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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变焦技术的物体表

面三维粗糙度测量方法，该测量系统包含有如下

硬件：“L”型z向支承架、步进电机、滚珠丝杠、一

对丝杠螺母座、上限位开关、下限位开关、滑动联

结块、限位开关挡板、由光学镜头和图像传感器

组成的光学探头、标尺光栅和光栅读数头；在光

学探头与被测物体处于不同的z向距离下，采集

从离焦到聚焦再到离焦的图像序列；通过软件编

程，主要运用数字图像相关法和对焦评价函数对

采集到的图像序列进行处理，并运用粗糙度计算

公式得到物体表面的三维粗糙度评定参数。本发

明能够测量具有多种形状，不同材质，不同表面

反射率的复杂几何结构的三维表面粗糙度，且测

量精度可以达到微纳米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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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变焦技术的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测量系统的测量方法，所述物体表面三维

粗糙度测量系统包括：“L”型z向支承架(1)、步进电机(2)、滚珠丝杠(3)、光学探头、一对丝

杠螺母座(10)、上限位开关(11)、下限位开关(12)、滚珠螺母联结块(14)、限位开关挡板

(15)、标尺光栅(16)、光栅读数头(17)；

在所述“L”型z向支承架(1)的纵向面内侧左上方固定有所述步进电机(2)；所述步进电

机(2)的转动轴通过联轴器和所述滚珠丝杠(3)连接，在所述滚珠丝杠(3)上安装有一对丝

杠螺母座(10)；在所述一对丝杠螺母座(10)之间的“L”型z向支承架(1)上设置有所述上限

位开关(11)和下限位开关(12)；在所述滚珠丝杠(3)上设置有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14)；在

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14)的左侧设置有所述限位开关挡板(15)，使得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

(14)的运动行程限定在所述上限位开关(11)和下限位开关(12)之间的滚珠丝杠(3)上；所

述滚珠螺母联结块(14)的另一侧与所述光学探头相连接；在所述“L”型z向支承架(1)上，所

述滚珠丝杠(3)的右侧竖直安装有一直线导轨副，所述光学探头通过导轨滑块连接在所述

直线导轨幅上，在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14)的带动下上下移动；在所述光学探头朝向所述

滚珠丝杠(3)的一侧下方设置有所述光栅读数头(17)，与所述光栅读数头(17)相对应的标

尺光栅(16)固定在所述“L”型z向支承架(1)上；在所述光学探头的正下方设置有被测物体；

所述光学探头包括：图像传感器(4)、镜筒透镜(5)、分光镜(6)、显微物镜(7)、准直镜

(8)、照明光源(9)；其中，所述图像传感器(4)、镜筒透镜(5)、分光镜(6)、显微物镜(7)是按

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所述准直镜(8)在所述分光镜(6)的右侧，所述照明光源(9)在

所述准直镜(8)的右侧；

所述照明光源(9)发出的光经过所述准直镜(8)后形成平行光束打到所述分光镜(6)

上，由所述分光镜(6)反射的光线经过所述显微物镜(7)照射到所述被测物体的表面，经所

述被测物体的表面反射后，再依次通过所述显微物镜(7)、所述分光镜(6)和镜筒透镜(5)最

终到达所述图像传感器(4)上；从而通过所述图像传感器采集到一幅所述被测物体的成像

图像；通过照明光源调制系统，获取具有不同曝光量的图像；

由所述步进电机(2)驱动所述滚珠丝杠(3)带动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14)及所述光学

探头在所述上限位开关(11)和下限位开关(12)之间上下移动，并由所述光栅读数头(17)和

所述标尺光栅(16)获取所述光学探头的z向位移量，从而使得所述图像传感器采集到不同z

向工作距离下的被测物体的成像图像，并构成图像序列(13)，由所述图像序列(13)通过对

焦算法得到所述被测物体的表面高度信息，进而获得所述被测物体的表面三维粗糙度；其

特征是，所述测量方法是按如下步骤进行：

步骤1、将所述被测物体的被测区域移动到所述光学探头的成像区域内；

步骤2、根据所述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清晰度，利用所述步进电机(2)调整所述光

学探头的z向位置，使得所述光学探头移动到所述被测物体的正焦位置的偏上方；

步骤3、逐步移动所述光学探头，并利用所述图像传感器获得从所述正焦位置的偏上方

到所述正焦位置，再到所述正焦位置的偏下方的n幅成像图像所构成的图像序列(13)；同

时，记录下每幅成像图像采集时所述光栅读数头(17)的读数，从而得到z向位移量；

步骤4、采用数字图像相关算法搜索n幅成像图像的x向和y向的偏移量；

步骤4.1、定义变量i，并初始化i＝1；

步骤4.2、对第i幅成像图像，选取所述第i幅成像图像的中心点Oi；并以所述中心点O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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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获取一个P×P的小区域Ri；

步骤4.3、在第i+1幅成像图像中，选取所述第i+1幅成像图像的中心点Oi+1为中心，并以

所述中心点Oi+1为中心获取一个Q×Q的小区域Ri+1；且P＜Q；

步骤4.4、通过数字图像相关算法在所述第i+1幅成像图像的小区域Ri+1中搜索到所述

第i幅成像图像的小区域Ri的位置，从而得到所述第i+1幅成像图像的像素点相对于第i幅

成像图像的像素点的偏移量Di；

步骤4.5、将i+1赋值给i，并返回步骤4.2执行，直到i＞n为止，从而获得n-1个偏移量

{D1,D2,…,Di,…,Dn-1}；

步骤5、在任意一幅成像图像上选取与所述被测区域相对应的感兴趣区域，根据所述n-

1个偏移量{D1,D2,…,Di,…,Dn-1}，利用对焦评价函数和大小为M的对焦模板对所述n幅成像

图像上感兴趣区域内的相应像素点进行对焦处理，得到n幅成像图像的感兴趣区域内以每

个像素点为中心的M×M区域内的对焦评价函数值；

步骤6、对所述感兴趣区域内的每个像素点，以所述z向位移量为横坐标，以n幅成像图

像的对焦评价函数值为纵坐标，分别得到相应像素点的散点图；

步骤7、分别将所述感兴趣区域内的每个像素点所对应的散点图拟合为连续曲线图；

步骤8、分别对所述感兴趣区域内每个像素点所对应的连续曲线图采用最大值搜索方

法进行搜索，得到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

步骤9、利用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重构出三维曲面，用于观察

图像表面平滑度；

步骤10、对步骤9所述三维曲面构造最小二乘平面h＝f(x,y)作为粗糙度评定基准面，

将所述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分别减去所述粗糙度评定基准面对应

的高度值h，得到所述被测物体表面的被测区域内各点到基准面的距离，从而得到所述被测

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的评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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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焦技术的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表面三维粗糙度光学变焦测量方法，尤其适用于关键零部件加工

方面。

背景技术

[0002] 高精度的粗糙度测量对零部件加工精度和性能的提高及测量仪器乃至我国测控

行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研究高精度的粗糙度测量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对于复杂几何结构的粗糙度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接触式测量和非接

触式测量。接触式测量方法有三坐标测量机和轮廓仪，但工业应用的三坐标测量机的综合

精度只能达到微米等级，轮廓仪的机械探针在测量时易划伤被测表面，且存在有接触应力

和形变。非接触式测量方法有白光干涉仪、自变焦显微镜和扫描探针显微镜等。但它们都难

以测量梯度很大的坡度表面，白光干涉仪和自变焦显微镜横向分辨率有限，扫描探针显微

镜受到纵向测量范围的限制，一般只用于二维粗糙度测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基于变焦技术的物体表面三维粗

糙度测量方法，以期能实现对具有不同材质、不同表面反射率、多种形状和陡峭侧壁的复杂

几何结构的微纳三维表面粗糙度测量，并提高测量精度达到微纳米级别。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本发明一种基于变焦技术的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测量系统的测量方法，所述物体

表面三维粗糙度测量系统包括：“L”型z向支承架、步进电机、滚珠丝杠、光学探头、一对丝杠

螺母座、上限位开关、下限位开关、滚珠螺母联结块、限位开关挡板、标尺光栅、光栅读数头；

[0007] 在所述“L”型z向支承架的纵向面内侧左上方固定有所述步进电机；所述步进电机

的转动轴通过联轴器和所述滚珠丝杠连接，在所述滚珠丝杠上安装有一对丝杠螺母座；在

所述一对丝杠螺母座之间的“L”型z向支承架上设置有所述上限位开关和下限位开关；在所

述滚珠丝杠上设置有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在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的左侧设置有所述限位

开关挡板，使得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的运动行程限定在所述上限位开关和下限位开关之间

的滚珠丝杠上；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的另一侧与所述光学探头相连接；在所述“L”型z向支

承架上，所述滚珠丝杠的右侧竖直安装有一直线导轨副，所述光学探头通过导轨滑块连接

在所述直线导轨幅上，在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的带动下上下移动；在所述光学探头朝向所

述滚珠丝杠的一侧下方设置有所述光栅读数头，与所述光栅读数头相对应的标尺光栅固定

在所述“L”型z向支承架上；在所述光学探头的正下方设置有被测物体；

[0008] 所述光学探头包括：图像传感器、镜筒透镜、分光镜、显微物镜、准直镜、照明光源；

其中，所述图像传感器、镜筒透镜、分光镜、显微物镜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所述

准直镜在所述分光镜的右侧，所述照明光源在所述准直镜的右侧；

[0009] 所述照明光源发出的光经过所述准直镜后形成平行光束打到所述分光镜上，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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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光镜反射的光线经过所述显微物镜照射到所述被测物体的表面，经所述被测物体的表

面反射后，再依次通过所述显微物镜、所述分光镜和镜筒透镜最终到达所述图像传感器上；

从而通过所述图像传感器采集到一幅所述被测物体的成像图像；通过照明光源调制系统，

获取具有不同曝光量的图像；

[0010] 由所述步进电机驱动所述滚珠丝杠带动所述滚珠螺母联结块及所述光学探头在

所述上限位开关和下限位开关之间上下移动，并由所述光栅读数头和所述标尺光栅获取所

述光学探头的z向位移量，从而使得所述图像传感器采集到不同z向工作距离下的被测物体

的成像图像，并构成图像序列，由所述图像序列通过对焦算法得到所述被测物体的表面高

度信息，进而获得所述被测物体的表面三维粗糙度，其特点是，所述测量方法是按如下步骤

进行：

[0011] 步骤1、将所述被测物体的被测区域移动到所述光学探头的成像区域内；

[0012] 步骤2、根据所述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清晰度，利用所述步进电机调整所述光

学探头的z向位置，使得所述光学探头移动到所述被测物体的正焦位置的偏上方；

[0013] 步骤3、逐步移动所述光学探头，并利用所述图像传感器获得从所述正焦位置的偏

上方到所述正焦位置，再到所述正焦位置的偏下方的n幅成像图像所构成的图像序列；同

时，记录下每幅成像图像采集时所述光栅读数头的读数，从而得到z向位移量；

[0014] 步骤4、采用数字图像相关算法搜索n幅成像图像的x向和y向的偏移量；

[0015] 步骤4.1、定义变量i，并初始化i＝1；

[0016] 步骤4.2、对第i幅成像图像，选取所述第i幅成像图像的中心点Oi；并以所述中心

点Oi为中心获取一个P×P的小区域Ri；

[0017] 步骤4.3、在第i+1幅成像图像中，选取所述第i+1幅成像图像的中心点Oi+1为中心，

并以所述中心点Oi+1为中心获取一个Q×Q的小区域Ri+1；且P＜Q；

[0018] 步骤4.4、通过数字图像相关算法在所述第i+1幅成像图像的小区域Ri+1中搜索到

所述第i幅成像图像的小区域Ri的位置，从而得到所述第i+1幅成像图像的像素点相对于第

i幅成像图像的像素点的偏移量Di；

[0019] 步骤4.5、将i+1赋值给i，并返回步骤4.2执行，直到i＞n为止，从而获得n-1个偏移

量{D1,D2,…,Di,…,Dn-1}；

[0020] 步骤5、在任意一幅成像图像上选取与所述被测区域相对应的感兴趣区域，根据所

述n-1个偏移量{D1,D2,…,Di,…,Dn-1}，利用对焦评价函数和大小为M的对焦模板对所述n幅

成像图像上感兴趣区域内的相应像素点进行对焦处理，得到n幅成像图像的感兴趣区域内

以每个像素点为中心的M×M区域内的对焦评价函数值；

[0021] 步骤6、对所述感兴趣区域内的每个像素点，以所述z向位移量为横坐标，以n幅成

像图像的对焦评价函数值为纵坐标，分别得到相应像素点的散点图；

[0022] 步骤7、分别将所述感兴趣区域内的每个像素点所对应的散点图拟合为连续曲线

图；

[0023] 步骤8、分别对所述感兴趣区域内每个像素点所对应的连续曲线图采用最大值搜

索方法进行搜索，得到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

[0024] 步骤9、利用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重构出三维曲面，用于

观察图像表面平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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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步骤10、对步骤9所述三维曲面构造最小二乘平面h＝f(x,y)作为粗糙度评定基准

面，将所述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分别减去所述粗糙度评定基准面

对应的高度值h，得到所述被测物体表面的被测区域内各点到基准面的距离，从而得到所述

被测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的评定参数。

[0026]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7] 1、本发明基于变焦原理设计出了一套可以实现光学探头z向移动和分层成像的装

置，并在软件处理上结合数字图像相关算法，能够对具有不同材质、不同表面反射率、多种

形状和陡峭侧壁的，用一般测量方法难以测量的复杂几何结构进行三维粗糙度测量，且测

量精度可以提高到微纳米级。

[0028] 2、本发明是基于变焦原理实现测量的，通过使用具有有限景深的光学系统对被测

物体被测区域成像，不会对被测物体造成损伤或破坏，克服了接触式测量的缺点；通过对步

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可以实现光学探头的z向微位移，进而得到相邻两幅图像间z向间距较

小的物体z向分层图像序列，从而提高了z向定位精度及后续的粗糙度评定精度；通过图像

测量方式一次性可以测量一整幅图像的范围，测量效率高；利用变焦原理进行测量是一种

三维测量方式，可以克服二维粗糙度评定的局部性和片面性。

[0029] 3、本发明通过照明光源调制系统在每个扫描分层获取具有不同曝光量的图像，可

以克服物体材质和反射率的影响。

[0030] 4、本发明在软件处理上采用数字图像相关法和对焦算法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预先

对图像进行数字图像相关算法处理，减小了图像传感器和光学镜头在安装时的垂直度误差

造成的影响，提高了测量精度。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系统的左视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方法的流程图；

[0033] 图中标号：1z向支承架；2步进电机；3滚珠丝杠；4图像传感器；5镜筒透镜；6光分

镜；7显微物镜；8准直镜；9照明光源；10丝杠螺母座；11上限位开关；12下限位开关；13图像

序列；14滚珠螺母联结块；15限位开关挡板；16标尺光栅；17光栅读数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实施例中，一种基于变焦技术的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测量系统，如图1所示，包

括：“L”型z向支承架1、步进电机2、滚珠丝杠3、光学探头、一对丝杠螺母座10、上限位开关

11、下限位开关12、滚珠螺母联结块14、限位开关挡板15、标尺光栅16、光栅读数头17；

[0035] 在“L”型z向支承架1的纵向面内侧左上方固定有步进电机2，步进电机的作用是带

动光学探头上下移动，步进电机的转速和转向是由运动控制卡控制的，可以通过软件来控

制步进电机带动光学探头上移还是下移，移动多大距离，以多大速度移动，并可经过步进电

机驱动器细分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实现光学探头的微位移，提高测量精度；步进电机2的

转动轴通过联轴器和滚珠丝杠3连接，在滚珠丝杠3上安装有一对丝杠螺母座10；在一对丝

杠螺母座10之间的“L”型z向支承架1上设置有上限位开关11和下限位开关12；在滚珠丝杠3

上设置有滚珠螺母联结块14；在滚珠螺母联结块14的左侧设置有限位开关挡板15，使得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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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螺母联结块14的运动行程限定在上限位开关11和下限位开关12之间的滚珠丝杠3上；滚

珠螺母联结块14的另一侧与光学探头相连接；在“L”型z向支承架1上，滚珠丝杠3的右侧竖

直安装有一副直线导轨，光学探头通过导轨滑块连接在直线导轨幅上，在滚珠螺母联结块

14的带动下上下移动，为了克服直线导轨滑块和与其相连的光学探头的自重，在“L”型z向

支架的背面悬挂适当的配重块，使光学探头可以平稳地移动；在光学探头朝向滚珠丝杠3的

一侧下方设置有光栅读数头17，与光栅读数头17相对应的标尺光栅16固定在“L”型z向支承

架1上，通过光栅读数头的示数可以得知采集分层图像时光学探头的z向位置，并且此处的

光栅还起到一个反馈作用，把实际位移量反馈给运动控制卡，使整个运动控制环节更精确；

在光学探头的正下方设置有被测物体；

[0036] 光学探头包括：图像传感器4、镜筒透镜5、分光镜6、显微物镜7、准直镜8、照明光源

9；其中，图像传感器4、镜筒透镜5、分光镜6、显微物镜7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排列的；准

直镜8在分光镜6的右侧，照明光源9在准直镜8的右侧；

[0037] 照明光源9发出的光经过准直镜8后形成平行光束打到分光镜6上，由分光镜6反射

的光线经过显微物镜7照射到被测物体的表面，经被测物体的表面反射后，再依次通过显微

物镜7、分光镜6和镜筒透镜5最终到达图像传感器4上；从而通过图像传感器采集到一幅被

测物体的成像图像，图像传感器可以是CCD或CMOS摄像头，配合图像采集卡使用，通过对图

像采集卡编程，可以实时显示采集到的图像，若采用彩色摄像头，还可以利用RGB颜色信息

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同时，通过现有的照明光源调制系统，获取具有不同曝光量的图像，

通过图像识别算法选择最佳成像图像，从而克服了不同物体材质、不同表面反射率的影响；

[0038] 由步进电机2驱动滚珠丝杠3带动滚珠螺母联结块14及光学探头在上限位开关11

和下限位开关12之间上下移动，并由光栅读数头17和标尺光栅16获取光学探头的z向位移

量，从而使得图像传感器采集到不同z向工作距离下的被测物体的成像图像，并构成图像序

列13，由图像序列13通过对焦算法得到被测物体的表面高度信息，进而获得被测物体的表

面三维粗糙度。

[0039]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一种基于变焦技术的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测量系统的测

量方法是按如下步骤进行：

[0040] 步骤1、将被测物体的被测区域移动到光学探头的成像区域内，由于成像系统属于

显微成像，每次采集的图像只是被测物体上一极小区域所成的图像，所以在测量前要通过

观察采集到的图像把被测物体的被测区域移动到成像区域内；

[0041] 步骤2、根据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清晰度，利用步进电机2调整光学探头的z向

位置，使得光学探头移动到被测物体的正焦位置的偏上方，此时采集图像序列时需要把光

学探头向下移动，则物体成像清晰时所对应的图像序列号越大，表示此处的物体高度越低，

需要把光栅读数头示数做个减法来表示物体实际高度值，在实际操作中也可以把光学探头

移动到被测物体正焦位置的偏下方，则光学探头要向上移动，此时物体成像清晰时所对应

的图像序列号与物体高度成正比，直接采用光栅读数头示数即可；

[0042] 步骤3、逐步移动光学探头，并利用图像传感器获得从正焦位置的偏上方到正焦位

置，再到正焦位置的偏下方的n幅成像图像所构成的图像序列13；同时，记录下每幅成像图

像采集时光栅读数头17的读数，从而得到z向位移量；

[0043] 步骤4、采用数字图像相关算法搜索n幅成像图像的x向和y向的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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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步骤4.1、定义变量i，并初始化i＝1；

[0045] 步骤4.2、对第i幅成像图像，选取第i幅成像图像的中心点Oi；并以中心点Oi为中心

获取一个P×P的小区域Ri，这里选取图像中心点处的区域是为了避免选取的区域太靠边缘

造成偏移出界而影响测量精度，实际实施时不一定选取图像中心区域，选择特征明显的非

边缘区域即可；

[0046] 步骤4.3、在第i+1幅成像图像中，选取第i+1幅成像图像的中心点Oi+1为中心，并以

中心点Oi+1为中心获取一个Q×Q的小区域Ri+1；且P＜Q；

[0047] 步骤4.4、通过数字图像相关算法在第i+1幅成像图像的小区域Ri+1中搜索到第i幅

成像图像的小区域Ri的位置，从而得到第i+1幅成像图像的像素点相对于第i幅成像图像的

像素点的偏移量Di；

[0048] 步骤4.5、将i+1赋值给i，并返回步骤4.2执行，直到i＞n为止，从而获得n-1个偏移

量{D1,D2,…,Di,…,Dn-1}；

[0049] 步骤5、在任意一幅成像图像上选取与被测区域相对应的感兴趣区域，去除采集到

的图像上的背景部分，根据n-1个偏移量{D1,D2,…,Di,…,Dn-1}，利用对焦评价函数和大小

为M的对焦模板对n幅成像图像上感兴趣区域内的相应像素点进行对焦处理，得到n幅成像

图像的感兴趣区域内以每个像素点为中心的M×M区域内的对焦评价函数值，对焦评价函数

和对焦模板大小需要根据获得的图像特点具体选择；

[0050] 步骤6、对感兴趣区域内的每个像素点，以z向位移量为横坐标，以n幅成像图像的

对焦评价函数值为纵坐标，分别得到相应像素点的散点图；

[0051] 步骤7、分别将感兴趣区域内的每个像素点所对应的散点图拟合为连续曲线图，通

过观察散点图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拟合曲线；

[0052] 步骤8、分别对感兴趣区域内每个像素点所对应的连续曲线图采用最大值搜索方

法进行搜索，得到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对焦曲线的最大值点表示

该位置处物点成像最清晰，此时光栅读数头的示数就是物体的相对高度值；

[0053] 步骤9、利用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重构出三维曲面，用于

观察图像表面平滑度；

[0054] 步骤10、对步骤9的三维曲面构造最小二乘平面h＝f(x,y)作为粗糙度评定基准

面，设该平面方程为：ax+by+cz+d＝0,满足a2+b2+c2＝1，并利用该平面与测量点的距离平方

和最小这些条件求出最小二乘平面h＝f(x,y)。

[0055] 将每个连续曲线图的最大值所对应的z轴位移量z分别减去粗糙度评定基准面对

应的高度值h，得到被测物体表面的被测区域内各点到基准面的距离，并利用式(1)、式(2)、

式(3)、式(4)和式(5)分别得到算术平均高度sa，最大高度sz和根均方高度sq，曲面偏斜率

ssk，陡峭度sku这五个被测物体表面三维粗糙度评定参数：

[0056]

[0057]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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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0061] 式(1)、式(2)、式(3)、式(4)和式(5)中A是评定区域面积，e(x,y)＝z(x,y)-h(x,

y)，此外也可以计算平均曲率，表面峰顶总曲率等其他评价参数，三维评定对物体表面特征

的描述具有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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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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