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传感技术参数的简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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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是工业自动化的驱动力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主要通过改进 2D 图像传感技术来推动自动化，并且对
于一些应用来说，2D 传感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但
如今机器视觉面临的大多数难题都具有 3D 特性。从完善的
计量学到智能机器人的新应用，3D 传感器是数据的主要来
源。在 3D 传感器的基础上，我们了解到一个传感器能够捕
捉到检查面的 3D 特征。当我们谈到机器视觉时，我们将不
考虑此范畴内的非光学系统因素。

在本论文的最后可以找到基于我们所选择的参数，通过主要
的使用案例和分类做出的更详细的说明。
重要的是明白创造一个满足所有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是不可
能的。我们来集中关注最重要的参数以及无法轻松扩展这些
参数的原因，或对一些参数相对高一些的状况要做出哪些权
衡取舍。我们将为每个类别确定 5 个级别，这将有助于我们
对它们提供的独特技术和可能性进行比较。

如今，市场上提供有各种各样的 3D 感应解决方案，它们中

参数
工作容积
用 于 计 量 应 用 的系 统 的 典型 工 作 容 积大 约 为 100mm x
100mm x 20mm，而一个箱柜取放解决方案的标准需求大约为 1
m3。这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参数变化，但实际上，不同的工作容积，有不
同的技术擅长
。

当XY 方向的范围增加，则与该系统的视场角 (FOV) 的关系
的大多数都声称比它们的竞争对手更具优越性。虽然很多这

更为密切，并且可以通过使用广角角度更大的镜头进行扩

样的说法都是基于理性推理，但我们需要了解应用的差异和

展，那么延伸 Z 方向范围的问题将为如何保持聚焦该目标物

需求。对于读取二维码，2D 智能照相机可能是市场上最好
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不能指导物流机器人从一个设施到另一
个设施。在这一领域，其无法与当前主导市场基于激光雷达

体。这就是所谓的景深。需要景深越深，照相机（或投影
仪）的光圈就必须越小。这将严重限制到达传感器的光子数
量，从而导致限制某些技术在更高的景深范围内的使用。

(LIDAR)的解决方案匹敌。
不考虑干涉测量和纳米范围的情况下，我们列出了目前工业
内使用的最常见的典型技术：
● 激光三角测量（或轮廓测定法）
●
●
●

摄影测量法
立体视觉（被动式和主动式）
结构光法（一帧，多帧）

●

飞 行 时 间 （ 区 域 扫 描 或

LIDAR ）

我们根据其景深范围定义了五个类别：
1. 非常小：最高 50 mm
2. 较小：最高 500 mm
3.

中等：最高 1500 mm

4.
5.

较大：最高 4 m
非常大：最高 100 m

在通过缩小光圈对照相机的深度范围进行扩展的同时，将限
制捕捉到的光的数量（包括来自主动式系统中的光源和环境

照明的光源）。更复杂的问题在于扩展主动式投影系统的深
度范围，在该系统中缩小光圈只限制信号，而不限制环境照
明。此点是基于激光的投影系统（如在 Photoneo 的 3D 传感
器中的使用）所擅长的，利用他们的能力获得几乎没有限制
的景深。

数据采集和处理时间
光是 3D 扫描中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为了获得良好的测量
信噪比，尽可能多地使来自正确光源的光子进入像素至关重
要。对于数据采集时间有限的应用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难
题。另一个会造成时间上有所不同的参数是捕捉运动中（传

分辨率
分辨率是指系统捕捉细节的能力。对于在大工作容积中拥有
小 3D 特征的应用来说，高分辨率是必需的。在所有基于成
像的系统中增加分辨率的最大难题是到达单个像素光的数量
的降低。
想象在传送带上分拣苹果的应用。开始时，分拣参数只有苹
果的大小这一个参数。但是客户要求检查是否存在叶梗。该
分析显示，为了必要的数据，我们需要将目标物体的采样分
辨率扩展两倍。

送带上，运动的机器人的传感器等）的目标物体的技术能
力。在考虑运动的应用时，只有“单次对焦”方法才具备竞争
实力（在我们的数据采集时间参数中标记获得 5 分）。在确
定您需要实现的循环时间时，最后需要考虑且同样重要的一
点是，您的应用是反应性的且需要得到即时结果（例如，智
能机器人技术、分类整理……），还是稍后交付结果也不受
影响（例如，线下计量、工厂平面图改造、犯罪现场数字
化……）。

为了将目标物体的采样分辨率提高两倍，该图像传感器的分
辨率必须增加四倍。这是众所周知的，也会四倍限制光的数
量（同一束光流将分隔到四个像素）。但是，棘手的是我们
需要确保原始系统的景深。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缩小光
圈，这将可以再次四倍限制光的数量。这意味着为了捕捉相
同质量的目标物体，我们的曝光时间需延长至 16 倍，或者
我们需要 16 倍强的光源。这会极大限制实时系统获得最大
可能的分辨率。

如果您的应用受时间限制，结构光法 能够很好地平衡速度
（采集和处理两个方面）和分辨率。

数据采集时间：
1. 非常长：数分钟或以上
2.
3.
4.
5.

较长：~5s
中等：~2s
较短：~500 ms
非常短：~50 ms

数据处理时间：
1. 非常长：数小时或以上

一条重要原则是，为了能够快速捕捉扫描的目标物体，需要
使用正确的分辨率。由于处理时间较短，您还可以节省一些
时间。作为一种变通的方法，有些设备（例如 Photoneo 的
3D 扫描仪）可以在中等和较高分辨率之间进行切换以满足
应用的需要。
为了对系统进行分类，我们将根据每次测量的平均 3D 点数
或 XY 分辨率确定这 5 个类别。
1.
2.
3.
4.
5.

非常低：~100k 点
较低：~300k 点 (VGA)
中等：~1M 点
较高：~4M 点
扩展：~100M 点

2.
3.

较长：~5s
中等：~2s

分辨率的另一方面是检索深度信息的能力。虽然有些可伸缩
的技术可以满足精确测量的需要（大多数的三角测量系

4.
5.

较短：~500 ms
非常短：~50 ms

统），但还有一些系统由于物理限制无法按比例缩小（如飞
行时间系统）。我们将此称为 Z 分辨率：

1.
2.

非常低：>10 cm
较低：~2 cm

1.
2.

漫射、纹理稳定的材料（岩石等）
漫射材料（典型的白色墙面）

3.
4.

中等：~2 mm
较高：~250 um

3.
4.

半高光材料（阳极电镀铝）
高光材料（表面抛光的钢材）

5.

非常高：~50 um

5.

镜面表面（铬）

健壮性
虽然大多数系统可以提供合理使用寿命的组件，并且在必要
情况下采用具有足够保护等级或散热功能的外箱封装，但是
我们还是要提醒您注意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例如，一些系
统依赖于外部光线（如太阳光线或室内照明），或者只能在
有限的环境光线级别下运行（光不属于系统运行的组成部
分）。

重量
设备的重量和大小会限制某些应用的使用。轻巧紧凑且功能
强大的解决方案将允许您在任何地方进行安装。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选择碳纤维主体的原因。除了其温度稳定性之外，甚
至可以为更长的基线系统提供照明。
1.

非常重：>20 kg

环境光线会增加内部传感器报告的强度值，以及增加测量的
噪声。很多方法都试图使用数学（如黑电平减法）来达到更
高的电阻率，但这些技术效果相当有限。这些问题在于一种

2.
3.
4.

较重：~ 10kg
中等：~ 3kg
较轻：~ 1 kg

被称为“散粒噪声”或“量子噪声”的特定噪声。一般情况下，
据说如果平均有一万个光子到达像素，那么这个数字的平方
根一百就是不确定性的标准偏差。因此，有时感知的光子数
较多，有时又会较少。

5.

非常轻：~ 300 g

预算
到了最后，您所研究的应用需要为客户带来价值。可以是解
决一个关键问题（可能是一个大预算问题），也可以是使一
个流程中的某个步骤更经济（预算敏感）。价格的某些方面
与特定的技术有关，而另一些方面则是由典型的生产量、服
务和所提供的支持确定。近年来，消费者市场已经有能力利
用大规模生产引进价格低廉的 3D 传感技术。但在另一方
面，这些技术存在一些缺点：缺乏定制和升级的可能性、健
壮性欠缺、产品线实用性欠缺以及支持有限。
让我们根据以下的价格对 3D 视觉技术进行分类：

该问题在于环境照明的水平。如果由其引起的散粒噪声与来
自系统主动式照明的信号电平相似，则噪声电平上升。我们
来确定一下设备可以运行的地方的外部条件：
1.
2.

室内、暗房
室内、屏蔽的工作容积

3.
4.
5.

室内、强烈的卤素灯光和打开的窗户
户外、非直接照射的太阳光
户外、直接照射的太阳光

当我们谈论扫描不同材料中的健壮性时，决定性因素是在相
互反射作用下工作的能力。

1.

非常高：~100k 欧元

2.
3.
4.
5.

较高：~25k 欧元
中等：~10k 欧元
较低：~1000 欧元
非常低：~200 欧元

技术
我们已为市场上的每种主要技术制定类别。对于大多数类
别，您会发现有多家公司有类似的产品。我们尽力选择了一
个具有一般代表性的评价。每个类别的定位用雷达图表示。
如果在某一特定类别中有更常见的技术变体，那么可以在同
一个图表中对它们进行可视化以突出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我
们提供的数据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有助于对不同类别之间的
差异获得原始的了解。
可形成两大组。三角测量作为计算 3D 数据最终技术的第一
组，以及利用飞行时间原则主要由技术组成的第二组。

飞行时间 (TOF)
TOF 系统能够计算光线从光线发射器（通常在探测器附近）
到被检查到的目标物体之间和返回探测器之间的旅行时间。
使用 TOF 方法有两种独特的技术，LIDAR 或区域传感。

LIDAR

基于三角测量
基于三角测量的系统从更多位置检查场景。这些位置形成了
一条必须了解的基线。通过测量由基线和检查点形成的三角

这些系统一次只取样一个（或几个）3D 点。在扫描过程
中，它们改变传感器的位置或定向来扫描整个工作容积。

形的角度，我们可以计算出精确的 3D 坐标。基线的长度和

区域传感

激光三角测量（或轮廓测定法）

另一方面，区域传感 TOF 系统使用一种特殊的图像传感器

是最受欢迎的 3D 传感方法之一。将线轮廓（或点）投射到

来测量 2D 快照中多次测量的时间。尽管它们不能提供像
LIDAR 这样的数据质量，但是非常适合只需要低分辨率的
动态应用。区域传感 TOF 系统的另一个问题是场景各个部
分之间的相互反射可能容易导致结果测量弯曲。近年来，通
过使用主要针对人机交互而设计的基于消费者的价格低廉的
系统，TOF 系统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扩大。

检索角度的准确性严重影响系统的精密度。

一个表面上。如果在不同的角度观察时，此轮廓变形。这种
偏差会编码成深度信息。因为一次只能捕捉一个轮廓来构成
整个快照，传感器或目标物体需要移动，或者激光轮廓需要
扫描整个场景。

立体视觉
经典的立体视觉是基于两个模仿人类深度知觉的照相机。它
通过匹配两个图像之间的纹理特征来检索深度信息。被动式
3D 立体视觉，由于其对目标物体材料的依赖性，可用于具
有非测量特性的应用，如人数统计。

摄影测量法
是一种从大量未注册的 2D 图像中计算目标物体 3D 重建的
技术。类似于立体视觉，尽管它在目标物体的自身纹理上传
递，但可以从具有高基线的同一点的多个样本中获益。该技
术可作为 LIDAR 系统的替代系统。

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开发了一个主动式立体视觉系统，该系
统使用结构投影在表面创建一种人工纹理。

结构光法
由于能够捕捉场景的整个 3D 快照而无需移动部件，结构光
法具备高水平的性能和灵活性。它使用一种复杂的投影技术
创建一种编码的结构化模式，将 3D 信息直接编码到场景
中。通过用照相机和内部算法分析，该系统可在较短的采集
时间内提供高水平的准确性和分辨率。
市场上可用的高分辨率结构光系统使用多帧，每帧投射不同
的结构化模式。这可以保证每个像素的 3D 信息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但它要求场景在采集时是静态的。用于结构化模式
投射的典型技术基于 DMD（数字微镜装置），最初用于消
费者数字投影仪。这些系统通常使用白色或单色光线（如果
对环境光线电阻率有更高的要求，例如生产设施）。为大多
数准确性驱动的应用设计的优化离线计量扫描仪主要适用于
实验室条件。

像 DMD 这样基于投射的方法其中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景深
（深度范围）。为了保持投影仪的聚焦，系统需要较窄的光
圈。这在光学上来说，并不高效，因为被阻挡的光线在投射
系统中会产生额外的热量和内部反射。但事实上它确实限制
了针对更高深度范围的技术的使用。在 Photoneo，我们已经

对于运动中的应用，必须使用一帧方法。传统技术是将多帧
系统的区别性特征编码成一个结构化模式，对 XY 和 Z 分辨
率有很大的影响。类似于 TOF 系统，本类别中有基于消费
者的产品。

使用激光创建结构化模式克服这问题。几乎无限的深度范
围，还为使用窄带通滤波器屏蔽环境光线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这一限制的解决方案，Photoneo 已经开发了一种新的一
帧 3D 传感技术，利用快速的一帧采集 TOF 系统，为多帧结
构光系统提供常见的高分辨率。我们将其称为平行结构光，
其运行要归功于我们独特的图像传感器。第一件作品将于
2018 年初面世，敬请期待。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可以为您的机器人应用提供快速、准确
的高分辨率测量的万能技术，或者一个能够加速您的质量检
验任务的 3D 传感器，请浏览我们的 3D 扫描仪系列，网
址：www.photoneo.com。我们对于能使工业里最具挑战性的
应用实现而激动不已。我们每天都在试图依循物理定律，充
分利用每一个光子。这项工作的成果是我们新的 3D 照相机
技术，该技术将把 3D 的边界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