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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包

括机架组件、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第二

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第三激光束测量及调校

组件以及下位机系统。机架组件主要包括带轴顶

盖、上固定架、中调节架、下固定架、中心柱、底部

安装盘和顶盖固定螺钉组，其中带轴顶盖可同其

它旋转设备连接；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

第二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第三激光束测量及

调校组件三者的结构完全相同，分别可实现第一

激光束、第二激光束和第三激光束的位姿调节和

固定；下位机系统负责实时采集三组测量数据、

并进行处理和传输。本实用新型在任意时刻都能

采集空间三点的数据，在进行空间扫描测量时，

可以降低各种误差的影响，提高测量精度，并具

有非接触、易于集成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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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包括机架组件(100)；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第二

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300)；第三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400)和下位机系统；

所述机架组件(100)包括带轴顶盖(101)；上固定架(102)；中调节架(103)；下固定架

(104)；中心柱(105)；底部安装盘(106)；顶盖固定螺钉组(107)；

所述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所述第二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300)和所述

第三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400)三者的结构相同，分别可实现第一激光束(601)、第二激

光束(602)和第三激光束(603)的位姿调节和固定；所述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

包括小型万向节(201)、螺纹顶杆(202)、顶套(203)、传感器安装板(204)、第一激光位移传

感器(205)、第一下部紧定螺钉组(206)、第一中部复位弹簧(207)、第一中部调节螺钉

(208)、第一上部紧定螺钉组(209)、第二上部紧定螺钉组(210)；第二中部调节螺钉(211)、

第二中部复位弹簧(212)、传感器固定螺钉组(213)、第二下部紧定螺钉组(214)；

所述下位机系统负责实时采集三组测量数据、并进行处理和传输，主要包括单片机控

制板(501)、控制板安装座(502)、数据天线(503)、天线安装座(504)、锂电池(505)、电池安

装座(5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带轴顶盖(101)可同

其它旋转设备连接，通过所述顶盖固定螺钉组(107)带动整个测头旋转。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固定架(102)、所述

中调节架(103)和所述下固定架(104)均为三叉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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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激光非接触式几何量精密测量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三激光组

合测头。

背景技术

[0002] 基于激光三角法制成的点激光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特点，自身精度

也能达到甚至突破微米量级，达到亚微米级，是一种提高制造质量和效率的较为理想的测

量工具。目前这种传感器多采取扫描的方式进行，这必然会引入扫描动作的运动误差，如回

转时的径向跳动，直线进给时的直线度误差等。这些误差有可能比精密零部件本身的制造

误差还大，因此限制了三角法激光传感器的使用范围。

[0003] 在制作多激光位移传感器组合测头方面，合肥工业大学高隽教授课题组研制了一

种旋转对称式激光三角传感器，能在扫描时克服所遇的表面阶跃、不连续纹理，同时降低在

激光出射方向上的颤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体现在没有消减整个被测面

上的运动误差；CN2013102463836公开了一种激光测量装置及其校准机构，安装着相对的两

个激光位移传感器，这种激光对射的测量方式，有外径千分尺的测量优点，适合在测头静止

的测量场合，但无法适应测头扫描场合。CN2018102599415公开了一种双量程复合的激光测

头装置及其表面测量方法，可以在扩大激光测头的量程时，保证激光三角传感器的检测精

度不受影响，但也没有考虑运动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CN20171444160264公开了一种多

激光测头同步检测的方法，能解决多个同向排列的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校准问题，但此时的

多传感器并不是针对同一测量要素在使用，因此扫描测量时仍然存在运动误差的影响。

[0004] 综上，目前研制的多数激光测头对扫描运动误差的考虑较少或者没有考虑，如若

执行扫描测量动作，将影响检测结果，降低测量精度，因而限制了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推广使

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克服上述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该装

置具有操作方便，易于与旋转设备集成，并且能降低旋转设备运动误差所造成的影响。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包括机架组件100；第一

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第二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300；第三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

400和下位机系统。

[0007] 机架组件是所有其他部件连接的基体，包括带轴顶盖101；上固定架102；中调节架

103；下固定架104；中心柱105；底部安装盘106；顶盖固定螺钉组10；上固定架102；中调节架

103和下固定架104三者的中间均设置了中心孔，与中心柱105进行过盈配合；带轴顶盖101

可同其它旋转设备连接，即通过顶盖固定螺钉组107带动整个测头旋转。

[0008] 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第二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300和第三激光束测

量及调校组件400三者的结构相同，分别实现第一激光束601、第二激光束602和第三激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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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的位姿调节和固定，并且呈120度均匀安装在机架组件上。

[0009] 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包括小型万向节201、螺纹顶杆202、顶套203、传感

器安装板204、第一激光位移传感器205、第一下部紧定螺钉组206、第一中部复位弹簧207、

第一中部调节螺钉208、第一上部紧定螺钉组209、第二上部紧定螺钉组210、第二中部调节

螺钉211、第二中部复位弹簧212、传感器固定螺钉组213、以及第二下部紧定螺钉组214。第

一激光位移传感器205通过传感器固定螺钉组213安装在传感器安装板204上，使传感器安

装板204成为承受调节和固定的受载体。

[0010] 由于初始安装时，无法确保第一激光束601、第二激光束602和第三激光束603三者

在同一平面，且相交于同一点，需要利用第一中部复位弹簧207、第一中部调节螺钉208、第

二中部调节螺钉211和第二中部复位弹簧212进行空间二轴旋转，调节激光束的姿态；以及

通过螺纹顶杆202和顶套203进行竖直方向的平移，调节激光束的位置。在调节后，可通过第

一下部紧定螺钉组206、第一上部紧定螺钉组209、第二上部紧定螺钉组210和第二下部紧定

螺钉组214进行固定，以便调节后激光束的位姿状态始终保持不变。

[0011] 所述下位机系统负责实时采集三路测量数据、并进行处理和传输，主要包括单片

机控制板501、控制板安装座502、数据天线503、天线安装座504、锂电池505、电池安装座

506。

[0012] 进一步地，带轴顶盖101可同其它旋转设备连接，通过顶盖固定螺钉组107带动整

个测头旋转。

[0013] 进一步地，上固定架102、中调节架103和下固定架104均为三叉形结构，并且安装

时，三叉形结构需对齐。

[0014] 进一步地，中心柱105的中部为正六边形凸起结构，以便利用扳手进行竖直方法的

调节。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包括：在对圆孔类零件进行静态测量时，三束激光能同时

测量圆孔表面的三点，理论上一次能获取圆孔直径；在对圆孔类零件进行动态扫描测量时，

理论上可以消除扫描时跳动误差的影响，提高测量精度。本实用新型结构小巧紧凑，便于安

装，适合对大中型孔系零件的在机测量。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示意图；

[0017] 图2是机架部件示意图；

[0018] 图3是单激光传感器组装局部图（右、前方向）；

[0019] 图4是单激光传感器组装局部图（左、后方向）。

[0020] 图中：100.机架组件、200.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300.  第二激光束测量及

调校组件、400.  第三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101.带轴顶盖、102.  上固定架、103.中调节

架、104.  下固定架、105.中心柱、106.  底部安装盘、107.  顶盖固定螺钉组、  201.小型万向

节、202.螺纹顶杆、203.顶套、204.传感器安装板、205.第一激光位移传感器、206.第一下部

紧定螺钉组、207.第一中部复位弹簧、208.第一中部调节螺钉、209.第一上部紧定螺钉组、

210.第二上部紧定螺钉组、211.第二中部调节螺钉、212.第二中部复位弹簧、213.  传感器

固定螺钉组、214.第二下部紧定螺钉组、501.控制板安装座、502.单片机控制板、503.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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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504.天线安装座、505.锂电池、506.电池安装座、601.第一激光束、602.第二激光束、

603.第三激光束。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实用新型，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

式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2] 参考图1~图4，一种三激光组合测头，包括机架组件100；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

件200；第二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300；第三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400和下位机系统。

[0023] 机架组件是所有其他部件连接的基体，包括带轴顶盖101；上固定架102；中调节架

103；下固定架104；中心柱105；底部安装盘106；顶盖固定螺钉组10；上固定架102；中调节架

103和下固定架104三者的中间均设置了中心孔，与中心柱105进行过盈配合；带轴顶盖101

可同其它旋转设备连接，即通过顶盖固定螺钉组107带动整个测头旋转。

[0024] 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第二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300和第三激光束测

量及调校组件400三者的结构相同，分别实现第一激光束601、第二激光束602和第三激光束

603的位姿调节和固定，并且呈120度均匀安装在机架组件上。

[0025] 第一激光束测量及调校组件200包括小型万向节201、螺纹顶杆202、顶套203、传感

器安装板204、第一激光位移传感器205、第一下部紧定螺钉组206、第一中部复位弹簧207、

第一中部调节螺钉208、第一上部紧定螺钉组209、第二上部紧定螺钉组210、第二中部调节

螺钉211、第二中部复位弹簧212、传感器固定螺钉组213、以及第二下部紧定螺钉组214。第

一激光位移传感器205通过传感器固定螺钉组213安装在传感器安装板204上，使传感器安

装板204成为承受调节和固定的受载体。

[0026] 由于初始安装时，无法确保第一激光束601、第二激光束602和第三激光束603三者

在同一平面，且相交于同一点，需要利用第一中部复位弹簧207、第一中部调节螺钉208、第

二中部调节螺钉211和第二中部复位弹簧212进行空间二轴旋转，调节激光束的姿态；以及

通过螺纹顶杆202和顶套203进行竖直方向的平移，调节激光束的位置。在调节后，可通过第

一下部紧定螺钉组206、第一上部紧定螺钉组209、第二上部紧定螺钉组210和第二下部紧定

螺钉组214进行固定，以便调节后激光束的位姿状态始终保持不变。

[0027] 所述下位机系统负责实时采集三路传感器的测量数据，并能进行简单处理和无线

传输数据至上一级的处理系统，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和显示。所述下位机系统主要包括

单片机控制板501、控制板安装座502、数据天线503、天线安装座504、锂电池505、电池安装

座506。

[002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带轴顶盖101可同其它旋转设备连接，通过顶盖固定

螺钉组107带动整个测头旋转。

[002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上固定架102、中调节架103和下固定架104均为三叉

形结构，并且安装时，三叉形结构需对齐。

[003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中心柱105的中部为正六边形凸起结构，以便利用扳

手进行竖直方法的调节。

[003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控制板安装座502、天线安装座504、和电池安装座

506呈120度均匀固定在底部安装盘10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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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实用新型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

包括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

饰也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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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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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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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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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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