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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

系统的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搭建激光追踪仪

多站位测量系统。基于Levenberg-Marquardt算

法的激光追踪仪站位自标定。参数μi选择。激光

追踪仪站位坐标优化。转台转动轴圆心拟合。大

型精密转台的定位精度标定。本发明利用

Levenberg-Marquardt算法及协方差矩阵的奇异

值分解变换方法优化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通过

建立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与转台转动

角度之间的几何关系模型标定转台的定位精度。

所提出的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标

定转台定位精度的方法适用于转台与三轴机床

不联动的情况，特别适用于大型高精密转台。同

时此方法能够为多轴机床的标定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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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一：搭建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本系统搭建需要一台三坐标测量机CMM、转

台以及一台激光追踪仪；激光追踪仪的猫眼反射镜固定在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上，并作为

待测点；猫眼反射镜与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运动轨迹相同；当三坐标测量机控制测头在测

量空间范围内移动时，猫眼反射镜也同时跟随多轴机床的测头移动；激光追踪仪发出的激

光束入射到猫眼反射镜上，并反射回激光追踪仪的跟踪头；激光追踪仪接收到猫眼反射镜

的反射光束后，实现猫眼反射镜即待测点与激光追踪仪之间相对位移的测量；

在CMM坐标系下，令CMM测量空间内待测点的坐标为Ai(xi,yi,zi)，其中i＝1,2,3,…,n，n

为待测点个数；激光追踪仪的站位坐标为Pj(Xj,Yj,Zj)，其中j＝1,2,3,…,m，m为激光追踪

仪站位个数；激光追踪仪内部标准球的球心为O；激光追踪仪在每个站位Pj到初始待测点A1

点的距离为dj；激光追踪仪测量得到的高精度干涉测长值为lij；根据三维空间中两点距离

公式建立下列关系式，得到激光追踪仪在每个站位对应到待测点的距离dji：

步骤二：基于Levenberg-Marquardt算法的激光追踪仪站位自标定；根据式(1)，令

记fi(x)＝(f1(x) ,f2(x) ,...,fn(x)) ,则有

式中，Rn为n维实数集，n为待测点个数；

将目标函数F的梯度记为g(x)，得到

式中，

采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L-M进行迭代，通过迭代得出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以及

激光追踪仪站位到初始待测点的距离；设迭代的搜索方向为hi，有

式中，μi＞0，μi为调整搜索方向引入的正参数，fi为误差方程的集合，Ji为误差方程的梯

度矩阵，h为搜索方向的集合；

由最优性条件，hi满足

其中，I为n阶单位矩阵；

求解式(6)，得

hi＝-(JiTJi+μiI)-1JiTfi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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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mi′是满足式(8)-(11)的最小非负整数m′，即

式中，σ∈(0,1)，β∈(0,1)；

为保证hi是fi(x)在xi处的下降方向，迭代时先设置μi的初始值，通过计算hi，不断地调

整μi；根据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实际需求的容许误差ε，通过迭代即可标定出激光追

踪仪站位坐标Pj(Xj,Yj,Zj)以及激光追踪仪站位到初始待测点的距离dj；

步骤三：参数μi选择；L-M算法的关键在于参数μi的选择，根据当前迭代点，假定二次函

数为

式中，Fi为目标函数；

用ri表示目标函数与二次函数的增量之比，可得

当ri接近于0或者1，都需要对此参数进行调整；ri的临界值为0.25和0.75，得到参数μi

选择规则为

迭代过程中，给定μi初始值，取每一次迭代步的值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根据计算

得到的hi以及ri，选择参数μi；根据选择的参数μi，计算hi并进行线搜索，进而完成迭代过程；

步骤四：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优化；由于激光追踪仪自身重量的影响，转台的转动轴与

工作台平面不垂直，导致激光追踪仪站位存在误差；为提高激光追踪仪自标定算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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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坐标精度，采用协方差矩阵的奇异值分解SVD变换进行平面拟合；将自标定算法得到的

激光追踪仪m个站位坐标拟合成一个平面；拟合平面满足激光追踪仪m个站位的坐标到拟合

平面距离的残差最小；将激光追踪仪m个站位坐标投影到拟合平面上，即可得到优化后的激

光追踪仪站位坐标；

协方差矩阵的奇异值分解SVD分解原理为

A＝UΣVT                     (15)

式中，U为左奇异正交向量矩阵，Σ为对角奇异值矩阵，V为右奇异正交向量矩阵；

设拟合平面为

aX+bY+cZ+e＝0                  (16)

最小奇异值对应的奇异向量即为拟合后的平面方程法向量方向 通过求解

SVD即可得到拟合后的平面方程系数a、b、c、e，从而得到拟合后的平面方程aX+bY+cZ+e＝0；

设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为Pj′(Xj′,Yj′,Zj′)；根据直线PjPj′与平面aX+bY+cZ+

e＝0的法向量 平行，直线PjPj′的参数方程为

将(Xj′,Yj′,Zj′)代入到平面方程aX+bY+cZ+e＝0中，得到

将λ代入到式(17)中，即可得到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Pj′(Xj′,Yj′,Zj′)；

步骤五：转台转动轴圆心拟合；激光追踪仪的站位随着转台转动轴的转动而发生改变；

设O(xc,yc,zc)为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Pj′(Xj′,Yj′,Zj′)拟合圆的圆心，R为拟

合圆的半径，θ为转台理论转动的角度，θ′为转台实际转动的角度；

设激光追踪仪在转台上转动时所形成的平面在平面z＝zc上的投影方程式为(Xj′-xc)2+

(Yj′-yc)2＝R2                       (19)

式中，xc为拟合圆的圆心在x轴方向的坐标值，yc为拟合圆的圆心在y轴方向的坐标值；

根据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原理可以将目标函数定义为：

令g(Xj′,Yj′)＝(Xj′-xc)2+(Yj′-yc)2-R2，有

为使目标函数f最小，式(21)应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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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其中

则得

由式(23)解得

则有

根据式(16)得

综上得到激光追踪仪站位拟合圆的圆心坐标(xc,yc,zc)；

步骤六：大型精密转台的定位精度标定；转台转动时，根据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

标与拟合圆心(xc,yc,zc)，得到转台实际转动的角度θ′j为

式中，Pj-1′为激光追踪仪优化后的第j-1个站位坐标，Pj′为激光追踪仪优化后的第j个

站位坐标；

当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个数为m时，转台转动(m-1)次；根据式(28)得转动误差Δθj为

Δθj＝θ′j-θj                        (29)

其中，θj为转台的理论转动角度，j＝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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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方式得到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方式标定转台定位精度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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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特别是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

的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属于精密测试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多轴机床能够实现复杂零件的高精度、高效率、高可靠性、高智能化的加工，是现

代机械制造中关键的设备。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零件加工的复杂化，诸多零件的加工都

要通过转台的分度精度来满足零件不同角度的位置精度要求，转台的分度精度直接影响零

件的加工精度。对于特定应用场合，转台与机床分离不联动，转台水平安装于机床的工作台

上，通过与三坐标X、Y、Z轴的联合驱动，使零件在360°范围内分度旋转或分度定位，实现复

杂零件的加工。标定转台的定位精度将有效提高多轴机床的加工性能。

[0003] 转台的旋转轴的主要误差来源之一为误差运动，角定位精度对旋转轴会产生较大

影响。为了保证转台定位精度的准确性，需要对转台定位精度进行标定。目前的转台标定方

法有光电自准直仪和多面棱镜法，激光干涉转角测量法，经纬仪标定法以及激光跟踪仪标

定法。其中，涉及激光干涉仪、光电自准直仪等高精度光学仪器，需要搭建光路，耗时较长，

无法满足快速高效的标定要求；将多面棱镜等光学元件安装在主轴上实现转台标定的方

法，不适用于大型转台，因为多面棱镜安装十分困难，难以保证安装精度；对于激光跟踪仪

标定转台的方法，由于激光跟踪仪跟踪角度范围小，不能实现全圆周测量；对于电子经纬仪

标定法，可以克服偏心转台回转中心确定困难以及自准直仪视场小等缺点，但是观测点难

以选择，且标定精度不高。

[0004] 为此有必要发明一种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

利用激光追踪仪提供高精度的相对干涉测长距离的特点，建立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信息与

转台转动角度之间的映射关系，实现转台定位精度的标定。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了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激光追踪

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在转台与三轴机床不联动的情况下，标定大

型高精密转台的定位精度，同时能够为多轴机床的标定提供理论基础。本方法具有全面合

理以及准确等特点。

[0006]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是采取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大型精密转台标定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搭建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本系统搭建需要一台三坐标测量机

CMM、转台以及一台激光追踪仪。激光追踪仪的猫眼反射镜固定在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上，

并作为待测点。猫眼反射镜与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运动轨迹相同。当三坐标测量机控制测

头在测量空间范围内移动时，猫眼反射镜也同时跟随多轴机床的测头移动。激光追踪仪发

出的激光束入射到猫眼反射镜上，并反射回激光追踪仪的跟踪头。激光追踪仪接收到猫眼

说　明　书 1/9 页

7

CN 109884659 A

7



反射镜的反射光束后，实现猫眼反射镜即待测点与激光追踪仪之间相对位移的测量。

[0009] 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模型如图1所示。在CMM坐标系下，令CMM测量空间内待测点

的坐标为Ai(xi,yi,zi)，其中i＝1,2,3,…,n，n为待测点个数；激光追踪仪的站位坐标为Pj

(Xj,Yj,Zj)，其中j＝1,2,3,…,m，m为激光追踪仪站位个数；激光追踪仪内部标准球的球心

为O；激光追踪仪在每个站位Pj到初始待测点A1点的距离为dj；激光追踪仪测量得到的高精

度干涉测长值为lij。根据三维空间中两点距离公式建立下列关系式，得到激光追踪仪在每

个站位对应到待测点的距离dji：

[0010]

[0011] 步骤二：基于Levenberg-Marquardt算法的激光追踪仪站位自标定。根据式(1)，令

[0012]

[0013] 记fi(x)＝(f1(x) ,f2(x) ,...,fn(x)) ,则有

[0014]

[0015] 式中，Rn为n维实数集，n为待测点个数。

[0016] 将目标函数F的梯度记为g(x)，得到

[0017]

[0018] 式中，

[0019] 采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L-M)进行迭代，通过迭代得出激光追踪仪站位坐

标以及激光追踪仪站位到初始待测点的距离。设迭代的搜索方向为hi，有

[0020]

[0021] 式中，μi＞0，μi为调整搜索方向引入的正参数，fi为误差方程的集合，Ji为误差方

程的梯度矩阵，h为搜索方向的集合。

[0022] 由最优性条件，hi满足

[0023]

[0024] 其中，I为n阶单位矩阵。

[0025] 求解式(6)，得

[0026] hi＝-(JiTJi+μiI)-1JiTfi    (7)

[002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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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令mi′是满足式(8)-(11)的最小非负整数m′，即

[0030]

[0031]

[0032]

[0033]

[0034] 式中，σ∈(0,1)，β∈(0,1)。

[0035] 为保证hi是fi(x)在xi处的下降方向，迭代时先设置μi的初始值，通过计算hi，不断

地调整μi。根据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实际需求的容许误差ε，通过迭代即可标定出激

光追踪仪站位坐标Pj(Xj,Yj,Zj)以及激光追踪仪站位到初始待测点的距离dj。

[0036] 步骤三：参数μi选择。L-M算法的关键在于参数μi的选择，根据当前迭代点，假定二

次函数为

[0037]

[0038] 式中，Fi为目标函数。

[0039] 用ri表示目标函数与二次函数的增量之比，可得

[0040]

[0041] 当ri接近于0或者1，都需要对此参数进行调整。通常ri的临界值为0.25和0.75，得

到参数μi选择规则为

[0042]

[0043] 迭代过程中，给定μi初始值，取每一次迭代步的值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根据

计算得到的hi以及ri，选择参数μi。根据选择的参数μi，计算hi并进行线搜索，进而完成迭代

过程。

[0044] 步骤四：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优化。由于激光追踪仪自身重量的影响，转台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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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与工作台平面不垂直，导致激光追踪仪站位存在误差。为了提高激光追踪仪自标定算法

得到的站位坐标精度，采用协方差矩阵的奇异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简

称SVD)变换进行平面拟合。将自标定算法得到的激光追踪仪m个站位坐标拟合成一个平面。

拟合平面满足激光追踪仪m个站位的坐标到拟合平面距离的残差最小。将激光追踪仪m个站

位坐标投影到拟合平面上，即可得到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

[0045] 协方差矩阵的奇异值分解SVD分解原理为

[0046] A＝UΣVT    (15)

[0047] 式中，U为左奇异正交向量矩阵，Σ为对角奇异值矩阵，V为右奇异正交向量矩阵。

[0048] 设拟合平面为

[0049] aX+bY+cZ+e＝0    (16)

[0050] 最小奇异值对应的奇异向量即为拟合后的平面方程法向量方向 通过

求解SVD即可得到拟合后的平面方程系数a、b、c、e，从而得到拟合后的平面方程aX+bY+cZ+e

＝0。

[0051] 设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为Pj′(Xj′,Yj′,Zj′)。根据直线PjPj′与平面aX+bY

+cZ+e＝0的法向量 平行，直线PjPj′的参数方程为

[0052]

[0053] 将(Xj′,Yj′,Zj′)代入到平面方程aX+bY+cZ+e＝0中，得到

[0054]

[0055] 将λ代入到式(17)中，即可得到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Pj′(Xj′,Yj′,Zj′)。

[0056] 步骤五：转台转动轴圆心拟合。激光追踪仪的站位随着转台转动轴的转动而发生

改变。转台的转动轴与激光追踪仪的站位坐标之间的三维空间几何关系如图2所示。

[0057] 设O(xc,yc,zc)为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Pj′(Xj′,Yj′,Zj′)拟合圆的圆心，R

为拟合圆的半径，θ为转台理论转动的角度，θ′为转台实际转动的角度。

[0058] 设激光追踪仪在转台上转动时所形成的平面在平面z＝zc上的投影方程式为

[0059] (Xj′-xc)2+(Yj′-yc)2＝R2    (19)

[0060] 式中，xc为拟合圆的圆心在x轴方向的坐标值，yc为拟合圆的圆心在y轴方向的坐标

值。

[0061] 根据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原理可以将目标函数定义为：

[0062]

[0063] 令g(Xj′,Yj′)＝(Xj′-xc)2+(Yj′-yc)2-R2，有

[0064]

[0065] 为使目标函数f最小，式(21)应满足下列条件

说　明　书 4/9 页

10

CN 109884659 A

10



[0066]

[0067] 设 其 中

则得

[0068]

[0069] 由式(23)解得

[0070]

[0071] 则有

[0072]

[0073]

[0074] 根据式(16)得

[0075]

[0076] 综上得到激光追踪仪站位拟合圆的圆心坐标(xc,yc,zc)。

[0077] 步骤六：大型精密转台的定位精度标定。转台转动时，根据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

位坐标与拟合圆心(xc,yc,zc)，得到转台实际转动的角度θ′j为

[0078]

[0079] 式中，Pj-1′为激光追踪仪优化后的第j-1个站位坐标，Pj′为激光追踪仪优化后的

第j个站位坐标。

[0080] 当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个数为m时，转台转动(m-1)次。根据式(28)可得转动误差

Δθj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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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Δθj＝θ′j-θj    (29)

[0082] 其中，θj为转台的理论转动角度，j＝1...m-1。

[0083] 采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方式得到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方式标定转台定位精度

为

[0084]

[008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利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及协方差矩阵的奇异值分

解变换方法优化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通过建立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与转台转动

角度之间的几何关系模型标定转台的定位精度。所提出的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

的标定转台定位精度的方法适用于转台与三轴机床不联动的情况，特别适用于大型高精密

转台。同时此方法能够为多轴机床的标定提供理论基础。

附图说明

[0086] 图1是搭建的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模型。

[0087] 图2是激光追踪仪站位与转动轴关系示意图。

[0088] 图3是测量空间内采样点路径规划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8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90] 搭建如图1所示的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实验平台，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大

型精密转台的定位精度标定：

[0091] 步骤一：搭建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测量系统中三坐标测量机为海克斯康

公司的Leitz  Infinity，高精密转台的型号为RT400，转台的定位精度为±0.5″，激光追踪

仪为Etalon公司的LaserTracer，型号为07  2009  TR  IF。规划出三坐标测量机待测点空间

范围为450×600×450mm3。在此空间范围内规划待测点个数为n＝64，激光追踪仪站位个数

为m＝11。待测点空间范围内采样点路径规划如图3所示。CMM测量空间内待测点的坐标为Ai

(xi,yi,zi)，其中i＝1,2,3,…,n(n为待测点个数)；激光追踪仪的站位坐标为Pj(Xj,Yj,Zj)，

其中j＝1,2,3,…,m(m为激光追踪仪站位个数)；激光追踪仪内部标准球的球心为O；激光追

踪仪在每个站位Pj到初始待测点A1点的距离为dj；激光追踪仪测量得到的高精度干涉测长

值为lij。根据三维空间中两点距离公式建立下列关系式，得到激光追踪仪在每个站位对应

到待测点的距离dji：

[0092]

[0093] 标定转台定位精度过程中，考虑到激光追踪仪断光问题，将激光追踪仪固定安装

在转台转角-145°位置上。记此位置为激光追踪仪的第一个站位P1。控制三坐标测量机测头

移动到待测点A1。设置转台逆时针转动30°。激光追踪仪随转台一同转动。分别记录激光追

踪仪从第一个站位P1等角度转动至第11个站位P11的干涉测长值l1j。控制三坐标测量机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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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待测空间范围内的规划路径从待测点A1移动至A2。分别记录激光追踪仪从第一个站位P1

等角度转动至第11个站位P11的干涉测长值l2j。控制三坐标测量机测头沿待测空间范围内

的规划路径从待测点A1移动至Ai。依次记录激光追踪仪从第一个站位P1等角度转动至第11

个站位P11的干涉测长值lij。实验过程中总共记录704个激光追踪仪干涉测长值。

[0094] 步骤二：基于Levenberg-Marquardt算法的激光追踪仪站位自标定。激光追踪仪的

精度为亚微米级，本文搭建的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精度需求为亚微米级，即ε＝

10-4。通过对参数一系列的试验，观察标定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得出参数的最优设置，

即β＝0.55，σ＝0.4。

[0095] 步骤三：参数μi选择。测量系统中，初始值μi设定方式为||fi(X0,Y0,Z0,d0)||，X0＝-

64.9938，Y0＝-6.6256，Z0＝122.5133，d0＝1128.5363。通过计算得出μ0＝0.75。根据公式

(14)，得知符合L-M算法参数μi的规则。根据激光追踪仪初始站位坐标值(X0,Y0,Z0)以及激

光追踪仪站位到初始待测点的初始距离值d0的设定，以及L-M算法中参数的选择。通过迭代

得出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Pj(Xj,Yj,Zj)以及激光追踪仪站位到初始待测点距离dj，如表1所

示。

[0096] 表1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及其到初始待测点的距离(单位：mm)

[0097]

[0098] 步骤四：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优化。根据SVD变换中最小奇异值对应的平面向量即

为拟合后平面方程的法向向量。平面方程aX+bY+cZ+e＝0的系数分别为a＝1.9405×10-5，b

＝1.5739×10-5，c＝0.9999，e＝-122.5119。即可得出拟合平面方程。根据式(18)以及得出

的平面方程系数a，b，c，e值，计算得到λ＝-0.0013。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如表格2

所示。

[0099] 表2优化后的激光追踪仪站位坐标(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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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0101]

[0102] 步骤五：转台转动轴圆心拟合。根据式(24)，得出uc＝-5.4023，vc＝2.4386。根据uc

与xc、vc与yc关系，得出拟合圆的圆心坐标为

[0103]

[0104] 根据式(32)以及所求出来的平面拟合方程，得出zc＝122.5119。即得出拟合圆的

圆心坐标(xc,yc,zc)＝(-0.1434,-0.1396,122.5119)。

[0105] 步骤六：大型精密转台的定位精度标定。根据提出的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

标定转台定位精度的方法，根据式(28)及(29)得到转台的转动误差Δθj数值如表3所示。

[0106] 表3实验得到的转台转动误差

[0107]

[0108] 根据式(30)，采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方式得到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方式标定转

台定位精度为

[0109]

[0110] 设转台的转动轴与转台工作平面的法线之间的夹角为α。转台工作平面的理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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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方程法向向量为 利用自标定算法得到的激光追踪仪m个站位坐标拟合一个平

面，如公式(16)所示。拟合平面方程法向向量为 则有

[0111]

[0112] 式中，a为拟合平面方程x轴方向的系数，b为拟合平面方程y轴方向的系数，c为拟

合平面方程z轴方向的系数。

[0113] 根据几何关系，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标定转台定位精度方法的算法误差Δ

可以表示为：

[0114] Δ＝θ′-θ＝actan(tanθcosα)-θ    (35)

[0115] 经过计算得到

[0116] Δ＝0.4″    (36)

[0117] 通过搭建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实验系统。三坐标测量机的待测点空间范围为

450×600×450mm3，待测点个数64，激光追踪仪站位个数11，转台转角范围为[-145°,

155°]，转台等间隔转动角度为30°。在上述实验条件下得出了如下结论：

[0118] (1)转台的定位精度为±0.9″。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标定转台定位精度方

法的算法误差为0.4″。实验证明了提出方法的可行性。本方法特别适用于大型高精密转台。

[0119] (2)所提出的基于激光追踪仪多站位测量系统的标定转台定位精度的方法适用于

转台与三轴机床不联动的情况。

[0120] 本方法的提出能够为多轴机床的标定提供理论基础。

[0121] 从不确定度分析的过程来看，影响因素最大的是由CMM提供的待测点不准确所引

入的。而这些分量的大小本质上受待测点空间布局所影响，即待测点的数量、分布所决定。

本系统实验时选取的点尽可能覆盖整个CMM空域范围，导致计算得到的系统不确定度偏大。

如果选择最优空间进行测量，系统不确定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当没有明确说明测量范围时，

可以选择最优空间区域，使待测点以相同的间隔均匀分布，既可以使修正值减小，又可以降

低系统不确定度，从而更好地完善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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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7

CN 109884659 A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CLA00005
	CLA00006

	DES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RA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