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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

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该方法是基于最小

二乘法、结合非均匀有理B样条插值函数和多维

混合进化算法的用于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

的数据处理方法。本发明采用并行自适应权重的

粒子群算法和基于DC的小生境遗传算法的混合

进化算法，依据最小二乘法准则实现实测坐标系

与理论坐标系的自适应调整，并将位置误差从轮

廓度误差剔除，这种方法不用预设初值，避免了

预设初值对最后位置误差结果的影响，加快了优

化算法的收敛速度，提高了优化算法在局部寻优

的能力，避免了全局搜索时容易陷入局部最优，

并将位置误差从轮廓度误差结果中剔除出来，以

保证评定线轮廓度误差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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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依据最小二乘原则构建适应度函数，具体方法如下：

1-1）利用Deboor递归算法计算B样条基函数；

1-2）计算非均匀有理B样条的参数，输入为含有理论坐标的文本文件，通过弦长参数化

计算节点矢量，通过基函数构建系数矩阵求解控制点；

1-3）利用最小二乘法构建适应度值函数，其值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的平方

和，读取实测坐标和理论坐标，对实测坐标P进行矩阵变换，变换矩阵为T，变换后实测坐标

变为P1，P1=P*T：

T=[cos(x(3)) ,sin(x(3)) ,0;-sin(x(3)) ,cos(x(3)) ,0;x(1) ,x(2) ,1]

其中，x为要优化的位置误差组成的矢量，计算实测坐标到理论坐标的距离，并搜寻到

每个实测点到理论点最短距离所处的理论坐标的序号，对每个实测点对应最短距离的理论

曲线段用NURBS进行插值，再寻找出每个实测点到插值点的最短距离；

2）利用并行GAPSO混合进化算法，优化适应度函数，得到位置误差的具体方法如下：

2-1）生成初始种群，并按照适应度大小排序；

2-2）对初始种群适应度值高的部分个体由自适应权值粒子群算法更新后生成新的种

群个体：首先计算原种群的适应度，遍历种群找到最佳适应度和个体，当适应度接近最佳适

应度时，调整惯性权重于最大最小权重之间，增加局部搜索能力，否则采用最大惯性权重加

快收敛速度，更新速度个体，更新种群内个体，比较更新后的适应度与原个体适应度值，如

果适应度值更佳则更新原个体，否则维持原个体不变；

2-3）未经粒子群更新的个体采用遗传算法，对选择交叉阶段使用的优良父代个体，随

机变换种群个体的顺序，选择前四个适应度最佳的记录其索引，循环选取出父代的索引；

2-4）对父代采用随机均匀交叉算子生成子代，采用基于确定性排挤机制DC的小生境遗

传算法，两子代个体分别与其中一个相似的父代个体进行竞争，优胜劣汰；

2-5）变异方法采用随机重新生成个体；

2-6）返回优化后的最佳个体；

3）将位置误差带入变换矩阵，计算线轮廓度误差的具体方法如下：

3-1）利用解析几何理论，判断实测点在有向线段的位置，在右侧即位于理论曲线内部，

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赋予正负号，得到偏差；

3-2）将优化得到的位置误差代入变换矩阵，计算每个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

线轮廓误差D=max(dis)-min(dis)，dis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偏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1）有向线段由最近点相邻的插值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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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机械制造业中，许多零件的曲面曲线轮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渐开线、

椭圆、抛物线和摆线轮廓等在工程中广泛应用，通常这类曲线是可以由标准曲线方程表达

的；此外还有许多复杂自由曲面如汽轮机叶片、雷达天线和凸轮等曲面的误差测量一般也

是通过测量一系列截面曲线轮廓来表征的。因此对于叶片截面这种自由曲线轮廓度测量成

为线轮廓度测量的重要内容。轮廓度是零件形位公差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应用最广泛而

又难于测量和评定的项目。随着对产品质量的更高要求，对零件的几何尺寸提出了更高精

度的测量和符合公差标准定义的误差评定要求。在生产中，线轮廓度误差常用仿形法、样板

法、投影法和坐标法进行测量。仿形法中，仿形面的线轮廓度的误差将直接影响测量结果。

样板法是用样板按光隙法估读间隙大小，所以是一种精度不高的近似测量。投影法受光学

及投影装置的限制，只适用于测量尺寸较小且精度要求一般的薄形测试件。用坐标法测量

线轮廓度时应将测量基准与设计基准相重合，由于被测轮廓与设计基准之间存在的位置误

差会对评定结果产生影响，从而降低了评定精度；对于一些结构复杂的被测轮廓，又由于按

设计基准难以实现测量定位，故在测量时必须转换基准才能实现线轮廓度误差的精确测

量，这样就难以直接地实现轮廓度误差的评定。目前精密零件的自由曲线测量，一般都是在

三坐标测量机上进行，因此其线轮廓度评定采用坐标法。

[0003] 根据形位公差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线轮廓度误差评定通常按照最小区域原则进

行，但复杂的平面自由曲线实现最小条件比较困难，因此目前大多采用坐标法测量自由曲

线轮廓度误差时采用最小二乘法，其更具实用价值。在采用坐标法评定自由曲线轮廓度误

差过程中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1)测点到理论曲线轮廓最小距离的计算；(2)被测轮

廓与理论轮廓位置的匹配，即转换测量基准到设计基准。

[0004] 目前在线轮廓度误差评定上，在两个阶段分别采用以下技术：1.计算测量点到理

论曲线轮廓的最小距离时，通常对获取到的一系列理论曲线坐标用样条插值函数进行理论

曲线插值，再分别搜索实测点到理论曲线上最短距离，对于每个实测点的最短距离都要对

全段理论曲线搜索，时间和空间复杂度比较大。2.在转换基准时，由于坐标系的偏移量和旋

转量未知，需要利用多维优化技术计算坐标系的变动量，在自由曲线坐标的变换上，这个问

题属于三维优化问题，而目前在计算基准转换上采用的优化技术主要Matlab自带的优化函

数如fminunc，加速步长的坐标轮换法，简单遗传算法，基本粒子群算法等。前两个方法需要

对(tx，ty，θ)预设初值，初值对最后的优化结果影响很大，优化的结果很不准确，其次在初

值的选取上花费大量的时间。遗传算法和粒子群算法都属于进化算法，两者随机生产初始

解，实现复杂空间的最优解搜索，根据适应度大小更新迭代结果，粒子群优化算法收敛速度

比较快，而遗传算法相较于粒子群算法交叉变异极大丰富了解空间的多样性，具有较好的

全局搜索能力，但基本遗传算法和粒子群在迭代过程中都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而且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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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能力不强。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由

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该方法是基于最小二乘法、结合非均匀有理B样条插值函数和多

维混合进化算法的用于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的数据处理方法，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在轮

廓度误差评定过程中能自动地实现测量基准与理论基准的自适应性调整，分离了位置误差

对轮廓误差评定结果的影响，提高了轮廓度误差的精确度。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依据最小二乘原则构建适应度函数；

[0009] 2)利用并行GAPSO混合进化算法，优化适应度函数，得到位置误差；

[0010] 3)将位置误差带入变换矩阵，计算线轮廓度误差。

[0011]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

[0012] 步骤1)依据最小二乘原则构建适应度函数的具体方法如下：

[0013] 1-1)利用Deboor递归算法计算B样条基函数；

[0014] 1-2)计算非均匀有理B样条的参数，输入为含有理论坐标的文本文件，通过弦长参

数化计算节点矢量，通过基函数构建系数矩阵求解控制点；

[0015] 1-3)利用最小二乘法构建适应度值函数，其值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的

平方和，读取实测坐标和理论坐标，对实测坐标P进行矩阵变换，变换矩阵为T，变换后实测

坐标变为P1，P1＝P*T：

[0016] T＝[cos(x(3)) ,sin(x(3)) ,0；-sin(x(3)) ,cos(x(3)) ,0；x(1) ,x(2) ,1]

[0017] 其中，x为要优化的位置误差组成的矢量，计算实测坐标到理论坐标的距离，并搜

寻到每个实测点到理论点最短距离所处的理论坐标的序号，对每个实测点对应最短距离的

理论曲线段用NURBS进行插值，再寻找出每个实测点到插值点的最短距离。

[0018] 步骤2)利用并行GAPSO混合进化算法，优化适应度函数，得到位置误差的具体方法

如下：

[0019] 2-1)生成初始种群，并按照适应度大小排序；

[0020] 2-2)对初始种群适应度值高的部分个体由自适应权值粒子群算法更新后生成新

的种群个体：首先计算原种群的适应度，遍历种群找到最佳适应度和个体，当适应度接近最

佳适应度时时，调整惯性权重于最大最小权重之间，增加局部搜索能力，否则采用最大惯性

权重加快收敛速度，更新速度个体，更新种群内个体，比较更新后的适应度与原个体适应度

值，如果适应度值更佳则更新原个体，否则维持原个体不变；

[0021] 2-3)未经粒子群更新的个体采用遗传算法，对选择交叉阶段使用的优良父代个

体，随机变换种群个体的顺序，选择前四个适应度最佳的记录其索引，循环选取出父代的索

引；

[0022] 2-4)对父代采用随机均匀交叉算子生成子代，采用基于确定性排挤机制DC的小生

境遗传算法，两子代个体分别与其中一个相似的父代个体进行竞争，优胜劣汰；

[0023] 2-5)变异方法采用随机重新生成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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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2-6)返回优化后的最佳个体。

[0025] 步骤3)将位置误差带入变换矩阵，计算线轮廓度误差的具体方法如下：

[0026] 3-1)利用解析几何理论，判断实测点在有向线段的位置，在右侧即位于理论曲线

内部，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赋予正负号，得到偏差；

[0027] 3-2)将优化得到的位置误差代入变换矩阵，计算每个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

离，线轮廓误差D＝max(dis)-min(dis)，dis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偏差。

[0028] 步骤3-1)有向线段由最近点相邻的插值点构成。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0] 本发明在计算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时，利用非均匀有理B样条(NURBS)函

数只对每个实测点到理论曲线最短距离所处的段进行插值，计算时间空间复杂度大幅降

低；本发明采用并行自适应权重的粒子群算法和基于DC的小生境遗传算法的混合进化算

法，依据最小二乘法准则实现实测坐标系与理论坐标系的自适应调整，并将位置误差从轮

廓度误差剔除，这种方法不用预设初值，避免了预设初值对最后位置误差结果的影响，加快

了优化算法的收敛速度，提高了优化算法在局部寻优的能力，避免了全局搜索时容易陷入

局部最优，并将位置误差从轮廓度误差结果中剔除出来，以保证评定线轮廓度误差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评定方法的流程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适应度函数的流程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线轮廓度误差函数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5] 参见图1-3，本发明基于混合进化算法的自由曲线轮廓度误差评定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6] 1)依据最小二乘原则构建适应度函数；

[0037] 1-1)利用Deboor递归算法计算B样条基函数；

[0038] 1-2)计算非均匀有理B样条的参数，输入为含有理论坐标的文本文件，通过弦长参

数化计算节点矢量，通过基函数构建系数矩阵求解控制点；

[0039] 1-3)利用最小二乘法构建适应度值函数，其值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的

平方和，读取实测坐标和理论坐标，对实测坐标P进行矩阵变换，变换矩阵为T，变换后实测

坐标变为P1，P1＝P*T：

[0040] T＝[cos(x(3)) ,sin(x(3)) ,0；-sin(x(3)) ,cos(x(3)) ,0；x(1) ,x(2) ,1]

[0041] 其中，x为要优化的位置误差(tx，ty，θ)组成的矢量，计算实测坐标到理论坐标的

距离，并搜寻到每个实测点到理论点最短距离所处的理论坐标的序号，对每个实测点对应

最短距离的理论曲线段用NURBS进行插值，再寻找出每个实测点到插值点的最短距离。

[0042] 2)PSO-GA并行优化算法；

[0043] 2-1)生成初始种群；

[0044] 2-2)对初始种群由自适应权值粒子群算法更新后生成新的种群：首先计算原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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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度，遍历种群找到最佳适应度和个体，当适应度接近最佳适应度时时，调整惯性权重

于最大最小权重之间，增加局部搜索能力，否则采用最大惯性权重加快收敛速度，更新速度

个体，更新种群内个体，比较更新后的适应度与原个体适应度值，如果适应度值更佳则更新

原个体，否则维持原个体不变；

[0045] 2-3)未经粒子群更新的个体采用遗传算法，选择交叉阶段使用的优良父代个体，

随机变换种群个体的顺序，选择前四个适应度最佳的记录其索引，循环选取出父代的索引；

[0046] 2-4)对父代采用随机均匀交叉算子生成子代，采用基于DC(确定性排挤机制)的小

生境遗传算法，两子代个体分别与其中一个相似的父代个体进行竞争，优胜劣汰；

[0047] 2-5)变异方法采用随机重新生成个体；

[0048] 2-6)返回优化后的最佳个体。

[0049] 3)线轮廓度误差计算；

[0050] 3-1)利用解析几何理论，判断实测点在有向线段(最近点相邻的插值点构成)的位

置，在右侧即位于理论曲线内部，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赋予正负号，得到偏差；

[0051] 3-2)将优化得到的位置误差代入变换矩阵，计算每个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

离，线轮廓误差D＝max(dis)-min(dis)，dis为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偏差。

[0052] 本发明在计算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时，利用了NURBS的性质，通过所有理

论坐标计算控制点和重节点矢量，但只对理论曲线最近距离点所在段插值，计算的时间空

间的复杂程度大幅降低；采用并行遗传算法和粒子群算法，不需要预设初值，避免了初值对

优化结果的影响，自适应权重的粒子群算法有着很快的收敛速度而且具有较好的局部搜索

能力，小生境遗传算法很好地避免优化结果陷入局部最优，并行GAPSO算法兼有两者的优

点；计算线轮廓度误差时考虑了实测点位于理论曲线内外时的情况，相比较不考虑时线轮

廓度误差为e＝2*max(dis)，e＝max(dis)-min(dis)的计算结果更佳符合实际情况，贴合真

值。

[0053] 计算实测点到理论曲线的最短距离，首先计算一遍实测坐标到理论坐标的距离，

记录下每个实测坐标到理论坐标距离最短的理论坐标序号，其次计算NURBS的重节点矢量

和控制点，最后对理论坐标序号所在段进行插值，插值精度可以调解保证两者的距离是一

定精度要求下的最短距离，这样做缩小了搜索最短距离时的搜索范围，方法简单有效，相较

于在所有理论曲线上搜索最短距离，计算时间空间复杂度大幅降低。

[0054] 并行粒子群和遗传算法属于两种进化算法的混合算法，随机生成初始解，不需要

预设初值，迭代过程中首先对适应度最高前几个个体采用自适应权重粒子群算法进行更新

迭代，适应度更佳时权重适当减小，提高了局部搜索能力，适应度不佳时增大权重加快收敛

速度；然后利用小生境遗传算法更新种群内剩余个体，在交叉阶段采用Mahfoud的确定性排

挤机制(DC)的小生境遗传算法，维持了种群内个体解的多样性，避免陷入局部最优，算法简

单，收敛速度快，隐含并行性。

[0055] 计算线轮廓度误差时，叶片曲线一般为闭合自由曲线，利用解析几何理论，判断实

测点在有向理论曲线的位置，由此判断实测点在理论曲线内部还是外部，内部时其偏差应

为负的最短距离，否则为正的最短距离，线轮廓度误差为e＝max(dmin)-min(dmin)更佳精

确。

[0056] 以上内容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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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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