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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引导的焊接系统

视觉引导 + 激光焊接 = 更高的产品合格率
基于视觉引导的激光焊接与检测系统，大幅提升了医疗器械上焊接部件的合格率。

文/Eric Speitel，Mike Updike；Invotec Engineering

通过部署视觉引导的激光焊接系
统，医疗器械制造商可以提高焊接质
量、产品的一致性和产量，同时减少
报废。在医疗器械行业，采用自动化
机器视觉和图像处理系统，可以帮助
医疗器械制造商们解决复杂的焊接问
题，比如公差累积、光束直径和特征
尺寸的综合效应，将可能导致焊接不
一致、有缺陷或无法使用。
当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商面临着将
医疗器械的制造和检验实现自动化的
时候，这家公司找到了美国 Invotec
Engineering 公

司（www.invotec.

com），为其专门开发一种基于视觉的

图1：I n v o t e c的视觉引导的激光焊接系
统，将温度传感器的引线焊接到延长电
缆上，用于医疗器械中。该系统包括一
个圆形转盘，其用于围绕着组装站和检
查站传送温度传感器和延长电缆。

焊接和检测系统。该自动化系统的建
立，是为了取代该公司已经部署的老
旧的纯机械系统，该系统生成的零件
不合格率大于 58％。

在轨道上
该系统由八个自动操作的工作

的引线（通常长短不一）被一个气动
切割器修剪到所需要的长度，该气动

站组成，八个工作站围绕分度旋转盘

切割器安装在夹持传感器的夹具上方。

基于视觉的激光焊接系统，能自

传送系统放置。凸轮操作、马达驱动

将引线修剪到所需要的长度后，

动将温度传感器的引线焊接到延长电

的分度器和转盘板组件，用于以正确

夹持温度传感器的夹具被送到第三个

缆上，延长电缆在后续生产过程中与

的步骤序列同步传输装配到一起的组

工作站，在这里，装载了电缆延长线

医疗器械连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件，每个工作站都执行这样的操作（见
系统将传感器的引线及延长电缆均送

图 1）。

的第二个工作槽已经备好。
操作人员将十根电缆装载到单独

到焊接站，在此处，视觉系统定位引

在第一个工作站，温度传感器被

的分度传送器上，连续将电缆传送至

线，然后将激光调整到适合焊接过程

自动从卷带盘中取出，并通过一个自

装配转盘上的一个自动取放装置，而

的最佳位置。激光将传感器引线和延

动化气动取放装置，放置到转盘外边

不是直接将电缆装载到转盘上的装配

迟电缆焊接到一起后，视觉系统对其

缘上的一个工作槽中。

槽。当取放装置将电缆从分度传送器

进行检查，以确保焊接接头符合特定
的公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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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分度器将该工作槽移动到

传输到装配槽时，用传感器定位电缆

第二个工作站，在此处，温度传感器

的端部，以便它可以精确地放置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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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平坦放置，这样当它们与传感器
的引线接触时，它们才能被正确定位，

不合格处理。
焊接好零件后，接下来机器视觉

进而实现最佳焊接。为了实现这一目

系统将检查焊接的外观。如果两对引

的，用一个气动冲压工具冲压电缆线

线已经被正确焊接，则零件将继续由

的端部，以将它们压平。一旦压平后， 转盘传送到另一个装配系统，进行下
冲压工具撤走，然后将夹持传感器和

一步的加工和组装。如果焊接不合格，

电缆的的工作槽第四个工作站汇集， 则零件将被拒绝。
使得传感器的引线直接位于电缆引线
的上方。

每对引线由视觉引导的激光焊接
系统焊接在一起，该系统安放在保护
罩中。该保护罩执行三项重要功能。

视觉系统设计
图2：在焊接操作之前，引线的位置必须由视觉
系统识别，以确保传感器的引线位于电缆引线的
上方。如果是这样，则来自两个部件的引线将被
焊接在一起。如果不是，机器将部件送到不合格
品工作站，并进入不合格产品处理流程。

配槽内。
在这个装配环节，两根电缆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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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保护操作人员避免暴露于任

一旦工作槽中的引线被放置到一

何潜在的有害激光辐射下 ；其次，它

起，接下来便准备焊接。但是在焊接

能够在焊接前使传感器和电缆的导线

之前，必须由视觉系统识别引线的位

浸没在惰性氩气中，以减少焊接过程

置，这样以保证激光可以调整到合适

中可能发生的任何氧化 ；最后，它能

的位置，便于焊接操作。如果引线离

带走焊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气体

焊接位置过远，则转盘将分度旋转该

或碎片。

零件到不合格站点，在那里零件将做

装在罩壳内的视觉系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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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激光，将引线焊接在一起。一旦焊

确保焊接满足要求（见图 3）。相机再

接完成，立即捕获焊接接头的图像， 次捕获部件的图像。再次应用滤镜以
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检查焊接接头是

突出焊缝本身的鲜明特征。

否存在任何缺陷。

球焊检测
引线位置

图3：当激光将两对引线熔融焊接在一起后，
必须检查焊缝本身。图中显示，两条引线之间
已经形成完美焊接。

美 国 康 耐 视 公 司（www.cognex.

此 外， 制 造 商 还 有 兴 趣 检 测 的

为了在焊接前确定传感器引线

一项特定缺陷是球焊的存在。如果传

和电缆引线的位置，由智能相机所捕

感器引线没有直接处于电缆引线的顶

获的图像，通过 In-Sight 软件进行分

部，在焊接过程中，激光将会烧蚀传

析。在这个过程中，软件首先使用工

感器引线，但由于这两者之间高度的

作槽的一个特定特征作为图像中的一

距离，将不会形成有效的焊接。在这

个参考点，从中可以获得包含两组引

种情况下，激光能量熔化传感器引线，

线的感兴趣区域（ROI）。一旦确定了

进而会产生由熔融材料形成的小球。

ROI，对图像进行一系列滤波，以使

为了确定引线之间是否已经形成

引线存在的区域的图像，具有高对比

可接受的接头，或者说是确定是否有

度和一致性。

球焊现象发生，可以部署 In-Sight 软件

从成对引线的图像中，系统软件

工具来分析焊接接头的图像（见图 4）
。

com） 的 In-Sight1403 智 能 相 机（ 智

可以确定两对引线是否共位（见图 2）。

能 相 机 上 运 行 用 康 耐 视 In-Sight

如果传感器的引线没有位于电缆引线

式匹配工具探测到球焊存在，相机告

Explorer 开发的定制软件），以及美

上特定的公差范围内，则加工就此终

知 PLC 突出提示焊接不合格。接下来，

国 Advanced illumination 公司（www.

止， 焊 接 过 程 也

advancedillumination.com） 的 均 匀 漫

将 停 止。 该 部 件

射顶灯，用于在图像采集过程中以阴

将被视觉系统标

天照明照射引线。

记为不合格产品，

美 国 Amada Miyachi Unitec 公
司（www.amadamiyachi.com）的一台

如果智能相机使用边缘探测或模

并进入不合格产
品处理流程。

50W YAG 激光器，放置在离工作站

一 旦 ROI 已

数米远的一个单独单元中。从工作站

被定位和定义，并

输出的激光通过光纤，被送入安装在

且处理图像以定

伺服系统上的激光头中，并使激光头

位引线，然后便使

能移动到需要执行焊接的精确位置。

用边缘探测工具找到每根电缆引线的

该部件将沿着机器旋转到不合格产品

一旦保护罩已放置到两个工作槽

端部中心。然后进行类似的过程，再

工作站做报废处理。检测焊接合格的

上，In-Sight 智能相机捕捉引线的图

找到传感器引线的端部中心。为了确

部件将继续围绕转盘传送，进入下一

像，以确定传感器引线和电缆引线之

保任何成对引线之间的最佳焊接，焊

个自动装配站。

间的相对位置。然后，使用该数据确

接本身实际上是在每两对引线之间、

定最佳的焊接位置位于何处。

离每根引线端部的特定距离进行的。

大约用时一年，目前该系统已经在该

随后，焊接位置的坐标从相机传

获得引线端部的已知位置后，该

医疗器械制造商的产品线上有效地运

输到 Allen Bradley PLC，PLC 控制两

软件可以执行偏移计算来确定焊接的

行了半年多的时间。部署了这套视觉

台装载着激光头的伺服电机，连续移

精确位置。当激光将两对引线熔融焊

系统后，该医疗器械制造商将零件的

动到各自的合适位置，一切到位后发

接在一起后，必须检查焊缝本身，以

报废率从 8% 降低到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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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如果相机拍摄的图像中存在球焊，传感器的引线将会显示断裂。

这套基于视觉的装配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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