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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工业零件智能分拣系统 

 

摘要 

 

目前主流的“机器换人”已基本实现机器自动化、信息化工作，我们将 AI 赋能工业机器

人，提高机器人自我学习能力，可以使机器完成对海量物品的柔性分拣。不同于传统深度学

习的大量数据集训练模型，本设计基于 Q-LEARNING 框架，训练一个针对“推”和“抓”价值

预测函数（全卷积网络），利用 REALSENSE 相机采集 RGBD 图像作为网络的输入。然后基

于网络的输出选择价值最大的动作，并通过 EtherCAT 总线控制机械臂执行相应的动作，实

现了“推”和“抓”协同的无模型多对象抓取任务。 

 

关键词：深度强化学习，Q-LEARNING 框架，推抓协同，EtherCAT 总线控制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工业零件智能分拣系统 

 4 / 39 

 

 

 

INTELLIGENT SORTING SYSTEM FOR INDUSTRIAL 

PARTS BASED O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ainstream "machine substitution" has basically realized machine autom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We will empower industrial robots with AI, improve the robo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enable the machine to complete the flexible sorting of massive items. Different from the 

large data set training model of traditional deep learning, this design is based on the Q-LEARNING 

framework to train a value prediction function for "pushing" and "grasping" (full convolutional 

network), and use REALSENSE camera to collect RGBD images as the input of the network . Then 

the most valuable action is selected based on the output of the network, and the robot arm is 

controlled to execute the corresponding action through the EtherCAT bus to realize the model-free 

multi-object grasping task of "pushing" and "grasping". 

 

Keywords: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Q-LEARNING framework, push-grasp collaboration, 

EtherCAT bu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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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随着工业 4.0 的逐渐深入，智能制造中存在大量散乱堆叠零件需要进行分拣，我们设

计了一套标准化、通用化的工业零件分拣系统(Universal-Pick)，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散乱堆

叠零件的分拣问题，用户使用本产品能够方便快速地完成整个零件分拣系统的部署，并控

制机器人进行分拣作业。 

1.1 市场分析及定位 

我们认为，RL 或 DRL 在机器人领域将具有极大增长潜力。 对于机器人的用户来说，

破碎而零细的市场是棘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机器人制造商，都各自推展自家开发的语言和

接口，使得系统整合商与终端用户，都很难将机器人与相关系统进行整合。 

随着产业的逐渐成熟，有越来越多机器人应用到了汽车和电子厂以外的领域；因此我们

更加需要标准的操作系统、通讯协议、接口，从而提高效率、并缩短上市时间。 

举例来说，美国波士顿的 Veo  Robotics 公司开发的安全模块，能让工业机器人更安全

地和人类协同工作；Realtime Robotics 公司则提供加速了机械手臂路径的解决方案。 

目前，国内汽车制造、机械加工、3C 产品制造等行业的生产线中存在大量散乱堆叠零

件需要进行分拣，2019 年，我国分拣设备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164 亿元，比上年度增长了

25.2%，近年来分拣设备行业规模平均增速超过 30%。目前来看，工业机器人只能完成固

定模式物体的抓取，而对于复杂堆叠物体的识别和分拣，依然有 90%以上通过人工方式完

成，极大的限制了工业生产的效率。而国内虽然已经有 3D 视觉传感器的应用案例，但其

解决方案基本以集成为主，核心技术和部件均依赖国外技术或产品，不但价格昂贵，而且

集成效率低下，应变性能较差。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零件分拣系统还存在通用性能差、只

能识别部分简单零件或只支持某种特定抓取器件的问题，缺乏一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应用

场景的标准化产品。 

随着工业 4.0 的逐渐深入，不论是食品、医药等民生行业，还是汽车制造、3C 制造等

民工行业，甚至航天航空等军工行业，只要涉及智能制造，都存在大量散乱堆叠的零件需

要分拣。2019 年，我国分拣设备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164 亿元，比上年度增长了 25.2%，近

年来分拣设备行业规模平均增速超过 30%。工业机器人的分拣拾放功能是智能制造过程中

最基本的功能要求之一，最早的解决方案是上游来料通过机构定位，由传统的工业传感器

进行定位判断，然后控制机器人抓取；2D 机器视觉系统成熟后，通过 2D 相机识别工件

位置与方向，能解决如图一的平面摆放的工件识别、分拣问题；但当遇到图二的散乱堆叠

工件识别时，2D 机器视觉系统往往无能为力， 3D 视觉加入了深度信息， 能很好地解决

散乱堆叠工件的识别问题。目前来看，工业机器人只能完成固定模式物体的抓取，而对于

复杂堆叠物体的识别和分拣，依然有 90%以上通过人工方式完成，极大的限制了工业生产

的效率。因此在智能制造领域，零件分拣系统拥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1.2 国内外发展趋势及应用前景 

目前世界上只有大约 300 万台机器手臂，其中大多数从事搬运、焊接、装配等任务。 到

目前为止，除了汽车业和电子业以外，仓储、农业和其他产业，几乎都还没有开始使用机械

手臂；主要原因，就在于上述传统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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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深度学习(DL)、强化学习(RL)、以及云端技术释放出的机器

人潜力，我们将看到新一代机器人带来的爆炸式增长、并改变产业格局。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 UCL 计算机系的汪军教授在自己的演讲《如何进行大规模多智体强

化学习》 中提到了一类他们团队最近正在研究的环境设计问题，比如宜家希望自己店铺空

间设计能通过强化学习的算法，让环境也能跟着用户的变化而变化，把路径安排最优。 

强化学习机器人技术公司 Covariant 宣布完成 4,000 万美元 B 轮融资，Index Ventures 领

投，现有股东跟投。 

目前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人，仍无法达到与封闭回路机器人相同的精度。尽管机器学习

能让机器人与时俱进，但目前透过机器学习运作的机器人，仍无法达到与封闭回路机器人相

同的精度，因为它需要累积尝试错误的经验，从错误中学习，逐渐进步。这点说明了为什么

Mujin 和 CapSen 机器人这样的新创公司，并未采用深度强化学习，反而选择使用传统计算

机视觉。 

然而，传统计算机视觉要求每个对象都要事先登录，终究还是缺乏扩充和适应变化的能

力。 一旦深度强化学习(DRL)达到了效能门坎、逐步成为产业主流，这种传统方法终究会变

得无用武之地。 

国外的 3D 视觉系统起步较早，已经形成商业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如丹麦 SCAPE 公

司的 SCAPE Bin-Picking 系统、德国 ISRA Vision 公司的 3D Shape Scan 系统、日本佳能公司

的 RV1000 视觉系统、意大利 ISS 公司的 3D CPS 2.0 等已经进入商业应用。相比之下，国内

汽车制造、机械加工、3C 产品制造等行业中虽然已经有把 3D 视觉传感器应用到零件分拣

的案例，但国内的零件分拣系统尚存在诸多问题： 

（1）高价引进。国内零件分拣解决方案基本以集成为主，核心技术和部件均依赖进口，其

中视觉检测及其配套软件价格均在 20 万人民币/台（套）以上； 

（2）集成效率低。专门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工业应用的集成方案在需求或环境一旦发生变动

后，便需要重新设计方案，软件更是要重新开发，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3）操作复杂繁琐。虽然国内已经有部分团队已经自主研发出零件分拣系统并成功商业化，

但这些产品从设计上就只面向专业人员，有大量的算法参数需要调试，使用者必须经过非常

专业的培训，难以大范围推广； 

（4）缺乏标准化产品。目前市面上的零件分拣系统还存在通用性能差、只能识别部分简单

零件或只支持某种特定抓取器件的问题，缺乏一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的标准化产

品。 

本产品通过 Intel RealSense D435 作为输入媒介，摄像头拍照生成产品的深度图像，机械臂

通过强化学习不断去训练分拣零件，最终达到可以自主分拣不同形状零件的效果。本产品克

服了国内分拣系统存在的集成效率低的问题，同时本产品是面向普通操作人员，操作步骤将

会简化，只需简单培训即可操作，而且支持分拣特定器件，适应能力比现有的大部分分拣系

统要强，所以其未来的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同时可推广到各个领域，应用市场十分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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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平面摆放的工件 

 

 

图 1-2 散乱堆叠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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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器人手眼标定 

 

2.1 通过以太网现场总线 EtherCAT 与机器人控制器通信 

2.1.1 EtherCAT 概述 

EtherCAT（以太网控制自动化技术）是一个开放架构，以以太网为基础的现场总线系统，

其名称的 CAT 为控制自动化技术（Control Automation Technology）字首的缩写。EtherCAT

协议最初是由德国倍福公司于 2003 年提出的，该通讯协议拓扑结构十分灵活，数据传输速

度快，同步特性好，可以形成各种网络拓扑结构。EtherCAT 协议自从推出以来，凭借其优

异的性能得到了工控领域的广泛关注，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 2003 年，EtherCAT 协议

推出之后，同一年便成立了 EtherCAT 官方的技术支持协会 EtherCAT Technology Group，简

称 ETG，截止到 2014 年为止，全球 ETG 会员已经超过 3000 家，仅在中国就已经超过 400

家。在 2014 年 10 月， EtherCAT 现场总线成为 GB/T 31230 即中国认可的国家标准，这标

志着 EtherCAT 技术在我国以致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有了极大的影响力。可以看出，从

EtherCAT 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在过去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快速发展壮大，已经占据了很大

的市场份额，这充分证明了 EtherCAT 现场总线卓越的性能和出色的质量。 

 

2.1.2 EtherCAT 的特点 

（1）符合以太网标准。EtherCAT 是对传统的以太网协议进行修改，因此普通以太网相关的

技术都可以应用于 EtherCAT 网络中。EtherCAT 设备可以与其他的以太网设备共存于同一网

络中，例如以太网卡、交换机、路由器等设备。此外，任何具有标准以太网控制器的设备都

可以作为 EtherCAT 主站，包括 PC 计算机、带有以太网控制器的嵌入式设备。 

 

（2）优秀的性能。EtherCAT 是基于以太网技术，数据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100Mbit/s，是目前

最快的工业以太网技术。EtherCAT 在以太网帧中可以压缩大量的设备数据，这使得 EtherCAT

网络有效数据率可达 90%以上。另外 EtherCAT 从站对数据帧的读取、解析、过程数据的提

取与插入完全由硬件来实现，这使得数据帧的处理不受 CPU 的性能、软件的实现方式等影

响，时间延迟极小、实时性很高。同时 EtherCAT 可以达到小于 100us 的数据刷新周期。。此

外，EtherCAT 使用高精度的分布式时钟，能保证各个从站节点设备的同步精度小于 1us。 

 

（3）结构简单、低成本。EtherCAT 结构简单，而无需交换机或集线器，复杂功能的节点设

备或简单的 I/O 节点都可以用作 EtherCAT 从站。此外 EtherCAT 在网络拓扑方面没有限制，

支持多种网络拓扑结构，如线型、星型、树型拓扑结构，以及各种拓扑结构的组合，从而使

得设备连接非常灵活。 

 

2.1.3 EtherCAT 工作原理 

2.1.3.1 系统组成 

EtherCAT 是一种实时以太网技术，由一个主站设备和多个从站设备组成。主站设备使用标

准的以太网控制器，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任何具有网络接口卡的计算机和具有以太网控制的

嵌入式设备都可以作为 EtherCAT 的主站。对于 PC 计算机而言，主站控制器多采用倍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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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 TwinCAT 软件。EtherCAT 从站使用专门的从站控制器（ESC），如专用集成芯片 ET1100

和 ET1200，或者是利用 FPGA 集成 EtherCAT 通信功能的的 IP-Core。EtherCAT 物理层使用

标准的以太网物理层器件，如传输介质通常使用 100BASE-TX 规范的 5 类 UTP 线缆。 

 

图 2-1 EtherCAT 运行原理图 

    EtherCAT 运行原理为如上图 2-1 所示：在一个通讯周期内，主站发送以太网数据帧给

各个从站，数据帧到达从站后，每个从站根据寻址从数据帧内提取相应的数据，并把它反馈

的数据写入数据帧。当数据帧发送到最后一个从站后返回，并通过第一个从站返回至主站。

这种传输方式能够在一个周期内实现数据通讯，还改善了带宽利用率，最大有效数据利用率

达 90%以上。 

 

2.1.3.2 EtherCAT 数据帧结构 

EtherCAT 数据直接通过以太网数据帧传输，数据帧类型为 0x88A4。EtherCAT 数据帧是

由 14 个字节的以太网帧头、2 个字节的 EtherCAT 头、44 到 1498 字节的 EtherCAT 数据和 4

字节的帧校验序列构成。EtherCAT 的数据帧结构定义如图 2-2 所示。 

 

图 2-2 EtherCAT 的数据帧结构定义图 

在 EtherCAT 以太网报文中，目的地址为接收方的 MAC 地址，源地址为发送发的

MAC 地址，EtherCAT 的以太网帧类型为 0x88A4。EtherCAT 头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

EtherCAT 数据长度、保留位和类型。其中，EtherCAT 数据长度为所有子报文长度的总

和，类型固定为 1，表示和 EtherCAT 从站通讯。每个 EtherCAT 子报文包括 3 个部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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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子报文头、数据和工作计数器（WKC）。其中子报文头如下表 2-1 所示的 7 个部分。

数据区中最多可以有 1486 个字节的数据，WKC 用于记录子报文被从站操作的次数，主站

设置 WKC 的初始值为 0，当子报文被从站处理后，WKC 增加一定的数值，当数据帧返回

到主站时，主站会比较 WKC 的实际值和预期值，用来判断报文是否被正确处理。 

 

表 2-1 子报文头名称及含义 

名称 含义 

命令 寻址方式及读写方式 

索引 帧编码 

地址区 从站地址 

长度 报文数据区长度 

R 保留位 

M 后续报文标志 

状态位 中断到来标志 

 

2.1.3.3 EtherCAT 寻址方式 

EtherCAT 的数据通讯是通过主站发送 EtherCAT 报文读写从站的内部寄存器实现的。

EtherCAT 报文首先通过网段寻址找到从站所在的 EtherCAT 网段，之后通过设备寻址找到

报文数据对应的从站设备，从而完成数据交换。 

  （1）EtherCAT 网段寻址：EtherCAT 主站和从站网段有两种连接方式，分别是直连模式

和开放模式。在直连模式中，从站所在的 EtherCAT 网段通过网线直接连接到主站的以太

网控制器。在这种网络连接模式中，主站使用广播 MAC 地址，以太网帧头的目的地址设

为 0xFFFFFFFFFFFF，便可以找到 EtherCAT 的从站网段。在开放模式中，EtherCAT 主站

和从站网段都连接到一个标准的以太网交换机上，而且每个 EtherCAT 从站网段的第一个

从站设备都有一个代表整个从站网段的 MAC 地址，这个从站被称作段地址从站。在这种

模式下，主站发送 EtherCAT 报文时，以太网帧头的目的地址应该设置为目的从站网段的

段地址。 

（2）设备寻址：EtherCAT 数据帧的子报文头里的地址区有 32 位，其中前 16 位是

EtherCAT 从站设备的地址，后 16 位是从站设备内存偏移地址。EtherCAT 报文首先根据前

16 位找到特定的从站设备，之后根据后 16 位将数据写入或读出从站设备相应的内存地

址。设备寻址有两种方式：顺序寻址和设置寻址。使用顺序寻址时，从站的地址是由从站

设备的物理连接顺序决定的。使用设置寻址时，从站的设备地址和物理连接顺序无关，而

是系统上电初始化时主站配置给从站，或者从站从自身 EEPROM 的配置文件中读取的。

在一个 EtherCAT 从站网段内，每个从站设备都拥有唯一的一个设备地址，用于获取

EtherCAT 数据帧中相应的子报文。 

 

2.1.3.4 EtherCAT 分布时钟 

EtherCAT 提供了分布式时钟（DC）单元，来同步从站设备。相比于完全同步的通

讯，分布式同步时钟具有更好的容错性，从而保证各 EtherCAT 从站设备同步工作的稳定

性。由于每个设备的本地时钟是自由运行的，为了使所有设备进行同步，需要利用分布时

钟进行同步。 

分布时钟同步的原理是将所有的从站设备时钟都同步于参考时钟，EtherCAT 将主站连

接的第一个且具有分布时钟功能的从站作为参考时钟。为了实现各从站设备之间的准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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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控制，在 EtherCAT 网络上电初始化时，会对分布时钟进行初始化。通过测量和计算出

各从站设备时钟与参考时间的偏移，对从站设备时钟进行校正，从而达到时钟同步的目

的。EtherCAT 分布时钟同步方法基于硬件校正，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同步信号抖动远小于

1us。 

 

2.1.3.5 EtherCAT 通信模式 

EtherCAT 通信是以主从通讯模式进行的，其中主站控制着 EtherCAT 系统通信。在实际自

动化控制应用中，通信数据一般可分为：时间关键的和非时间关键。在 EtherCAT 中利用

周期性过程数据通信来进行时间关键数据通信，而采用非周期性邮箱通信（mailbox）来实

现非时间关键数据通信。 

 

（1）周期性过程数据通信 

周期性过程数据通信通常使用现场总线内存管理单元（FMMU）进行逻辑寻址，主站

可以通过逻辑读写命令来操作从站。周期性过程数据通信使用两个存储同步管理单元

（SM）来保证数据交换的一致性和安全性，通讯模式采用缓存模式。在缓存模式下使用三

个相同大小的缓冲区，由 SM 统一管理，缓存模式的运行原理如图所示。

 

图 2-3 缓存模式运行原理图 

 

（2）非周期性邮箱通信 

邮箱数据通信模式只使用一个缓冲区，为保证数据不丢失，数据交换采用握手机制，

即在一端完成对缓冲区数据操作后，另一端才能操作缓冲区数据。通过这种轮流方式进行

读写操作，来实现邮箱数据交换。 

 

2.1.3.6 EtherCAT 应用层协议 

EtherCAT 的应用层直接面向应用任务，它定义了应用程序与网络连接的接口，为应用

程序访问网络提供手段和服务。通过对常用协议进行简单修改，与 EtherCAT 通讯协议相

兼容，从而可得 EtherCAT 多种应用层协议，主要包括：EoE、CoE，SoE 以及 FoE 等。 

EtherCAT 协议本身具有良好的同步特性和数据传输速度，非常适用于伺服系统的控

制，其中 CoE 与 SoE 可实现交流伺服驱动器控制的应用层。CoE 是在 CANopen 协议基础

上，对协议进行了一些补充。CoE 完全遵从 CANopen 的应用行规，其中 CiA402 行规用于

伺服和运动控制。SERCOS 是一种高性能数字伺服实时通信接口协议，包含多种通信技术

和设备行规。SoE 是指在 EtherCAT 协议下运行 SERCOS 协议规定的伺服控制行规，使用

EtherCAT 协议操作 SERCOS 行规定义的伺服参数和控制数据。 

 

2.1.4 与控制机器人的 EtherCAT主站通信 

 在本系统中，机器人使用基于 EtherCAT 的机器人控制器来控制。Intel 主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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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 与控制机器人的 EtherCAT 主站进行通信。与 EtherCAT 通信控制机器人的通信协议

如下表 2-2： 

 

表 2-2 与 EtherCAT 通信控制机器人的通信协议表 

命令 上位机向主站发送 主站接收成功是返

回 

说明 

关节点到点命令 "JNU Robot Send : 

Move Joint Abs [J1] 

[J2] [J3] [J4] [J5] [J6] 

[vel] [acc] [dec] 20 

200 200" 

“JNU Robot 

Received” 

J1-J6 为关节角度，

单位为度；vel 为关

节运动速度；acc 为

关节运动加速度；

dec 为关节运动减速

度。 

 

直角坐标点到点 "JNU Robot Send : 

Move Line Abs [x] 

[y] [z] [A] [B] [C] 

[vel] [acc] [dec] 20 

200 200" 

“JNU Robot 

Received” 

x、y、z 为位置坐

标，单位为毫米；

A、B、C 为姿态

角，单位为度；vel

为直角坐标运动速

度；acc 为直角坐标

运动加速度；dec 为

直角坐标运动减速

度。 

读取当前直角坐标 "JNU Robot Send : 

Read Cart" 

“JNU Robot 

Received : [x] [y] [z] 

[A] [B] [C]” 

x、y、z 为位置坐

标，单位为毫米；

A、B、C 为姿态

角，单位为度。 

读取当前关节坐标 "JNU Robot Send : 

Read Joint" 

“JNU Robot 

Received : [J1] [J2] 

[J3] [J4] [J5] [J6]” 

其中 J1-J6 为关节角

度，单位为度。 

读取机器人运行状

态 

" JNU Robot Send : 

Read isArrived" 

“JNU Robot 

Received : [status]” 

若机器人正在运动

则 status 为 0，若机

器人没有运动则

status 为 1。 

 

 通过以上命令即可满足在整个机器人抓取任务中，Intel 主机对机器人的控制。 

 

 

 

2.2 REALSENSE相机 RGBD 图像获取 

在图像获取方面，采用 RealSenseD435 相机进行 RGBD 图像获取，得到抓取对象的深

度信息。该相机拥有立体图像传感器(用于捕获图像并计算图像间的差异)以及红外信号发射

器(用于照明物体并收集深度数据) 、RGB 传感器(可以收集物体的颜色数据) 。同时它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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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达每秒 90 帧(fps)的深度视频流，满足高速率采集的需求，并有效地捕获和串流移动物

体的深度数据，从而为移动原型提供高度准确的深度感知。相机外观如下图 2-4 所示： 

 

 

图 2-4 D435 相机外观 

 

其工作原理是基于三角测量法，左右红外相机进行测量深度，中间红外点阵投射器相当

于补光灯，使深度测量效果更好；最右边的 RGB 相机用于采集彩色图片，最终可以将彩色

视频流与深度流进行对齐。 

在操作过程中，先按照官方指南，启动 Intel.RealSense.Viewer.exe，可以完成对 Intel 

RealSense Viewer 的安装。在相机接入电脑的情况下，可以在 Intel RealSense Viewer 里面查

看深度图、可视化点云、记录和回放视频，并可以配置摄像头设置、修改高级控件和后期处

理等。再完成 Intel RealSense SDK、Depth Quality Tool 和 Wrappers 的安装和配置，我们就基

本将 RealSenseD435 相机的软件操作环境设置好了，可以将相机投入机器的使用并获得数

据。 

 

2.3 手眼标定算法实现 

在本系统中，我们在 3D 相机的基础上采用 eye-to-hand（即相机放在固定位置，与机器

人分开）的方式进行手眼标定，如下图 2-5 所示。其主要算法实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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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eye-to-hand 装置示意图 

 

2.3.1 坐标转换思路 

根据机器人和相机建立两个坐标系，并且获得若干个固定点𝑃在这两个坐标系的对应坐

标为𝑃𝑟𝑜𝑏𝑜𝑡和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根据坐标系转换公式，可以得到： 

 

𝑃𝑟𝑜𝑏𝑜𝑡 = 𝑇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𝑟𝑜𝑏𝑜𝑡 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2-1） 

 

其中𝑇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𝑟𝑜𝑏𝑜𝑡 代表相机到机器人的转换矩阵。𝑃𝑟𝑜𝑏𝑜𝑡和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是补 1 后的“齐次坐标”：

[𝑥, 𝑦, 𝑧, 1]𝑇，这样的目的是使齐次坐标转换矩阵𝑇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𝑟𝑜𝑏𝑜𝑡 可以同时包含旋转和平移。在点左边

线性不相关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伪逆矩阵计算出转换矩阵： 

 

𝑇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𝑟𝑜𝑏𝑜𝑡 = 𝑃𝑟𝑜𝑏𝑜𝑡(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1                   （2-2） 

 

这样计算出来的坐标变换矩阵便可以直接应用于后续的坐标变换，如旋转，平移，以及

任意方向的缩放。 

若坐标变换存在非线性，可以设计并训练一个神经网络𝑇𝑛𝑒𝑡直接对两组坐标进行拟合，

如下式： 

 

𝑃𝑟𝑜𝑏𝑜𝑡 = 𝑇𝑛𝑒𝑡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2-3） 

 

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对应点参与训练，以防止过拟合。 

 

2.3.2  eye-to-hand 系统的具体标定方法 

在该系统中，相机与机器人基座的位置是固定的，为了与机器人其他部分的坐标系区分，

我们把转换矩阵𝑇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𝑟𝑜𝑏𝑜𝑡 修正为𝑇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𝑏𝑎𝑠𝑒 。接着，调用 Python 中识别棋盘格的算法，获得一系

列𝑃点在相机坐标系下对应坐标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为了求出𝑃𝑏𝑎𝑠𝑒，我们采用以下关系： 

 

𝑃𝑏𝑎𝑠𝑒 = 𝑇𝑒𝑛𝑑
𝑏𝑎𝑠𝑒𝑇𝑏𝑜𝑎𝑟𝑑

𝑒𝑛𝑑 𝑃𝑏𝑜𝑎𝑟𝑑                     （2-4） 

 

式子中，𝑇𝑒𝑛𝑑
𝑏𝑎𝑠𝑒和𝑇𝑏𝑜𝑎𝑟𝑑

𝑒𝑛𝑑 分别代表机器人末端坐标系（end）到基座坐标系（base）的转换

矩阵和棋盘格坐标系（board）到机器人末端坐标系（end）的转换矩阵。其中𝑇𝑒𝑛𝑑
𝑏𝑎𝑠𝑒可以实时

根据机器人正运动学得到；𝑇𝑏𝑜𝑎𝑟𝑑
𝑒𝑛𝑑 可以通过设计一个固定尺寸的棋盘格得到（即设棋盘格的

左上角点为原点，然后测量或者根据设计尺寸得到棋盘格原点到机器人末端坐标原点的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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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再加上棋盘格平面一般与机器人末端平面平行，便可知道该原点的法向量，基于此可

以计算得到𝑇𝑏𝑜𝑎𝑟𝑑
𝑒𝑛𝑑 ）。𝑃𝑏𝑜𝑎𝑟𝑑代表棋盘格角点在棋盘格坐标系下的坐标，同样可以根据设计棋

盘格的尺寸得到。示意图如下 2-6 图： 

 

图 2-6 eye-to-hand 系统的具体标定示意图 

 

由上式算出的𝑃𝑏𝑜𝑎𝑟𝑑和识别算法给出的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可以求得相机到机器人的转换矩阵： 

 

𝑇𝑐𝑎𝑚𝑒𝑟𝑎
𝑏𝑎𝑠𝑒 = 𝑃𝑏𝑎𝑠𝑒(𝑃𝑐𝑎𝑚𝑒𝑟𝑎)−1                 （2-5） 

 

求得了该转换矩阵，我们就实现了机器人与相机系统的统一，可以准确地定位抓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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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生成抓取策略 

 

3.1 策略建立 

在标定完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完成抓取策略的生成。首先，将推抓协同制定

为一个马可夫决策过程：引入 off-policy 的方法训练一个 greedy deterministic policy 𝜋(𝑠𝑡)，

用于测量在𝑡时刻状态𝑠𝑡采取行动𝑎𝑡的预期回报，并基于使得𝑄函数𝑄(𝑠𝑡, 𝑎𝑡)  取最大值的原

则来选择动作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使固定目标值𝑦𝑡和𝑄(𝑠𝑡, 𝑎𝑡) 的 TD 误差

（即 temporal difference error）𝛿𝑡最小化。公式如下：其中𝑎𝑡′ 为所有可用动作的集合。 

 

𝛿𝑡 = |𝑄(𝑠𝑡, 𝑎𝑡) − 𝑦𝑡|                        （3-1）

𝑦𝑡 = 𝑅𝑎𝑡
(𝑠𝑡, 𝑠𝑡+1) + 𝛾𝑄(𝑠𝑡+1, argmax

𝑎𝑡
′

(𝑄(𝑠𝑡+1, 𝑎𝑡
′ )))           （3-2） 

 

基于此，可以得到该问题下的强化学习的 Q-Learning 框架包括状态表达、动作空间描

述、Q 函数近似、奖励设计。 

状态表达：我们以在时刻𝑡获取的 RGB-D heightmap 作为当前场景的状态的观测。即是

获取到原 RGB-D 图像后，由工作台与相机的刚性变换关系重投影得到的 heightmap，也就是

重投影为在垂直于工作台平面的位置观测到的 RGB 图像及深度。 

动作空间描述：我们将每一个动作𝑎𝑡参数化为由表示状态𝑠𝑡的 RGB heightmap 的像素点

𝑝通过投影所得到的三维位置𝑞上执行的动作元𝜓（即推或抓）。表达式如下： 

 

𝑎 = (𝜓, 𝑞)|𝜓 ∈ {𝑝𝑢𝑠ℎ, 𝑔𝑟𝑎𝑠𝑝}, 𝑞 ↠ 𝑝 ∈ 𝑠𝑡           （3-3） 

 

关于动作元，这里给出了具体的定义： 

推（push）：表达式中的𝑞表示一次移动距离为 10cm 的推动作的起点。推的轨迹是直线，

一共有 16 个动作方向，水平向右为 0°，如下图 3-1 所示。 

 

 
图 3-1 方向图 

 

抓（grasping）：表达式中的𝑞表示一次从上到下的垂直抓动作的中间点。和“推”类似，

“抓”动作同样有 16 个方向，水平向右为 0°。如下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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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抓手示意图 

由此可见，在该系统中我们将动作空间离散化为 32 种动作元（16 种为推，16 种为抓），

区别在于方向与执行位置𝑞的组合。 

𝑄函数近似：基于上述的状态表达及动作空间描述，使用两个全卷积网络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FCN)来分别近似抓的𝑄函数𝑄𝑔和推的𝑄函数𝑄𝑝。将抓和推的𝑄函数近

似网络分别记作Φ𝑔和Φ𝑝。两个神经网络的结构相同。这里，我们随便取两个像素点加以说

明，网络结构如下图 3-3 所示： 

     

图 3-3 网络结构图 

在𝑄函数的策略中，最佳动作为使𝑄函数取值最大的动作，即在所有𝑄值预测图中找到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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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大的像素的位置𝑝及其对应的动作元𝜓，根据𝑝计算出三维坐标𝑞，则最佳动作为𝑎 =

(𝜓, 𝑞)。 

奖励设置：在本训练过程中设置如下奖励设计：对于抓，抓取成功（通过夹爪的两指间

距判断是否抓取成功，大于某固定阈值）是奖励为 1，否则为 0。对于推，若检测出场景有

明显变化（通过上一次观测的 heightmap 减去新观测的 heightmap 的差值绝对值求和判断是

否成功，大于某固定阈值则成功）则奖励为 0.5，否则为 0。显然系统不能准确判断当前的

“推”是否能激发将来的“抓”，但它鼓励系统通过“推”去做出改变，这就足够了。 

 

3.2 模型训练 

基于以上的设置，我们的训练过程如下图 3-4 所示： 

 

图 3-4 训练流程图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工业零件智能分拣系统 

 20 / 39 

 

其中，保存本次数据为上次数据中的数据包括，彩色图像、深度图、彩色 heightmap、

深度 heightmap、valid 深度 heightmap（将深度 heightmap 中值为 Nan 的点赋值为 0）、抓取

结果、推的结果、执行的动作元、推的 Q 预测图、抓的 Q 预测图、最佳动作的像素索引。 

另外，在训练线程执行的过程中，会将本次交互得到的数据作为一条样本存入经验池，

即每次交互都会累积一条经验。数据包括：执行的动作、迭代的代数（用于生成图像路径，

读取 heightmap、平均回报、奖励值、最大预测值（Q 值））。 

总流程图中涉及到的经验回放、动作执行线程、训练器的向前传输、平均回报计算以及

反相传播将在以下子流程图中做详细介绍： 

（1）经验回放：具体流程如下图 3-5；采样动作类型及采样奖励值按如下方式确定：采

样动作类型有抓和推与本次交互执行的动作类型一致。若采样动作类型为抓且本次抓取成

功，则奖励为 1，若抓取失败则为 0。若采样动作类型为推且本次推动成功，则奖励为 0.5，

若失败则为 0。 

 

 

图 3-5 经验回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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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作执行线程：流程如下图 3-6；流程图中 ε-greddy 是指在训练过程中有 ε(ε∈(0, 

1))的概率不选择最佳动作执行而是随机选择动作执行。 

 

 

 

 

 

图 3-6 动作执行线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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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训练器的向前传输：流程如下图 3-7； 

 

图 3-7 训练传输图 

平均回报计算：为了计算平均回报需要先计算即时奖励和未来奖励。计算方法如下图 3-

8 所示。平均回报的公式如下： 

 

𝑦𝑡 = 𝑅𝑎𝑡
(𝑠𝑡, 𝑠𝑡+1) + 𝛾𝑄(𝑠𝑡+1, argmax

𝑎𝑡
′

(𝑄(𝑠𝑡+1, 𝑎𝑡
′ )))              （3-4）  

 

 其中，𝑅𝑎𝑡
(𝑠𝑡, 𝑠𝑡+1)为即时奖励；𝑄(𝑆𝑡+1, 𝑎𝑟𝑔𝑚𝑎𝑥(… ))为未来奖励；𝛾为衰减因子，是固

定值，实验中我们可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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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回报计算图 

反向传播:在反向传播中我们使用的损失函数为 Huber Loss function，公式如下： 

 

ℒ𝑖 = {

1

2
(𝑄𝜃𝑖(𝑠𝑖, 𝑎𝑖) − 𝑦𝑖

𝜃𝑖
−

)
2

, 𝑓𝑜𝑟 |𝑄𝜃𝑖(𝑠𝑖, 𝑎𝑖) − 𝑦𝑖
𝜃𝑖

−
| < 1,

|𝑄𝜃𝑖(𝑠𝑖, 𝑎𝑖) − 𝑦𝑖
𝜃𝑖

−
| −

1

2
,   𝑜𝑡ℎ𝑒𝑟𝑤𝑖𝑠𝑒.

    （3-5） 

 

𝜃𝑖是该神经网络第𝑖次迭代的参数，目标神经网络参数𝜃𝑖
−在单独的更新中保持固定。 

 对于推的动作会进行一次反向传播。对于抓的动作会进行两次反向传播，一次时最优动

作的方向，另一次时最优动作的反方向。流程见下图 3-9： 

 

图 3-9 反向传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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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流程，我们可以构建并训练神经网络完成抓取策略的生成，在下一章中，

我们将从硬件和软件的设置和工作流程方面描述抓取工作的实现。 

 

3.3 模型转换 

在实验中，我们用 pytorch 训练 VPG 网络模型。为了使训练好的模型能够在 OpenVINO

上进行模型优化和推理加速，就要将 pytorch模型迁移到 OpenVINO支持的 ONNX 格式模

型。 

ONNX是一种深度学习权重模型的表示格式，ONNX格式可以让 AI开发者在不同框架之

间相互转换模型，实现调用上的通用性。把 VPG策略网络拆分成 6个神经网络，分别是

“grasp_color”,grasp_depth” ”push_color”，”push_depth”，”grasp_fcn_ 

“,”push_fcn”。 

以“push_color”为例，首先创建 push_color的 DenseNet121神经网络，实现代码如下：

push_color_dense_part = DenseNetPart() 

然后将 VPG模型的 push_color分支的参数拷贝到 push_color的 DenseNet121神经网

络，实现代码如下：

push_color_dense_part.net.load_state_dict(model.push_color_trunk.state_dict()) 

再将模型设置为评估模式，实现代码如下： 

push_color_dense_part.eval() 

最后将 pytorch模型迁移到 onnx模型，实现代码如下：

torch.onnx.export(push_color_dense_part, dummy_input, 

'push_color_dense_part.onnx', verbose=True)  

剩余的 5个神经网络都是参照这种步骤一一迁移到 ONNX模型，在输出路径中将会得到

六个 ONNX模型，其中"grasp_color_dense_part.onnx"，

"grasp_depth_dense_part.onnx"， 

"push_color_dense_part.onnx"，“push_depth_dense_part.onnx” 都是 DenseNet121神

经网络，这 4个模型的输入都是[1*3*640*640]，"grasp_fcn_part.onnx", 

"push_fcn_part.onnx"是全卷积网络，这两个模型的输入都是[1*2048*20*20] 

 

 

图 3-10生成的 ONNX 模型图 

 

优化 ONNX模型，通过 Model Optimizer生成网络的中间表示 IR模型， 

ONNX模型转 IR模型的指令如下： 

python mo_onnx.py --input_model <输出模型路径>- --output_dir <输出模型路径>--

input_shape [模型输入大小] 

根据保存的 ONNX 文件路径，以及设置的输出路径，模型大小，通过上述的指令，分别

执行 6次把 6个 ONNX 模型转成 IR模型，IR模型里面的.xml文件描述网络拓扑，.bin文

件包含权重并编置二进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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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VINO的推理引擎对 IR模型进行读取，加载和推断。推理过程如下图 3-11所示： 

 

图 3-11推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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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现抓取工件 

 

4.1 夹具控制 

本项目中使用的夹具控制器为带反馈的 ZP15S 舵机（见下图 4-1），其具有角度回读、

智能防堵、智能过热保护等功能。 

 

 
图 4-1  ZP15S 舵机 

 

 

 

 

图 4-2 组装后的机械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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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使用了一个带 CH340 驱动的 Zlink 舵机转接板（见下图 4-3），在这里用到

的是它的 TTL 串口转总线的功能，用来控制舵机以及读取舵机的角度。同时由于舵机工作

电流较大，可以使用外置电源连接转接板，给舵机提供电流，防止烧坏 USB 串口。 

图 4-3  Zlink 舵机转接板 

 

在此我们使用 python 的 serial 模块与该 ZP15S 舵机进行交互， pyserial 模块封装了对串

口的访问，可以通过 python 属性访问串口模块，同时支持不同的字节大小、停止位、校验

位和流控设置，并设置接受超时等设置。 

 在导入 serial 模块后，我们还将导入一个 time 模块，方便于后边设置延时函数。随后我

们使用 serial.Serial(portx, bps, timeout)函数来配置并打开串口，并得到串口对象，其中的 portx

我们使用的是 COM3 口，bps 波特率使用的是 115200，超时设置 timex 为 3 秒，如果等待时

间超过 3 秒仍未收到数据，则进行其他操作，避免因其他组件异常而长时间等待，导致对外

未响应。 

 之后便是按照厂家提供的舵机说明书中的控制协议，编写相关的程序，来进行舵机的控

制以及角度的反馈： 

 首先先让舵机运动，以带动与其相连接的机械爪张开，这里使用到的是

ser.write('#000P1000T1001!'.encode("ASCII")函数，该指令使得外部以 ASCII 码形式向舵机发

送数据，让其达到“1000”的位置，该位置对应于舵机的完全张开，随后延时 1 秒，让舵机有

一定的时间去完成“张开”这个动作。随后是让舵机带动机械爪闭合，以试图夹取物体，类似

于舵机的张开，这里使用的是 ser.write('#000P2000T1001!'.encode("ASCII")函数，其中位置

“2000”对应着机械爪的完全地闭合，随后延时 0.5 秒，让舵机有一定的时间去完成“闭合”这

个动作。之后使用 ser.write('#000PRAD!'.encode("ASCII"))函数，向舵机发送位置请求，以读

取舵机的当前位置，最后使用 place = (ser.read(10).decode("ASCII"))[5:9]指令，将读取到的舵

机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并通过 place = int(place)得到一个整型数值，来与“1440”位置进行比

较，“1440”位置对应于机械爪之间距离 1cm。当读取到的值小于 1440 时，说明机械爪之间

距离大于1cm，即抓取到了物体；当读取到的值大于1440时，说明机械爪之间距离小于1cm，

即未抓取到物体。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返回值，该返回值可以向之后的系统提供反馈以及

抓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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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抓取流程实现 

根据上文的抓取策略和模型转换，可以构建得到我们的软件运行流程，如下图 4-4： 

 

图 4-4 软件层面的运行和神经网络的推理加速流程 

 

 

 

我们先通过 pytorch 构建并训练我们的神经网络，生成含有权重信息的.py 文件。再经过

模型转换，可以得到适用于 openvino 的 onnx 文件，并将其导入模型优化器得到 IR 文件，

最后进入主循环，将预处理的数据导入，运用 openvino 的推理引擎进行推理加速，得到输

出结果。 

于是，表层的硬件上，可以看到：机械臂运作时，首先通过深度相机识别出不同型号零

件的热图，然后将深度图像传递给中心处理器 AI-BoxX Gen.1 (WHL-U+HDDL-R8)，再通过

model-free 深度强化学习训练的两个全卷积网络(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进行推和抓的

决策判断，以达到从相机视觉观测到智能机械臂动作的映射。具体流程如下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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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硬件工作流程图 

 

    4.3 系统仿真测试 

4.3.1 模型仿真训练： 

为了在仿真平台从头开始训练 VPG 策略，首先运行 V-REP（导航到我们的 V-

REP/CoppeliaSim 的目录并且运行./vrep.sh）以启动仿真环境。从主菜单，选择 “File > Open 

scene”, 并打开在这个仓库中的文件 visual-pushing-grasping/simulation/simulation.ttt。然后

在另外一个终端窗口导航到该仓库并运行以下代码： 

python main.py --is_sim --push_rewards --experience_replay --explore_rate_decay --

save_visualizations 

 

启动运行后，每个训练时期收集的数据（包括 RGB-D 图像、相机参数、heightmaps、

actions、rewards、model snapshots、visualizations 等）会保存到 logs 文件夹的一个目录中。

一个训练时期可以通过添加以下标志来恢复：--load_snapshot and --continue_logging。这样做

后，程序会加载 --snapshot_file 指定的最新模型快照和由--logging_directory 指定的训练时期

的目录的转移历史记录。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标志修改或切换（on/off）各种训练选项，以得到

要训练的策略。可以通过运行 python main.py -h 以查看所有选项： 

  usage: main.py [-h] [--is_sim] [--obj_mesh_dir OBJ_MESH_DIR] 

               [--num_obj NUM_OBJ] [--tcp_host_ip TCP_HOST_IP] 

               [--tcp_port TCP_PORT] [--rtc_host_ip RTC_HOST_IP] 

               [--rtc_port RTC_PORT] 

               [--heightmap_resolution HEIGHTMAP_RESOLUTION] 

               [--random_seed RANDOM_SEED] [--method METHOD] [--push_rewards] 

               [--future_reward_discount FUTURE_REWARD_DISCOUNT] 

               [--experience_replay] [--heuristic_bootstrap] 

               [--explore_rate_decay] [--grasp_only] [--is_testing] 

               [--max_test_trials MAX_TEST_TRIALS] [--test_preset_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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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_preset_file TEST_PRESET_FILE] [--load_snapshot] 

               [--snapshot_file SNAPSHOT_FILE] [--continue_logging] 

               [--logging_directory LOGGING_DIRECTORY] [--save_visualizations] 

 

基于此，要训练某个特定策略，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代码实现： 

（1）训练一个带抓和推的反映策略（P+G Reactive）；指定 --method 为‘reactive’，去

除 --push_rewards，去除 --explore_rate_decay 

python main.py --is_sim --method 'reactive' --experience_replay --

save_visualizations 

（2）训练一个只有抓的 reactive 策略（Grasping-only）；使用与上面 P+G Reactive 同样

的参数，但是另外添加 --grasp_only： 

python main.py --is_sim --method 'reactive' --experience_replay --grasp_only --

save_visualizations 

 

（3）训练一个推动作没有奖励的 VPG 策略（VPG-noreward）；使用与一般 VPG 同样的

参数，但移除 --push_rewards： 

python main.py --is_sim --experience_replay --explore_rate_decay --save_visualizations 

 

（4）训练一个未来奖励中折扣因子更低的短视的 VPG 策略；使用与一般 VPG 同样的参

数，但是设置 --future_reward_discount 为 0.2： 

python main.py --is_sim --push_rewards --future_reward_discount 0.2 --

experience_replay --explore_rate_decay --save_visualizations 

 

对于训练期间每个时期的性能，我们通过以下命令进行绘制： 

python plot.py 'logs/YOUR-SESSION-DIRECTORY-NAME-HERE' 

并得到下图 4-6： 

 

图 4-6 训练结果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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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表示单位为%的抓取成功率，作为主要性能指标；虚线表示在所有训练步中单位为%的

push-then-grasp 成功率，作为衡量 push 的质量的次要指标。在默认情况下，图中的每个点

都会衡量过去 200 个训练步的平均性能。x 轴的范围是 0 到 2500 个训练步。可以看出，抓

取的成功率随着训练步数增加不断上升后趋于稳定，证明训练过程有效且收敛。 

 

4.3.2 结果评价 

我们提供了 11 个具有对抗性聚集的模拟环境的测试案例的集合。每个测试用例均由放

在机器人前的工作空间的 3-6 个对象的配置组成，如下图 4-7 所示。这些配置是手动设计的，

以反映具有挑战性的抓取场景，并且在训练过程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在许多这样的测试用例

中，对象并排地放置在一定的位置和方向上，即使采用最佳的抓取策略也很难在不首先破坏

这样地聚集的前提下成功地抓取任何对象。作为健全性检查，单个隔离的对象额外地放在工

作空间中与配置分开的地方。这仅仅是为了确保在基准测试之前，所有策略已经进行了充分

的训练（即，如果无法抓取孤立的对象，则策略尚未准备就绪）。具体测试场景见下图 4-8： 

 

图 4-7测试案例组合图 

 

 

                              图 4-8 测试场景图 

 

 

系统的平均性能时以三个指标来衡量的（对于所有指标，越高表示越好）： 

1. 在所有测试运行中的平均%完成率：衡量策略在没有因连续超过 10 次而尝试而失

败的条件下，完成抓取至少 N 个对象的任务的能力。（Average % clearance） 

2. 每次完成的平均抓取成功率。（Average % grasp success rate per clearance） 

3. 平均%动作效率：描述策略能够有多简洁地完成任务。（Average % a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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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性能结果如下： 

 

图 4-9 系统性能结果图 

 

总体上看，训练的过程和仿真的效果都较为良好，基本能够完成对测试对象的分拣；从

具体性能结果上看，系统的性能略微偏低，可能与仿真参数的设置有关，会基于此做进一步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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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针对日益完善的工业制造业，基于分拣系统的不完备，面向庞大的分拣需求，本作品

以 AI-BOX为平台，基于深度强化学习，通过 Q-Learning框架设计了智能分拣系统，用深

度相机 D435获取抓取对象深度信息，可通过 EtherCAT总线控制从站，与机器人控制器通

信，实现手眼标定算法，生成抓取策略，实现抓取工件。与市面上利用 2D相机识别的工业

分拣装置不同，本系统用的是 3D深度相机，对不同的工业零件皆能实现分拣功能，应用场

景十分广阔，本作品集摄像头图像采集、计算机决策网络与机械臂分拣执行于一体的系

统，实现了实际场景下的自动零件抓取，不再依靠物体模型实现对不同物体的智能化分

拣，并将 DenseNet121 算法应用于深度图像识别。通过软硬件结合，预期可以应用于传统

工业流域对零件进行智能化的高效率分拣，航空领域对损坏的航空器部分进行自我修复。 

经试验，特定场景对象抓取成功率达 56.3%，虽与预期目标仍有差距，初步判断为仿真

参数可能设置不够科学，后续将不断跟进调整，以求在真实硬件中得到较高的抓取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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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代码： 

模型转换：Pytorch 转 ONNX: 

from models import reinforcement_net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onnx 

import torch.nn as nn 

import torchvision 

from collections import OrderedDict 

 

 

class DenseNetPart(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DenseNetPart, self).__init__() 

        self.net = 

torchvision.models.densenet.densenet121(pretrained=True) 

        # Initialize network weights 

        for m in self.named_modules(): 

            if 'push-' in m[0] or 'grasp-' in m[0]: 

                if isinstance(m[1], nn.Conv2d): 

                    nn.init.kaiming_normal(m[1].weight.data)  # He 初始化 

                elif isinstance(m[1], nn.BatchNorm2d): 

                    m[1].weight.data.fill_(1)  # 权值全 1 

                    m[1].bias.data.zero_()  # 偏移全 0 

 

    def forward(self, input_data): 

        interm_feat = self.net.features(input_data) 

        return interm_feat 

 

 

class PushFcnPart(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PushFcnPart, self).__init__() 

        self.fcn_net = nn.Sequential(OrderedDict([ 

            ('push-norm0', nn.BatchNorm2d(2048)), 

            ('push-relu0', nn.ReLU(inplace=True)), 

            ('push-conv0', nn.Conv2d(2048, 64, kernel_size=1, stride=1, 

bias=False)), 

            ('push-norm1', nn.BatchNorm2d(64)), 

            ('push-relu1', nn.ReLU(inplace=True)), 

            ('push-conv1', nn.Conv2d(64, 1, kernel_size=1, stride=1, 

bias=False)) 

            # ('grasp-upsample2', nn.Upsample(scale_factor=4,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工业零件智能分拣系统 

 36 / 39 

 

mode='bilinear')) 

        ])) 

 

        # Initialize network weights 

        for m in self.named_modules(): 

            if 'push-' in m[0] or 'grasp-' in m[0]: 

                if isinstance(m[1], nn.Conv2d): 

                    nn.init.kaiming_normal(m[1].weight.data)  # He 初始化 

                elif isinstance(m[1], nn.BatchNorm2d): 

                    m[1].weight.data.fill_(1)  # 权值全 1 

                    m[1].bias.data.zero_()  # 偏移全 0 

 

    def forward(self, input_data): 

        hotmap = self.fcn_net(input_data) 

        return hotmap 

 

 

class GraspFcnPart(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GraspFcnPart, self).__init__() 

        self.fcn_net = nn.Sequential(OrderedDict([ 

            ('grasp-norm0', nn.BatchNorm2d(2048)), 

            ('grasp-relu0', nn.ReLU(inplace=True)), 

            ('grasp-conv0', nn.Conv2d(2048, 64, kernel_size=1, 

stride=1, bias=False)), 

            ('grasp-norm1', nn.BatchNorm2d(64)), 

            ('grasp-relu1', nn.ReLU(inplace=True)), 

            ('grasp-conv1', nn.Conv2d(64, 1, kernel_size=1, stride=1, 

bias=False)) 

            # ('grasp-upsample2', nn.Upsample(scale_factor=4, 

mode='bilinear')) 

        ])) 

 

        # Initialize network weights 

        for m in self.named_modules(): 

            if 'push-' in m[0] or 'grasp-' in m[0]: 

                if isinstance(m[1], nn.Conv2d): 

                    nn.init.kaiming_normal(m[1].weight.data)  # He 初始化 

                elif isinstance(m[1], nn.BatchNorm2d): 

                    m[1].weight.data.fill_(1)  # 权值全 1 

                    m[1].bias.data.zero_()  # 偏移全 0 

 

    def forward(self, input_data): 

        hotmap = self.fcn_net(input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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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hotmap 

 

 

#dummy_input = (torch.randn(1, 3, 640, 640),torch.randn(1, 3, 640, 

640))   #torch.randn返回的为张量 

dummy_input = (torch.randn(1, 3, 640, 640)) #torch.randn返回的为张量 

model=reinforcement_net(False) 

model.gen_cpu_model() 

model_path='./snapshot-001600.reinforcement.pth' 

checkpoint=torch.load(model_path) 

# print(checkpoint.keys()) 

model.load_state_dict(checkpoint) 

 

convert_densenet = False 

if convert_densenet: 

    # -----------------------push color------------------------------

------------ 

    push_color_dense_part = DenseNetPart() 

    

push_color_dense_part.net.load_state_dict(model.push_color_trunk.stat

e_dict()) 

    # model.load_state_dict({k.replace('module.',''):v for k,v in 

torch.load(model_path).items()}) 

    push_color_dense_part.eval()  # model.eval 

    input_names = ["actual_input_1"] + ["learned_%d" % i for i in 

range(16)] 

    output_names = ["output1"] 

    torch.onnx.export(push_color_dense_part, dummy_input, 

'push_color_dense_part.onnx', verbose=True) #  , 

input_names=input_names, output_names=output_names) 

 

    # -----------------------push depth------------------------------

------------ 

    push_depth_dense_part = DenseNetPart() 

    

push_depth_dense_part.net.load_state_dict(model.push_depth_trunk.stat

e_dict()) 

    push_depth_dense_part.eval()  # model.eval 

    torch.onnx.export(push_depth_dense_part, dummy_input, 

'push_depth_dense_part.onnx', verbose=True) 

 

    # -----------------------grasp color-----------------------------

------------- 

    grasp_color_dense_part = DenseNet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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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_color_dense_part.net.load_state_dict(model.grasp_color_trunk.st

ate_dict()) 

    grasp_color_dense_part.eval()  # model.eval 

    torch.onnx.export(grasp_color_dense_part, dummy_input, 

'grasp_color_dense_part.onnx', verbose=True) 

 

    # -----------------------grasp depth-----------------------------

------------- 

    grasp_depth_dense_part = DenseNetPart() 

    

grasp_depth_dense_part.net.load_state_dict(model.grasp_depth_trunk.st

ate_dict()) 

    grasp_depth_dense_part.eval()#model.eval 

    torch.onnx.export(grasp_depth_dense_part, dummy_input, 

'grasp_depth_dense_part.onnx', verbose=True) 

 

# --------------------------push fcn---------------------------------

-- 

fcn_input = (torch.randn(1, 2048, 20, 20)) #torch.randn返回的为张量 

push_fcn = PushFcnPart() 

push_fcn.fcn_net.load_state_dict(model.pushnet.state_dict()) 

push_fcn.eval() 

torch.onnx.export(push_fcn, fcn_input, 'push_fcn_part.onnx', 

verbose=True) 

 

# --------------------------grasp fcn--------------------------------

--- 

grasp_fcn = GraspFcnPart() 

grasp_fcn.fcn_net.load_state_dict(model.graspnet.state_dict()) 

grasp_fcn.eval() 

torch.onnx.export(grasp_fcn, fcn_input, 'grasp_fcn_part.onnx', 

verbos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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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机控制及回读： 

import serial #导入模块 

import time 

class paw: 

    def open_paw(): 

        ser.write('#000P1000T1001!'.encode("ASCII")) 

 

    def close_paw(): 

        ser.write('#000P2000T1001!'.encode("ASCII")) 

    def check_paw():                #夹到返回 true 

        time.sleep(0.3) 

        ser.write('#000PRAD!'.encode("ASCII")) 

        place = (ser.read(10).decode("ASCII"))[5:9] 

        place = int(place) 

        if place < 1440: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try: 

    #端口，GNU / Linux上的/ dev / ttyUSB0 等 或 Windows上的 COM3 等 

    portx="COM3" 

    #波特率，标准值之一：

50,75,110,134,150,200,300,600,1200,18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

600,115200 

    bps=115200 

    #超时设置,None：永远等待操作，0为立即返回请求结果，其他值为等待超时时间(单位

为秒） 

    timex=3 

    #windows系统使用 com3口连接串行口，并得到串口对象 

    ser=serial.Serial(portx, bps, timeout=timex) 

 

    paw.open_paw() 

    time.sleep(1) 

    paw.close_paw() 

    time.sleep(0.5) 

    paw.check_paw() 

 

    ser.close()  # 关闭串口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异常---：",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