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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轴承内外径尺寸的人工测量方法存在测量效率低、易产生视觉疲劳等问题ꎬ提

出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轴承内外径尺寸测量方法ꎬ利用智能相机采集轴承图像并对其做中

值滤波与二值化处理ꎬ通过 Ｓｏｂｅｌ边缘检测算法提取轴承内外圈的边缘特征点ꎬ采用最小二

乘法计算出拟合圆的圆心与内外半径的像素值ꎬ并通过尺寸标定与机器视觉脚本程序ꎬ将其

换算为内外径的实际尺寸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该视觉测量方法精度高、速度快ꎬ适用于大批量

轴承生产场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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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轴承是机械设备的重要零部件ꎬ其内外径尺寸是轴承

的重要参数ꎮ 准确地测量出轴承的内外径尺寸ꎬ有利于把

控轴承产品质量ꎬ并增加产品的附加值[１] ꎮ 因此ꎬ如何对

轴承内外径尺寸进行快速、有效地测量ꎬ是轴承生产企业

的研究热点之一ꎮ
传统的人工测量轴承内外径尺寸的方法需要借助机

械式、光学式的测量仪器ꎬ存在测量效率低ꎬ易产生视觉疲

劳且检测结果易受人为因素干扰等问题ꎮ 为了克服传统

测量方法的弊端ꎬ将机器视觉技术应用于轴承的内外径尺

寸检测[２－５] ꎬ具有非接触、精度高、速度快、抗视觉疲劳等

优点ꎮ 文献[５]提出利用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法提取轴承的边缘ꎬ
再使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得到轴承的内外径尺寸ꎮ 该方法虽然

优于传统的机械检测法ꎬ但是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边缘检测以及

Ｈｏｕｇｈ变换的计算量大、内存消耗多ꎬ从而影响内外径的

检测速度ꎮ
为了提高检测速度与测量精度、避免过大的内存消

耗ꎬ本文利用 Ｓｏｂｅｌ边缘检测算法提取轴承内外圆的边缘

特征点ꎻ利用最小二乘拟合圆得到内外圆半径的像素值ꎬ
最后通过尺寸标定与机器视觉脚本程序ꎬ将像素值转换为

内外径的实际尺寸ꎮ

１　 视觉测量系统硬件设计
视觉测量系统的硬件主要包括智能相机、光源控制器

以及光源ꎮ 智能相机用于采集轴承图像ꎻ光源用于突出被

检测轴承的特征ꎻ光源控制器用于给智能相机和光源供电ꎮ

１.１　 智能相机与光源控制器

智能相机选择 Ｘ－ＳＩＧＨＴ系列 ３０万像素的相机ꎬ型号:
ＳＶ４－３０ＭＬꎮ 智能相机利用 ＣＣＤ 传感器采集图像ꎬ并通过

内置的 ＤＳＰ 芯片做图像处理ꎮ 该系列智能相机将图像采

集与图像处理功能集于一身ꎬ具有体积小、质量轻、处理速

度快等优点ꎮ 相机镜头选择 ８ｍｍ定焦镜头ꎬ光圈 １.４ꎮ
光源控制器选择某公司生产的 ＳＩＣ－２４２ 型号ꎮ 该型

号光源控制器内置两路可控光源输出ꎬ两路光源亮度手动

调节开关ꎬ五路相机数据输出端ꎬ并且预留七路可选择的

站号ꎮ
光源控制器通过 ＲＳ４８５与智能相机通讯ꎬＰＬＣ可通过光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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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控制器的通讯端口读取智能相机内部存储器中的数据ꎮ

１.２　 光源

常用的光源有环形光源、背光源、同轴光源等ꎮ 选择

恰当的光源ꎬ将有利于后期的图像处理ꎮ 环形光源通常安

装于被检测物体的正上方ꎬ用于突出物体的三维信息ꎻ背
光源通常安装在被检测物体的正下方ꎬ用于突出被检测物

体的轮廓ꎮ 图 １、图 ２分别表示轴承在正光源与背光源下

的图像ꎮ 为了提高轮廓与背景的对比度并有利于提取轴

承的轮廓特征ꎬ选择背光源ꎮ

　

图 １　 正光源

　

图 ２　 背光源

２　 视觉测量系统软件设计

智能相机采集到轴承图像之后ꎬ首先对图像进行滤波

与二值化处理ꎬ然后进行边缘检测ꎬ最后利用最小二乘算

法与尺寸标定ꎬ得到轴承内外径的实际尺寸ꎮ

２.１　 中值滤波

轴承图像在采集的过程中ꎬ由于受到外部环境与测量设

备的干扰ꎬ图像中会含有一定的噪声ꎮ 因此ꎬ首先对采集到的

图像做中值滤波处理ꎮ 中值滤波采用排序算法ꎬ将某一点邻

域内每个点的像素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ꎬ选择序列中间的像

素值来替代当前坐标的原有像素值ꎬ其定义如下[６]:
设 ｍ１、ｍ２、、ｍｎ为某邻域内的一组序列ꎬ将其由大

到小进行排序:
ｍｉ１<ｍｉ２<<ｍｉｎ (１)

那么该序列的中值 ｙ 为:

ｙ＝ｍｅｄ{ｍ１ｍ２ｍｎ} ＝
ｍｉ

ｎ＋１
２( ) 　 　 　 　 　 　 　 ｎ 为奇数

１
２ ｍｉ

ｎ
２( ) ＋ｍｉ

ｎ＋１
２( )( ) 　 ｎ 为偶数

ì

î

í

ï
ï

ïï

(２)
中值滤波算法对随机噪声具有很强的去噪能力ꎬ采用

３ × ３模板的中值滤波对图像做降噪处理ꎮ

２.２　 二值化处理

为了提取轴承的边缘特征ꎬ滤波后的轴承图像ꎬ还需

要做二值化处理ꎬ将其转换为黑白二值图像ꎮ 常用的二值

化方法有试验法、双峰法以及 Ｏｔｓｕ法(最大类间方差法)ꎮ
本文选择 Ｏｔｓｕ法作为二值化的算法ꎬ它是一种自动获取

阈值的方法ꎬ有较强的自适应能力ꎮ
Ｏｔｓｕ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选取一个初始阈值ꎬ根据初

始阈值将原始图像分割为 Ｔ１、Ｔ２ 两个部分ꎻ根据两个部

分的像素点总数、灰度均值、方差以及 σ２Ａ(类内方差)和
σ２Ｂ(类间方差)的计算公式ꎬ计算当 σ２Ｂ / σ２Ａ 最大时ꎬ所选择

的阈值即为最佳阈值ꎮ

２.３　 Ｓｏｂｅｌ 边缘检测与最小二乘拟合圆

图像边缘是图像灰度变化的明显区域ꎬ轴承图像经过

二值化处理后ꎬ与背景对比明显ꎬ为了提高图像的处理速

度ꎬ避免过大的内存消耗ꎬ选择 Ｓｏｂｅｌ 算子对轴承的内外

圈进行特征提取ꎮ Ｓｏｂｅｌ 算法[７－９]的基本思想是将邻域内

像素灰度值超过设定阈值的像素点视为边缘点ꎬ它具有运

算速度快、计算量小等优点ꎮ
利用该算法得到的边缘检测结果ꎬ如图 ３ 的内圈、图

４的外圈所示ꎮ

　
��

图 ３　 轴承内圈的

边缘检测

　

��

图 ４　 轴承外圈的

边缘检测

２.４　 最小二乘拟合圆

通过 Ｓｏｂｅｌ算子提取到轴承内外圈的边缘特征点之

后ꎬ利用最小二乘法[１０]计算其对应的圆心与内外半径ꎮ
设拟合圆的面积为 Ｓꎬ圆心坐标为(ａꎬｂ)ꎬ半径为 ｒꎻ通

过边缘检测得到的第 ｉ 个边界点为 Ｄ(ｘｉꎬｙｉ)ꎬｉ∈(１ꎬꎬ
ｎ)ꎬ该点距离圆心的距离为 ｒｉꎬ以 ｒｉ为半径的圆面积为 Ｓｉꎬ
那么两个圆的面积误差 εｉ 为:

εｉ ＝Ｓｉ－Ｓ＝π( ｒ２ｉ －ｒ２)＝ π[(ｘｉ－ａ) ２＋(ｙｉ－ａ) ２－ｒ２] (３)
通过式(３)ꎬ可得误差平方和函数 Ｆ(ａꎬｂꎬｒ):

Ｆ(ａꎬｂꎬｒ) ＝ ∑
ｎ

ｉ ＝ １
ε２ｉ ＝ π２∑

ｎ

ｉ ＝ １
[(ｘｉ － ａ) ２ ＋ (ｙｉ － ａ) ２ － ｒ２] ２

(４)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ꎬ当函数 Ｆ(ａꎬｂꎬｒ)取极小值时ꎬａ、

ｂ、ｒ 应满足:
∂Ｆ
∂ａ
＝ ∂Ｆ
∂ｂ
＝ ∂Ｆ
∂ｒ
＝ ０ (５)

求解上式可得出拟合圆的圆心坐标(ａꎬｂ):

ａ＝
ｅｄ－ｆｇ
２(ｃｄ－ｇ２)

ｂ＝
ｆｃ－ｅｇ
２(ｃｄ－ｇ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６)

其中:

ｃ ＝ ｎ∑ｘ２ｉ － (∑ｘｉ)
２

ｄ ＝ ｎ∑ｙ２ｉ － (∑ｙｉ)
２

ｅ ＝ ｎ∑ｘ３ｉ ＋ ｎ∑ｘｉｙ２ｉ －∑(ｘ２ｉ ＋ ｙ２ｉ )∑ｘｉ

ｆ ＝ ｎ∑ｙ３ｉ ＋ ｎ∑ｘ２ｉ ｙｉ －∑(ｘ２ｉ ＋ ｙ２ｉ )∑ｙｉ

ｇ ＝ ｎ∑ｘｉｙｉ －∑ｘｉ∑ｙ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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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令: ｈ ＝ １
ｎ
[２ａ∑ｘｉ ＋ ２ｂ∑ｙｉ －∑(ｘ２ｉ ＋ ｙ２ｉ )] ꎬ

可得拟合圆的半径 ｒ＝ ａ２＋ｂ２－ｄ２ ꎮ

２.５　 尺寸标定与内外径换算

通过最小二乘拟合圆得到的内外半径的像素值ꎬ经过

尺寸标定与机器视觉脚本程序ꎬ将其转换为内外径的实际

尺寸ꎮ
选择厂家提供的标准轴承 (外径 ４０. ０００ｍｍ、内径

１７.５００ｍｍ)作为智能相机的学习对象ꎬ固定其与智能相

机、光源的相对距离ꎮ 根据公式 ｄｘ＝ ｒ / Ｎꎬ计算出物面分辨

率 ｄｘꎬ即每个像素对应的实际尺寸ꎬ其中ꎬｒ 代表实际尺

寸ꎬＮ 代表机器视觉测量得到的像素值ꎮ
得到物面分辨率后ꎬ利用机器视觉脚本程序ꎬ就可以

将内外半径的像素值自动换算成内外径的实际尺寸ꎮ
在相机开发软件的 ＭＯＤＢＵＳ 配置中添加 ２ 个变量ꎬ

并在智能相机中为其分配相应的地址ꎬ机器实际测量得到

的轴承内外径的实际尺寸ꎬ将其分别存放于与其对应的地

址中ꎮ

３　 测量结果分析
为了对测量的精度与重复性进行评价ꎬ将一个被测轴

承(外径 ４０.０２０ｍｍ、内径 １７.４６０ｍｍ)重复测量 ８次ꎬ测量精

度用平均值与标准差来衡量ꎬ测量结果如表 １、表 ２所示ꎮ

　 　 　 　 　 表 １　 内外径尺寸测量值及偏差　 单位:ｍｍ　

序号 内径尺寸测量值 偏差 外径尺寸测量值 偏差

１ １７.４６４ ０.００４ ４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２ １７.４５７ －０.００３ ４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３ １７.４６３ ０.００３ ４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４ １７.４５８ －０.００２ ４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５ １７.４６１ ０.００１ ４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６ １７.４５４ －０.００６ ４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７ １７.４６５ ０.００５ ４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８ １７.４６２ ０.００２ ４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表 ２　 测量结果分析

被测轴承
实际尺寸 / ｍｍ

平均值 /
ｍｍ

最大值 /
ｍｍ

最小值 /
ｍｍ

方差 /
ｍｍ２

标准
差 / ｍｍ

１７.４６０(内径) １７.４６１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５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１０ １９８

４０.０２０(外径) ４０.０１９ ４０.０２４ ４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

　 　 在测量过程中ꎬ需要保证光环境的稳定ꎬ通过表 １、
表 ２可知ꎬ该机器视觉测量系统达到了较高的测量精度ꎬ
同时ꎬ实现了对轴承内外径尺寸的非接触、在线实时测

量ꎮ

４　 结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轴承内外径尺寸测量

方法:对轴承图像进行滤波与二值化处理后ꎬ利用 Ｓｏｂｅｌ
算子提取轴承的内外圈边缘特征点ꎬ不仅速度快而且效果

好ꎻ根据最小二乘原理计算出内外半径的像素值ꎬ并通过

尺寸标定与机器视觉脚本程序将其换算为内外径的实际

尺寸ꎬ精度较高ꎮ 该方法克服了传统人工测量方法的诸多

缺点ꎬ适用于大批量轴承的生产场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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