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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激光传感的焊缝表面检测误差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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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检测焊缝表面质量，研究点激光位移传感法检测焊缝表面外观尺寸。以三角测量原理为基础，通

过物体反射激光至光敏元件，光电信号转换测得物体表面高度信息。激光照射表面的角度不同，反

射激光点在光敏元件接收面的光能质心产生偏移，在光电转换中造成误差。不规则的焊缝表面对激

光测距精度有影响，为此提出了基于激光测距的焊缝表面倾角误差补偿方法，有效补偿因表面法向

量角度变化引起的误差，使点激光位移传感法检测焊缝表面的精度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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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analysis of weld surface detection by point laser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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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ct the quality of welding surface，a point laser displacement sensor is used to detect the
appearance size of the weld surface defects． The point laser displacement sensor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rigonometric measurement． The surface height information of the object is measured by the reflection
laser to the photosensitive element，and the photoelectric signal is converted to the surface of the object．
The angle of the laser illuminating surface is different，the laser point reflects the point，and the angle of
laser irradiated the surface is different． The reflected laser point will offset the optical center of mass on
the receiving surface of the photosensitive element，causing errors in the photoelectric conversion． The ir-
regular weld surface defect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precision of laser distance measurement． Therefore，a
compensation formula for the angle error of the pending surface based on laser distance measurement is
proposed，which can effec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error caused by the variation of the normal vector an-
gle of the defect surface and make the point laser displacement． The accuracy of sensor for detecting weld
surface defects is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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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表面成形是影响焊接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凹陷、裂纹、咬边等表面会大大降低焊接工件的合格

率［1－2］。目前主要靠人工检测焊接，检测结果依赖工

人的主观判断，检测效果与工人的经验有关。机器视

觉在工业检测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激光视觉检测

焊缝表面也得到了大力发展［3－4］。点激光焊缝检测是

一种无损检测技术，具有非接触、精度高、易于操作等

优点。激光位移传感的测量原理基于激光三角测量

法，通过激光入射到待测物体表面后的反射光被光敏

元件接收，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过控制器等设备一

系列处理得到位移差，最后根据光路的几何关系得到

待测物体表面高度。
焊接表面的倾斜程度影响激光反射的能量，以该

表面法线方向来确定表面倾角。在焊接检测中，对检

测误差有影响的因素有表面颜色、表面粗糙度、表面倾

角等［5］。待测焊缝表面粗糙度影响散射光的强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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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斑形状，表面倾角影响反射光的光能质心位置。当

前基于激光测距的焊缝表面检测研究很多，但在测量

精度方面还有待提高。为此对点激光检测的机理进行

研究，分析待测表面倾角变化对激光检测误差的影响，

为精确检测焊缝表面提供了一种误差分析方法。

1 点激光焊缝表面检测系统

试验平台组成部分包括点激光位移传感器、工

作平台、两轴步进电机和运动控制柜，如图 1 所示。
在检测焊缝表面过程中，待测焊件置于工作平台上，

点激光位移传感器固定在夹具上，夹具在垂直于工

作平台方向上调整，以使焊件处于传感器量程之内。
第一步调整点激光位移传感器和采集软件为工作状

态，选定检 测 起 始 点，使 工 作 平 台 与 传 感 器 相 对 运

动，直到点激光的光斑到达指定初始位置。第二步

编辑运动控制参数，设定传感器扫描路径，试验中采

用的是折线形扫描。第三步按预定路径扫描并采集

扫描数据点。第四步待扫描结束后导出缓存的数据

点进行处理。

2 点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原理

三角测量原理分为直射式和斜射式两种，点激光

位移传感器基于直射式激光三角法，表 1 是传感器主

要参数。

表 1 点激光位移传感器参数

光源波长

/nm

采样周期

/μs

测量精度

/mm

光束直径

/μm

测量范围

/mm

658 ［10，1000］ 0．001 80 ［－20，20］

直射式激光三角法是当入射光线垂直射入参考平

面，入射光线经过焊缝表面漫反射被 CCD ( charge －
coupled device) 相机拍摄，在接收反射光的光敏元件

上，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再通过后续模数转换处理检

测到位移变化量［6］。点激光位移传感器在测量时，

CCD 像面几何中心、激光发射器轴线、接收透镜的光

轴位于同一个平面内。激光发射器发射出平行激光

束，通过会聚焦镜聚焦在焊缝表面，其中产生漫反射的

激光穿过接收透镜成像于 CCD 像面。
如图 2 所示，激光器发射的激光沿会聚透镜主光

轴垂直射入被测物体表面 A 点，该点是入射点，在此

处的光经漫反射被接收透镜会聚到 CCD 像面上 A'点。
入射光线经被测物反射之后，其夹角为 α，CCD 像面与

反射光线之间有一定的倾角，设该倾角为 β，A 点对应

的像点是 A'，B 点在像面上的对应点为 B'。

当激光位移传感器发射的激光照射在待测物体表

面的位置 B 时，反射光点在 CCD 像面上的成像位置为

B'，当被测物体移动到 A 处时，移动距离为 x，对应像

点在 CCD 像面上位移为 x'，在 ΔAOB 中，由三角函数

可知:

sinγ
x

= sin( α － γ)
S1

( 1)

整理得:

tanγ = xsinα
S1 + xcosα

( 2)

同理在 ΔA'OB'中可得:

sinγ
x'

= sin( β + γ)
S2

( 3)

整理为:

tanγ = x'sinβ
S2 － x'cosβ

( 4)

由式( 2) 与式( 4) 联立可得:

x =
S1x'sinβ

S2sinα － x'sin( α + β)
( 5)

式中: γ 表示两条反射激光之间的夹角; α 为入射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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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收透镜中心线之间的夹角。
经过点激光位移传感器的电路处理，电信号与待

测物表面位移 x 在一定范围内成线性关系，由此可计

算得到点激光在被测表面的位移变化量［7］。由图 3 所

示可知，被测表面各点的高度都是以对基准平面为参

考系的，在 CCD 成像面上各像点位置的不同，实际被

测表面与之有一一对应关系，利用三角几何关系得到

被测点实际高度值。

传感器内部参数的设计是以激光束垂直入射被测

物表面为基准，当传感器入射激光与被测物表面不垂

直就会产生倾角误差［8］。因为待测表面的倾斜会使

激光漫反射的方向发生改变，CCD 接收到的光斑质心

也会发生偏移，用垂直入射的标定模型来计算位移量

会有误差。对此研究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入射倾角误

差，得到定性和定量误差分析有利于改进传感器的测

量精度和加大测量范围。
当待测表面倾斜时，表面上的光斑法线方向与入

射激光束方向不再重合。如图 3 所示，ω 为倾斜的待

测表面法线与入射激光束的夹角，设待测表面法线相

对入射激光束顺时针转动为正值，逆时针为负值，x 表

示待测表面位移量。

3 误差分析

分析图 3 中被测表面存在倾角的情况，光路示意

图如图 4 所示，Os 表示激光束光轴，经会聚透镜折射，

成像于 CCD 像面上 C 点。Q'为 P 的像点，像点 Q'与
接收透镜之间距离为 n，物点 P 与接收透镜之间距离

为 m，接收透镜焦距为 f，有如下关系［9］:

n = mf
m － f

( 6)

Q'与激光束光轴之间的距离 OsQ'为:

OsQ' = PQ1(
n
m

) = xf
( m － f) sinα

( 7)

光线 PN 在 CCD 像面上的入射点 C 与激光束光

轴的距离 OC 为:

OC = nxsinα
mr

( 8)

由三角形 ΔANQ' 和 ΔBCQ' 相似的性质可得:

CB = AN·CQ'
NQ'

( 9)

CQ' =
DQ'
sinξ

=
OsQ' － OsD

sinξ
=
OsQ' － OC

sinξ
( 10)

令 PN = r ，在 ΔQ1PN 中，由三角函数可得:

sinξ = xsinα
r

( 11)

将式( 7) ～ ( 8) 代入式( 10) 中可得:

CQ' =
S2 fxsinα

S1( S1 － f － xcosα)
( 12)

将式( 12) ～ ( 14) 代入式( 9) 中可得:

BC =
θ'S2xcosα

S1
( 13)

根据几何关系可知 AN = m·tanθ' = x·sinα ，所以

可得:

θ' ≈ tanθ' =
x·sinα

m
( 14)

根据图 4 所示，由几何知识可知:

OB = OC － BC ( 15)

再将式( 9) 和式( 15) 代入式( 16) 可得:

OB = nxsinα
S1 － xcosα

－
S2xcosα

S1
θ' ( 16)

根据激光束垂直入射待测表面与否计算分析，由

倾角产生的误差可表示为:

σω = OB θ' = θ1，ω≠0 － OB θ' = θ1，ω = 0

=
S2x

2sinα
S1m

［sinα － sin( α － ω) ］ ( 17)

公式( 17) 是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物体表面高度

信息的倾角误差表达式，当需要高精度检测焊缝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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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凹坑误差补偿表

序号
测量值

/mm

表面倾角

/ ( ° )

倾角误差

/mm

补偿值

/mm

120 1．662 45 0．047 1．709

121 1．686 45 0．051 1．737

122 1．631 45 0．039 1．670

123 1．517 45 0．028 1．545

… … 45 … …

137 0．653 45 －0．031 0．622

138 0．602 45 0．026 0．628

139 0．603 45 －0．055 －0．548

… … 45 … …

时，提供了误差补偿纠偏的计算公式。定量分析了表

面倾角对激光测距的误差影响。当待测表面倾角 ω
一定时，点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测量误差随着测量深度

的增加而增加。当待测表面位移量 x 一定时，点激光

位移传感器的测量误差随着待测表面的倾角增加而

增加。
图 5 为焊缝实物及其轮廓和凹坑补偿图，焊缝实

物图如图 5a 所示，将测量的焊缝表面轮廓数据拟合成

二维曲线，用点激光倾角误差补偿公式对原数据点计

算补偿。图 5b 是图 5a 中长为 30 mm 处第 190 个点和

第 340 个点之间有两段倾角为 70°的焊缝表面，图 5c
是图 5a 中长为 45 mm 处第 120 个点到第 150 个点之

间的倾角约为 45°，实线为测量值，虚线为补偿值。表

2 是图 5c 所示凹坑误差补偿表。

4 结语

( 1) 利用激光测距原理，得出待测表面倾角误差

的原因，提出点激光倾角测量误差补偿模型和有效的

凹坑误差补偿方法。
( 2) 通过定量分析表面倾角和测量深度对测量误

差的影响，得出点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误差会随着测

量深度和待测表面倾角的增加而增加。
参 考 文 献

［1］丁晓东，高向东，张南峰，等．激光视觉传感的焊缝成形测量［J］．制

造技术与机床，2018( 12) : 98－101．

［2］Gao X，Li G，Chen Z，et al． Modeling for detecting weld defects based

on magneto－optical imaging［J］． Applied Optics，2018，57( 21) : 6110

－6119．

［3］张万江，许敏． 基于结构光视觉的激光拼焊焊缝质量检测方法研究

［J］．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2012( 7) : 73－76．

［4］王文超，高向东，丁晓东，等． 无坡口对接焊缝特征角点检测方法

［J］． 焊接学报，2018，39( 9) : 61－64．

［5］张鹏贤，张国强，韦志成，等． 坡口及焊缝表面三维轮廓的激光视觉

测量［J］． 焊接学报，2017，38 ( 12) : 81－84．

［6］Giri P，Kharkovsky S，Samali B． Inspection of metal and concrete speci-

mens using imaging system with laser displacement sensor ［J］．

Electronics，2017，6( 2) : 36．

［7］敖波，王乃波，何深远，等． 小管路焊缝内部的三维 X 射线成像［J］．

焊接学报，2016，37( 5) : 11－14．

［8］黄战华，蔡怀宇，李贺桥，等． 三角法激光测量系统的误差分析及消

除方法［J］． 光电工程，2002，29( 3) : 58－61．

［9］刘源，刘芳，马宏波，等． 基于激光测距的船体分段焊缝自主寻位

［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7，39( 2) : 149－153．

第一作者: 马波，男，1994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主

要从事焊接自动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 编辑 高 扬)

( 收稿日期: 2019－03－20)

文章编号: 191124
如果您想发表对本文的看法，请将文章编号填入读者意见调查表中的相应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