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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二次加工自動化 光學檢測技術

一、前言

機械加工件通常以金屬材

質最為常見，在金屬加工的

過程中會進行壓延、酸洗、

退火與分條等作業後，再出

貨給下游應用廠商，諸如汽

車廠或電腦零組件業等。然

而，在金屬加工與裁剪過程

當中，金屬表面可能產生鑿

痕、刮傷、釘點與雜質等瑕

疵，這些瑕疵均須透過檢測

來挑出並將不良部分剔除，

以維持產品之品質。傳統方

式採用人工目視檢測，一件

金屬加工件長度達至少上百

米不等，且生產移動速度達

每分鐘100米，使得人工檢測

無法達到全檢的目標，將有

瑕疵的金屬加工流至下游客

戶端會造成極大的生產者風

險，輕則導致產品退貨，重

則造成商譽損失甚至造成客

戶在使用上得安全疑慮。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以機

器視覺(Machine Vision)的概

念為基礎，提出一套非接觸

式自動光學檢測系統，該系

統能針對金屬表面瑕疵執行

檢測，透過現場可程式化閘

陣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簡稱FPGA)的高速運

算單元計算特性來及時偵測

金屬表面的瑕疵，之後再將

運算的結果顯示至電腦端顯

示，進而提升高速瑕疵檢測

的穩定度。

二、文獻探討

機械加工面 ( M a c h i n e d 

S u r f a c e )、陽極處理面

(Anodized Surface)、電鍍

面(Plated Surface)或塗漆面

(Painted Surface)等工件表面的

金屬特性為具有高鏡面反射

(Highly Specular Reflection，簡

稱HSR)，它們早已被應用在

各個領域上，由於工件表面

的製造品質直接影響最終產

品的外觀，甚至會影響其功

能性，故出貨前勢必要通過

瑕疵檢測的關卡。傳統上人

工目視檢測(Manual Detection)

或閃光測試 ( F l a s h l i g h t 

Detection)是最常用的檢測手

法，作業員需重複翻動與觀

察物件，但過程中常因為反

射的干擾使得檢測的可靠性

降低。

摘要

金屬材料經過切割程序後，其金屬表面可能會產生釘點、刮痕、鑿痕等不同的瑕疵，由於金

屬表面具有高鏡面反射(Highly Specular Reflection，簡稱HSR)的特性，傳統所採用的人工比對檢

測法不但耗時費力，更可能因為反射的干擾而出現檢測結果不一致的窘境。有鑒於此，本研究致

力於發展一套以機器視覺為基礎的線上檢測系統，該系統以高速線型相機與自製光源的搭配構成

主要的硬體模組；以一系列影像處理方法組成軟體模組，該系統能針對金屬材料切割後之瑕疵進

行檢測，對每張3K×1K之影像的檢測速率可達80毫秒，能穩健地滿足在金屬產業之檢測需求。

關鍵字：金屬加工件檢測、表面瑕疵、自動光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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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年份 內容說明

Suresh et. 
al (1983)

針對不鏽鋼厚板執行檢測，採用即時檢測的方式，檢測長條型的表面裂痕、輥印壓

痕、橫向型的表面裂痕等等瑕疵，作者認為檢測系統最大的挑戰乃是如何適當的量

化瑕疵特性。

Garacia et 
al (1994)

利用雷射光線打入鋼材以達到照明效果，並於反射角度位置處放置鏡頭取像，以進

行鋼材瑕疵檢測，如此可解決光照鋼片所產生的反射影像。

Sakurai 
(2002)

應用影像比對之技術於IC之Hot-Al-Cu導線層瑕疵品檢測，透過調整燈光照明強度，
以分離雜訊與不良品影像比對後之灰階分佈，從不同實驗中找出最佳之門檻值，但

假如雜訊與影像比對之灰階不容易分離，則辨識率會降低。

Mahaut et. 
al (2004)

利用超聲波的方式輔助檢測金屬粗糙表面元件的瑕疵，此檢測系統受限於結構訊號

與衰減、以及退化的訊雜比。

Ng (2007)
讓立體顯微鏡(Stereo Microscope)的鏡頭與檢測平台的法向量垂直，環形光源置於鋼
珠與鏡頭之間，透過改變光源與鋼珠之間的距離獲得不同距離的影像。

Yun et al. 
(2008)

為了配合產線的速度與經濟性的考量，直接以線掃描CCD掃描高溫的鐵線圈，其設
備並無加裝任何光源主要是因為高溫的鐵自然就會散發出均勻的微光且同時能避免

反射的干擾。

Medina 
(2008)

金屬特性之產品需考慮五種不同情形如油脂存在、檢測速度、數據之準確及足夠

性、瑕疵種類特性、金屬表面反射狀況，Medina表示利用二維Gabor可達到良好結
果。

Tang et. al 
(2009)

針對金屬表面瑕疵檢測採用Kirsch運算子強化不同角度的瑕疵，並擷取不同的瑕疵特
徵執行檢測與金屬表面瑕疵分類。

Perng et al. 
(2010)

將工業用內視鏡(Industrial Endoscope)伸入孔洞中，因螺孔中的亮度較低與金屬材質
的反光特性，故光源必須為低亮度；也由螺孔圓弧型結構，其周邊影像會出現扭曲

現象，故需輔以旋轉馬達與Z軸直線致動器，逐一拍攝並存取不同角度、高度的低失
真影像，再藉由拼貼技術建立全周影像。

Zhang et al. 
(2011)

將待檢測的金屬板放置在背光(Back Light)模組上，且在鏡頭前端加裝了偏光鏡
(Polarizing Filer)，以進一步壓抑偏極光(Polarized Light)的干擾。

Li et al.
 (2013)

以半球型反射遮罩蓋住光源朝上之紅色LED環形燈，光線散射後經反射遮罩的反射
才打到金屬球、金屬面或金屬柱上，可使瑕疵呈現得更為清晰。

Neogi et al 
(2014)

金屬鋼材表面瑕疵檢測說明提出無波紋的均勻光源是重要的關鍵，相機取向的系統

可能有1K、2K與4K，針對擷取的影像進行頻率域或空間域的計算方式。

Chen
 (2016)

作者避免讓光源直接照射鏡頭環圈，當入射光照向環圈平面時，藉著物件具有高反

射之特性，入射光會依入射角度產生反射光，在環圈倒斜面上形成暗場(Dark-field 
Illumination)，使得無瑕疵區塊化成暗色紋理，相對的，當光照向瑕疵時，形狀的不
平整的瑕疵會迫使光的路徑改變，使部份反射光進入CCD形成亮點。

表1  HSR表面檢測之相關文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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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R平面的視覺檢測一直

是機器視覺領域中的困難議

題之一，但隨著產品外型的

多樣化以及尺寸的大型化，

非平坦的HSR曲面以及大面

積HSR平面的視覺檢測，儼

然已成為該領域中更具挑戰

的發展方向。本研究的檢測

物為金屬加工件表面，該工

件的面積並不算小，且因金

屬特性為具有反光性質，故

本研究之議題可歸在HSR平

面的視覺檢測上。

本研究的困難度在於如何

擷取一張好的影像對於後續

影像處理將有幫助以及如何

使用較適當的演算法強化特

徵，在下述的內容中整理了

近幾十年來在國際期刊上

所發表的HSR檢測之相關文

獻，以作為本研究之機構設

計與演算法設計之參考。

三、技術概況說明

3.1 金屬表面瑕疵檢測光

學系統

本研究光學系統包含一高

速6K線型相機、F-Mount鏡

頭以及自製側向光與正向光

源，分別由單顆LED陣列串

連成一排，單顆LED發光區

域為40mm單顆LED的功率為

3瓦，相機的視野範圍幅寬為

400mm、長為140mm，系統

光學解析度則為145µm，如圖

1(a)所示。該系統可針對加工

後常見的刮傷、汙點與鑿痕

等瑕疵進行偵測的任務，如

圖1(b)所示。

3.2 影像前處理

透過如圖1((a)所示之光學

模組擷取影像後可得到圖

2(a)所示之影像，該影像的

大小為3K×1K，影像中包

含三個金屬工件。首先，針

對原始影像進行橫向位移10

個像素，再使用影像相減法

可得到如圖2(b)所示之相減

影像，由該圖可知待測物金

屬邊緣已被強化；得到相減

影像後使用二值化則可得到

如圖2(c)所示的二元影像，

由該圖可發現金屬工件的邊

緣已被擷取出來；接著，針

對黑與白的影像執行投影，

可計算黑色邊緣區域的直方

累計圖，其累計值範圍為0

至1,000，本研究將水平累

計數值線性轉換至0至255，

可得到如圖2(d)所示之直方

圖，在此直方圖上藉由一個

α二值化切割值與已知生產
金屬材質的寬度β，藉由兩
兩比對可以正確的選取金屬

切割位置圖2(e)即是感興趣

區域(Region of Interesting，

簡稱ROI)之遮罩影像(Mask 

Image)。

3.3 瑕疵檢測演算法

本研究之瑕疵檢測演

算 法 主 要 由 邊 緣 偵 測

(Edge Detection)與形態學

(Morphology)的技巧構成，執

行的流程圖如圖3所示。針

對所擷取的原圖影像，先採

用如圖4所示之索貝爾運算
圖1  硬體系統與檢測影像：
       (a)系統說明圖；                        (b)加工件表面瑕疵圖

(a) (b)

高速線型相機
刮傷瑕疵

污點瑕疵

鑿痕瑕疵

鏡頭

自製光源

待測金屬加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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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Sobel Operation)來強化特

徵，接著，使用二值化閥值

γ，得到瑕疵二元影像，再
針對二元的瑕疵區域執行膨

脹(Dilation)運算，使得瑕疵區

域放大與聯通，最後，藉由

上一小節得到的金屬位置遮

罩影像進行交集運算，即能

標註瑕疵位置，至此，單張

影像之瑕疵檢測程序即算完

成。

四、技術成果說明

本實驗的實驗樣本共有三

批，每批樣本中均有1,000張

金屬表面之影像，每張金屬

表面的寬度為75mm、長度

145mm，經參數敏感度實驗

後，演算法中的檢測係數之

設定值各為：α二值化係數
值採用100、已知生產金屬材

質的寬度β為75mm以及邊緣

強化之後的二值化閥係數值

γ使用25。

圖3  瑕疵辨識流程圖

圖4  索貝爾運算子
(Gupta and Mazumdar, 2013)

圖2  影像前處理程序：(a)具有三個金屬工件之原始影像；(b)影像相減結果；(c)二值化結果；
(d)二值化累積直方圖以及α二值化切割值金屬材質的寬度β值；(e)感興趣區域之遮罩影像

(a)

(c)

(b)

(e)

(d)

標記瑕疵二值化閥值

原始影像 膨脹運算

交集運算

遮罩影像

索貝爾運算子

-1 -2 -1

0 0 0

1 2 1

-1 0 1

-2 0 2

-1 0 1

Histogram 已知金屬工件的寬度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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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上述所提之研究方法應用在已切

割後的金屬表面的瑕疵偵測測試，實驗結果彙

整於表2。由表2可知，三批影像測試檢出率別

為98.5%、98.1%與99.3%，其中，誤檢率(Over 

Kill Rate)小於等於0.3%、漏檢率(Under Kill Rate)

分別則為18.75%、59.3%與24.3%。三批金屬表

面影像的漏檢率、誤檢率與檢出率之平均值分

別為34.8%、0.1%與98.6%。表3列出數個能成

功在金屬表面偵測出瑕疵的實驗結果，紅色圈

選的圖示乃是本研究提出的方法之正確判斷結

果；三批影像中的漏檢圖示如表4中藍色圈選

表記處，這些漏檢的瑕疵影像乃屬於對比較不

明顯的瑕疵，因其灰階值差異變化小於20，本

研究提出的方法較難正確地偵測到對比較不明

顯的瑕疵，但若改用較嚴苛的檢測係數，卻又

可能導致誤檢率過高。值得慶幸的是，本研究

使用FPGA執行金屬表面瑕疵線上檢測，其每

張影像檢測時間可於80毫秒以內完成，亦即每

秒至少可檢測13張3K×1K解析度的影像。

五、二次加工的未來需求與展望

本研究提出一種金屬表面瑕疵線上檢測的

軟硬體架構，由實驗結果得知三批測試影像

中，其檢測範圍在75mm的一千張的測試影像

平均檢出率為98.6%，漏檢率與誤檢率分別為

34.8%與0.1%，每張影像平均檢測時間為80毫

秒，亦即每秒影像處理速度約為37.5MBytes。

表2  三批實驗檢測結果表

表3  有瑕疵金屬表面判斷成功結果 表4 三批漏檢實驗圖檔

項 目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平均值

漏檢率
18.75%
(12/64)

59.3%
(19/32)

24.3%
(7/29) 34.8%

誤檢率
0.3%

(3/936)
0.0%

(0/968)
0.0%

(0/971) 0.1%

檢出率
98.5%

(985/1000)
98.1%

(981/1000)
99.3%

(993/1000) 98.6%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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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到較高的檢出率，在實驗中犧牲了漏檢

率，未來在研究的議題上，建議可以採用較嚴

苛的檢測係數，此方式雖然可能讓漏檢率降

低，但是也可能因此讓誤檢率大幅提升，為了

解決此議題可導入智能瑕疵分類技術，使得金

屬表面瑕疵檢測與結果更臻完善。

六、機器視覺的未來應用與挑戰

想像這未來生活中商品生產會更有效率，

智能工廠將會輔助現場作業員更多自動化的功

能。許多勞工執行重複性工作未來將由許多自

主性的機器執行，包含了自動採收、分選、處

理、檢測、封包以及運送等等作業。然而這些

自動光學檢測系統將會整合OEM的零組件，

比如光源、相機、影像擷取卡片、機器手臂和

視覺軟體系統以提升產品或再製品的品質檢驗

的效率。對工廠而言，機器視覺不僅降低了人

工檢測成本的開銷，亦也降低了不良品流入下

游的風險。而機器視覺進一步與手臂整合之應

用與分析場域將會漸漸擴大，視覺引導基礎的

機械手臂系統將會在未來的世界扮演一個重要

的角色，除了機械產業外舉凡自動化農業、畜

牧業、農作物的監控與分析……等等相關議

題，自主性的車輛系統、自動分選機或切割機

可以整合二維與三維視覺、紅外線或超音像等

相關感測技術，得以讓產品輸送、製造與品質

檢驗更有效益。然而現今的機器視覺系統佈署

的環境仍是有限制的，其需要更有效的光源控

制與生產環境掌控。

一般而言，現場的環境和機台震動、油汙

與環境中的懸浮微粒以及環境光源等等會顯著

地影響機器視覺系統的可靠性，未來的機器視

覺更需要人工智慧的輔助，以克服環境變異因

素與生產線產品多樣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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