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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视觉伺服的螺丝自动插入拧紧系统。自制了一套螺丝可视化拧紧装置，电动螺丝刀采

用机械手和十字滑台定位，通过摄像头检测插入位置，利用控制算法监控插入过程。实验表明：螺丝能够精

确插入、拧紧，工件的装配精度得到了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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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 vision-based screw insertion and tightening system. A set of visiable screw 

tightening system is made. The position of the electric screwdriver is determined by the robot and a two dimensional 

cross slide. A camera is used to monitor the insertion position. The insertion process is monitored by a control 

algorithm.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s that the screw can be precisely inserted and be tightened. The assembly 

precision of workpiece is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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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生产中，大量的装配采用螺丝拧紧方式

实现。螺丝的拧紧过程包括定位、夹紧、插入和

拧紧四步骤。传统的螺丝拧紧装配过程，采用手

动方式，操作人员拿着螺丝，目测位置，插入螺

纹孔，再用螺丝刀拧紧。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

断发展，螺丝的拧紧装配逐渐采用自动化生产

线，代替人工操作。相对于人工拧紧螺丝，自动

拧螺丝装配具有扭矩稳定、自动计数、检测漏拧

的优点。因此，自动拧螺丝设备必将逐步取代传

统的人工拧螺丝操作。 

自动拧螺丝生产设备实现螺丝的自动分离、

上料、拧紧功能。拧紧过程又包括对齐、夹紧、

插入、拧紧等步骤。成功拧紧装配的前提是实现

螺丝精确的插入，需要控制算法加以保证。螺丝

的插入归结为钉孔插入问题，主要困难在于怎样



 

 

 

调整自攻螺丝的螺纹去符合孔的螺纹。通常，0.5

毫米的位置精度能够实现 M6 以下直径的螺丝可

靠运行。正确的定位完成后，即可通过用足够大

的转矩来实现螺丝的插入、拧紧。 

本文分析了一种基于工业机械手的螺丝自

动插入、拧紧系统，提供了自攻螺丝的自动插入

方式。通过一个带摄像头机械手臂驱动电动螺丝

刀加以实现，基于插入理论的数学工具，研究了

螺丝大插入监测方法。 

2 视觉系统的图像处理算法 

为了检测工件上的螺纹孔，需要通过图像识

别系统，加以必要的算法，识别螺纹孔和孔中心

的坐标。 

图像的采集，采用CCD电荷耦合器件加以实

现。CCD电荷耦合器通过CN1电缆连接到电脑的

PCI总线插口。从摄像机输出的模拟量，代表感

测的图像，通过数字转换器转换成数字量，从PCI

总线读入计算机的内存，存储为一个二进制矩

阵。 

在诸多图像处理方法中，一种处理方法是标

注图像元素代表的数量特征，图像被分成由相邻

像素的（x，y）位置的构成的水平线。“图像”

指的是一个二维光强度函数 f(x，y)，x 和 y 为

空间坐标。任意点 F（x，y）的值与该点的亮度

成比例。 

这种处理方法中，（x，y）坐标表示一个圆

的一组像素。另外，需要计算一个给定原点的圆

心坐标。为了获得这些圆心坐标，需要实现三个

连续的步骤：阈值、边缘检测和霍夫变换。 

首先，利用阈值算法得到一个黑、白图像。

分配给每个像素的值为 0或 255，如果像素的值

低于固定阈值时，像素的值设置为 0，用黑色表

示；如果像素值高于固定阈值，像素值设置为

255，用白色表示，于是得到一个用黑、白像素

表示的圆形图像。 

然后，利用罗伯茨算子检测图像，计算图像

的外围轮廓。罗伯茨算子是一种简单的算子，是

一种利用局部差分算子寻找边缘的算子，采用对

角线方向相邻两象素之差近似梯度幅值检测边

缘，是一种可以锐化图像的微分滤波器。这种锐

化过程可以用梯度函数来描述。对于函数 f（x，

y），f的梯度被定义为向量。 

                 ，      

此向量的大小： 

       （1）   

 
图1、利用罗伯茨算子得到的图像 

图像上的任意点（ ） 

 

                            （2） 

 其中  

； 

     , 

     ：x，y方向上的像素数。 

 公式（2）可以在计算机中使用扫描程序实

现，可用于图中每个图像像素。屏蔽一个像素后，

将屏蔽结果的绝对值相加，计算梯度周围区域

。由于图像边界无法扫描，将边界从扫

描程序中排除。程序完成之后，图像矩阵主要包

含零点和一些像素值为 255，用来表示图像中物

体的轮廓。 

测试阶段，也可以广泛使用其他算法（普鲁

伊特、索贝尔算子），进行边缘检测。但上述两

种算法太慢且不可靠。罗伯茨算子可以产生理想

的结果。此外，获得没有细化的轮廓非常有必要，

因为大多数实验中，得到的轮廓是 1个像素宽。 

最后，为了找到孔的坐标，跟踪霍夫变换

（THT），这是霍夫变换的扩展应用。 

THT算法的第一步是收集所有的特征点，只

有像素值为 255（白色的点）的才认为是特征点。

随机选择 3个特征点，3个特征点构成的圆代表

一个孔的轮廓。 



 

 

 

THT算法取决于几个参数，可以根据特定的

应用需求来加以调整。图像的大小和被检测的孔

的直径的差距，在 3～7mm的范围内。 

表 1、不同特征点的数值 

THT算法的调整 

d ε PVC 

找到正确 

的圆 

假圆的 

报告 

80 3.84 40 2 3 

40 3.84 40 0 0 

160 3.84 40 2 3 

80 4.5 40 2 3 

80 3 40 2 3 

80 4.2 60 2 0 

80 3 60 1 1 

80 4.5 60 2 2 

40 4.2 40 0 0 

40 4.2 60 0 0 

80 4.2 40 2 3 

80 3.84 60 2 2 

40 3.84 60 0 0 

THT算法用来检测特征点所在的空间位置。

随机选择特征点之间的距离，用参数 d表示，距

离大于 d的特征点属于一个大半径的圆，无法进

行检测。不同的特征点的 d值见表 1。 

通过三个特征点（ ），（ ）和（ ），

画两条割线 和 ，计算对应的圆心。两条割线

的平分线 和 ，在圆心 M 处相交如图 2 所示。

该圆的半径是 M点到其中一个特征点的距离。 

图2：三点定圆示意图 

通过确定 和 以及 和 的交叉点来计算

圆心 M。     

  ，          

其中： 

      

      ， 

因此 

       

垂直于割线的平分线 通过两个点

（ ）,（ ）： 

 

两条平分线的交点即圆心所在。通过平分线

和 ，获得圆心 M的坐标（ ） 

    

  

半径 r：        

   ； 

    =1，2，3 

   另一个参数用来调整平分线斜率之间的关

系。如果三个特征点沿着或几乎沿着直线分布，

计算出的半径将会非常大，无法用小圆表示一个

孔，这样一个三重特征点将会被抑制。         

 即 。适当调整 可以防止算法

测出“错误”的圆。这可以通过噪声在图像上表

示。经分析，最合适的检测圆的 值为 0.316。 

程序计算特征点的第二个步骤是检测最有

可能被发现的圆，特征点是这个圆的一部分，位

于环形区域内，这个区域由广义马氏距离（GMD）

定义为电流环。每个特征点，都要检查是否属于



 

 

 

这一区域。该区域的宽度用参数 来表示。只有

GMD特征点少于 才认为是圆的一部分。 

对于每一个特征点，进入由GMD定义的区域，

则累加器加一。任何和圆相关的特征点，在建立

另一个圆时，不再使用。所有相关点都被尝试后，

累加器最后所有的值代表找到轮廓的像素数。用

于确定找到的轮廓是否是一个圆。 

      另一种可调参数，可见圆周的百分比

（PVC）随机被应用（见表 I）。这个参数定义一

个有像素的最小数（或票数）所构成圆的阈值。

只有票数高于阈值的轮廓会被认为是一个圆。因

此，轻微损坏的圆轮廓依旧会被识别。 

从进行的实验中可以看出所有参数不得不

适当调整来获得好的结果。甚至一个细微的变化

可以在检测一个圆时引起巨大的错误，最好的结

果是使用表 I阴影中的参数。 

      使用以下的校准方法，为了使用获得机械

手定位的结果，孔的坐标（ ）是由像素

转换为毫米。THT应用于一个图像中，该图像包

含两个已知坐标的探针圈和直径值，都以毫米为

单位。 

实验中，通过毫米转换来计算出精确的像素

比例。校准程序是每运行一次即检测摄像头和分

接板之间的距离变换。因为像素/毫米转换取决

于它。 

      通过以上算法定位孔后，孔的坐标可以通

过机械手控制器移动机械手的方法，该方法将螺

丝刀的轴线与孔的中心轴对齐。 

插入过程是通过机械手控制装置的内置程

序来完成的。该方案的主要任务是应用足够的扭

矩和轴向力来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插入。该程序

使用了相同的反馈机制来控制检索机器人。 

 

3实验 

3.1 实验设备 

为了测试螺丝自动插入的可行性，搭建了一

套基于三轴机械手的螺丝可视化拧紧装置，如图

3所示。 

三轴机械手采用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实

现，由安川运动控制器控制位移。螺丝刀采用德

派公司的数控电动螺丝刀，扭矩范围在0.18-2牛.

米之间。

 

图3、三轴机械手拧螺丝装置 

系统采用的基本控制策略是：整个插入过程

中的扭矩大小，动态显示在数控螺丝刀的控制器

面板上。三段拧紧程序规定了三段由高到低的速

度，分别对应三种扭矩，预先输入螺丝刀控制器，

由运动控制器进行调用，施加于螺丝刀上。 

系统还采用了一个霍尔效应装置,机械离合

器的位置安装于螺丝刀的前端，当达到设定扭矩

时，离合器分离并触发霍尔效应，传感器输出信

号并检索机械手，从而完成插入过程。当发生不

利拧紧条件下,例如当螺丝直径小于螺纹孔径时,

设定扭矩无法达到。为安全起见，机器人检测设

备一旦到达设定的限制位置时，螺钉将收紧。 

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相对于一个参考点手

动测量孔的位置。在教学机器人的参考点的位置

和方向，将所测得的孔的位置提供给机械手的控

制单元。机械手试图定位和对准螺丝刀。然后，

施加一个恒定的转矩和恒定的轴向速度，机械手

试图插入螺丝直到达到一个预定的扭矩。 

3.2 监测螺丝插入 

理想的螺丝插入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螺

纹啮合、螺杆前进、拧紧螺丝 。各个阶段的特

征主要区别于螺丝和板孔之间的力。 

第一个阶段：螺纹啮合，插入期间，螺丝头

持续的与连接板上的孔相接触直至达到切削部

分，锥形螺杆已完全插入该孔。本阶段，主要受

剪切力作用。 

第二阶段：螺杆前进，指从螺纹啮合直到螺



 

 

 

帽与连接板接触。这部分插入，存在摩擦力和切

削力。一旦螺丝突破（即螺杆的切削部分已经完

全穿过连接板上的孔），切割力或剪切力变得微

不足道，主要受线性摩擦力。 

最后阶段：螺丝拧紧。一旦螺帽与附近的板

相接触即开始拧紧，预定夹紧力施加在接头处。

这个阶段，螺丝通常只旋转了几度。在插入的最

后部分，所涉及的力为预紧力。只产生摩擦力，

因为没有形成切削。 

图4显示了插入过程中的关键点。 

 

图4. 螺丝插入两板接头的关键阶段 

这些点描述为： 

T1：螺丝第一次接触连接板上的孔。 

    T2：螺丝进入连接板上的孔，处于啮合状态，

螺丝的整个锥部都穿入了连接板的孔壁。 

    T3：螺丝的切削部分已通过孔壁，切割完成。 

    T4：螺丝完成了切割，通过预先设置的切槽。 

    T5：螺帽接触底板， 

    T6：接触附近底板后，螺丝旋转，直到达到

预定夹紧力所需的扭矩。 

4 结 语 

为了研究全自动螺丝拧紧方式下的装配精

度，自制了一套全自动拧螺丝设备。通过该装置，

进行了摄像头辅助螺丝插入系统的实验。基于视

觉系统中所使用的摄像头被安装在垂直于工件

组成的一系列的孔形状的薄板的前端。 

大多数运行下机器人都能够成功地将螺丝

刀对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螺丝刀位置和孔中

心之间的位移过大，插入失败。实验结果表明：

这样的自动化过程具有可行性，通过视觉辅助可

以提高螺丝拧紧系统的功能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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