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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
头位姿的方法，
属于机器人钻孔作业中优化调整
钻头位姿的领域。
该方法首先搭建基于条纹投影
法和视觉伺服控制的机器人钻孔系统并进行系
统参数标定，
然后进行机器人钻孔作业的离线规
划得到一系列路径点；
在每个路径点，
计算钻头
在该路径点期望位姿下的相位图，
设计视觉特征
并推导交互矩阵和视觉伺服控制律；
最后利用视
觉伺服控制律对离线规划的每个路径点的钻头
位姿进行优化，
直到每个路径点的视觉伺服收敛
完成，
以提高钻头轴线与待钻孔点处的切面的垂
直度，
进而提高钻孔质量和表面平整度。本发明
结合条纹投影轮廓测量法测量精度高和视觉伺
服控制精度高的优点，
能有效优化实际机器人钻
孔作业中钻头的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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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搭建基于条纹投影法和视觉伺服控制的机器人钻孔系统；
所述系统包括：
机器人基
座、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固定底座、钻孔装置、
投影仪、相机和计算机；
所述机器人基座固定
在安装平台上，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通过螺栓连接副连接固定底座，
钻孔装置、
投影仪和相机
分别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固定底座上，
使得待钻孔工件的待钻孔位置同时处在相机和投影
仪的视野和景深范围以内；
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
投影仪和相机分别连接计算机；
2)将待钻孔工件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光学平台上，
将激光跟踪仪和机器人分别放置在
待钻孔工件两侧设定距离处；
分别构建各个坐标系如下：
Fb表示机器人基座坐标系，
Fe表示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
Fp表示投影仪坐标系，
Fc表示相机坐标系，
Fd表示钻头坐标系，
Fw
表示待钻孔工件的工件坐标系，
FL表示激光跟踪仪坐标系；
3)通过相机投影仪内外参数标定法标定投影仪成像模型的内参矩阵Mp ，
标定相机成像
p
模型的内参矩阵Mc ，
标定相机坐标系Fc与投影仪坐标系Fp之间的变换矩阵 Tc ,通过手眼标定
标定相机坐标系Fc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之间的变换矩阵 cTe ，
利用激光跟踪仪标定
固定在待钻孔工件坐标系Fw与激光跟踪仪坐标系FL的变换矩阵 wTL ，
利用激光跟踪仪标定机
b
器人基座坐标系Fb与激光跟踪仪坐标系FL的变换矩阵 TL ，
进而求出工件坐标系Fw与机器人
基座坐标系Fb之间的变换矩阵 bTw ；
根据固定底座三维模型和钻孔装置的三维模型测量和计
算得到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eTd ；
4)在待钻孔工件的三维模型上确定对应的一个或多个钻孔点的位置，
利用步骤3)中得
b
e
到的变换矩阵 Tw 和 Td ，
进行机器人钻孔的离线规划，
得到每个钻孔点对应的路径点，
并计
算机器人在每个路径点对应的六个关节的关节角度；
具体方法如下：
在待钻孔工件的的三维模型上选定任意一个钻孔点的位置，
读取该钻孔点在工件坐标
系下的坐标 ,并生成该点处切面特征，
然后读取该切面特征的法向向量，
约束钻头坐标系Fd
的Z轴于该法向向量同轴，
同时使钻头坐标系原点到该钻孔点处于设定距离，
得到钻头坐标
d
b
e
系Fd 相对工件坐标系Fw的变换矩阵 Tw ，
再结合变换矩阵 Tw和 Td求得对应钻头坐标系下机器
人末端坐标系Fe 相对于基座坐标系Fb的变换矩阵 bTe＝bTw·dTw-1·eTd-1 ，
进而通过机器人逆
运动学求得对应此变换矩阵下机器人在此钻孔点对应路径点的各个关节的关节角度；
5)将钻头移动至步骤3)离线规划得到的第一个路径点，
将该路径点记为当前路径点，
在当前路径点的钻头的位姿即为该路径点待优化的钻头位姿；
6)计算钻头在当前路径点期望位姿下的相位图；
具体步骤如下：
6-1)在当前路径点，
利用条纹投影轮廓测绘法，
投影仪投影N张不同相位的单位频率正
弦条纹图和N张不同相位的高频率正弦条纹图到待钻孔工件表面，
同时利用相机采集待钻
孔工件表面通过投影得到的2N张变形的条纹图，
通过解码算法得到此钻头位姿下的对应相
位图；
然后利用基于三角测量原理的三维重构算法，
从相位图中重构出待钻孔工件表面的
三维点云，
该三维点云位于投影仪坐标系Fp中；
6-2)利用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dTe以及投影仪坐
标系Fp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 pTe的逆矩阵进行矩阵相乘，
得到钻头
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dTp ：
计算钻头轴线与步骤6-1)得到的三维点云的交点坐标，
交点为三维点云中到钻头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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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最近的点；
6-3)取交点坐标附近的M个点进行二次曲面拟合得到待钻孔工件表面的二次曲面方
程，
然后求得该方程对应的曲面在该交点处的切面及切面的法向向量，
该法向向量即为期
望的钻头轴线的方向；
6-4)根据步骤6-1)得到的位于投影仪坐标系Fp中的三维点云，
以及步骤6-3)得到的期
望的钻头轴线的方向，
在仿真环境下将三维点云整体移动到使钻头轴线和期望的钻头轴线
重合且待钻孔点与钻头坐标系原点距离符合设定距离的位置，
得到待钻孔工件表面新的三
维点云；
以该新的三维点云为待测量表面，
通过模拟投影过程的算法计算待测量表面对应
的相位图，
该相位图即为钻头在期望位姿下的相位图；
7)设计视觉特征并推导交互矩阵和视觉伺服控制律；
将钻头在期望位姿下，
即钻头轴线垂直待钻孔点切面时，
钻头轴线与待钻孔工件新的
三维点云的交点在步骤6-4)得到的相位图中对应的位置作为该相位图中待钻孔点，
将该待
钻孔点附近的圆形区域的元素值整体排列为视觉特征向量：
Xp＝(xpt ，
…，
xpn) ，
其中xpi为圆
形区域内第i个元素的值，
圆形区域内元素的总数量为n；
建立对应视觉特征的视觉伺服的交互矩阵为：
其中

其中，

rt ，
r2 ，
r3 ，
tt ，
t2 ，
t3来

自相机坐标系和投影仪坐标系的变换矩阵 pTc＝(rt ，
r2 ，
r3 ，(t1 ，
t2 ，
t3) T) ，
xp和xc分别为空间
点在投影仪和相机成像平面的投影的横坐标，
yp和yc分别为空间点在投影仪和相机成像平
面的投影的纵坐标，
对应的视觉伺服控制律为：

其中Vc为相机的六维速度，
λ是增益系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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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互矩阵的伪逆，
e＝(s-s*)为误差项，

其中s*为期望位姿下对应的视觉特征；
8)将当前路径点作为视觉伺服的初始状态，
利用步骤7)中得到视觉伺服控制律对在该
路径点上钻头的位姿进行优化，
直到该路径点的视觉伺服收敛完成，
该路径点对应的钻头
位姿优化完毕；
9)机器人根据优化后的钻头位姿在当前路径点完成钻孔，
然后移动至下一路径点，
并
将下一路径点当成新的当前路径点，
然后重新返回步骤6) ，
直至所有路径点的视觉伺服收
敛完成，
方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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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调整钻头位姿的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机器人钻
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钻孔是指在实体材料上加工出孔的手段。
钻孔主要用来加工用于铆钉、螺钉螺母
连接的孔，
因此孔的质量和表面平整度对于连接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传统的钻孔主要依赖
钻床来保证孔的质量和表面平整度，
而钻床钻孔需要夹持工件，
而且无法处理复杂曲面的
钻孔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机器人钻孔技术应运而生。但机器人钻孔技术受限于离线规
划中建模误差、
工件变形、
安装误差、
工件与机器人坐标系标定误差以及机器人的绝对精度
不高等缺点，
难以保证钻孔时钻头轴线于钻孔点切面保持垂直。因此优化离线规划的钻头
位姿，
消除以上误差带来的影响，
进而提高钻孔的质量和表面平整度就有了重要的技术意
义。但当前尚没有一种通过测量钻孔位置局部三维形貌来调整机器人钻头位姿的方法，
因
此本领域尚属于空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机器人钻孔中离线规划的钻头位姿的精度受限于建模误差、
工件变形、
安装误差、
工件与机器人坐标系标定误差以及机器人的绝对精度不高等缺点，
提
出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法。本发明是结合条纹投影轮廓测量法的测量
精度高，
视觉伺服控制精度高的优点来优化离线规划的钻头位姿，
提高钻头轴线与接触点
的切面的垂直度，
进而提高钻孔的质量和表面平整度。
[0004] 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
步骤：
[0005] 1)搭建基于条纹投影法和视觉伺服控制的机器人钻孔系统；
所述系统包括：
机器
人基座、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固定底座、钻孔装置、
投影仪、相机和计算机；
所述机器人基座
固定在安装平台上，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通过螺栓连接副连接固定底座，
钻孔装置、
投影仪和
相机分别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固定底座上，
使得待钻孔工件的待钻孔位置同时处在相机和
投影仪的视野和景深范围以内；
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
投影仪和相机分别连接计算机；
[0006] 2)将待钻孔工件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光学平台上，
将激光跟踪仪和机器人分别放
置在待钻孔工件两侧设定距离处；
分别构建各个坐标系如下：
Fb表示机器人基座坐标系，
Fe
表示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
Fp表示投影仪坐标系，
Fc表示相机坐标系，
Fd 表示钻头坐标
系，
Fw表示待钻孔工件的工件坐标系，
FL表示激光跟踪仪坐标系；
[0007] 3)通过相机投影仪内外参数标定法标定投影仪成像模型的内参矩阵Mp ，
标定相机
成像模型的内参矩阵Mc ，
标定相机坐标系Fc与投影仪坐标系Fp之间的变换矩阵 pTc ,通过手眼
标定标定相机坐标系Fc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之间的变换矩阵 cTe ，
利用激光跟踪仪
w
标定固定在待钻孔工件坐标系Fw与激光跟踪仪坐标系FL的变换矩阵 TL ，
利用激光跟踪仪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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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机器人基座坐标系Fb与激光跟踪仪坐标系FL的变换矩阵 bTL ，
进而求出工件坐标系Fw与机
b
器人基座坐标系Fb之间的变换矩阵 Tw ；
根据固定底座三维模型和钻孔装置的三维模型测量
和计算得到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eTd ；
[0008] 4)在待钻孔工件的三维模型上确定对应的一个或多个钻孔点的位置，
利用步骤3)
b
e
中得到的变换矩阵 Tw 和 Td ，
进行机器人钻孔的离线规划，
得到每个钻孔点对应的路径点，
并计算机器人在每个路径点对应的六个关节的关节角度；
具体方法如下：
[0009] 在待钻孔工件的的三维模型上选定任意一个钻孔点的位置，
读取该钻孔点在工件
坐标系下的坐标 ,并生成该点处切面特征，
然后读取该切面特征的法向向量，
约束钻头坐标
系Fd的Z轴于该法向向量同轴，
同时使钻头坐标系原点到该钻孔点处于设定距离，
得到钻头
坐标系Fd 相对工件坐标系Fw的变换矩阵dTw ，
再结合变换矩阵 bTw和eTd求得对应钻头坐标系下
机器人末端坐标系Fe 相对于基座坐标系Fb的变换矩阵 bTe＝bTw·dTw-1·eTd-1 ，
进而通过机器
人逆运动学求得对应此变换矩阵下机器人在此钻孔点对应路径点的各个关节的关节角度；
[0010] 5)将钻头移动至步骤3)离线规划得到的第一个路径点，
将该路径点记为当前路径
点，
在当前路径点的钻头的位姿即为该路径点待优化的钻头位姿；
[0011] 6)计算钻头在当前路径点期望位姿下的相位图；
具体步骤如下：
[0012] 6-1)在当前路径点，
利用条纹投影轮廓测绘法，
投影仪投影N张不同相位的单位频
率正弦条纹图和N张不同相位的高频率正弦条纹图到待钻孔工件表面，
同时利用相机采集
待钻孔工件表面通过投影得到的2N张变形的条纹图，
通过解码算法得到此钻头位姿下的对
应相位图；
然后利用基于三角测量原理的三维重构算法，
从相位图中重构出待钻孔工件表
面的三维点云，
该三维点云位于投影仪坐标系Fp中；
[0013] 6-2)利用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 e的变换矩阵 d Te以及投
影仪坐标系Fp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 pTe的逆矩阵进行矩阵相乘，
得
到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dTp ：
[0014]

计算钻头轴线与步骤6-1)得到的三维点云的交点坐标，
交点为三维点云中到钻头
轴线的距离最近的点；
[0015] 6-3)取交点坐标附近的M个点进行二次曲面拟合得到待钻孔工件表面的二次曲面
方程，
然后求得该方程对应的曲面在该交点处的切面及切面的法向向量，
该法向向量即为
期望的钻头轴线的方向；
[0016] 6-4)根据步骤6-1)得到的位于投影仪坐标系Fp中的三维点云，
以及步骤6-3)得到
的期望的钻头轴线的方向，
在仿真环境下将三维点云整体移动到使钻头轴线和期望的钻头
轴线重合且待钻孔点与钻头坐标系原点距离符合设定距离的位置，
得到待钻孔工件表面新
的三维点云；
以该新的三维点云为待测量表面，
通过模拟投影过程的算法计算待测量表面
对应的相位图，
该相位图即为钻头在期望位姿下的相位图；
[0017] 7)设计视觉特征并推导交互矩阵和视觉伺服控制律；
[0018] 将钻头在期望位姿下，
即钻头轴线垂直待钻孔点切面时，
钻头轴线与待钻孔工件
新的三维点云的交点在步骤6-4)得到的相位图中对应的位置作为该相位图中待钻孔点，
将
该待钻孔点附近的圆形区域的元素值整体排列为视觉特征向量：
Xp＝(xpt ，
…，
xpn) ，
其中xpi
为圆形区域内第i个元素的值，
圆形区域内元素的总数量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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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建立对应视觉特征的视觉伺服的交互矩阵为：

[0020]

其中

[0021]

[0022]

[0023]

[0024]

[0025]

[0026]
[0027]

其中，

rt ，
r2 ，
r3 ，
tt ，
t2 ，

t3来自相机坐标系和投影仪坐标系的变换矩阵 pTc＝(rt ，
r2 ，
r3 ，(tt ，
t2 ，
t3) T) ，
xp和xc分别为
空间点在投影仪和相机成像平面的投影的横坐标，
yp和yc分别为空间点在投影仪和相机成
像平面的投影的纵坐标，
[0028]

对应的视觉伺服控制律为：

其中Vc为相机的六维速度，
λ是增益系数，

是交互矩阵的伪逆的近似估计量，
令

其中

为交互矩阵的伪逆，
e＝(s-s*)为误

差项，
其中s*为期望位姿下对应的视觉特征；
[0029] 8)将当前路径点作为视觉伺服的初始状态，
利用步骤7)中得到视觉伺服控制律对
在该路径点上钻头的位姿进行优化，
直到该路径点的视觉伺服收敛完成，
该路径点对应的
钻头位姿优化完毕；
[0030] 9)机器人根据优化后的钻头位姿在当前路径点完成钻孔，
然后移动至下一路径
点，
并将下一路径点当成新的当前路径点，
然后重新返回步骤6) ，
直至所有路径点的视觉伺
服收敛完成，
方法结束。
[0031] 本发明的特点及有益效果在于：
[0032] 1)本方法结合了条纹投影轮廓测量法测量精度高以及视觉伺服控制精度高的优
点，
可以消除交互矩阵标定误差，
建模误差等引起的离线规划误差，
有效提高实际钻孔作业
过程中钻头的位姿精度，
进而提高钻孔质量和表面平整度。
[0033] 2)本方法中的视觉伺服控制是直接以相位图作为视觉特征，
而不对其进行特征提
取，
因此避免了繁琐的图像处理过程，
同时能充分利用相位图的信息，
保证视觉伺服控制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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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和鲁棒性。
[0034] 3)本方法不依赖对象的表面特征，
不仅可以适用于带钻孔表面为平面的情况，
也
可以适用于待钻孔工件表面为复杂曲面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基于条纹投影法和视觉伺服控制的机器人钻孔系统结构示
意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单位频率条纹图和高频条纹图。
[0037] 图中：
1-机器人基座，
2-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3-固定底座，
4-钻孔装置，
5-投影仪，
6-相机，
7-待钻孔工件，
8-激光跟踪仪。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法，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
但不限于本发明的范围。
[0039] 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机器人钻孔中优化钻头位姿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搭建基于条纹投影法和视觉伺服控制的机器人钻孔系统；
[0041] 本发明实施例的基于条纹投影法和视觉伺服控制的机器人钻孔系统结构如图1所
示，
所述系统包括：
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以下简称机器人)基座1，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2，
固
定底座3，
钻孔装置4，
投影仪5，
相机6和计算机。所述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基座1通过螺纹连
接固定在厚度为20mm的安装平台上，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通过螺栓连接副连接固定底座3，
钻
孔装置4、
投影仪5和相机6分别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固定底座3上，
其中投影仪5与相机6的
位置关系需要保证：
工件的待钻孔位置同时处在相机和投影仪的视野和景深范围以内；
六
自由度工业机器人的控制器通过网线连接计算机，
投影仪和相机分别通过USB3 .0连接线连
接计算机。
[0042] 2)将待钻孔工件7通过螺纹连接固定在光学平台上，
为保证激光跟踪仪8测量过程
中机器人不干涉对靶标的检测，
激光跟踪仪和机器人分别放置在待钻孔工件两侧设定距离
处；
激光跟踪仪放置过远会导致测量精度受影响，
放置过近会导致能测量的范围有限，
因此
一般距离待钻孔工件50～200cm，
即可符合要求，
本实施例中激光跟踪仪6放置在离待钻孔
工件80cm左右。待钻孔工件放置在机器人的操作空间内即可，
但为保证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的刚度，
防止钻孔过程中产生太大的阻力导致钻头振动，
工件不宜离机器人太远。本实施例
中，
工件水平放置在距地面100cm，
距机器人150cm左右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
激光跟踪仪
在本方法仅来标定工件相对机器人基座的变换矩阵，
它可以被其他的精密测量仪器替代。
分别构建各个坐标系如图1所示，
图1中各个坐标系分别由如下符号表示：
F b表示机器人基
座坐标系，
Fe表示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
Fp表示投影仪坐标系，
Fc表示相机坐标系，
Fd 表
示钻孔装置中的钻头坐标系，
Fw表示待钻孔工件的工件坐标系，
FL表示激光跟踪仪坐标系。
[0043] 本发明中所有部件均可采用常规型号。
本实施例中，
相机为分辨率为2048X2560的
灰度工业相机，
型号为JAI GO5000；
投影仪为分辨率为912X140的德州仪器的DLP 4500Pro；
固定底座同时将相机，
投影仪，
钻孔装置固定到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上，
固定底座的材料为
15mm厚的钢板；
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为ABB IRB 4600，
钻孔装置的伺服控制器和机器人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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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柜一样属于支撑硬件，
对建模过程没有影响，
所以钻孔装置的伺服控制器和机器人控制
柜都没有在图中描述，
放置在安全的位置即可；
计算机为联想Y720。上述所有硬件均无特殊
要求。
[0044] 3)参数标定；
[0045] 通过相机投影仪内外参数标定法标定投影仪成像模型的内参矩阵Mp ，
标定相机成
p
像模型的内参矩阵Mc ，
标定相机坐标系Fc与投影仪坐标系Fp之间的变换矩阵 Tc ,通过手眼标
定标定相机坐标系Fc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之间的变换矩阵 cTe ，
利用激光跟踪仪标
w
定固定在待钻孔工件坐标系Fw与激光跟踪仪坐标系FL的变换矩阵 TL ，
利用激光跟踪仪标定
b
机器人基座坐标系Fb与激光跟踪仪坐标系FL的变换矩阵 TL ，
进而求出工件坐标系Fw与机器
人基座坐标系Fb之间的变换矩阵 bTw ；
根据一个自己设计的连接相机、
投影仪、
钻孔装置和机
器人末端执行器的固定底座三维模型和钻孔装置的三维模型(底座的三维模型为自己在
SolidWorks绘制所得，
钻孔装置的三维模型可以向厂家索取或自己测量得到)测量和计算
得到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eTd。
[0046] 4)离线规划；
[0047] 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一个或多个钻孔点的位置，
并在待钻孔工件的三维模型(这里
的三维模型是带钻孔工件的三维模型，
根据不同零件而异，
而且可以是用于加工这一工件
的三维模型，
也可以是利用逆工程学测量工件从而三维重建得到的三维模型)上确定对应
的一个或多个钻孔点的位置，
利用步骤3)中得到的变换矩阵 bTw 和eTd ，
进行机器人钻孔的离
线规划，
计算机器人在规划的每个路径点(每一个路径点对应一个钻孔点的位置)对应的六
个关节的关节角度。
具体方法如下：
[0048] 首先根据实际需求，
在CATIA环境下的待钻孔工件的的三维模型上选定一个或多
个钻孔点的位置，
本实施例取一个钻孔点，
并读取该钻孔点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并生成
该点处切面特征，
然后读取该切面特征的法向向量，
约束钻头坐标系Fd的Z轴于该法向向量
同轴，
同时使钻头坐标系原点到该钻孔点的距离为5-10mm最合适，
本实施例取5mm，
该距离
视钻头坐标系原点与钻头尖点的位置关系而定，
本实施例将钻头坐标系原点与钻头尖点重
合。
由上述约束可以得到钻头坐标系Fd 与工件坐标系Fw的变换矩阵 d Tw ，
再结合变换矩阵 bTw
和eTd ，
可以求得对应钻头坐标系下机器人末端坐标系Fe相对于基座坐标系Fb的变换矩阵 bTe
＝bTw·dTw-1·eTd-1 ，
进而通过机器人逆运动学求得对应此变换矩阵下机器人在此钻孔点对
应路径点的各个关节的关节角度。
[0049] 5)将钻头移动至步骤3)离线规划得到的第一个路径点，
将该路径点记为当前路径
点，
在当前路径点的钻头的位姿即为该路径点待优化的钻头位姿；
[0050] 6)计算钻头在当前路径点期望位姿下的相位图；
具体步骤如下：
[0051] 6 - 1 ) 在 当 前 路 径 点 ，利 用 条 纹 投 影 轮 廓 测 绘 法 ( F r i n g e P r o j e c t i o n
Profilometry) ，
投影仪投影N张不同相位的单位频率正弦条纹图和N张不同相位的高频率
正弦条纹图到待钻孔工件表面，
本实施例的单位频率正弦条纹图和高频率正弦条纹图如图
2所示，
其中，
图2(a)为单位频率正弦条纹图，
图2(b)为高频正弦条纹图。
同时利用相机采集
待钻孔工件表面通过投影得到的2N张变形的条纹图，
通过解码算法得到此钻头位姿下的对
应相位图；
N的值越高，
条纹投影轮廓测绘法的精度就越高，
但同时测量时间也会增加，
为了
兼顾精度和速度，
本实施例的N取为20；
相位图为一个和相机的分辨率相同大小的矩阵，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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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个元素的值是对应该元素位置的空间点在投影仪成像平面下的像点的横坐标；
然后利
用基于三角测量原理的三维重构算法，
从相位图中重构出待钻孔工件表面的三维点云，
该
三维点云位于投影仪坐标系Fp中。
[0052] 6-2)利用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 e的变换矩阵 d Te以及投
影仪坐标系Fp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 pTe的逆矩阵进行矩阵相乘，
可
以得到钻头坐标系Fd 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坐标系Fe的变换矩阵 d Tp ：
由于钻头坐标系Fd 被定义为其Z轴与钻头轴线方向重合，
由此可以计算得到钻头轴线与步
骤6-1)中得到的三维点云的交点坐标，
此交点即为该三维点云中的待钻孔点；
考虑到点云
并不连续，
因此交点取为点云中到钻头轴线的距离最近的点。
[0053] 6-3)取交点坐标附近的M个点进行二次曲面拟合得到待钻孔工件表面的二次曲面
方程，
然后求得该方程对应的曲面在该交点处的切面及切面的法向向量，
该法向向量即为
期望的钻头轴线的方向。M的取值视相机的分辨率和待钻孔区域的大小而定，
M太小无法保
证拟合精度，
M太大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待钻孔区域的形貌，
一般为1000到10000，
本实施例取
M为5000。
[0054] 6-4)根据步骤6-1)得到的位于投影仪坐标系Fp中的三维点云，
以及步骤6-3)得到
的期望的钻头轴线的方向，
在仿真环境下将三维点云整体移动到使钻头轴线和期望的钻头
轴线重合，
且待钻孔点与钻头坐标系原点(即钻头尖点)距离一定距离的位置，
此距离为实
际钻孔中钻头尖点到待钻孔点的距离，
不宜太远，
否则钻孔时容易产生跳动，
同样不宜太
近，
否则钻头在移动时可能会与工件表面发生碰撞，
一般10mm至30mm，
本实施例取20mm；
然
后以这一位置的三维点云为待测量表面，
通过模拟投影过程的算法计算出其对应的相位
图，
该相位图即为钻头在期望位姿下的相位图。
[0055] 7)设计视觉特征并推导交互矩阵和视觉伺服控制律。
[0056] 为了充分利用相位图的全部信息，
保证方法的精确性和鲁棒性，
同时免于复杂的
特征提取过程，
将步骤6-4)得到的相位图中待钻孔点(此点为在期望位姿时，
即钻头轴线垂
直待钻孔点切面时，
钻头轴线与待钻孔工件新的三维点云的交点在相位图中对应的位置)
附近的圆形区域的全部元素值直接作为视觉特征，
圆形区域的半径一般取50-100个像素，
本实施例取60个像素。将上述圆形区域的元素值整体排列为视觉特征向量：
X p＝(x pt ，
…，
xpn) ，
其中xpi为圆形区域内第i个元素的值，
圆形区域内元素的总数量为n。经过相应推导，
建立对应视觉特征的视觉伺服的交互矩阵被推导为：
[0057]

其中

[0058]

[0059]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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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0063]
[0064]

其中 ，

其中的 参数

rt，
r2，
r3 ，
tt，
t2，
t3来自相机坐标系和投影仪坐标系的变换矩阵pTc＝(rt ，
r2 ，
r3 ，
(tt ，
t2 ，
t3) T)，
xp
和xc分别为空间点在投影仪和相机成像平面的投影的横坐标，
yp 和yc分别为空间点在投影
仪和相机成像平面的投影的纵坐标，
[0065]

对应的视觉伺服控制律为：

其中Vc为相机的六维速度，
λ是增益系数，

是交互矩阵的伪逆的近似估计量，
本发明取

其中

为交互矩阵的伪逆，
e＝(s-

s*)为误差项，
其中s*为期望位姿下对应的视觉特征；
[0066] 8)进行视觉伺服控制，
优化钻头位姿。
[0067] 将当前路径点作为视觉伺服的初始状态，
利用步骤7)中得到视觉伺服控制律对在
该路径点上钻头的位姿进行优化，
直到该路径点的视觉伺服收敛完成，
该路径点对应的钻
头位姿优化完毕；
[0068] 9)机器人根据优化后的钻头位姿在当前路径点完成钻孔，
然后移动至下一路径
点，
并将下一路径点当成新的当前路径点，
然后重新返回步骤6) ，
直至所有路径点的视觉伺
服收敛完成，
方法结束。
[0069] 由于本发明结合了条纹投影轮廓测量法测量精度高和视觉伺服控制精度高的优
点，
所以可以消除交互矩阵标定误差，
建模误差等引起的离线规划误差，
提高实际钻孔作业
过程中钻头的位姿精度，
进而提高钻孔质量和表面平整度。此外，
本方法中的视觉伺服控制
是直接以相位图作为视觉特征，
而不对其进行特征提取，
因此避免了繁琐的图像处理过程，
同时能充分利用相位图的信息，
保证视觉伺服控制的精度和鲁棒性
[007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
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
这些改进和替换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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