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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

差标定方法，属于测量误差补偿技术领域。所述

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1，直线轴测量精度补

偿；步骤S2，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步骤

S3，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校准。本发明测量流程

简单，有助于测量机开发工程师和终端用户快速

找出回转中心线误差，提高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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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直线轴测量精度补偿：对五轴非接触式测量机中三个直线轴的21项几何误差

进行测量和补偿，至达到直线轴测量精度要求；

步骤S2，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在完成步骤S2中操作后，将探针安装在C轴转

台或C轴转台所在平面上，将标准球安装在A轴转台上，通过检测标准球随A轴转台做圆周运

动的圆心得到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再以A轴转台工作面圆心为坐标原点建立测量机

的基坐标系，将探针装在A轴转台上，将标准球安装在C轴转台上，先标定探针的安装位置，

得到探针安装的几何误差，再检测标准球随C轴转台做圆周运动的圆心，得到C轴回转中心

线的几何误差；根据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和C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建立回转中心

线误差补偿模型；

步骤S3，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校准：采用五轴联动的方式通过探针对安装在C轴转台上

的标准球做轮廓检测和尺寸检测，输入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评价测量精度；若测量精

度无法满足要求则返回步骤S2重新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若测量精度满足要求则

安装白光传感器并标定安装位置，采用五轴联动的方式通过白光传感器对标准球做轮廓检

测和尺寸检测，再次输入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评价测量精度，若测量精度满足要求则

完成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否则重新安装白光传感器后继续对标准球做轮廓检测和尺

寸检测，评价测量精度至达到要求；最终以精度满足要求的白光传感器安装位置为标准测

量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其特征是，在

步骤S2中，检测A轴转台和C轴转台其中之一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S21，标准球球心标定：

在A轴转台或C轴转台其中之一上安装标准球a和b各一个，标准球a和b球心之间存在高

度差，标准球a和b直径不同并安装在转台的不同回转轨迹上，另一转台或转台所在平台安

装探针；探针所在平台或转台不旋转，其余四轴运动进行正转和反转，在正转和反转过程中

分别对标准球a和b进行五点测量拟合得到标准球球心；五点测量中五个测点在标准球上的

布局方式为一个旋转转台轴向最高点、与旋转转台轴向垂直的标准球大圆上四个坐标轴极

值点；五个测点的坐标是praw(i,k,n)∈R3，n表示测点序号，i表示标准球正转测量次数i/2

次和反转测量次数i/2次之和，i为偶数，k表示标准球a或b；基于步骤S1对这五个测点进行

空间坐标值修正，补偿直线运动副21项误差引起的空间坐标的偏差，修正后五个测点的坐

标是pcal(i,k,n)∈R3；

根据五个测点的坐标及标准球的半径Rk，以偏差量h达到最小为拟合目标，采用最小二

乘法拟合球心坐标p(i,k)∈R3，

步骤S22，标准球回转圆心标定：

正向旋转标准球所在转台，顺序旋转i/2次，得到i/2个角度位置作为测量位置，i/2个

测量位置包含从起始位置起的至少720°旋转角度范围，每旋转一次测量一次标准球的球

心；再反向旋转标准球所在转台，顺序旋转i次，得到i/2个角度位置作为测量位置，i/2个测

量位置包含从起始位置起的至少720°旋转角度范围，每旋转一次测量一次标准球的球心；

标准球a和b分别检测i个位置，标准球a的i个测量位置和标准球b的i个测量位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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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标准球a球心坐标p(i,a)∈R3，标准球b球心坐标p(i,b)∈R3；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

标准球a回转圆心oa∈R3的坐标 和标准球b回转圆心ob∈R3的坐

标

步骤S23，计算标准球所在转台回转中心线：

根 据 两 点 确 定 一 直 线 的 原 理 ，计 算 得 到 标 准 球 所 在 转 台 回 转 中 心 线

其中，M、N、P表示常量；通过计算标准球所在转台的回转中心线与基

坐标系XYZ的夹角得到标准球所在转台轴线与Z轴、Y轴的垂直度误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其特征是，在

步骤S21中计算拟合后两标准球球心之间的间距 p(i,a)为标

准球a的球心坐标，p(i,b)为标准球b的球心坐标，根据D(i)的变化趋势判定误差补偿后测

量精度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要求则进行步骤S22；否则重复步骤S2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标准球a和标准球b中较小球放置在转台上靠近转台工作面圆心处，较小球的放置高度低

于较大球的放置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测量位置i＝14，正向旋转的7个测量位置等间距布置，反向旋转的7个测量位置等间距布

置，正向旋转的7个测量位置和反向旋转的7个测量位置错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其特征是，在

步骤S1中直线轴测量精度补偿后，通过体对角线法对直线轴误差补偿结果做校验，保证补

偿后测量精度误差小于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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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误差补偿领域的技术，具体是一种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

心线几何误差标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五轴非接触式测量机，模型如图2所示，集五轴联动和非接触式测量于一体，为复

杂曲面/异性曲面的非接触式测量需求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这类设备主要用于汽车零

部件、飞机发动机零部件、手机3D玻璃、精密模具等领域，能提供尺寸测量、3D尺寸云图构建

等测量需求。

[0003] 测量精度是五轴非接触式测量机关注的重要性能指标，而测量机几何误差在整机

综合误差中占比超过50％，在直线轴误差补偿已有成熟方法的情况下，旋转轴回转中心几

何误差对综合误差影响尤甚，特别是随着待测零件的尺寸增加，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在综

合误差中的占比呈放大趋势。目前虽然有一些旋转轴回转中心几何误差的标定方法，但是

这些方法多基于传统CNC系统，不适合用于带单摆头单转台的五轴非接触式测量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探针的旋转轴回转中心线

几何误差标定方法，操作简单，有助于快速找出回转中心线误差，提高测量精度。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S1，直线轴测量精度补偿：对五轴非接触式测量机中三个直线轴的21项几何

误差进行测量和补偿，至达到直线轴测量精度要求；

[0008] 步骤S2，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在完成S1中操作后，将探针安装在C轴转

台或C轴转台所在平面上，将标准球安装在A轴转台上，通过检测标准球随A轴转台做圆周运

动的圆心得到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再以A轴转台工作面圆心为坐标原点建立测量机

的基坐标系，将探针装在A轴转台上，将标准球安装在C轴转台上，先标定探针的安装位置，

得到探针安装的几何误差，再检测标准球随C轴转台做圆周运动的圆心，得到C轴回转中心

线的几何误差；根据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和C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建立回转中心

线误差补偿模型；

[0009] 步骤S3，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校准：采用五轴联动的方式通过探针对安装在C轴转

台上的标准球做轮廓检测和尺寸检测，输入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评价测量精度；若测

量精度无法满足要求则返回步骤S2重新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若测量精度满足要

求则安装白光传感器并标定安装位置，采用五轴联动的方式通过白光传感器对标准球做轮

廓检测和尺寸检测，再次输入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评价测量精度，若测量精度满足要

求则完成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否则重新安装白光传感器后继续对标准球做轮廓检测

和尺寸检测，评价测量精度至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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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效果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1] 1)通过两次安装操作分别标定两个旋转轴，共标定6项位姿误差；该方法安装过程

简单，标定流程清晰，有助于测量机开发工程师和终端用户快速找出回转中心线误差，为高

精度测量做好基础工作；

[0012] 2)在进行非接触式测量前采用接触式测量，相比直接用白光传感器进行非接触式

测量校准，不需要标定安装位置，避免引入安装误差。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实施例1的方法流程图；

[0014] 图2为实施例1中的五轴非接触式测量机示意图；

[0015] 图3为实施例1中经补偿的标准球a和标准球b之间理想测量趋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实施例1

[0017]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18] 步骤S1，直线轴测量精度补偿：对五轴非接触式测量机中三个直线轴的21项几何

误差进行测量和补偿；并采用体对角线法对直线轴误差补偿结果做校验，保证综合精度小

于2μm；

[0019] 步骤S2，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在完成步骤S1中操作后，将探针安装在C

轴转台或Y轴上，将标准球安装在A轴转台上，通过检测标准球随A轴转台做圆周运动的圆心

得到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再以A轴转台工作面圆心为坐标原点建立测量机的基坐标

系，将探针装在A轴上，将标准球安装在C轴转台上，先标定探针的安装位置，得到探针安装

的几何误差四项，再检测标准球随C轴转台做圆周运动的圆心，得到C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

误差；根据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和C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

偿模型；

[0020] 步骤S3，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先进行接触式测量，采用五轴联动的方式通过

探针对安装在C轴转台上的标准球做轮廓检测和尺寸检测，输入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型

评价测量精度；若测量精度无法满足要求则返回步骤S2重新建立回转中心线误差补偿模

型；若测量精度满足要求则进行非接触式测量，安装白光传感器并标定安装位置，采用五轴

联动的方式通过白光传感器对标准球做轮廓检测和尺寸检测，再次输入回转中心线误差补

偿模型评价测量精度，若测量精度满足要求则完成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标定，否则重新安

装白光传感器后继续对标准球做轮廓检测和尺寸检测，评价测量精度至达到要求，以精度

满足要求的白光传感器安装位置为标准测量位置。

[0021] 步骤S3中测量精度要求不大于5μm。

[0022] 本实施例中在检测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时，探针安装在C轴上，标准球安装

在A轴转台上，C轴不旋转，XYZA四轴运动，从而测量得到标准球绕A轴回转中心线旋转的空

间轨迹，通过空间轨迹计算得到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因A轴回转中心线在Y方向、Z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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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偏移量可以通过设置设备零点的方式忽略，故A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为A轴回转中

心线的空间姿态误差，包括A轴与Y轴、Z轴的垂直度误差。

[0023] 在步骤S2中，检测A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的具体过程如下：

[0024] 步骤S21，标准球球心标定：

[0025] 在C轴转台或Y轴上安装探针，在A轴转台上安装标准球a和b各一个(标准球a和b直

径不同，安装在A轴转台的不同回转轨迹上且球心之间存在高度差)，C轴不旋转，XYZA四轴

运动进行正转和反转，在正转和反转过程中分别对标准球a和b进行五点测量拟合得到标准

球球心；五点测量中五个测点在标准球上的布局方式为一个Z向最高点、X轴方向上的两个

极值点和Y轴方向上的两个极值点，四个极值点在X0Y投影面上周向均布设置；五个测点的

坐标是praw(i,k,n)∈R3，n＝1,2,…5为测点序号，i＝1,2,…14，其中正转7次，反转7次，k表

示标准球a、b；对这五个测点进行空间坐标值修正，修正的目的是补偿直线运动副21项误差

引起的空间坐标的偏差，修正后五个测点的坐标是pcal(i,k,n)∈R3；

[0026] 根据五个测点的坐标及标准球的半径Rk，以偏差量h达到最小为拟合目标，采用最

小二乘法拟合球心坐标p(i,k)∈R3，

[0027] 计算拟合后两标准球球心之间的间距 p(i,a)为标准

球a的球心坐标，p(i,b)为标准球b的球心坐标，根据D(i)的变化趋势判定误差补偿后测量

精度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要求则进行步骤S22；否则重复步骤S21；如图3所示，补偿后标准球

a和标准球b球心间距变化在0.003mm范围内(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符合要求；

[0028] 步骤S22，标准球回转圆心标定：

[0029] 正向旋转A轴转台，顺序旋转i/2次，得到i/2个角度位置作为测量位置，i/2个测量

位置包含从起始位置起的至少720°旋转角度范围，等间距布置，每旋转一次测量一次标准

球的球心；再反向旋转A轴转台，顺序旋转i/2次，得到i/2个角度位置作为测量位置，i/2个

测量位置包含从起始位置起的至少720°旋转角度范围，同向旋转得到的测量位置等间距布

置；优选地，i/2＝7，总测量次数i＝14，正向旋转的7个测量位置和反向旋转的7个测量位置

交错；

[0030] 那么标准球a和b分别检测14个位置，标准球a的14个测量位置和标准球b的14个测

量位置不同，得到标准球a球心坐标p(i,a)∈R3，标准球b球心坐标p(i,b)∈R3；分别采用最

小二乘法计算回转圆心oa∈R3的坐标 和回转圆心ob∈R3的坐标

[0031] 步骤S23，计算A轴回转中心线：

[0032] 根据两点确定一直线的原理，计算得到A轴回转中心线 其

中，M、N、P表示回转中心线方程的常量；进一步确定A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通过计算A轴

转台的回转中心线与基坐标系XYZ的夹角得到A轴与Z轴的垂直度误差以及A轴与Y轴的垂直

度误差，而A轴回转中心线在Y轴方向、Z轴方向的偏移量可以通过设置设备零点的方式忽

略，故得到A轴几何误差两项。

[0033] A轴几何误差项数少，故在标定A轴回转中心线的基础上在对C轴回转中心线几何

误差进行检测能提高整体检测精度；C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的检测采用与检测A轴回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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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线几何误差相同的方法得到；在C轴回转中心线几何误差检测中，探针安装在A轴转台上，

标准球a和b安装在C轴转台上，A轴转台不动，XYZC轴动；而C轴回转中心线的几何误差除了

空间姿态误差外，还包括C轴回转中心线在X方向和Y方向的偏移误差，C轴转台的回转中心

线与C轴转台水平面的交点即是C轴回转中心线在X方向和Y方向的偏移误差，从而得到空间

姿态误差四项。

[0034]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

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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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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