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268599.6

(22)申请日 2019.12.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926365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3.27

(73)专利权人 四川大学

地址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号

(72)发明人 谢罗峰　刘浩浩　王宗平　殷国富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乐易联创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51269

代理人 张锐

(51)Int.Cl.

G01B 11/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411553 A,2013.11.27,全文.

CN 109443209 A,2019.03.08,全文.

CN 109732589 A,2019.05.10,全文.

CN 110524309 A,2019.12.03,全文.

US 9280829 B1,2016.03.08,全文.

审查员 兰东升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

定方法，包括首先对采集数据的线结构光轮廓仪

位姿标定，以及对用于安装被检测物可转动的转

台面标定，减少检测装置安装带来的误差；其次

采用被检测物自身的两个竖直平整的面为标定

基准，对被检测物轴线标定，然后对被检测物的

一个水平面标定，以及通过被检测物的曲线特征

对转台Z轴标定，本发明通过检测物自身的曲线

特征对转台轴线标定，减少了引入其他标准球等

标定物建立坐标系产生的误差，减少数据传递从

而减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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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检测装置位姿标定

a.将线结构光轮廓仪安装在可沿空间坐标X、Y、Z轴平移的支架上，并在线结构光轮廓

仪所在平面上安装第一倾角传感器以及在线结构光轮廓仪的底部安装可对X、Y、Z轴进行偏

转角度微调的第一微调倾角仪组，根据第一倾角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调节第一微调倾角仪组

的X、Y轴方向使线结构光轮廓仪发射出的激光面水平，实现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X、Y轴

的偏转角度标定；

b.绕自身Z轴转动的转台上安装第二倾角传感器，根据第二倾角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调

整转台的转台面使其与激光面平行，实现对转台面的标定；

c.在转台面上放置标定块，然后在支架X轴方向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线结构光轮廓仪

采集多组数据后计算出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通过调节第一微调倾角仪组

的Z轴方向以消除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实现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

的偏转角度标定；

(2)被检测物转轴的标定

所述转台的转台面上安装第二微调倾角仪组，并将所述被检测物安装在第二微调倾角

仪组上；在支架Z轴方向上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根据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多组数据调节第

二微调倾角仪组对被检测物基准面A标定，然后转动转台至被检测物基准面B，在支架Z轴方

向上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根据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多组数据调节第二微调倾角仪组对被

检测物基准面B标定，通过被检测物基准面A和基准面B实现对被检测物轴线标定；

(3)转台Z轴标定

a.沿支架Z轴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至激光面与被检测物的曲线特征接触，线结构光轮

廓仪采集数据并从数据中获取极大值点A、以及在A点前后两点数据，建立切线向量A-2A、A-

1A、A1A、A2A；

b.转动转台，转动角度为α，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数据并从数据中获取最大值Amax，并在

Amax的领域内N个点找第i个点作为参考点Ai，并与Ai前后两点建立切线向量Ai-2Ai、Ai-1Ai、

Ai+1Ai、Ai+2Ai；

c.根据公式(1)逐点计算出i个点的δi值，并求解δi值中的极小值δmin，将δmin对应的i值，

设i＝k，Ak与步骤(a)和极大值点A在待测叶片上是同一个点，将Ak和极大值点A的坐标数据

带入公式(2)求出转台中心O到数据坐标系中心O1的向量OO1；

式中，(xA，yA)为极大值点A的坐标数据，(xAk，yAk)为Ak的坐标数据，T为转动转台后的旋

转矩阵， E2×2为二阶单位矩阵；(dx，dy)为求解出的向量OO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c中所述

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度标定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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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将所述标定块放置在转台的转台面上并使线结构光轮廓仪发射的激光面照射在标

定块的侧面；

c2.沿支架X轴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使其在标定块的一端并采集第一组数据，对采集的

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的Y方向数据值Y1；

c3.在支架X轴上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到标定块的另一端，移动距离为LX，线结构光轮廓

仪采集第二组数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的Y方向数据值Y2；

c4.通过Y1、Y2和LX计算出标定块的偏转角θ；

c5.转动所述转台，转动角度θ，然后步骤c2～c4转动转台直到Y1＝Y2，所述线结构光轮

廓仪发射的激光面中心线与标定块的侧面完全垂直，标定块的自身坐标系和惯性坐标性平

行；

c6.再利用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标定块的数据，并对数据线性拟合，根据拟合后的直线

斜率计算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γ，调节第一微调倾角仪的Z轴方向偏转γ后

再次采集标定块的数据直到拟合后的直线斜率为0，实现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

转角度标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

被检测物轴线的标定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a.转动所述转台使被检测物基准面A与线结构光轮廓仪发射的激光面接触并采集数

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L1；

b.沿支架Z轴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移动距离LZ，线结构光轮廓仪再次采集数据，并对采

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L2；

c.根据L1和L2调整第二微调倾角仪组使L1＝L2，即完成被检测物基准面A的标定；

d.转动转台至被检测物基准面B面对线结构光轮廓仪，重复步骤a～c，完成被检测物基

准面B的标定；即实现被检测物轴线与惯性坐标系Z轴平行，完成被检测物轴线的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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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线结构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线结构光测量技术具有测量精度高、获得信息量大、灵敏度高、实时性好、抗干扰

能力强等特点，在工业测量、三维重建、逆向工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0003] 线结构光测量技术应用到实际检测时，需要对结构光轮廓仪进行位姿标定以减少

数据误差；目前，常用的标定方法为机械标定，通过安装传感器和微调机构对结构光轮廓仪

进行标定，在标定过程中需要引起标定块或标准球等标定物来辅助标定，尤其对转台旋转

轴线的标定，以转台旋转轴线建立坐标系，将所有的数据都要转换至该坐标系进行数据拼

接，但是采用标准球对旋转轴线标定只能保证旋转轴线与惯性坐标系Z轴平行，不能保证被

检测物轴线与旋转轴线平行，在后续的数据拼接时造成一定的误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保证转台轴线和检测物轴线平行的基于线结构光

检测物标定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检测装置位姿标定

[0008] a .将线结构光轮廓仪安装在可沿空间坐标X、Y、Z轴平移的支架上，并在线结构光

轮廓仪所在平面上安装第一倾角传感器以及在线结构光轮廓仪的底部安装可对X、Y、Z轴进

行偏转角度微调的第一微调倾角仪组，根据第一倾角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调节第一微调倾角

仪组的X、Y轴方向使线结构光轮廓仪发射出的激光面水平，实现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

X、Y轴的偏转角度标定；

[0009] b.绕自身Z轴转动的转台上安装第二倾角传感器，根据第二倾角传感器采集的数

据调整转台的转台面使其与激光面平行，实现对转台面的标定；

[0010] c.在转台面上放置标定块，然后在支架X轴方向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线结构光轮

廓仪采集多组数据后计算出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通过调节第一微调倾角

仪组的Z轴方向以消除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实现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

Z轴的偏转角度标定；

[0011] (2)被检测物转轴的标定

[0012] 所述转台的转台面上安装第二微调倾角仪组，并将所述被检测物安装在第二微调

倾角仪组上；在支架Z轴方向上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根据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多组数据调

节第二微调倾角仪组对被检测物基准面A标定，然后转动转台至被检测物基准面B，在支架Z

轴方向上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根据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多组数据调节第二微调倾角仪组

对被检测物基准面B标定，通过被检测物基准面A和基准面B实现对被检测物轴线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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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3)转台Z轴标定

[0014] a .沿支架Z轴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至激光面与被检测物的曲线特征接触，线结构

光轮廓仪采集数据并从数据中获取极大值点A、以及在A点前后两点数据，建立切线向量A-

2A、A-1A、A1A、A2A；

[0015] b.转动转台，转动角度为α，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数据并从数据中获取最大值Amax，

并在Amax的领域内N个点找第i个点作为参考点Ai，并与Ai前后两点建立切线向量Ai-2Ai、Ai-

1Ai、Ai+1Ai、Ai+2Ai；

[0016] c.根据公式(1)逐点计算出i个点的δi值，并求解δi值中的极小值δmin，将δmin对应的

i值，设i＝k，Ak与步骤(a)和极大值点A在待测叶片上是同一个点，将Ak和极大值点A的坐标

数据带入公式(2)求出转台中心O到数据坐标系中心O1的向量OO1；

[0017]

[0018]

[0019] 式中，(xA，yA)为极大值点A的坐标数据，(xAk，yAk)为Ak的坐标数据，T为转动转台后

的旋转矩阵， E2×2为二阶单位矩阵；(dx，dy)为求出的向量OO1。

[0020] 进一步地，步骤(1)c中所述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度标定具体包

括如下步骤：

[0021] c1.将所述标定块放置在转台的转台面上并使线结构光轮廓仪发射的激光面照射

在标定块的侧面；

[0022] c2.沿支架X轴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使其在标定块的一端并采集第一组数据，对采

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的Y方向数据值Y1；

[0023] c3.在支架X轴上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到标定块的另一端，移动距离为LX，线结构

光轮廓仪采集第二组数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的Y方向数据

值Y2；

[0024] c4.通过Y1、Y2和LX计算出标定块的偏转角θ；

[0025] c5.转动所述转台，转动角度θ，然后步骤c2～c4转动转台直到Y1＝Y2，所述线结构

光轮廓仪发射的激光面中心线与标定块的侧面完全垂直，标定块的自身坐标系和惯性坐标

性平行；

[0026] c6.再利用线结构光轮廓仪采集标定块的数据，并对数据线性拟合，根据拟合后的

直线斜率计算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的偏转角γ，调节第一微调倾角仪的Z轴方向偏转

γ后再次采集标定块的数据直到拟合后的直线斜率为0，实现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Z轴

的偏转角度标定。

[0027]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被检测物轴线的标定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28] a.转动所述转台使被检测物基准面A与线结构光轮廓仪发射的激光面接触并采集

数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L1；

[0029] b.沿支架Z轴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移动距离LZ，线结构光轮廓仪再次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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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L2；

[0030] c.根据L1和L2调整第二微调倾角仪组使L1＝L2，即完成被检测物基准面A的标定；

[0031] d.转动转台至被检测物基准面B面对线结构光轮廓仪，重复步骤a～c，完成被检测

物基准面B的标定；即实现被检测物轴线与惯性坐标系Z轴平行，完成被检测物轴线的标定。

[0032] 本发明通过检测物自身的曲线特征对转台轴线标定，减少了引入其他标准球等标

定物建立坐标系产生的误差，减少数据传递从而减少误差。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检测检测物装置爆炸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结构光轮廓仪Z轴标定原理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检测物基准面标定原理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基准面C标定原理图。

[0037] 图5为本发明利用检测物对转台Z轴标定的原理图。

[0038] 图6为本发明检测物前缘数据采集示意图。

[0039] 图7为本发明转动后检测物前缘数据采集示意图。

[0040] 图中标记：100、支架；101、支架X轴；102、支架Y轴；103、支架Z轴；110、安装板；200、

转台；201、转台面；210、转台Z轴；300、线结构光轮廓仪；301、激光面；400、叶片；410、叶片轴

线；420、基准面A；430、基准面B；440、基准面C；401、第一微调倾角仪组；402、第二微调倾角

仪组；500、光学平台；600、标定块；图中未画出倾角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所需要装备的检测装置包括一个可沿空间坐标X、Y、Z轴平移

的支架100和可绕自身Z轴转动的转台200，所述支架100的X、Y、Z轴以及转台Z轴210为主运

动，分别为三个平移分量(支架带动线结构光轮廓仪)和一个转动分量(转台带动待测叶

片)，使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和待测叶片400之间产生四轴相对运动。具体地，所述支架100的

Y轴102安装在光学平台500上，X轴101水平垂直且可平移安装在Y轴102上，Z轴103竖直垂直

且可平移安装在X轴101上，Z轴103沿竖直方向移动安装有安装板110，安装板110上安装有

线结构光轮廓仪300，所述转台200也安装在光学平台500上，且位于支架100的一侧，转台

200采用高精密的转台，转台200的顶部设有可绕自身Z轴转动的转台面201，转台面201用于

安装待测叶片400。

[0042] 所述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用基恩士LJ-V7060轮廓仪，光源为蓝色半导体激光，发

射光束属于直射式，具有测量准确度高、扫描范围广、性能稳定的优点。

[0043] 所述检测物上找到3个平面为标记为基准面A、B、C，基准面A和基准面B为竖直的较

为平整的面，基准面C为水平的较为平整的面。若所述检测物无这样的平面，如圆，椭圆等，

则可以附加一个工装，工装上加工一个这样的三个面。

[0044] 本实施例以叶片为例，提供的基于线结构光检测物标定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5] (1)叶片安装前的检测装置位姿标定

[0046] a .将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安装可沿空间坐标X、Y、Z轴平移的支架100上，具体安装

在安装板110上，所述安装板110上还安装有用于测量线结构光轮廓仪绕支架的X、Y轴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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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第一倾角传感器，所述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的底部安装有一组可对线结构光轮廓仪绕

支架X、Y、Z轴偏转进行微调的第一微调倾角仪组401，具体所述第一微调倾角仪组401包括

X、Z轴双轴倾角仪和Y轴单轴倾角仪，通过第一倾角传感器采集的角度数据调整第一微调倾

角仪组的X轴和Y轴使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发射出的激光面301水平；可使线结构光轮廓仪

300在支架X轴101和Y轴102上移动多次，第一倾角传感器采集角度数据对第一微调倾角仪

组401的X轴和Y轴进行多次微调，直到第一倾角传感器采集的角度数据为0°时完成对线结

构光轮廓仪300绕支架100X、Y轴的偏转角度标定。

[0047] b.在所述转台面201上安装用于检测转台面是否水平的第二倾角传感器，所述转

台面201任3个角上安装有微调机构，微调机构采用现有技术常见的结构，如螺钉配合螺母；

通过第二倾角传感器采集的角度数据调整转台上的微调机构使转台的转台面201与线结构

光轮廓仪300发射的激光面平301行，多次转动转台面201(至少完成转动360°)直到第二倾

角传感器采集的角度数据为0°时完成对转台面201的标定。

[0048] c.将一个矩形的标定块600放置在转台面201上，所述矩形标定块600的尺寸为30

×60×120mm，因标定块600为人为放置，必然存在偏转角θ，所述偏转角θ是指标定块自身坐

标系与惯性坐标系之间的夹角，对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绕支架Z轴103标定前要先消除偏转

角θ带来的误差如图2所示，具体对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绕支架Z轴103偏转角度的标定具体

包括如下步骤：

[0049] c1 .将所述标定块600放置在转台面201上并使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发射的激光面

301照射在标定块600的侧面上，此时人为放置，尽量使激光面301中心线与标定块600所接

触侧面垂直。

[0050] c2.沿支架X轴101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使其在标定块600的一端(图2中实线表

示的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并采集第一组数据，标定块600的侧面很平整，具有很高的直线

度，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拟合后的直线可反映此时标定块600与线结构光轮廓仪

300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Y1，图2中表示的长度为C1O1。

[0051] c3.在支架X轴101方向上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到标定块600的另一端(图2中虚

线表示的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移动距离为LX，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第二组数据，对采

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Y2，图2中表示的长度为C2O2。

[0052] c4.将Y1、Y2和LX带入公式(1)计算出标定块的偏转角θ，

[0053]

[0054] 从图2可知，连接C1、C2、O1、O2四点，已知O1O2与惯性坐标系的X轴完全平行，在之前

已经对X、Y轴完成标定，同时通过C2做O1O2的平行线C2S，S为C2S与O1C1的交点，且四边形

O1O2C2S为平行四边形，C2O2(Y2)＝SO1，那么C1S＝Y1-Y2；由于标定块600侧面尽量的正对线结

构光轮廓仪300的激光面301，标定块偏角θ较小，则△C1SC2为直角三角形，那么偏角θ可通过

三角函数求解出。

[0055] c5.转动所述转台200，转动角度θ，以消除标定块600产生的偏转角，使标定块600

的侧面完全与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发射的激光面301中心线垂直，然后步骤c2至c5，直到Y1

＝Y2或两者之差的绝对值小于0.002mm，则完成标定块600的自身坐标系和惯性坐标性平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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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c6.再利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标定块600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线性拟合，根

据拟合后的直线斜率计算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的偏转角γ，调节第一微调倾角仪组401的Z

轴方向偏转γ，再次采集标定块600的数据然后拟合计算出偏转角调节第一微调倾角仪组

401的Z轴，直到拟合后的直线斜率为0停止；任意位置下标定块600侧面与惯性坐标系X轴绝

对平行，再利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标定块的数据，并对数据线性拟合，线结构光轮廓

仪300的Z轴未偏转则拟合后的直线斜率必然为0，若直线斜率不为0，并根据直线斜率求解

出线结构光轮廓仪的偏转角γ，则调整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绕自身Z轴偏转γ后完成线结构

光轮廓仪300绕支架Z轴103标定。

[0057] (2)叶片安装后叶片轴线的标定

[0058] 待测叶片400安装后，依然有可能存在叶片轴线410绕惯性坐标系Z轴的偏转，在所

述转台200的转台面201上安装第二微调倾角仪组402，第二微调倾角仪组402包括X轴单轴

倾角仪和Y轴单轴倾角仪，并将所述待测叶片400安装在第二微调倾角仪组402上。在支架Z

轴103方向上平移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多组数据对叶片的基准面A420标定，然后转动转

台200至待测叶片基准面B430并沿支架Z轴103平移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多组数据对叶

片的基准面B430标定，通过基准面A420和基准面B430对叶片轴线410标定。

[0059] 如图3所示，所述叶片安装后叶片轴线的标定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60] a .转动所述转台200使待测叶片基准面A420与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发射的激光面

301接触并采集数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轮廓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

L1；

[0061] b.沿支架Z轴103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移动距离LZ，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再次

采集数据，并进行线性拟合，获取数据拟合轮廓中心点Y方向数据值L2；

[0062] c.根据L1、L2和LZ调整第二微调倾角仪组402，原理与标定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绕支

架Z轴103的类似，直到L1＝L2，即完成待测叶片基准面A420的标定；

[0063] d.转动转台200使激光面301与基准面B430接触，基准面A420和基准面B430之间可

不为垂直关系，因此所述转台200转动角度与基准面A420与基准面B430之间的夹角相关；重

复步骤a～c，完成待测叶片基准面B430的标定；基准面A420和基准面B430均与惯性坐标系

的Z轴平行，即可认定叶片轴线410与惯性坐标系Z轴平行，即完成叶片轴线410的标定。

[0064] (3)建立全局坐标系

[0065] a .建立全局坐标系O-XYZ，以待测面叶片基准面C440与转台Z轴210的交点为原点

O，并以基准面C440上的两个相互垂直的法向量为X、Y轴，以转台Z轴210为Z轴。

[0066] 具体地，所述建立全局坐标系O-XYZ具体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0067] a1.将线结构光轮廓仪300发射的激光面301指向待测面叶片400的基准面A420或

基准面B430，并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使激光面301位于待测叶片的基准面C440下方并靠

近待测叶片的基准面C440，沿支架Z轴103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移动距离为L，使其激光面

301位于待测叶片的基准面C440上方并靠近待测叶片的基准面C440，那么线结构光轮廓仪

300在移动的时候必然经过基准面C440，通过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的数据发生突变判断

激光面是位于基准面C440上方还是下方；若激光面301指向基准面A420，所述突变是指线结

构光轮廓仪300采集的数据是完整或两端有缺失；若激光面指向基准面B430，所述突变是指

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的数据中Y值变大或变小，具体如图4所示，基准面C440的上方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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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Y值有明显的差距；

[0068] a2.再沿支架Z轴103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移动距离为L/2，观察线结构光轮廓

仪300发射的激光面是位于待测叶片的基准面C440的上方还是下方，若在下方，则向上移动

L/4，若在上方，则向下移动L/4；

[0069] a3.重复步骤a2，且每次移动距离均为上次移动的1/2，经过多次移动后则认定线

结构光轮廓仪300发射的激光面301与待测叶片基准面C440重合，多次移动后移动距离越来

越小，最终激光面无限接近基准面C440，则认定激光面301与基准面C440重合；

[0070] a4.将支架100移动的所有运动参数归零，并以待测叶片基准面C440与转台Z轴210

的交点为原点O，并以基准面C440上的两个相互垂直的法向量为X、Y轴，以转台Z轴210为Z

轴，建立全局坐标系OXYZ，因后面的叶片检测所有数据均在全局坐标系下计算，因此需要对

转台Z轴210标定。

[0071] b.如图5所示，实线为线结构光轮廓仪300检测叶片截面轮廓，虚线为转动角度α后

叶片截面轮廓，OXY为转动坐标系，原点与转台轴线重合，O1X1Y1为线结构光轮廓仪数据坐标

系；为完成最终数据的拼接，必须将数据坐标系O1X1Y1统一到转动坐标系OXY下，本实施例是

利用叶片前缘特征对转台Z轴210进行标定。需要O1X1Y1坐标系和OXY坐标系之间的转换矩

阵，前期的标定已保证两坐标系之间完全平行，故不用求解两坐标系的转动矩阵；只用求解

平移矩阵，所以求解向量OO1即可。所述转台Z轴210的标定是通过如下步骤：

[0072] b1.将线结构光轮廓仪300沿支架Z轴103移动至激光面301与待测叶片200的前缘

轮廓接触，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数据并从数据获取极大值点A，并与A前后两点数据建立

切线向量A-2A、A-1A、A1A、A2A，如图6所示；因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数据精度高，本实施例

提供的线结构光轮廓仪300的采用间距为20um，前缘轮廓数据的差分可近似表示为切线向

量；

[0073] b2.转动转台200，转动角度为α，线结构光轮廓仪300采集数并从数据获取最大值

Amax，并在Amax的领域内N个点找第i个点作为参考点Ai，i∈1……N，并与Ai前后两点建立切线

向量Ai-2Ai、Ai-1Ai、Ai+1Ai、Ai+2Ai，如图7所示；

[0074] b3.根据公式(2)逐点计算出i个点的δi值，并求解δi值中的极小值δmin，将δmin对应

的i值，设i＝k，Ak与步骤(a)和极大值点A在待测叶片上是同一个点，将Ak和极大值点A的坐

标数据带入公式(3)求出转台中心O到数据坐标系中心O1的向量OO1；

[0075]

[0076]

[0077] 式中，(xA，yA)为极大值点A的坐标数据，(xAk，yAk)为Ak的坐标数据，T为转动转台后

的旋转矩阵， E2×2为二阶单位矩阵；(dx，dy)为求出的向量OO1。

[0078] c.通过移动线结构光轮廓仪300以及转动转台200实现不同待测叶片的不同位置

的数据采集，将采集的数据转换到全局坐标系O-XYZ进行数据拼接实现对待测叶片400的轮

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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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基于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和发明构思进行的改造和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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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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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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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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