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在工业物联网的发展浪潮中，由计算机视觉工程化后产生的机器视觉技术得到了越来越

多企业的关注。通过使用视觉相机（涵盖监控相机、工业相机、特种相机等）来采集制

造流程中的实时视觉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机器视觉能够实现比人工视觉更高的效率

和完成质量、更低的综合成本，同时支持企业管理人员对制造流程实现快速、有效的干

预和控制，实现产业的智能化升级。

英特尔与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捷电气*）合作，推出应用于工业

自动焊接场景的机器视觉解决方案。该方案融合了视觉相机、英特尔凌动®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等产品与技术，实现了工业焊

接的自动视觉识别与引导，可以帮助制造企业提升焊接质量与效率，减少对于高熟练度

工人和高级机器人编程工程师的依赖，显著降低焊接作业的总体拥有成本（TCO）。

挑战：传统焊接解决方案无法满足现代生产制造要求
焊接是生产制造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序，大到舰船、飞机的组装，小到电路板的制造，都

需要焊接工序的深度参与。精密焊接对于技术有着非常严苛的需求，熔池温度、焊接电

流、焊条直径、运条方法、焊条角度等都需要满足特定的要求，只有技艺熟练的高级技

工才能够胜任，而此类技工的数量严重不足。此外，焊接过程中的风险长期积累可能会

对工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危害，也会带来人员的不稳定性。

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信捷电气 3D 机器
视觉焊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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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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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工业焊接流程中，焊接执行操作从 “人” 转向 “机器”，实

现自动化、智能化的焊接就变得至关重要。与人相比，机器的

焊接精准度更高，而且能够 7*24 小时不间断工作，持续提供高

速、稳定的焊接能力，显著提升焊接的效率，节省人力成本。

此外，自动化的焊接还可避免疏忽、倦怠等人性缺陷，提升焊

接质量。

焊接自动化的迫切需求不断推进着焊接智能化的发展，其大体

经过了几个阶段：

• 机器人 + 示教：这种模式中，可以由机器进行自动化焊接，

但是需要工程师校准，因此该方案只适合进行重复工件的焊

接，无法柔性地满足多样化焊接需求。

• 2D 视觉 + 机器焊接：该模式下，工业相机会拍摄平面的照

片，然后通过图像分析或比对来识别物体的平面特征，以自动

识别定位焊接位置并进行后续焊接操作。但是，这种模式只能

焊接平面焊缝，无法对于渐近线，螺旋线等三维焊缝进行焊

接，存在短板。

• 3D 视觉 + 机器焊接：通过引入 3D 相机等设备，能够实现对

于曲面器件的 3D 识别与定位，更大范围地满足自动化焊接需

求。与传统的焊接系统相比，“3D 视觉 + 机器焊接” 系统不仅

兼顾 2D 视觉，而且能够识别三维位置信息，具备螺旋渐近线

适应性，因此成为自动化焊接系统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 “3D 视觉 + 机器焊接” 的应用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智能相机在三维扫描的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点云数据

（Point Cloud Data），点云是分布在空间中的 XYZ 点，属于

非结构化数据，需要更专业的算法与高效处理能力的支持；其

次，“3D 视觉 + 机器焊接” 系统将产生远超 2D 视觉的数据量，

要求基础设施平台提供巨大的算力；再次，其应用过程中涉及

到大量数据的处理及分析。

信捷电气是一家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应用的国内知

名上市企业，公司拥有数字产品、驱动产品、机器视觉、

机器人四大产品线，可以为工业自动化智能化提供一揽子

解决方案。为了帮助制造企业加速 “智慧工厂” 转型，信捷

电气推出了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英特尔® FPGA、

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并搭载创新性智能相机的 

X-SIGHT* 3D 机器视觉焊接解决方案。

X-SIGHT 3D 机器视觉焊接解决方案由智能相机、视觉处

理平台、焊接机器人、信捷云等子系统构成，可以通过激光

视觉引导系统拟合焊接轨迹，并给出 3D 坐标及焊接姿态，

从而简单、快速地识别焊缝。系统还能够自动识别点焊偏

差值，给出最佳轨迹补偿，并实时调整焊接偏移量，实现

最佳焊接效果，从而降低企业焊接业务成本，提升焊接的

效率与质量。

图 2：解决方案拓扑图 图 3：解决方案产品形态案例

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信捷电气 3D 机器视觉焊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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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相机

在智能相机的开发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来自于性能及扩展性，

传统工业智能相机所搭载的 DSP 处理器体系结构只能实时完成

不太复杂的视频处理功能，难以满足点云数据生成等密集型工

作负载的需求。信捷电气智能相机搭载了英特尔凌动® 处理器，

该处理器拥有优异的每瓦性能，可支持丰富的图形效果，并具备 

I/O 集成功能，可以提供比传统的 ARM 或 DSP 更高的处理能力。

信捷电气在智能相机中还使用了英特尔® FPGA 平台，英特尔® 

FPGA 专为高效处理数据而设计，可将精细的并行化和高吞吐量

功能内置到硬件架构中，帮助众多工作负载实现极低批量延迟。

通过在集成的英特尔® FPGA 上执行标准或定制算法，信捷电气

智能相机能够高效获取点云数据，实现精确的激光视觉定位，

从而在保持低功耗的同时实现高实时性能，有效应对 3D 视觉信

息采集所带来的巨大负载。

信捷视觉处理平台

部署于边缘侧的信捷电气视觉处理平台使用了嵌入式的英特尔® 

酷睿™ i5/i7 处理器。该款处理器具备优秀的功耗性能组合，支

持无风扇设计，并且在稳定性方面表现突出，可帮助解决方案

有效应对焊接环境中的粉尘、高温、烟气、物理碰撞、辐射等

因素带来的严峻挑战。

英特尔® 酷睿™ i5/i7 处理器拥有更先进的架构、制程，集成了

英特尔® 先进的图像处理处理器，可以为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提

供更高的生产率和性能扩展，信捷电气的视觉处理平台可以基

于其强大的运算能力进行高效数据分析，并将数据发送到信捷

云进行生产报告分析。该处理器从 BIOS 层面、Linux* 操作系

统层面等方面进行了针对实时性的调优，能够使视觉引导的响

应速度更快。而且，英特尔® 酷睿™ i5/i7 处理器拥有大量的核显 

EU 执行单元，支持 DX11、H.265 硬件编解码、4K 显示等，

具有强大的视频处理能力与成本效益，可以支持信捷电气完成

对于 3D 点云数据的处理。

信捷电气还使用了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来加速视觉处

理算法。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是英特尔® 针对异构计

算平台推出的深度学习推理加速开发工具，可以帮助客户快速开

发和优化图像处理和神经网络算法。用户也能够基于自己的数据

集构建深度解决方案，提高算法在英特尔平台上的性能，帮助用

户缩短边缘服务器的开发周期，大大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此外，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视觉处理平台具有丰富的 IO 接口，

支持灵活使用网络、USB 等方式来轻松控制其他设备并与之通

信，使系统更加简单高效。

信捷云智造信息化平台

该平台以信捷产品深耕自动化行业多年的经验和广泛应用为基

础，可以对生产数据、生产工艺数据、图像数据、设备状态数

据、设备操作人员数据进行存储、分析、展示，除了生成数据

报表，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来生成数据洞察，进行预测

分析和设备生命周期管理，对系统稳定性、运行效率等方面进

行优化。

此外，该平台还支持网页端和手机 APP 同时监控，通过移动化

将设备与人连接在一起，方便用户对于焊接生产流程进行远程

监控，及时响应异常或突发事件。

图 5：信捷电气视觉处理平台

图 4：信捷电气智能相机

英特尔® FPGA

图 6：信捷云智造信息化平台界面



在特定系统中对组件性能进行特定测试。硬件、软件或配置的任何差异都可能影响实际性能。考虑购买时，请查阅其他信息来源以评估性能。如欲了解有关性能及性能指
标评测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
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您应当参考其它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完整评估您的采购决策，包括该产品与其它产品一同使用
时的性能。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描述的成本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环境各不相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
和成本的节约。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实际性能可能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
性。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也可登录 intel.cn 获取更多信息。

英特尔未做出任何明示和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及不侵权的默示保证，及履约过程、交易过程或贸易惯例引起的任何保证。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Xeon、至强、Core、酷睿、Atom 和凌动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英特尔公司 © 2020 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

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信捷电气 3D 机器视觉焊接解决方案

信捷云智造信息化平台的后端服务器搭载了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该处理器具备卓越的虚拟化特性，提供了针对工作

负载优化的出色性能，能够全面满足信捷云对于数据分析等关

键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的要求，为用户提供高效的生产工艺流

程管理与生产数据查看能力。

效果：焊接效率倍增，质量提升明显
英特尔® FPGA、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等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应用帮助信捷电气构建了高效率、

高质量、具备广泛适应能力的 X-SIGHT 3D 机器视觉焊接解决

方案。

在全自动风机蜗壳焊接等实际应用场景中，该解决方案能够在 

20 秒左右的时间内学习焊缝位置，定位精度达到 0.03-0.05 毫

米，很好地满足了用户对于性能与质量的要求。

具体而言，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以下优势：

• 工业级可靠性：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 X-SIGHT 3D 机器视觉焊

接解决方案坚固耐用，能够在 -20°C 至 70°C 的宽温范围内可

靠运行，可出色应对苛刻的焊接环境，提供高度可靠的焊接能

力。此外，得益于英特尔产品高集成、低功耗等特性，解决方

案还实现了紧凑的设计，可有效满足空间有限的环境的需求。

• 高效高质：与机器人示教焊接方式相比，X-SIGHT 3D 机器视

觉焊接解决方案具有更高的焊接效率、柔性及低人力开销。此

外，其焊接质量可靠、美观，更能满足现代制造工艺要求。

• 简单易用：在设置完成之后，用户可以保存、导入工程，后续

焊接过程中可以根据产品类型直接调用，无需重复设置，简单

易用。

• 敏捷性与开放性：X-SIGHT 3D 机器视觉焊接解决方案在融合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机器视觉能力之后，能够实现焊缝的激光

视觉自动扫描，具备强大的自适应性。解决方案还允许新产品

不断导入，并灵活设置焊接参数。

展望：机器视觉 + AI 助力构建智慧工厂
在面向未来的智慧工厂内，绝大部分生产活动将由计算机程序

进行控制，大多数流程化、机械化的工作将被机器所替代，工

厂的人力资源将向高价值、高创造性的岗位流动，以创造更高

的单位产值。作为智慧工厂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机器视觉将与

人工智能更加完美地融合，带来更加可扩展的自动化应用，帮

助企业实现更多人力资源的释放与转移。

在自动化焊接应用中，人工智能的融入可以支持机器焊接系统

自主识别不同的焊接物体、形态、需求，并通过自主学习与分

析能力来自适应选择适用的焊接材料、工艺、用量，用户无需

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与介入，就可

快速完成整个场景的搭建和软件升级，并通过导入增量训练不

断提升焊接的效率与准确性。

今后，信捷电气将与英特尔继续密切合作，探索利用英特尔® 技

术与产品来加速 “机器视觉 + AI” 的应用，助力工业企业构建更

高效的智慧工厂。

图 7：焊接效果图

机器焊接
Machine welding

机器焊接
Machine welding

机器焊接无需打磨
Machine welding 
without grinding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http://intel.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