用铰链连接，相互之间可互相转动。

[0021] 如图4为焊接过程中的一段焊接步长ΔL，图4.1为垂直焊枪轴的平面内前置传感

头偏离焊缝轨迹的距离为±h，导致偏离角度为±ф，图4.2为后置传感器检测熔池信息偏

离的角度，在平行焊枪轴的平面内偏离起始角度为±λ，图中所列为其中一种现象，均为向

正方向偏离；基于图2中所示机构的传动方式，由凸轮圆柱传动规律：对于连续传动圆柱凸

轮传动机构分度数I＝0，取头数为1，传动比i为为从动件的齿数z，则有： 其中n1

为主动件转速，即正反转电机的转速，n2为扇形摆盘的转速，由ω＝2πn可得 上

式中的ω1t即为凸轮圆柱转过的角度，也等于与凸轮圆柱轴固连的a杆和a'杆转过的角度

ρ，ω 2 t 为 扇形 摆盘分 度圆 上的 角位 移 ，由 公式 可 得 角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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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扇形摆盘与齿条紧密啮合，齿条底盘与输出轴①相连，则分度圆的线

位移等于齿条的线位移，也等于输出轴①在垂直焊枪的平面内的位移，该值为±h(±表示

传感头偏移焊缝中心的方向)，则 (d为扇形摆盘的直径)，可

得 ρ即为正反转电机运转的角度。即图3.1中的虚线部

分为主动件和从动件运动到极限位置所转过的角度，曲柄a转过180°+τ，摇杆c对应转过μ，

在后置传感器传感头调节过程中曲柄a转过的实际角度跟电机转过角度相等，设实际摇杆c

转过角度为δ，根据曲柄摇杆机构运动规律可得 则 由图3.2中得

到后置传感器传感头需偏离角度为λ，则类球阀活动环节调节完毕后，在平行于焊枪轴的平

面内，后置的红外光学传感器还需要调节的角度为Δυ＝δ-λ。

[0022] 实施例3，所述的一种混连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工作流程结构，其具体实施方式

在于：焊接过程中，将前置的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不断接收到的焊缝数据信息P1表示为点集Pi

(xi  yi  zi)，设在极坐标系中Pi表示为 则将检测到的点集转换成极坐标系中为：

[0023]

[0024] 其中 为o'p'与o'x'的夹角，op与x'o'y'面的夹角为β，p'为p在x'o'y'面上的垂

足，r＝op，则有

[0025]

[0026] 空间曲线理论方程Po：

[0027] 管管相交的的相贯线可表示为：

[0028]

[0029] 上式中R1≥R2,为两相交管的半径，分别处于不同的空间坐标系o-xyz和o-x′y′z′

中。

[0030] 通过坐标转换将相贯线方程表示为：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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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式中e为两管轴线的偏心距，α为两管轴线夹角，θ为相贯线焊缝上一点在y'o'z'平

面的投影与o'点的连线在z'轴正方向的夹角。经过上述预处理可得到表征相贯线焊缝的空

间曲线ΔL的离散点集A＝(a1 ,a2,a3、、、an)和前置的接触式光电传感器检测到的焊缝信息

为P＝(p1,p2,p3、、、pn)，其中ak+1-ak＝ΔL，pk+1-pk＝ΔL；

[0033] 计算两个点集A、P的质心：

[0034]

[0035] 从两个点集中分别减去对应的质心

[0036]

[0037] 通过SVD分解原理求解最优变换，设A∈Rrm×n，可定义m阶正交矩阵U和n阶正交矩阵

V，使得 其中∑＝diag(σ1，σ2，,,,σr)，而σ1为矩阵A的全部非零奇异值，

[0038] 则 可以 求得R＝ U V T ，t＝μa - Rμp ，使得

上式中R为旋转矩阵，t为平移向量，即定义P2(R，t)为

通过反馈调节指令调节接触式光电传感器传感头在焊接空间的位置偏移量。

[0039] 待反馈调节前置传感头位姿后继续检测焊接点集与理论曲线的形状误差，通过计

算实测曲线与理论曲线之间的距离：di2＝(xi-x')2+(yi-y')2+(zi-z')2，设定误差范围为K,

若经过上述最佳匹配过程后能够使得焊接点集和理论曲线误差在K的范围之内，则继续进

行焊缝跟踪检测动作，若超出K的范围之外，则重复上述过程，按照旋转矩阵R和空间平移向

量t调节传感器，直至满足误差要求为止。

[0040] 本发明中，在前置的接触式光电传感器调节空间位姿使得误差范围合理后，将距

离上述调节最近一次获得的焊缝信息与后置的红外光学传感器监测的熔池信息经过控制

线路输送到焊缝信息接收与处理器中，在第一次数据融合过程中调整传感器的空间位置不

断进行最佳匹配后最终得到的焊缝信息记为P3，后置的红外光学传感器监测到关于熔池的

数据信息记为P4，然后对采集到的关于焊缝和熔池的信息P3和P4采用基于双传感器的Bar-

shalom融合算法进行数据的第二次高效融合：

[0041] 系统中的两个传感器标记为传感器①和传感器②，它们的随机向量P∈Rn的N个无

偏估计为Pi(k/k) ,i＝1,2,...,n，且已知估计误差的协方差为Yij，i，j＝1,2，...,m，则按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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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加权线性最小方差无偏估计融合 最优加权阵Bi，i＝1,2，...,m

由下面的公式计算B＝Y-1e(eTY-1e)-1，其中，Y＝(Yij)，i＝1,2，...,m是nm×nm的对称正定矩

阵，B＝[B1,B2,...,Bm]T和e＝[I1,I2,...,In]T都是nm×m的矩阵。最优融合估计误差方差阵

为：Y0＝(eTY-1e)-1，其中Y0≤Yi，i＝1,2，...,m。取上式中的n＝2，即可得到前后传感器①②

的数据融合结果，将焊缝信息接收与处理器融合后的结果通过转换器得出准确的控制量，

输送到双传感运动控制器，由双传感运动控制器控制焊枪俯仰角步进电机从而控制焊枪空

间姿态，实现焊缝跟踪。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所做出的若干改进，都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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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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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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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4.1

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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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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