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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

光测量传感器位置的标定方法，属于测量技术领

域。该标定方法应用于内孔直径尺寸的非接触式

测量，本发明方法是在中国专利CN105758321A基

础上，利用已知间距L的两块平行标定板和标定

环构成标定装置，将标定装置放到测量装置的工

作台面上，建立激光发出点到激光器旋转中心的

距离a、激光线与激光发出点到激光器旋转中心

连线的夹角α与间距L之间的关系，求出反应所

述激光测量系统中激光器的位置参数acosα，进

而与被测火车车轮位置关系建立方程组，求解出

被测火车车轮内孔直径。本发明提供的标定方法

简便易行，不要求激光器发出的激光线与激光发

出点到激光器旋转中心的连线严格重合，保证了

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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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传感器位置的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标定方

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1)将两块结构相同的标定板(1)通过螺栓组(2)平行固定于标定环(3)上表面构成标

定装置(4)，并用200mm长的长方形钢制量块测量两块所述标定板(1)两端的内侧距离，使所

述标定板(1)两端的内侧距离均等于200mm；所述标定环(3)中的大环的上下端面互相平行，

所述标定板(1)的内侧面与所述标定环(3)的上端面垂直；

(2)将所述标定装置(4)放置于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系统的测量装置工作

台(5)上，并使所述标定环(3)中大环的下端面紧贴所述测量装置工作台(5)台面，所述标定

环(3)中的下凸圆台与所述测量装置工作台(5)的止口对中；

(3)升降机构(8)工作，升起激光器(6)，打开所述激光器(6)，通过旋转机构(7)的微调，

转动所述激光器(6)使激光线垂直于位于左侧的所述标定板(1)的内侧表面；在所述旋转机

构(7)的微调过程中，所述激光器(6)的测距值不断变化并被显示出来，当所述激光器(6)的

测距值显示为最小值时，即认为激光线垂直于位于左侧的所述标定板(1)的内侧表面，记录

此时所述激光器(6)的测距值l1；

(4)以激光器(6)的旋转中心O为原点，以垂直于所述标定板(1)内侧表面的方向为x轴，

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5)所述旋转机构(7)工作，使所述激光器(6)旋转180°  ，测出激光发出点到位于右侧

的所述标定板(1)的内侧表面的距离l3，有方程：

2a·cosα+l1+l3＝L           (1)

式(1)中：a为激光发出点到所述激光器(6)旋转中心O的距离，

α为激光线与激光发出点到所述激光器(6)旋转中心O连线的夹角，

L为两块结构相同的所述标定板(1)之间的距离，为200mm，

由式(1)能够得到所述激光器(6)位置的标定值：

(6)取走所述标定装置(4)，升降机构(8)工作，降下所述激光器(6)至所述测量装置工

作台(5)台面以下，将被测火车车轮(10)吊上所述测量装置工作台(5)上，由所述测量装置

工作台(5)上四个90°均布的限位块使所述被测火车车轮(10)放在所述测量装置工作台(5)

的正中；所述升降机构(8)工作使所述激光器(6)上升到所述被测火车车轮(10)内孔高度的

设定位置处，每旋转90°测一次激光发出点到所述被测火车车轮(10)的内孔壁的距离，分别

为l01、l02、l03、l04；

(7)以所述激光器(6)旋转中心O为原点，平行于激光线为x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所

述被测火车车轮(10)的轮毂内孔半径R与l01、l02、l03、l04之间有以下关系式：

(-l01-acosα-x0)2+(asinα-y0)2＝R2          (3)

(asinα-x0)2+(l02+acosα-y0)2＝R2         (4)

(l03+acosα-x0)2+(-asinα-y0)2＝R2        (5)

(-asinα-x0)2+(-l04-acosα-y0)2＝R2         (6)

式中：x0、y0为所述被测火车车轮(10)中心O′的坐标值，

为简化计算表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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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l01-acosα，

C2＝l02+acosα，

C3＝l03+acosα，

C4＝-l04-acosα，

T＝asinα，

用上述参数简化公式(3)、(4)、(5)、(6)分别得到：

(C1-x0)2+(T-y0)2＝R2         (7)

(T-x0)2+(C2-y0)2＝R2         (8)

(C3-x0)+(-T-y0)2＝R2         (9)

(-T-x0)2+(C4-y0)2＝R2        (10)

式(7)至式(10)中共有四个未知数x0、y0、T、R，可联立求解，式(7)减去式(8)得：

C12-C22-2x0(C1-T)-2y0(T-C2)＝0         (11)

式(7)减去式(9)得：

C12-C32-2x0(C1-C3)-4Ty0＝0               (12)

式(8)减去式(10)得：

C22-C42-2y0(C2-C4)-4Tx0＝0             (13)

式(9)减去式(10)得：

C32-C42-2x0(C3+T)+2y0(T+C4)＝0                       (14)

将公式(11)与公式(14)相加得：

C12+C32-C22-C42-2x0(C1+C3)+2y0(C2+C4)＝0         (15)

由公式(15)得：

为简化计算表达，令：

k1＝C12+C32-C22-C42，

k2＝2(C1+C3)，

k3＝2(C2+C4)，

则(16)式可表达为：

将公式(12)、(13)、(17)联立可得：

为简化计算表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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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公式(18)变为：

解公式(19)得到：

由上式可知y0存在两个值，分别令其为y01、y02，将y01、y02分别代入公式(17)中分别可求

出对应x01、x02，再将(x01、y01)和(x02、y02)分别代入到公式(12)中，能够得到T值分别为：

将T1、T2进行比较，将两者中绝对值小的T值和其对应的x0、y0的值代入到公式(7)中能够

得到所述被测火车车轮(10)的直径D为：

完成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传感器位置的标定，并求解出被测火车车轮内孔

直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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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传感器位置的标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测量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传感器

位置的标定方法，应用于内孔直径尺寸的非接触式测量。

背景技术：

[0002] 孔内径测量技术的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测量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基于坐

标和基于专用量仪两种方式，其典型代表为三坐标测量仪和气动量仪。由于火车车轮轮毂

内孔直径相对较大，而气动量仪测量范围较小，所以气动量仪很少被使用于火车车轮轮毂

内孔的测量。三坐标测量仪采用探针进行接触式测量，存在划伤被测工件表面的可能性，且

测量时间相对较长，因此三坐标测量仪在火车车轮轮毂内孔测量领域也没有得到应用。

[0003] 针对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的非接触式测量，中国专利CN105758321A公开了一种

内孔直径激光测量系统，该专利通过精密制造测量装置零件和精心装配调试的方式，使测

量系统中高精度激光测距传感器(以下简称为激光器)发出的激光线在测量火车车轮内孔

时垂直于内孔圆柱面母线，因此将该测量简化为平面问题，在测量原理中，要求激光器发出

的激光线与激光发出点到激光器旋转中心的连线相重合，发明者采用线绳等辅助工具连接

激光线端头与旋转中心，通过调整激光器位置使该连线与激光线重合，因为手动调节激光

器误差大，且激光器实际旋转中心很难用肉眼确定，同时需调节的激光线与激光发出点到

激光器旋转中心连线间的夹角本就很小，所以这种调整方式具有较大的误差，整个测量装

置系统测量精度也会随之降低。本发明正是针对此测量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了一种新的

激光器位置的标定方法，该标定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标定精度高等特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中国专利CN105758321A“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系统及其测

量方法”存在的技术不足，提供一种新的激光器位置标定方法。在中国专利CN105758321A

中，内孔测量原理如图5所示，激光器发出的激光线CD与激光发出点C到激光器旋转中心O的

连线CO重合时，先放置已知内孔直径的标准样件到测量台上，激光器由精密油压分度台带

动每旋转90度得到一个测距，利用内孔面上每个激光测点到被测内孔中心的距离均等于被

测内孔半径的原理，联立方程求解出激光发出点C到激光器旋转中心O的距离a，再放上被测

火车车轮，同样地激光器每旋转90°得到一个测距，再次利用所述联立方程求解出被测火车

车轮内孔半径。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中国专利CN105758321A中的激光测量装置中激光线CD与激光

发出点C到激光器旋转中心O的连线CO不重合时，即两者之间存在夹角α时，也能进行非接触

式内孔测量。

[0006]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传感器位置的标定方法的

具体步骤如下：

[0007] (1)如图2所示，将两块结构相同的标定板1通过螺栓组2平行固定于标定环3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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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成标定装置4，并用200mm长的长方形钢制量块测量两块所述标定板1两端的内侧距离，

使之均等于200mm；标定环3中的大环的上下端面互相平行，标定板1的内侧面与标定环3的

上端面垂直。

[0008] (2)如图1所示，将所述标定装置4放置于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系统的

测量装置工作台5上，并使标定环3中大环的下端面紧贴测量装置工作台5台面，标定环3的

下凸圆台与测量装置工作台5的止口对中。

[0009] (3)升降机构8工作，升起激光器6，打开激光器6，通过旋转机构7的微调，转动激光

器6使激光线垂直于位于左侧的标定板1的内侧表面；在旋转机构7的微调过程中，激光器6

的测距值不断变化并被显示出来，当激光器6的测距值显示为最小值时，即认为激光线垂直

于位于左侧的标定板1的内侧表面，记录此时激光器6的测距值l1。

[0010] (4)如图4所示，以激光器6的旋转中心O为原点，以垂直于标定板1内侧表面的方向

为x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0011] (5)旋转机构7工作，使激光器6旋转180°，测出激光发出点到位于右侧的标定板1

的内侧表面的距离l3，有方程：

[0012] 2a·cosα+l1+l3＝L   (1)

[0013] 式中：a为激光发出点到激光器6旋转中心O的距离；

[0014] α为激光线与激光发出点到激光器6旋转中心O连线的夹角；

[0015] L为两块结构相同的标定板1之间的距离，为200mm；

[0016] 由式(1)得到激光器6位置的标定值：

[0017]

[0018] (6)取走标定装置4，升降机构8工作，降下激光器6到测量装置工作台5台面以下，

将被测火车车轮10吊上测量装置工作台5上，由测量装置工作台5上四个90°均布的限位块

使被测火车车轮10放在所述测量装置工作台5的正中；升降机构8工作使激光器6上升到被

测火车车轮10内孔高度的设定位置处，每旋转90°测一次激光发出点到所述被测火车车轮

10内孔壁的距离，分别为l01、l02、l03、l04。

[0019] (7)如图3所示，以激光器的旋转中心O为原点，平行于激光线为x轴，建立平面直角

坐标系，被测火车车轮10的轮毂内孔半径R与l01、l02、l03、l04之间有以下关系式：

[0020] (-l01-acosα-x0)2+(asinα-y0)2＝R2   (3)

[0021] (asinα-x0)2+(l02+acosα-y0)2＝R2   (4)

[0022] (l03+acosα-x0)2+(-asinα-y0)2＝R2   (5)

[0023] (-asinα-x0)2+(-l04-acosα-y0)2＝R2   (6)

[0024] 式中：x0、y0为火车车轮中心O′的坐标值；

[0025] 为简化计算表达，令：

[0026] C1＝-l01-acosα；

[0027] C2＝l02+acosα；

[0028] C3＝l03+acosα；

[0029] C4＝-l04-acosα；

[0030] T＝asin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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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用上述参数简化公式(3)、(4)、(5)、(6)分别得到：

[0032] (C1-x0)2+(T-y0)2＝R2   (7)

[0033] (T-x0)2+(C2-y0)2＝R2   (8)

[0034] (C3-x0)+(-T-y0)2＝R2   (9)

[0035] (-T-x0)2+(C4-y0)2＝R2   (10)

[0036] 式(7)至式(10)中共有四个未知数x0、y0、T、R，可联立求解，式(7)减去式(8)得：

[0037] C12-C22-2x0(C1-T)-2y0(T-C2)＝0   (11)

[0038] 式(7)减去式(9)得：

[0039] C12-C32-2x0(C1-C3)-4Ty0＝0   (12)

[0040] 式(8)减去式(10)得：

[0041] C22-C42-2y0(C2-C4)-4Tx0＝0   (13)

[0042] 式(9)减去式(10)得：

[0043] C32-C42-2x0(C3+T)+2y0(T+C4)＝0   (14)

[0044] 将公式(11)与公式(14)相加得：

[0045] C12+C32-C22-C42-2x0(C1+C3)+2y0(C2+C4)＝0   (15)

[0046] 由公式(15)得：

[0047]

[0048] 为简化计算表达，令：

[0049] k1＝C12+C32-C22-C42；

[0050] k2＝2(C1+C3)；

[0051] k3＝2(C2+C4)；

[0052] 则(16)式可表达为：

[0053]

[0054] 将公式(12)、(13)、(17)联立可得：

[0055]

[0056] 为简化计算表达，令：

[0057]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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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则公式(18)变为：

[0061]

[0062] 解公式(19)可得：

[0063]

[0064] 由上式可知y0存在两个值，分别令其为y01、y02，将y01、y02分别代入公式(17)中分别

可求出对应x01、x02，再将(x01、y01)和(x02、y02)分别代入到公式(12)中，可得T的值分别为：

[0065]

[0066]

[0067] 将T1、T2进行比较，将两者中绝对值小的T值(因为T＝asinα,α很小)和其对应的x0、

y0的值代入到公式(7)中可得被测火车车轮的直径D为：

[0068]

[0069] 完成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传感器位置的标定，并求解出被测火车车轮

内孔直径D。

[0070] 本发明在中国专利CN105758321A“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系统及其测量

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本发明设计的标定装置，建立激光发出点到激光器旋转中心的距离a、

激光线与激光发出点到所述旋转中心连线的夹角α与两平行标定板之间的距离L之间的关

系，求出激光测量系统中激光器的位置参数acosα，进而与被测火车车轮位置关系建立方程

组，求解出被测火车车轮内孔直径D，本标定方法简便易行，不要求激光器发出的激光线与

激光发出点到激光器旋转中心的连线严格重合，保证了测量精度。

附图说明：

[0071] 图1为本发明中的标定装置应用示意图；

[0072] 图2为本发明中标定装置的三维结构图；

[0073] 图3为本发明内孔直径测量原理图；

[0074] 图4为本发明中标定原理图；

[0075] 图5为中国专利CN105758321A中内孔直径测量原理图。

[0076] 图中：1：标定板；2：螺栓组；3：标定环；4：标定装置；5：测量装置工作台；6：激光器；

7：旋转机构；8：升降机构；9：激光线；10：被测火车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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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77] 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78] 参见附图1～4所示，本发明所提供的标定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79] (1)如图2所示，制作标定装置4，即将两块结构相同的标定板1通过螺栓组2平行地

固定于标定环3上表面，并用200mm长的长方形钢制量块测量两块标定板1两端的内侧距离，

使之均等于L＝200mm；标定环3中的大环的上下端面互相平行，标定板1的内侧面与标定环3

的上端面垂直。

[0080] (2)如图1所示，将所述标定装置4放置于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激光测量系统的

测量装置工作台5上，并使标定环3中大环的下端面紧贴测量装置工作台5台面，标定环3的

下凸圆台与测量装置工作台5的止口对中。

[0081] (3)升降机构8工作，升起激光器6，打开激光器6，通过旋转机构7的微调，转动激光

器6使激光线垂直于位于左侧的标定板1的内侧表面；在旋转机构7的微调过程中，激光器6

的测距值不断变化并被显示出来，当激光器6的测距值显示为最小值时，即认为激光线垂直

于位于左侧的标定板1的内侧表面，记录此时激光器6的测距值l1＝31.2274mm。

[0082] (4)如图4所示，以激光器6的旋转中心O为原点，以垂直于标定板1内侧表面的方向

为x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0083] (5)旋转机构7工作，使激光器6旋转180°，测出激光发出点到位于右侧的标定板1

的内侧表面的距离l3，l3＝28.4674mm，由下式计算得激光器位置参数acosα＝70.1526。

[0084]

[0085] (6)取走标定装置4，升降机构8工作，降下激光器6到测量装置工作台5的台面以

下，将被测火车车轮10吊上测量装置工作台5上，由测量装置工作台5上四个90°均布的限位

块(已根据被测火车车轮最大轮缘直径尺寸预先调好位置)使被测火车车轮10放在所述测

量装置工作台5的正中；升降机构8工作使激光器6上升到被测火车车轮10内孔高度的设定

位置处，每旋转90°测一次激光发出点到所述被测火车车轮10内孔壁的距离，分别为l01＝

29.9826mm、l02＝28.5456mm、l03＝29.6850mm、l04＝31.1385mm。

[0086] (7)依次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0087] C1＝-l01-acosα＝-100.1352；

[0088] C2＝l02+acosα＝98.6982；

[0089] C3＝l03+acosα＝99.8376；

[0090] C4＝-l04-acosα＝-101.2911；

[0091] 由C1、C2、C3、C3可求得k1、k2、k3为：

[0092] k1＝C12+C32-C22-C42＝-6.6170；

[0093] k2＝2(C1+C3)＝-0.5952；

[0094] k3＝2(C2+C4)＝-5.1858；

[0095] 由k1、k2、k3和C1、C2、C3、C3可得：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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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0099] 将B1、B2、B3代入下式：

[0100]

[0101] 解得：y01＝-1.2578，y02＝-1.2947；

[0102] 将y01、y02分别代入下式：

[0103]

[0104] 得：x01＝0.1584、x02＝-0.1631；

[0105] 将(x01，y01)、(x02，y02)分别代入下式：

[0106] C12-C32-2x0(C1-C3)-4Ty0＝0

[0107] 解得：T1＝-24.4102、T2＝1.0891，由于|T1|＞|T2|，取T＝T2＝1.0891，y0＝y02＝-

1.2947，x0＝x02＝-0.1631，则被测火车车轮中心坐标为(-0.1631，-1.2947)，由此可求得被

测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D为:

[0108]

[0109] 用传统方法测量该火车车轮轮毂内孔直径为φ200.000mm，测量误差为1.4μm＜5μ

m，达到了现场测量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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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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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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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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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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