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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

统及测量方法，包括第一支撑装置、第二支撑装

置、激光扫描装置、电动丝杆装置、直线导轨及控

制器；支撑装置可滑动地安装在直线导轨一端，

第二支撑装置可滑动地安装在直线导轨另一端，

激光扫描装置可滑动地安装在直线导轨上且位

于第一支撑装置和第二支撑装置之间，电动丝杆

装置的一端与第一支撑装置相连、电动丝杆装置

的另一端与第二支撑装置相连，电动丝杆装置、

第一支撑装置及激光扫描装置均与控制器电连。

通过电动丝杆装置带动激光扫描仪沿直线导轨

移动，通过一次架设测量系统，可获得多个测量

区域内地表剖面线上的高度分布数据，从而提高

了测量精度和测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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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支撑装置(10)、第二支撑装置

(70)、激光扫描装置(40)、电动丝杆装置(60)、直线导轨(20)及控制器(50)；其中，所述支撑

装置(10)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一端，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

另一端，所述激光扫描装置(40)可滑动地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上且位于所述第一支撑

装置(10)和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之间，所述电动丝杆装置(60)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装

置(10)相连、所述电动丝杆装置(60)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相连，所述电动丝

杆装置(60)、所述第一支撑装置(10)及所述激光扫描装置(40)均与所述控制器(50)电连；

还包括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上且与所述直线导轨(20)平行布置的倾角传感器(30)；

所述第一支撑装置(10)包括第一触地杆(11)、通过第一锁紧连接套(12)与所述第一触

地杆(11)相连的第一连接杆(13)、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一连接杆(13)顶端的调平电机(14)、

与所述调平电机(14)输出轴相连的调平丝杆(15)、与所述调平丝杆(15)通过螺纹配合的调

平叉(16)及与所述调平叉(16)相连的第一滚珠滑块(17)；所述第一滚珠滑块(17)包括第一

滚珠滑块本体(173)、固定在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173)下端的第一支撑轴承(172)及固

定在所述第一支撑轴承(172)下端的第一轴承(171)，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173)安装在

所述直线导轨(20)上；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包括第二触地杆(71)、通过第二锁紧连接套

(72)与所述第二触地杆(71)相连的第二连接杆(73)、安装在所述第二连接杆(73)顶端的第

二滚珠滑块(77)、安装在所述第二滚珠滑块(77)侧部的角度尺(74)及安装在所述角度尺

(71)指针(75)下端的吊线坠(76)；所述第二滚珠滑块(77)包括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在

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下端的步进电机安装孔位(772)及固定在所述步进电机安装

孔位(772)下端的第二销孔(771)，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平叉(16)与所述

第一轴承(171)通过销钉(80)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光扫描装置(40)

包括第三滚珠滑块(42)和安装在第三滚珠滑块(42)下端的激光扫描仪(41)；所述第三滚珠

滑块(42)包括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及在所述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下端的丝杆螺纹

孔(422)，所述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上且沿所述直线导轨(20)

滑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丝杆装置(60)

包括步进电机(61)及通过膜片联轴器(63)与所述步进电机(61)输出轴相连的丝杆(62)，其

中，所述步进电机(61)安装在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下端的步进电机安装孔位(772)

上且丝杆(62)的自由端依次穿过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所述激光扫描装置(40)和所述第

一支撑装置(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步进电机(61)上带

有旋转编码器(64)，所述编码器(64)与所述控制器(50)相连。

6.一种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的测量方法，所述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包括第

一支撑装置(10)、第二支撑装置(70)、激光扫描装置(40)、电动丝杆装置(60)、直线导轨

(20)及控制器(50)；其中，所述支撑装置(10)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一端，所述第二支撑

装置(70)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另一端，所述激光扫描装置(40)可滑动地安装在所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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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导轨(20)上且位于所述第一支撑装置(10)和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之间，所述电动丝杆

装置(60)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装置(10)相连、所述电动丝杆装置(60)的另一端与所述第

二支撑装置(70)相连，所述电动丝杆装置(60)、所述第一支撑装置(10)及所述激光扫描装

置(40)均与所述控制器(50)电连；还包括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上且与所述直线导轨

(20)平行布置的倾角传感器(30)；

所述第一支撑装置(10)包括第一触地杆(11)、通过第一锁紧连接套(12)与所述第一触

地杆(11)相连的第一连接杆(13)、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一连接杆(13)顶端的调平电机(14)、

与所述调平电机(14)输出轴相连的调平丝杆(15)、与所述调平丝杆(15)通过螺纹配合的调

平叉(16)及与所述调平叉(16)相连的第一滚珠滑块(17)；所述第一滚珠滑块(17)包括第一

滚珠滑块本体(173)、固定在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173)下端的第一支撑轴承(172)及固

定在所述第一支撑轴承(172)下端的第一轴承(171)，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173)安装在

所述直线导轨(20)上；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包括第二触地杆(71)、通过第二锁紧连接套

(72)与所述第二触地杆(71)相连的第二连接杆(73)、安装在所述第二连接杆(73)顶端的第

二滚珠滑块(77)、安装在所述第二滚珠滑块(77)侧部的角度尺(74)及安装在所述角度尺

(71)指针(75)下端的吊线坠(76)；所述第二滚珠滑块(77)包括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在

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下端的步进电机安装孔位(772)及固定在所述步进电机安装

孔位(772)下端的第二销孔(771)，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20)

上；

所述激光扫描装置(40)包括第三滚珠滑块(42)和安装在第三滚珠滑块(42)下端的激

光扫描仪(41)；所述第三滚珠滑块(42)包括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及在所述第三滚珠滑

块本体(421)下端的丝杆螺纹孔(422)，所述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

(20)上且沿所述直线导轨(20)滑动；

所述电动丝杆装置(60)包括步进电机(61)及通过膜片联轴器(63)与所述步进电机

(61)输出轴相连的丝杆(62)，其中，所述步进电机(61)安装在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

下端的步进电机安装孔位(772)上且丝杆(62)的自由端依次穿过所述第二支撑装置(70)、

所述激光扫描装置(40)和所述第一支撑装置(10)；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架设好测量系统，通过第二支撑装置(70)中的吊线坠(76)和角度尺(71)确定第二连

接杆(73)为误差范围内的铅锤方向，并使第一支撑装置(10)与第二支撑装置(70)保持共

面，粗调第一支撑装置(10)及第二支撑装置(70)高度使直线导轨近似水平；

2)给系统上电，待系统初始化完成后，控制器(50)读取倾角传感器(30)采集的倾角数

据，并根据倾角数据发送控制指令给调平电机(14)，调平电机(14)根据控制器解算倾角数

据得到的控制指令调整直线导轨(20)至水平状态；

3)设置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移动距离L和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移动次数A，待参数

设置完成后，控制器(50)控制步进电机(61)运转和激光扫描仪(41)工作；

4)激光扫描仪(41)在步进电机(61)运转过程的每次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停顿时，控

制器(50)发送指令使激光扫描仪(41)在该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停顿位置连续采样M次，

获得M组距离扫描数据，M为自然数，然后计算该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停顿位置处的厢面

平整度；计算完成后发送步进电机(61)运转指令使激光扫描仪(41)移动到下一个第三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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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42)间歇停顿位置进行扫描采样，直至达到设置的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移动次数A，

完成一次数据采样过程；最后计算厢面平整度的平均值；

所述步骤4)中每次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停顿位置处厢面平整度和厢面平整度平均

值的计算过程如下：

4a)对每次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接收的距离扫描数据进行提取和转换：STM32F4

单片机接收并提取由激光扫描仪采集的每组距离扫描数据的各数据点用dij表示，于是获取

的距离扫描数据集可表示为{(dij)|i＝1,2,…M；j＝1,2…N}，其中i为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

置的采样序号，M为连续采样的最大次数；j为每组距离扫描数据中的数据对应序号，N为每

组距离扫描数据的个数；对每个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采集的M组距离扫描数据按对应距

离数据位置求均值，得到该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的一组距离测量数据{(dj)|j＝1,2…

N}；

4b)将步骤4a)中得到的一组距离测量数据按照极坐标与直角坐标转换公式转换成直

角坐标系下的一组坐标数据集，转换后的一组坐标数据集为{(yj ,zj)|j＝1,2…N}，其中

(yj,zj)为dj在N＝j时所转换的二维直角坐标点；

4c)对步骤4b)中获得的一组坐标数据集通过线性回归消除倾斜趋势后，计算厢面平整

度DV；

厢面平整度DV计算过程如下：

计算时首先提取已消除倾斜趋势的单组距离测量数据在厢面内的有效数据zj，则厢面

平整度可表示为 其中，C为厢面内有效数据点个数， 为每个厢面内各

点距离zj的平均值；

4d)重复步骤4a)～4c)，得到所有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的厢面平整度数值{(DVk)|k＝

1,2,…A+1}，再进行均值处理，测量完成后完整厢面的平整度 为各距离测量数据所得

平整度的平均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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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及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田测量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及测量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耕整地作业生产中，作业厢面平整度、厢沟深度及宽度稳定性、厢宽稳定性等

参数是判断土地耕整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土地耕整后田块是否符合作物播种农艺要

求的重要依据。上述指标均可通过对地表剖面高度数据进行计算处理获得，而针对地表剖

面高度轮廓的测量方法，传统多采用直接接触测量法，如尺杆法、插杆法、针式轮廓线法及

板式轮廓线法等，这些测量方法不仅需要大量人力配合，费时费力、效率低下，且在接触测

量过程中还会破坏原有测量表面，使测量数据的可靠性降低。

[0003] 中国发明专利(授权公开号CN102706295B、授权公告日2014.11.05)公开了一种地

表粗糙度测量系统及测量方法，利用激光测距装置测量与地面点的距离的方法，能够代替

接触测量法，不会破坏原有测量表面，但该方法每次作业只能测量单个土壤剖面高度数据，

效率较低，且在多组数据测量过程中，需要多次架设支撑装置，使得每组测量数据之间存在

一定误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能够一次性测量完成被测区域内

多组土壤剖面高度数据的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及测量方法，实现农田耕整过程中厢面

平整度参数的准确、快速获取，从而提高测量效率和测量精度。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设计的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包括第一支撑装置、

第二支撑装置、激光扫描装置、电动丝杆装置、直线导轨及控制器；其中，所述第一支撑装置

可滑动地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一端，所述第二支撑装置可滑动地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另一

端，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可滑动地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且位于所述第一支撑装置和所述第

二支撑装置之间，所述电动丝杆装置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装置相连、所述电动丝杆装置

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装置相连，所述电动丝杆装置、所述第一支撑装置及所述激光扫

描装置均与所述控制器电连。

[0006] 进一步地，还包括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且与所述直线导轨平行布置的倾角传感

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支撑装置包括第一触地杆、通过第一锁紧连接套与所述第一

触地杆相连的第一连接杆、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一连接杆顶端的调平电机、与所述调平电机

输出轴相连的调平丝杆、与所述调平丝杆通过螺纹配合的调平叉及与所述调平叉相连的第

一滚珠滑块；所述第一滚珠滑块包括第一滚珠滑块本体、固定在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下

端的第一支撑轴承及固定在所述第一支撑轴承下端的第一轴承，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安

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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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调平叉与所述第一轴承通过销钉铰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支撑装置包括第二触地杆、通过第二锁紧连接套与所述第二

触地杆相连的第二连接杆、安装在所述第二连接杆顶端的第二滚珠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二

滚珠滑块侧部的角度尺及安装在所述角度尺指针下端的吊线坠；所述第二滚珠滑块包括第

二滚珠滑块本体、在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下端的步进电机安装孔位及固定在所述步进电

机安装孔位下端的第二销孔，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包括第三滚珠滑块和安装在第三滚珠滑块下端的激

光扫描仪；所述第三滚珠滑块包括第三滚珠滑块本体及在所述第三滚珠滑块本体下端的丝

杆螺纹孔，所述第三滚珠滑块本体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且沿所述直线导轨滑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电动丝杆装置包括步进电机及通过膜片联轴器与所述步进电机输

出轴相连的丝杆，其中，所述步进电机安装在所述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下端的步进电机

安装孔位上且丝杆的自由端依次穿过所述第二支撑装置、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和所述第一支

撑装置。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进电机上带有旋转编码器，所述编码器与所述控制器相连。

[0013] 还提供一种如上述所述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的测量方法，所述农田地表平整度

测量系统，包括第一支撑装置、第二支撑装置、激光扫描装置、电动丝杆装置、直线导轨及控

制器；其中，所述支撑装置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一端，所述第二支撑装置安装在所述直线导

轨另一端，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可滑动地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且位于所述第一支撑装置和

所述第二支撑装置之间，所述电动丝杆装置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装置相连、所述电动丝

杆装置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装置相连，所述电动丝杆装置、所述第一支撑装置及所述

激光扫描装置均与所述控制器电连；还包括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且与所述直线导轨平行

布置的倾角传感器；

[0014] 所述第一支撑装置包括第一触地杆、通过第一锁紧连接套与所述第一触地杆相连

的第一连接杆、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一连接杆顶端的调平电机、与所述调平电机输出轴相连

的调平丝杆、与所述调平丝杆通过螺纹配合的调平叉及与所述调平叉相连的第一滚珠滑

块；所述第一滚珠滑块包括第一滚珠滑块本体、固定在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下端的第一

支撑轴承及固定在所述第一支撑轴承下端的第一轴承，所述第一滚珠滑块本体安装在所述

直线导轨上；所述第二支撑装置包括第二触地杆、通过第二锁紧连接套与所述第二触地杆

相连的第二连接杆、安装在所述第二连接杆顶端的第二滚珠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二滚珠滑

块侧部的角度尺及安装在所述角度尺指针下端的吊线坠；所述第二滚珠滑块包括第二滚珠

滑块本体、在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下端的步进电机安装孔位及固定在所述步进电机安装

孔位下端的第二销孔，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

[0015] 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包括第三滚珠滑块和安装在第三滚珠滑块下端的激光扫描仪；

所述第三滚珠滑块包括第三滚珠滑块本体及在所述第三滚珠滑块本体下端的丝杆螺纹孔，

所述第三滚珠滑块本体安装在所述直线导轨上且沿所述直线导轨滑动；

[0016] 所述电动丝杆装置包括步进电机及通过膜片联轴器与所述步进电机输出轴相连

的丝杆，其中，所述步进电机安装在所述第二滚珠滑块本体下端的步进电机安装孔位上且

丝杆的自由端依次穿过所述第二支撑装置、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和所述第一支撑装置；

[0017] 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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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1)架设好测量系统，通过第二支撑装置中的吊线坠和角度尺确定第二连接杆为误

差范围内的铅锤方向，并使第一支撑装置与第二支撑装置保持共面，粗调第一支撑装置及

第二支撑装置高度使直线导轨近似水平；

[0019] 2)给系统上电，待系统初始化完成后，控制器读取倾角传感器采集的倾角数据，并

根据倾角数据发送控制指令给调平电机，调平电机根据控制器解算倾角数据得到的控制指

令调整直线导轨至水平状态；

[0020] 3)设置第三滚珠滑块间歇移动距离L和第三滚珠滑块间歇移动次数A，待参数设置

完成后，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运转和激光扫描仪工作；

[0021] 4)激光扫描仪在步进电机运转过程的每次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时，控制器发送

指令使激光扫描仪在该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连续采样M次，获得M组距离扫描数据，M

为自然数，然后计算该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处的厢面平整度；计算完成后发送步进

电机运转指令使激光扫描仪移动到下一个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进行扫描采样，直至

达到设置的第三滚珠滑块间歇移动次数A，完成一次数据采样过程；最后计算厢面平整度的

平均值。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每次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处厢面平整度和厢面平

整度平均值的计算过程如下：

[0023] 4a)对每次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接收的距离扫描数据进行提取和转换：

STM32F4单片机接收并提取由激光扫描仪采集的每组距离扫描数据的各数据点用dij表示，

于是获取的距离扫描数据集可表示为{(dij)|i＝1,2,…M；j＝1,2…N}，其中i为第三滚珠滑

块间歇位置的采样序号，M为连续采样的最大次数；j为每组距离扫描数据中的数据对应序

号，N为每组距离扫描数据的个数；对每个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采集的M组距离扫描数据

按对应距离数据位置求均值，得到该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的一组距离测量数据{(dj)|j

＝1,2…N}；

[0024] 4b)将步骤4a)中得到的一组距离测量数据按照极坐标与直角坐标转换公式转换

成直角坐标系下的一组坐标数据集，转换后的一组坐标数据集为{(yj,zj)|j＝1,2…N}，其

中(yj,zj)为dj在N＝j时所转换的二维直角坐标点；

[0025] 4c)对步骤4b)中获得的一组坐标数据集通过线性回归消除倾斜趋势后，计算厢面

平整度DV；

[0026] 厢面平整度DV计算过程如下：

[0027] 计算时首先提取已消除倾斜趋势的单组距离测量数据在厢面内的有效数据zj，则

厢面平整度可表示为 其中，C为厢面内有效数据点个数，z为每个厢面

内各点距离zj的平均值；

[0028] 4d)重复步骤4a)～4c)，得到所有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的厢面平整度数值

{(DVk)|k＝1,2,…A+1}，再进行均值处理，测量完成后完整厢面的平整度 为各距离测量

数据所得平整度的平均值，即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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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1)本发明采用激光扫描仪测量农田作业地表轮廓参数，通过电动丝杆装置带动激

光扫描仪沿直线导轨移动，通过一次架设测量系统，可获得多个测量区域内地表剖面线上

的高度分布数据，从而提高了测量精度和测量效率；

[0031] 2)用倾角传感器和调平电机能够自动调节直线导轨使其水平布置，确保激光扫描

仪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免除数据后处理中系统误差修正的程序；

[0032] 3)用非接触式测量方法，避免了传统接触式测量方法的不足，适用于多种农业测

量工况；

[0033] 4)该测量系统采用拼接方式，容易拆装，人为因素造成测量误差几率小。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图1中第一支撑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为图2中第一滚珠滑块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为图1中第二支撑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为图4中第二滚珠滑块结构示意图；

[0039] 图6为图1中激光扫描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0] 图7为图1中控制器原理模块示意图；

[0041] 图8为一组距离测量数据的原始数据图；

[0042] 图9为图8中消除倾斜趋势的数据图。

[0043] 图中：第一支撑装置10、第一触地杆11、第一锁紧连接套12、第一连接杆13、调平电

机14、调平丝杆15、调平叉16、第一滚珠滑块17、第一轴承171、第一支撑轴承172、第一滚珠

滑块本体173；

[0044] 直线导轨20、倾角传感器30；

[0045] 激光扫描装置40、激光扫描仪41、第三滚珠滑块42、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丝杆螺

纹孔422；

[0046] 控制器50；

[0047] 电动丝杆装置60、步进电机61、丝杆62、膜片联轴器63、编码器64；

[0048] 第二支撑装置70、第二触地杆71、第二锁紧连接套72、第二连接杆73、角度尺74、指

针75、吊线坠76、第二滚珠滑块77、第二销孔771、步进电机安装孔位772、第二滚珠滑块本体

773；

[0049] 销钉80。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51] 如图1所示为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包括第一支撑装置10、第二支撑装置70、

激光扫描装置40、电动丝杆装置60、直线导轨20、倾角传感器30及控制器50；其中，第一支撑

装置10可滑动地安装在直线导轨20一端，第二支撑装置70可滑动地安装在直线导轨20另一

端，激光扫描装置40可滑动地安装在直线导轨20上且位于第一支撑装置10和第二支撑装置

70之间，电动丝杆装置60的一端与第一支撑装置10相连、电动丝杆装置60的另一端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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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装置70相连，倾角传感器30安装在直线导轨20上且与直线导轨20平行布置，且倾角传

感器30、电动丝杆装置60、第一支撑装置10及激光扫描装置40均与控制器50电连。

[0052] 结合图2所示，第一支撑装置10包括第一触地杆11、通过第一锁紧连接套12与第一

触地杆11相连的第一连接杆13、固定安装在第一连接杆13顶端的调平电机14、与调平电机

14输出轴相连的调平丝杆15、与调平丝杆15通过螺纹配合的调平叉16及通过销钉80与调平

叉16相连的第一滚珠滑块17。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第一滚珠滑块17包括第一滚珠滑块

本体173、固定在第一滚珠滑块本体173下端的第一支撑轴承172及固定在第一支撑轴承172

下端的第一轴承171，第一滚珠滑块本体173安装在直线导轨20上，调平叉16与第一轴承171

通过销钉80铰接，使得调平电机14在转动过程中始终保持调平叉16与第一滚珠滑块17在同

一中心线上；又销钉80与调平叉16及第一轴承171之间均采用过盈配合，从而防止了调平叉

16和第一滚珠滑块17之间产生串动。另外，调平丝杆15跟随调平电机14旋转，从而带动调平

叉16上下平移，用于调节第一支撑装置10高度与第二支撑装置70匹配，从而使直线导轨20

呈水平布置。

[0053] 如图4所示，第二支撑装置70包括第二触地杆71、通过第二锁紧连接套72与第二触

地杆71相连的第二连接杆73、通过销钉80安装在第二连接杆73顶端的第二滚珠滑块77、安

装在第二滚珠滑块77侧部的角度尺74及安装在角度尺71指针75下端的吊线坠76；对应地，

如图5所示，第二滚珠滑块77包括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在第二滚珠滑块本体773下端的步

进电机安装孔位772及固定在步进电机安装孔位772下端的第二销孔771，第二滚珠滑块本

体773安装在直线导轨20上，第二连接杆73与第二销孔771通过销钉80铰接。吊线坠76配合

角度尺71可以辅助操作人员在架设第二支撑装置70时通过观察指针75位置和吊线坠76与

第二连接杆73的平行度，确定第二连接杆73是否为铅锤方向。

[0054] 结合图6所示，激光扫描装置40包括第三滚珠滑块42和安装在第三滚珠滑块42下

端的激光扫描仪41；同理，第三滚珠滑块42包括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及连接在第三滚珠滑

块本体421下端的丝杆螺纹孔422，第三滚珠滑块本体421安装在直线导轨20上且沿直线导

轨20滑动，激光扫描仪41安装在丝杆螺纹孔422的下端。激光扫描装置40在控制器50的控制

下用于采集地表距离数据。

[0055] 再次如图1所示，电动丝杆装置60包括步进电机61及通过膜片联轴器63与步进电

机61输出轴相连的丝杆62，其中，步进电机61安装在第二滚珠滑块77中部的步进电机安装

孔位772上，丝杆62的自由端依次穿过步进电机安装孔位772的通孔、第三滚珠滑块42上的

丝杆螺纹孔及第一支撑轴承172的轴承孔，通过步进电机61带动丝杆62旋转，从而带动激光

扫描仪41随第三滚珠滑块42沿直线导轨20呈直线运动。另外，本实施例中，步进电机61尾部

带有旋转编码器64，用于检测步进电机61转速。

[0056] 如图7所示，控制器50包括STM32F4单片机、与STM32F4单片机输出端相连的57步进

电机驱动模块、与STM32F4单片机输出端相连的调平电机驱动模块、与STM32F4单片机双向

通信的W5500网口通讯模块、与STM32F4单片机输出端相连的TFTLCD显示屏、与STM32F4单片

机输入端相连的按键输入模块及与STM32F4单片机输出端相连的SD卡存储模块，以及12V/

5V供电模块，12V/5V供电模块分别给STM32F4单片机、57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和调平电机驱动

模块供电。其中，57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分别与步进电机61和编码器64相连、调平电机驱动模

块与调平电机14相连、W5500网口通讯模块与激光扫描仪41相连、倾角传感器30与STM32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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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输入端相连，另外，步进电机61为57步进电机、调平电机14为42步进电机、激光扫描

仪41的型号为LMS511、倾角传感器30的型号为SIS420倾角传感器、编码器64的型号为E6B2-

CWZ6C、调平电机驱动模块为42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0057] 倾角传感器30平行安装在直线导轨20上，用于测量直线导轨20与水平方向的夹

角，控制器50的STM32F4单片机读取倾角传感器30采集的倾角数据，并根据倾角数据发送控

制指令给调平电机14，从而使调平电机14转动，带动调节叉16沿调节丝杆15上下移动，最终

使直线导轨20呈水平布置。

[0058] 通过控制器50中的按键输入模块设置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移动距离L和第三滚珠

滑块42间歇移动次数A，并通过TFTLCD显示屏显示所设置的参数数值，待参数设置完成后，

控制器50控制步进电机61运转和激光扫描仪41工作；

[0059] 激光扫描仪41通过W5500网口通讯模块与STM32F4单片机建立通讯，STM32F4单片

机接收到激光扫描仪在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位置发送的M组距离扫描数据，并对M组距离扫

描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获得一组第三滚珠滑块42在该间歇位置的距离测量数据(地表一

条剖面线上的高度分布数据)，并通过标准差公式计算获得厢面平整度，再将距离测量数据

和对应的厢面平整度数据存储到SD卡存储模块中，待激光扫描仪41在第三滚珠滑块42的带

动下间歇移动A次后，激光扫描仪停止工作，完成测量距离A×L的长度范围内A+1组距离测

量数据和对应厢面平整度的获取和存储，最后对所有计算得到的A+1个厢面平整度数据进

行均值处理，得到测量区域内总厢面平整度。同时STM32F4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模块与电脑

建立通讯连接后，可将测量数据实时发送到电脑上，供操作人员进行深入分析。

[0060] 本发明农田地表平整度测量系统的测量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1] 1)架设好第二支撑装置70、第一支撑装置10、直线导轨20、激光扫描装置40及电动

丝杆装置60，通过第二支撑装置70中的吊线坠76和角度尺71辅助操作人员确定第二连接杆

73为误差范围内的铅锤方向，并使第一支撑装置10与第二支撑装置70保持共面，粗调第一

支撑装置10及第二支撑装置70高度使直线导轨近似水平；

[0062] 2)安装倾角传感器30和控制器50，并给控制器50供电，待系统初始化完成后，控制

器50的STM32F4单片机读取倾角传感器30采集的倾角数据并根据倾角数据发送控制指令给

调平电机14，调平电机14根据控制器解算倾角数据得到的控制指令调整直线导轨20至水平

状态；

[0063] 3)通过按键输入模块设置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移动距离L和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

移动次数A，并通过TFTLCD显示屏显示所设置的参数数值L和A，待参数设置完成后，控制器

50控制步进电机61运转和激光扫描仪41工作；

[0064] 4)激光扫描仪41在步进电机61运转过程的每次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停顿时，

STM32F4单片机发送指令使激光扫描仪41在该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停顿位置连续采样M次，

获得M组距离扫描数据，M优选为20次；采样完成后发送步进电机61运转指令使激光扫描仪

41移动到下一个第三滚珠滑块42间歇停顿位置进行扫描采样，直至达到设置的第三滚珠滑

块42间歇移动次数A，完成一次数据采样过程；

[0065] 为获取更加精确的距离测量数据，在该步骤中对每次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

连续采集的M组距离扫描数据进行求均值处理，以使测量值能够更加接近真实值，具体计算

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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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4a)对每次第三滚珠滑块间歇停顿位置接收的距离扫描数据进行提取和转换：

STM32F4单片机接收并提取由激光扫描仪采集的每组距离扫描数据的各数据点用dij表示，

于是获取的距离扫描数据集可表示为{(dij)|i＝1,2,…M；j＝1,2…N}，其中i为第三滚珠滑

块间歇位置的采样序号，M为连续采样的最大次数，本实施例优选为20；j为每组距离扫描数

据中的数据对应序号，N为每组距离扫描数据的个数，N与激光扫描仪扫描范围及角度分辨

率有关，本实施例中激光扫描仪的角度扫描范围为150°，角度分辨率为0.3125°，即每组距

离扫描数据共有N＝481个距离数据；对每个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采集的M组距离扫描数

据按对应距离数据位置求均值，得到该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的一组距离测量数据{(dj)|

j＝1,2,…N}；

[0067] 4b)将步骤4a)中得到的一组距离测量数据按照极坐标与直角坐标转换公式转换

成直角坐标系下的一组坐标数据集，转换后的一组坐标数据集为{(yj,zj)|j＝1,2,…N}，其

中(yj,zj)为dj在N＝j时所转换的二维直角坐标点；

[0068] 4c)对步骤4b)中获得的一组坐标数据集通过线性回归消除倾斜趋势后，计算厢面

平整度DV；以其中一组距离测量数据为例，原始数据如图8所示，通过将每个数据点的高度

数值减去对应的线性回归方程中坐标点的高度数值，即可消除倾斜趋势，如图8所示；可以

看出，在经过消除趋势前后，厢面平整度DV从18.72mm减小到11.34mm，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0069] 其中，厢面平整度DV计算过程如下：

[0070] 计算时首先提取已消除倾斜趋势的单组距离测量数据在厢面内的有效数据zj，则

厢面平整度可表示为 其中，C为厢面内有效数据点个数，z为每个厢面

内各点距离zj的平均值；

[0071] 4d)重复步骤4a)～4c)，得到所有第三滚珠滑块间歇位置的厢面平整度数值

{(DVk)|k＝1,2,…A+1}，再进行均值处理，测量完成后完整厢面的平整度 为各距离测量

数据所得平整度的平均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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