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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發明提供一種測定被檢測物形狀之形狀測定裝置，具備包含對該被檢測物照射光之照射光學 

系與檢測照射於該被檢測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之攝影元件的探測器、使該探測器在該被檢測 

物周圍旋轉的旋轉機構、與該旋轉機構之旋轉軸相隔一距離配置、保持該探測器並隨著該探測器之 

旋轉改變該探測器相對該被檢測物之姿勢的保持部、以及使用以該攝影元件檢測之訊號以算出該被 

檢測物之形狀資訊的運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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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訊號的動作；以及將配置在與使該探測器在該被檢測物周圍旋轉之旋轉 

軸分離位置之探測器，隨著該探測器之旋轉改變該探測器相對該被檢測物 

之姿勢的動作。

[0010]本發明第5態樣，提供一種構造物製造方法，包含：根據與 

構造物形狀相關之設計資訊使構造物成形之動作；以第1態樣之形狀測定 

裝置測定成形之構造物形狀的動作；以及比較顯示以形狀測定裝置測定之 

該構造物形狀之形狀資訊與設計資訊的動作。

[0011] 本發明第6態樣，提供一種電腦可讀取之記錄媒體，其記錄 

有可使電腦實施下列動作之程式：包含將射出照射於被檢測物之光之照射 

光學系、與檢測照射於該被檢測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乏攝影元件的 

探測器在被檢測物之周圍旋轉，且該探測器與該探測器之旋轉之旋轉軸相 

距一距離，該探測器旋轉來以該探測器檢測來自該攝影元件之訊號的動 

作；以及使用該被檢測之訊號，取得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的動作。

【0012】 本發明第7態樣，提供一種記錄有第6態樣之程式，電腦可

讀取之記錄媒體。

發明效果

[0013]本發明，即使是在使探測器旋轉以進行形狀資訊之測定之情 

形時，亦能容易地進行探測器與被檢測物間之位置調整 。

【圖式簡單說明】

[0014]

圖1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的立體圖。

圖2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構成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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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的俯視圖。

圖4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的側視圖。

圖5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的前視圖。

圖6 (A)〜(D)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測定動作例 

的圖°

圖7 (A)〜(D)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測定動作例 

的圖。

圖8係顯示第2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一部分的圖。

圖9係顯示第2實施形態中之保持構件之動作的圖。

圖10係顯示第3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槪略構成的方塊圖。

圖11係顯示第4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槪略構成的方塊圖。

圖12係顯示第5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槪略構成的方塊圖。

圖13係顯示第6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之槪略構成的方塊圖。

圖14係顯示本實施形態之構造物製造系統之構成的圖。

圖15係顯示本實施形態之構造物製造方法的流程圖。

【實施方式】

【0015】 以下，參照圖1〜圖15，說明本發明之形狀測定裝置、構造 

物製造系統、載台裝置'形狀測定方法、構造物製造方法、程式、及記錄 

媒體之實施形態。

以下之説明中，係設定一 XYZ正交座標系，一邊參照此XYZ正交座標 

系一邊說明各部位之位置關係。Z軸方向係設定爲例如鉛直方向，X軸方向 

及Y軸方向則係設定爲例如於水平方向平行且彼此正交之方向。此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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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X軸、Y軸、及Ζ軸旋轉（傾斜）之方向分別爲3Χ、3Υ及。Ζ方向。

【0016】（第1實施形態）

圖1係顯示第1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之外觀的圖、圖2係顯示 

本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之槪略構成的示意圖、圖3係形狀測定裝置1 

的俯視圖、圖4係形狀測定裝置1的左側視圖、圖5係形狀測定裝置1的前 

視圖。形狀測定裝置1，例如係利用光切斷法以測定測定對象物體（被檢測 

物）Μ之三維形狀的裝置。

【0017】 形狀測定裝置1，具備掃描裝置2、光學探測器3、控制裝 

置4。形狀測定裝置1，係以光學探測器3拍攝設在基座部Β之保持部7所 

保持之物體Μ之裝置。

【0018】 掃描裝置2,係使物體Μ與光學探測器3相對移動以使光學 

探測器3之攝影範圍（視野）在物體Μ上掃描之裝置，如圖2所示，具備 

驅動部10、位置檢測部11。驅動部10具備X移動部50Χ、Υ移動部50Υ、 

Ζ移動部50Ζ、旋轉驅動部53 ' 54 °

【0019】X移動部50Χ，係設置成可沿著在基座部Β之Υ方向兩側 

緣延伸於X方向設置之導引部51Χ於X方向移動自如。Υ移動部50Υ，係 

設置成可沿著在X移動部50Χ '於X方向相距一間隔延伸於Υ方向設置之 

導引部51Υ於Υ方向移動自如。於Υ移動部50Υ設有延伸於Ζ方向之保持 

體52 θΖ移動部50Ζ ＞係設置成可沿著在保持體50之Υ方向兩側緣延伸於 

Ζ方向設置之導引部51Ζ於Ζ方向移動自如。此等X移動部50Χ、Υ移動部 

50Υ ' Ζ移動部50Ζ構成可使旋轉驅動部53、54於X方向、Υ方向及Ζ方 

向移動之移動機構。

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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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旋轉驅動部（旋轉機構）53，係使被後述保持構件（保持部） 

55支承之光學探測器3繞與X軸平行之旋轉軸線（旋轉軸）53a旋轉，以 

改變光學探測器3之姿勢，具有馬達等之旋轉驅動源。旋轉驅動源之旋轉 

角度（亦即光學探測器3繞旋轉軸線53a之旋轉角度）係以未圖示之角度讀 

取部加以讀取。

【0021】 旋轉驅動部（第2旋轉機構）54，係使被保持構件55支承 

之光學探測器3繞與後述第1保持部55A延伸之方向平行之軸線旋轉1以 

改變光學探測器3之姿勢，具有馬達等之第2旋轉驅動源。第2旋轉驅動 

源之旋轉角度（亦即光學探測器3繞與第1保持部55A延伸之方向平行之 

軸線之旋轉角度）係以未圖示之第2角度讀取部加以讀取。旋轉驅動部53 

使光學探測器3繞旋轉軸線53a旋轉之角度 ' 係設定爲例如300°。藉由此方 

式使光學探測器3能旋轉180°以上 > 則對物體Μ不僅能進行從表面側之測 

定，亦能實施從背面側之測定。

【0022】 此等X移動部50Χ、Υ移動部50Υ、Ζ移動部50Ζ、旋轉驅 

動部53、54之驅動，係根據由編碼器裝置等構成之位置檢測部11之檢測結 

果，由控制裝置4加以控制。

[0023] 光學探測器3具備光源裝置8及攝影裝置9，被保持構件55 

所支承。保持構件55，係由延伸於與旋轉軸線53a正交之方向 ' 被旋轉驅 

動部53支承乏第1保持部（第1部分、第1構件）55A與設在第1保持55A 

相對物體Μ之較遠側端部而與旋轉軸線53a平行延伸之第2保持部（第2 

部分 '第2構件）55B彼此正交行程爲大致L字形 ' 於第2保持部55B之 

+ X側端部支承光學探測器3。旋轉驅動部53之旋轉軸線53a之位置，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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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在較光學探測器3接近物體Μ之側（詳待後敘）。

【0024】 光源裝置8係由控制裝置4加以控制，對被保持部7保持之 

物體Μ之一部分照射光之裝置，具備光源12、照明光學系13。本實施形態 

之光源12，包含例如雷射二極體。又，光源12亦可包含雷射二極體以外之 

發光二極體（LED）等之固體光源。此外，本實施形態中，保持部7雖是固 

定的-但亦可以是做成驅動保持部7之構成。或者，亦可於保持部7設置 

由驅動部及編碼器裝置等構成之位置檢測部，以驅動保持部7。此場合，可 

做成能移動於X軸' Y軸' Z軸方向。亦可做成能繞X軸、Y軸、Z軸方向 

旋轉之構成。或者，亦可適當地組合上述構成。

[0025]照明光學系13，用以調整從光源12發出之光之空間性光強 

度分布。本實施形態之照明光學系13，包含例如柱面透鏡。照明光學系13 

可以是一個光學元件、亦可以是包含複數個光學元件。從光源12發出之光， 

點於柱面透鏡具有正功率之方向擴張，沿著從光源裝置8朝向物體Μ之第 

1方向射出。如圖2所示，從光源裝置8射出、投影於物體Μ之照明光束L， 

在與從光源裝置8之射出方向正交之面之點形狀，係以和旋轉軸線53a平行 

之方向爲長邊方向 ' 通過旋轉軸線53a之投影圖案。因此，透過照明光學系 

13從光源12發出之光，照射於物體Μ。此外，照明光學系13可包含CGH 

等之繞射光學元件，以繞射光學元件調整從光源12發出之照明光束L之空 

間性的光強度分布。又，本實施形態中，亦將空間性的光強度分布經調整 

之投影光稱爲圖案光。照明光束L係圖案光之一例。

【0026】 攝影裝置9具備攝影元件20、成像光學系21。從光源裝置 

8照射於物禮Μ之照明光束L，於物體Μ之表面反射散射，其至少一部分 

7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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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入成像光學系21。攝影裝置9以攝影元件20檢測來自光源裝置8透過物 

體Μ表面射入成像光學系21之照明光束L。

[0027] 成像光學系21，將與物體面21a共觐之面形成在攝影元件 

20之受光面20a （像面），物體面係在包含來自光源裝置8之作爲線光之照 

明光束L之出射方向與照明光束L之點形狀之長邊方向的面上。又，包含 

來自光源裝置8之照明光束L之出射方向與照明光束L之點形狀之長邊方 

向的面，與照明光束L之傳播方向大致平行。如以上所述，成像光學系21 

將來自光源裝置8照射於物體Μ之照明光束L在物體Μ上描繪出之圖案之 

像，形成在攝影元件20之受光面20a。

[0028] 又，上述旋轉驅動部53之旋轉車由線53a，如圖2所示，係相 

對光學探測器3配置在物體Μ之側。詳言之，旋轉軸線53a係於物體面21a 

上、配置在通過物體面21a之照明光束L之照射方向（光軸方向、既定方 

向）之中央部的位置。

[0029] 從光源裝置8照射於物體Μ上之1點反射散射之照明光束 

L，因通過成像光學系21而集光在攝影元件20之受光面上大致1點。亦即， 

形成在攝影元件20上之像之各點，與成像光學系21之物體面和物體Μ之 

交叉線上之各點以1對1對應。如以上所述，顯示攝影裝置9之攝影結果 

之資訊，包含顯示各點在物體Μ表面之位置之資訊。此外，由於照明光束 

L係通過旋轉軸線53a之線光，因此即使是在光學探測器3以旋轉軸線53a 

爲中心旋轉之情形時，亦能獲得顯示通過旋轉軸線53a之物體面21a與物體 

Μ交叉之線上各點之位置的資訊。

[0030】 控制裝置4除控制形狀測定裝置1之各部外，並具備依據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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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探測器3之攝影結果進行運算處理以取得物體Μ之形狀資訊的形狀資訊 

取得部（運算部）14。本實施形態中之形狀資訊，包含顯示關於測定對象 

物體Μ之至少一部分之形狀、尺寸、凹凸分布、表面粗度、及測定對象面 

上之點之位置（座標）中之至少1種的資訊。於控制裝置4連接有顯示裝 

置5、及輸入裝置6。又，本實施形態中，雖係控制裝置4具備形狀資訊取 

得部14 ＞且顯示裝置5及輸入裝置6連接於此，但此等亦可以是例如連接 

於形狀測定裝置1之電腦、或是設置形狀測定裝置1之建築物所具備之主 

電腦等，此外，不限於設置形狀測定裝置1之建築物，亦可以是在遠離形 

狀測定裝置1之處，以電腦透過網際網路等通訊手段與形狀測定裝置1連 

接。再者，取得形狀資訊之形狀資訊取得部14與輸入裝置6及顯示裝置5 

可分別保持在不同之場所。例如，亦可在具備輸入裝置6與顯示裝置5之 

電腦之外，將形狀測定裝置1支承在例如光學探測器3之内部。此場合， 

係將以形狀測定裝置1取得之資訊，使用通訊手段連接至電腦。又，形片犬 

資訊取得部14雖係根據光學探測器3之攝影結果進行運算處理以取得物體 

Μ之形狀資訊，其可使用光學探測器3之所有攝影結果之資訊進行運算處 

理，亦可僅使用至少一部分之資訊來進行運算處理 。

[0031]控制裝置4控制掃描裝置2之驅動部10，以控制光學探測 

器3與物體Μ之相對位置。又，控制裝置4控制光學探測器3以光學探測 

器3拍攝物體Μ上之測定區域。控制裝置4從掃描裝置2之位置檢測部11 

取得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從光學探測器3取得顯示拍攝測定區域之 

影像的資料（攝影影像資料）。控制裝置4，使從對應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 

之攝影影像資料所得之物體Μ表面之位置與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對應，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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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算取得與測定對象之三維形狀相關之形狀資訊。

[0032] 輸入裝置6，係以例如鍵盤、滑鼠、搖桿、軌跡球、觸控面 

板等各種輸入裝置構成。輸入裝置6，接受往控制裝置4之各種資訊之輸入。 

各種資訊，包含例如顯示使形狀測定裝置1開始測定之指令（command）的 

指令資訊、與形狀測定裝置1之測定相關的設定資訊、用來以手動操作形 

狀測定裝置1之至少一部分的操作資訊等。

[0033]顯示裝置5 -係由例如液晶顯示裝置、有機電激發光顯示裝 

置等構成。顯示裝置5，顯示與形狀測定裝置1之測定相關之測定資訊。測 

定資訊，包含例如顯示與測定相關之設定的設定資訊、顯示測定經過的經 

過資訊、顯示測定結果的形狀資訊等。本實施形態之顯示裝置5，係從控制 

裝置4供應顯示測定資訊之影像資料，依據此影像資料顯示代表測定資訊 

的影像。

[0034] 其次，參照圖6説明以上述構成之形狀測定裝置1，測定物 

體Μ之形狀之動作例。本實施形態，係針對旋轉軸線53a與包含從圖2所 

示光源12發出之照明光束L射出之第1方向 '與在物體Μ反射之照明光束 

L射入成像光學系21之第2方向的面（與圖2之紙面平行之面）正交之情 

形加以説明。又，此處，如圖6所示，係針對物體Μ具備與ΧΥ平面平行 

之第1表面Ma、與相對第1表面Ma傾斜之第2表面Mb，以形狀測定裝置 

1依序測定第1表面Ma與第2表面Mb之情形加以説明。

[0035] 首先，如圖6 （Λ）所示，在使物體面21a與第1表面Ma 

交叉之狀態下照射照明光束L，透過成像光學系21以攝影元件20受光 ' 拍 

攝於第1表面Ma散射反射之光。在進行第1表面Ma之測定之期間，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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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圖6 (A)等所示，保持構件55不旋轉、光學探測器3在旋轉軸線53a 

之正上方(以旋轉軸線53a爲中心之12點鐘之位置)進行測定。又，在進 

行測定之期間，保持構件55旋轉亦可。光學探測器3與旋轉軸線53a係分 

開配置。

【0036】 控制裝置4，使以位置檢測部】1檢測之光學探測器3之位 

置與以形狀資訳取得部14取得之第1表面Ma之形狀資訊對應後加以儲 

存。控制裝置4，如圖6 (B)所示，透過驅動部10使Y移動部50Y移動據 

以一邊改變光學探測器3之Y方向位置、一邊取得第1表面Ma之形狀資訊。

[0037] 接著，當物體面21a到達第2表面Mb時，控制裝置4即控 

制旋轉驅動部53，如圖6 (C)所示，透過保持構件55使光學探測器3以 

相對第1表面Ma之第2表面Mb之傾斜角度、以旋轉軸線53a爲中心順時 

鐘方向旋轉。光學探測器3之旋轉係藉由旋轉驅動部53 (旋轉驅動源)之 

動作而產生之保持構件55之旋轉來進行 > 控制裝置4根據以角度讀取部讀 

取之旋轉角度控制旋轉驅動源之動作，據以控制光學探測器3之旋轉方向 

之位置°

【0038】 據此，照明光束L即以和第1表面Ma之形狀資訊測定時相 

同之入射角射入第2表面Mb，取得當該第2表面Mb之形狀資訊。之後， 

如圖6 (D)所示 > 控制裝置4透過驅動部10使Y移動部50Y移動據以一 

邊改變光學探測器3之Y方向位置、一邊取得第2表面Mb之形狀資訊。 

如此，即能連續取得第1表面Ma及第2表面Mb之形狀資訊。

【0039】 其次，針對第2表面Mb不是傾斜面、而是圓弧面之情形， 

參照圖7加以説明。此場合，係設第2表面Mb之圓弧中心之Z方向位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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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軸線53a之Z方向位置爲相同。

[0040] 如圖7 (A)〜(B)所示1 一邊改變Y方向位置一邊以光 

學探測器3取得第1表面Ma之形狀資訊，當物體面21a到達第2表面Mb 

時，如圖7 (C)〜(D)所示，控制裝置4即控制旋轉驅動部53 '透過保 

持構件55使光學探測器3繞旋轉軸線53a旋轉。此時，控制裝置4使光學 

探測器3繞旋轉軸線53a旋轉，直到第2表面Mb之形狀資訊測定結束。

[0041] 如此，即使在第2表面Mb爲圓弧面之情形時，亦能在使物 

體面21a與第2表面Mb交叉之角度爲一定之狀態下實施形狀資訊之測定。 

此外，藉由使測定時照明光束L之光路長固定，即能抑制因測定條件乏不 

同而產生之測定精度降低。

[0042】 如以上之説明，本實施形態，由於係將使光學探測器3旋轉 

時之旋轉軸線53a較光學探測器3配置在物體面21a側，詳言之 > 係將旋轉 

軸線53a配置在物體面21a上，以使旋轉軸線53a與物體面21a之距離小於 

物體面21a與光學探測器3之距離，因此，與旋轉軸線53a隔著光學探測器 

3配置在與物體面21相反側之情形相較縮小了旋轉半徑，即使在旋轉角度 

產生誤差之情形時亦能減小於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產生之誤差，而亦 

能盡可能地抑制形狀資訊測定結果之精度降低。此外'本實施形態中，由 

於可縮小光學探測器3之旋轉半徑，因此不僅能實現裝置之小型化'並能 

縮短使光學探測器3移動至測定位置所需之時間，而能謀求生産性之提升。

【0043】(第2實施形態)

其次，參照圖8及圖9説明形狀測定裝置1之第2實施形態。此圖中， 

針對與圖1至圖7所示之第1實施形態之構成要素相同之要素1係賦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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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符號、省略其説明。上述第1實施形態中，雖係針對使保持構件55及光 

學探測器3繞旋轉軸線53a旋轉時之旋轉半徑爲一定之情形做了説明，本實 

施形態則係針對旋轉半徑可變之情形加以説明。

【0044】 如圖8所示，於本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之旋轉驅動部 

53 -連接有直動機構（距離變更機構）60。直動機構60，可藉由在控制裝 

置4之控制下使保持構件55之第1保持部55A於長度方向（與旋轉軸線53a 

正交之方向）直動 ' 而如圖9所示，使第2保持部55B及光學探測器3以 

及物體面21a相對旋轉軸線53a於分離、接近之方向移動，以將從旋轉軸線 

53a至光學探測器3之距離、亦即以旋轉軸線53a爲中心之光學探測器3之 

旋轉半徑，在半徑ra與半徑rb之間設定爲任意之値。

[0045]上述構成之形狀測定裝置1中，例如在上述物體Μ之第2 

表面Mb爲圓弧面之情形時，藉由控制直動機構60將光學探測器3之旋轉 

半徑調整爲與圓弧面之半徑相同，即能在不受圓弧面半徑大小之情形下 ， 

實施第1實施形態中參照圖7所説明之高精度的形狀資訊測定。因此，針 

對以半徑相異之複數個圓弧面形成之表面之物體Μ，亦能在測定時，對應 

物體Μ之表面形狀調整光學探測器3之X方向、Υ方向、Ζ方向位置、以 

及旋轉角度及旋轉半徑，而能以對應當該表面形狀之最佳姿勢、位置實施 

形狀資訊測定，實現更高精度之形狀資訊測定。

【0046】（第3實施形態）

其次，參照圖10説明形狀測定裝置1之第3實施形態。此圖中，針對 

與圖1至圖7所示之第1實施形態之構成要素相同之要素，係賦予相同符 

號、省略其説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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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圖10係第3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的控制方塊圖。如 

此圖所示，本實施形態之控制裝置4，具備記憶部61與形狀資訊修正部（修 

正部）62。記憶部61，係儲存在以旋轉驅動部53繞旋轉軸線53a旋轉等時 

所產生之、顯示順應保持構件55之姿勢之變形的變形資訊。該變形資訊' 

係預先以實驗或模擬等求出而儲存保持於記憶部61。

[0048]形狀資訊修正部62，將以掃描裝置2 （位置檢測部11）檢 

測、位置資訊取得部16所取得之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根據記憶'部61 

中儲存之保持構件55之變形資訊加以修正，並使修正後之光學探測器3之 

位置資訊與以形狀資訊取得部14取得之形狀資訊相關連。

[0049]因此，本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除能獲得與上述第1 

實施形態相同之作用、效果外，即使在因旋轉驅動部53之旋轉而有可能於 

保持構件55產生畸變、撓曲等之變形、於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產生誤 

差之情形時，亦能視該變形修正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持續實施高精 

度之形狀資訊測定。

[0050]（第4實施形態）

其次，參照圖11説明形狀測定裝置1之第4實施形態。此圖中，針對 

與圖10所示之第3實施形態之構成要素相同之要素，係賦予相同符號、省 

略其説明。

【0051】 上述第3實施形態，雖係預先求出並儲存保持構件55之變 

形資訊，使用該變形資訊以修正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的構成，本實施 

形態中，爲檢測保持構件55之變形資訊，於保持構件55設有·畸變計等之畸 

變檢測部17來作爲變形檢測部。又，本實施形態中之控制裝置4，具備用 

以取得畸變檢測部17之檢測結果的畸變資訊取得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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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204，具備座標記憶;部210及檢査部211。

【0062】 設計裝置202，製作關於構造物形狀之設計資訊將作成之設 

計資訊送至成形裝置203。此外，設計裝置202將所作成之設計資訊儲存至 

控制裝置204之座標記憶部210。設計資訊包含顯示構造物之各位置座標的 

資訊。

【0063】 成形裝置203根據從設計裝置202輸入之設計資訊製作上述 

構造物。成形裝置203之成形，包含例如鑄造、鍛造、切削等。形狀測定 

裝置201測定所製作之構造物（測定對象物）之座標，將顯示所測定之座 

標之資訊（形狀資訊）送至控制裝置204。

【0064】 控制裝置201之座標記憶部210儲存設計資訊。控制裝置 

204之檢査部211從座標記憶部210讀出設計資訊。檢査部211比較顯示從 

形狀測定裝置201接收之座標的資訊（形狀資訊）與從座標記憶部210讀出 

之設計資訊。檢査部211根據比較結果，判定構造物是否有依設計資訊成 

形。換言之，檢査部211判定所作成之構造物是否爲良品。檢査部211，在 

構造物未依設計資訊成形之情形時，判定構造物是否可能修復。檢査部211 

在構造物可修復之情形時，根據比較結果算出不良部位，將顯示不良部位 

之資訊與顯示修復量之資訊送至修復裝置205。

【0065】 修復裝置205根據從控制裝置204接收之顯示不良部位之資 

訊與顯示修復量之資訊，對構造物之不良部位進行加工。

[0066]圖15係顯示構造物製造系統200之處理流程的流程圖。構 

造物製造系統200，首先，由設計裝置202製作關於構造物形狀之設計資訊 

（步驟S101）。其次，成形裝置202依據設計資訊製作上述構造物（步驟

5102） 。其次，形狀測定裝置201測定所製作之上述構造物之形狀（步驟

5103） 。其次，控制裝置204之檢査部211，藉由比較以形狀測定裝置201 

所得之形狀資訊與上述設計資訊，據以檢查構造物是否有依設計資訊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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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S104）。

【0067】 其次，控制裝置204之檢査部211判定作成之構造物是否爲 

良品（步驟S105）。構造物製造系統200，在檢査部211判定作成之構造物 

爲良品時（步驟S105 YES），即結束該處理。此外，檢査部211在判定作 

成之構造物不是良品之情形時（步驟S105 NO），即判定作成之構造物可 

否修復（步驟S106）。

[0068] 構造物製造系統200，在檢査部211判定作成之構造物可修 

復時（步驟S106 YES） ·即由修復裝置205實施構造物之再加工（步驟 

S107），回到步驟S103之處理。構造物製造系統200，在檢査部211判定作 

成之構造物無法修復時（步驟S106 NO），即結束該處理。以上，構造物 

製造系統200即束圖15所示之流程圖之處理。

[0069] 本實施形態之構造物製造系統200，由於上述實施形態之形 

狀測定裝置能高精度測定構造物之座標，因此能判定所作成之構造物是否 

爲良品。又，構造物製造系統200在構造物不是良品之情形時，能實施構 

造物之再加工，加以修復。

[0070] 又，本實施形態中修復裝置205實施之修復工程，可置換爲 

由成形裝置203再度實施成形工程之工程。此時，當控制裝置204之檢査部 

211判定可修復時，成形裝置203即再實施成形工程（鍛造、切削等）。具 

體而言，例如，成形裝置203對構造物中本來應切削 ' 但未被切削之處進 

行切削。據此，構造物製造系統200即能正確的作成構造物。

[0071] 以上，一般參照所附圖式一邊針對本發明之較佳實施形態做 

了說明，但本發明當然不限定於上述之例。上述例中所示之各構成構件之 

各種形狀及組合等僅爲一例，在不脫離本發明主旨之範圍內可根據設計要 

求等進行各種變更。

[0072] 例如，上述實施形態中之形狀測定裝置1，雖係例示保持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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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55以懸臂方式保持光學探測器3之構成，但不限定於此，亦可以是兩端 

保持之構成。藉由兩端保持，可降低旋轉時保持構件55產生變形，進而謀 

求測定精度之提升。

【0073】 又，上述實施形態中，雖係以旋轉軸線53a相對包含從光源 

12發出之照明光束L射出之第1方向、與在物體Μ反射之照明光束L射入 

成像光學系21之第2方向的面成正交之狀態測定形狀資訊之構成，但亦可 

視物體Μ之表面形狀，而做成例如在使光學探測器3繞旋轉軸線53a周圍 

旋轉後，如圖8所示1藉由旋轉驅動部54之驅動 > 在使光學探測器3以既 

定角度（例如，圖5與圖6間之差所示之90度）繞與保持構件55之第1 

保持部55A平行之軸旋轉之狀態下，測定形狀資訊之構成。如以上所述， 

藉由倂用旋轉驅動部54之驅動帶來之光學探測器3之旋轉動作，能更進一 

步的對應物體Μ之各種表面形狀。

【0074】 又，上述實施形態中，作爲光學探測器3係照射線光，並拍 

攝於被檢測物反射乏線光，但光學探測器3之形式不限於此。從光學探測 

器3發出之照明光，亦可以是一次照射既定面的形式。例如，可以是如美 

國專利6075605號所記載之方式。從光學探測器發出之照明光，亦可以是照 

射點狀之點光的形式。

【符號說明】

[0075]

1 形狀測定裝置

2 掃描裝置

3 光學探測器（探測器）

4 控制裝置

5 顯示裝置

6 輸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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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持部

8 光源裝置

9 攝影裝置

10 驅動部

11 位置檢測部

12 光源

13 照明光學系

14 形狀資訊取得部（運算部）

17 畸變檢測部（變形檢測部）

20 攝影元件

20a 受光面

21 成像光學系

21a 物體面

50X X移動部

50Y Y移動部

50Z Z移動部

51X、51Y、51Z 導引部

53 旋轉驅動部（旋轉機構'驅動部）

53a 旋轉軸線（旋轉軸）

54 旋轉驅動部（第2旋轉機構）

55 保持構件（保持部）

55A 第1保持部（第1部分）

55B 第2保持部（第2部分）

60 直動機構（距離變更機構）

62 位置資訊修正部（修正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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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振動資訊取得部

66 振動判定部

67 攝影控制部

203 成形裝置

204 控制裝置

Β 基座部

L 照明光束

Μ 物體（被檢測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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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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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形狀測定裝置、構造物製造系統、載台系統、形狀測定方法、構造物 

製造方法、形狀測定用程式、以及電腦可讀取之記錄媒體

【技術領域】

L 00011本發明係關於形狀測定裝置及構造物製造系統、以及構造物 

製造方法。

【先前技術】

［0002］使用光切斷法等之形狀測定技術，被利用於測定工業製品等 

被檢測物之形狀等。此形狀測定技術，例如，係以攝影元件拍攝光照射之 

被檢測物表面，根據其結果測定被檢測物形狀之技術。例如，參照專利文 

獻1。

［0003］先行技術^®

［專利文獻1］美國專利申請公開第2012/0194651號說明書

【發明內容】

發明欲解決之課題

【0004】 然而，有因應被檢測物之形狀而改變探測器之姿勢的情形。 

一直以來係藉由改變被檢測物之姿勢或探測器之姿勢之至少一方，以對被 

檢測物之觀察位置將探測器之姿勢調整於最佳。此場合，調整探測器與被 

檢測物間之位置之操作有可能是非常繁雜的。

［0005］ 本發明係在考量上述之點而成，其目的在提供一種能容易地 

進行探測器與被檢測物間之位置調整之形狀測定裝置、構造物製造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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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台裝置、形狀測定方法、構造物製造方法、程式、以及記錄媒體。

用以解決課題之手段

[0006] 本發明第1態樣，提供一種形狀測定裝置，係用以測定被檢 

測物之形狀，具備：探測器，包含將光照射於被檢測物之照射光學系、與 

檢測照射於被檢測物而被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之攝影元件；旋轉機構，用以 

使探測器在被檢測物之周圍旋轉；保持部，與旋轉機構之旋轉軸相隔一距 

離配置，保持探測器並隨著探測器之旋轉變更探測器相對被檢測物之姿 

勢；以及運算部，使用以攝影元件檢測之訊號算出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

L 0007 ] 本發明第2態樣，提供一種構造物製造系統，具備：成形裝 

置，根據與構造物形狀相關之設計資訊形成構造物；如第]態樣之形狀測 

定裝置，係測定以成形裝置形成之構造物之形狀；以及控制裝置，係比較 

以形狀測定裝置測定之顯示構造物形狀之形狀資訊與設計資訊。

[0008】 本發明第3態樣，提供一種載台裝置，係用於測定被檢測物 

形狀之形狀測定裝置，具備：旋轉機構，係使包含將光照射於被檢測物之 

照射光學系、與檢測照射於被檢測物而被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之攝影元件的 

探測器，於被檢測物之周圍旋轉；以及保持裝置，與旋轉機構之旋轉軸相 

隔一距離配置，保持探測器並隨著探測器之旋轉變更探測器相對被檢測物 

之姿勢。

【0009】 本發明第4態樣，提供一種測定被檢測物形狀之形狀測定方 

法，包含：從包含將光照射於該被檢測物之照射光學系、與檢測照射於該 

被檢測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之攝影元件的探測器，對該被檢測物照 

射光，以該攝影元件接收於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以檢測來自該攝影元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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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本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於形狀資訊之測定時，使用 

以畸變檢測部17檢測出之保持構件55之變形資訊，修正形狀資訊修正部 

62以位置資訊取得部16取得之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並使修正後之光 

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與以形狀資訊取得部14取得之形狀資訊相關連。

【0053】 因此，本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除能獲得與上述第3 

實施形態相同之作用、效果外，即使在事前求出之保持構件55之變形資訊 

因溫度、濕度等環境變化而顯示不同値之狀態下，亦能因應環境實施高精 

度之形狀資訊測定。

[0054]（第5實施形態）

其次，參照圖12説明形狀測定裝置1之第5實施形態。此圖中，針對 

與圖11所示之第4實施形態之構成要素相同之要素，係賦予相同符號、省 

略其說明。

3055】 上述第4實施形態，係使用檢測後之保持構件55之變形資 

訊由形狀資訊修正部62修正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並使修正後之光學 

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與以形狀資訊取得部14取得之形狀資訊相關連的構 

成，但本實施形態，如圖12所示，則係使用以畸變資訊取得部63取得之保 

持構件55之變形資訊與位置資訊取得部16取得之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 

訊，由位置資訊修正部64修正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形狀資訊取得部 

14使攝影影像取得部15取得之影像與修正後之光學探測器3之位置資訊相 

關連。因此，本實施形態亦能獲得與上述第4實施形態相同之作用、效果。

[0056]（第6實施形態）

其次，參照圖13説明形狀測定裝置1之第6實施形態。此圖中，針對 

與圖1〜圖7所示之第1實施形態之構成要素相同之要素，係賦予相同符 

號、省略其說明。

[0057] 於本實施形態中，針對例如因應保持構件55之旋轉動作時

15



1623724
105年11月2丨日修正替換頁

所產生之振動，控制以攝影裝置9進行攝影之構成加以説明。具體而言， 

如圖13所示，本實施形態之形狀測定裝置1，具備檢測保持構件55之振動 

資訊的振動檢測部18。又，控制裝置4具備取得以振動檢測部18檢測之振 

動資訊的振動資訊取得部65、判定所取得之振動資訊的振動判定部66、以 

及根據振動判定部66之判定結果控制攝影裝置9的攝影控制部67。

[0058] 上述構成之形狀測定裝置1中，因旋轉動作等而於保持構件 

55產生之振動之資訊，透過振動檢測部18及振動資訊取得部65輸出至振 

動判定部66。振動判定部66判定保持構件55之振動是否有超過既定閩値， 

未超過閩值時實施攝影裝置9之攝影處理，當超過閩值時則使攝影裝置9 

之攝影處理待機至振動衰減至既定範圍内而到達閥值為止，在達到閩值時 

實施攝影裝置9之攝影處理。

【0059】 如上所述，本實施形態，除能獲得與上述第1實施形態相同 

之作用、效果外，亦能在將因旋轉動作等而產生之振動之不良影響排除的 

狀態下，實施高精度之形狀資訊之測定。

【0060]又，如上所述，除了依據振動資訊控制攝影處理之實行的程 

序外，例如，亦可將產生振動之情形時所產生之物體Μ之形狀資訊之誤差 

資訊賦予與振動資訊之關聯性並預先加以測量做成表(table)予以保存，根 

據振動檢測部18及振動資訊取得部65所取得之振動資訊參照表，並根據對 

應當該振動資訊之誤差資訊，作為修正所測定之物體Μ之形狀資訊的程 

序。依據此程序，亦能在排除了因旋轉動作等所產生之振動不良影響的狀 

態下，實施高精度之形狀資訊之測定。

【0061】 其次，參照圖14說明具備上述形狀測定裝置之構造物製造 

系統。圖14係構造物製造系統200之方塊構成圖。本實施形態之構造物製 

造系統200，具備上述實施形態中所說明之形狀測定裝置201、設計裝置 

202、成形裝置203、控制裝置(檢査裝置)204 '與修復裝置205。控制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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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摘要
法申請案號:102142952
次申請日· 102/11/26 P C 分類：GO1B 11/24 (2006.01)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形狀測定裝置、構造物製造系統、載台系統、形狀測定方法、構造物

製造方法、形狀測定用程式、以及電腦可讀取之記錄媒體

【中文】

本發明提供一種測定被檢測物形狀之形狀測定裝置，具備包含對該被 

檢測物照射光之照射光學系與檢測照射於該被檢測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 

之光之攝影元件的探測器、使該探測器在該被檢測物周圍旋轉的旋轉機 

構、與該旋轉機構之旋轉軸相隔一距離配置、保持該探測器並隨著該探測 

器之旋轉改變該探測器相對該被檢測物之姿勢的保持部、以及使用以該攝 

影元件檢測之訊號以算出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的運算部。

0

【英文】

而£, 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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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形狀測定裝置，係用以測定被檢測物之形狀，具備：

探測器，包含將光照射於該被檢測物之照射光學系、與檢測照射於該 

被檢測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之攝影元件 ；

旋轉機構，使該探測器在該被檢測物之周圍旋轉；

保持部，以使該探測器配置成從該旋轉機構之旋轉軸分離之方式保持 

該探測器，並隨著該探測器之旋轉變更該探測器相對該被檢測物之姿勢；

運算部，使用以該攝影元件檢測之訊號算出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 

以及

修正部，根據該保持部之變形修正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該修正部進一步具備 

儲存對應該保持部之姿勢之該保持部之變形資訊的記憶部，該修正部使用 

該變形資訊修正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該變形資訊係算出伴隨該保持部 

之旋轉之該保持部之姿勢並根據該算出結果該記憶部所儲存之資訊。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該修正部具備檢測該 

保持部之振動的振動檢測部；

根據該振動檢測部檢測之該保持部之振動，修正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 

訊。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該保持部之變形，係 

因溫度或濕度之任一者而變形。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該保持 

部具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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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構件，連接於該旋轉機構、延伸於與該旋轉軸正交之方向；以及 

第2構件，連接於該第1構件、延伸於與該旋轉軸平行之方向並保持 

該探測器。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作為該 

光係照射通過該旋轉軸之線光，以該旋轉軸為中心旋轉該探測器。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該旋轉 

機構以該旋轉軸為中心使該探測器旋轉180°以上。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具備可使該 

旋轉機構進一步移動於第1方向或與該第1方向正交之第2方向、或與由 

該第1、第2方向構成之平面正交之第3方向中之任一方向之移動機構。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進一步具備: 

馬達，使該旋轉軸旋轉；以及

角度讀取部，讀取該馬達之旋轉角度；

該保持部以隨著該馬達之旋轉而旋轉之方式構成。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進一步具 

備變更該探測器與該旋轉軸之距離的距離變更機構。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進一步具 

備保持該被檢測物之載台；以及

使該載台移動之移動機構；

該移動機構可使該載台移動於第1方向或與該第1方向正交之第2方 

向、或與由該第1、第2方向構成之平面正交之第3方向中之任一方向，或 

使該載台以第1、2、3軸為中心旋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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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該保 

持部保持該探測器之保持位置，係從該旋轉軸向與該旋轉軸正交之方向分 

離。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其中，自沿 

著該旋轉軸之方向觀察時，該保持部以不與該旋轉軸重疊之方式保持該探 

測器。

14. 一種構造物製造系統，具備：

成形裝置，根據與構造物之形狀相關之設計資訊使該構造物成形；

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項中任一項之形狀測定裝置，測定以該成形裝 

置成形之該構造物之形狀；以及

控制裝置，比較以該形狀測定裝置測定之顯示該構造物形狀之形狀資 

訊與該設計資訊。

15. 一種載台系統，係用於測定被檢測物形狀之形狀測定裝置，具備：

載台裝置，具有：旋轉機構，使包含將光照射於該被檢測物之照射光 

學系、與檢測照射於該被檢測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之攝影元件的探 

測器，於該被檢測物之周圍旋轉；以及

保持部，以使該探測器配置成從該旋轉機構之旋轉軸分離之方式保持 

該探測器，並隨著該探測器之旋轉變更該探測器相對該被檢測物之姿勢； 

以及

修正部，根據該保持部之變形修正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

16. —種測定被檢測物形狀之形狀測定方法 > 包含：

從包含將光照射於該被檢測物之照射光學系、與檢測照射於該被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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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之攝影元件的探測器，對該被檢測物照射光，

• 以該攝影元件接收於該被檢測物反射之光，以檢測來自該攝影元件之訊號

的動作；

以使該探測器配置成從在該被檢測物周圍旋轉之旋轉軸分離之方式保 

持該探測器，並隨著該探測器之旋轉變更該探測器相對該被檢測物之姿勢 

的動作；以及

根據該保持部之變形修正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的動作。

17. 一種構造物製造方法，包含：

根據與構造物形狀相關之設計資訊使該構造物成形之動作；

以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之形狀測定方法測定該成形之該構造物形狀的 

動作；以及

比較顯示經該測定之該構造物形狀之形狀資訊與該設計資訊的動作 。

18. 一種形狀測定用程式，用於對形狀測定裝置進行控制之電腦，該形 

狀測定裝置用以測定被檢測物之形狀，具備：探測器，包含將光照射於該 

被檢測物之照射光學系、以及檢測照射於該被檢測物而被該被檢測物反射 

之光之攝影元件；旋轉機構，使該探測器在該被檢測物之周圍旋轉；保持 

部，以使該探測器配置成從該旋轉機構之旋轉軸分離之方式保持該探測 

器，並隨著該探測器之旋轉變更該探測器相對該被檢測物之姿勢；該程式 

使該電腦執行以下動作：

以該旋轉機構使該探測器在該被檢測物之周圍旋轉，以該保持部以使 

該探測器配置成從該旋轉軸向與該旋轉軸正交之方向分離之方式保持該探 

測器，且以該探測器檢測來自該攝影元件之訊號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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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該檢測之訊號取得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之動作；以及

根據該保持部之變形，修正該被檢測物之形狀資訊之動作。

19. 一種電腦可讀取之記錄媒體，其記錄有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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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2 ）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2 掃描裝置

3 光學探測器（探測器）

4 控制裝置

5 顯示裝置

6 輸入裝置

7 保持部

8 光源裝置

9 攝影裝置

10 驅動部

11 位置檢測部

12 光源

13 照明光學系

14 形狀資訊取得部（運算部）

20 攝影元件

20a 受光面

21 成像光學系

21a 物體面

53a 旋轉軸線（旋轉軸）

L 照明光束

Μ 物體（被檢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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