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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一种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

修正方法属于视觉测量领域，涉及一种基于各向

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法。该方法基于大

尺寸测量场内的ERS点误差特性分析，首先构建

装配测量场内数据配准模型，并确定局部坐标系

下ERS点测量不确定度矩阵；然后设定某一坐标

系为全局坐标系，并基于坐标协方差传播原理，

求解该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矩阵；最后基于测

长、测角与各轴坐标测量不确定度的关系，建立

误差修正加权矩阵模型，对ERS点进行加权融合

修正。该方法有效保证各个局部测量数据的传

递、协调和融合，减小了多站测量坐标系配准误

差，预防局部测量数据超差，提高了整体加工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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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法，其特征是，该方法，首先通过构建大

尺寸测量场内数据配准模型，确定局部坐标系下ERS点测量不确定度矩阵；然后设定某一站

位为全局坐标系，根据协方差传播定理，求解该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矩阵；最后基于上述测

长、测角与各坐标轴测量不确定度关系，建立误差修正加权矩阵模型，对多站ERS点测量信

息进行加权融合；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多坐标系配准模型的构建

大尺寸测量场内ERS点的准确完整赋值需通过多站测量完成，基于多站位内对应公共

基准点坐标理论重合的思想，构建多站坐标系配准模型；为了清晰描述配准模型，假设全局

坐标系与局部坐标系的数据集分别为P和Q；两个站位间数据配准模型：

其中， 分别为全局坐标系与局部坐标系间的旋转矩阵和平移矩阵，i，n分别为公

共基准点序号和总数；

第二步，局部坐标系下ERS点不确定度矩阵的求解

激光跟踪仪测量坐标系是球坐标系 包括方位角 垂直角θ、距离L；为了实现

多站测量数据的传递，需将球坐标系 转换为笛卡尔坐标系(x,y,z)，其坐标系间的

转换方程为：

式中，L为激光跟踪仪与被测点之间的距离， 为激光跟踪仪垂直角，θ为激光跟踪仪方

位角；

激光跟踪仪的角度测量误差和长度测量误差由不同传感器获得，根据其误差传递特

性，得到球坐标系下ERS测量值的协方差矩阵为：

式中σθ、 σL分别为水平角测量误差(单位为″)、垂直角测量误差(单位为″)、长度测

量误差(单位为μm/m)；

为便于多源数据误差分析，需要计算ERS点在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测量不确定度矩阵；根

据协方差传播定理，笛卡尔坐标系下的坐标协方差矩阵Uxyz由球坐标系下的协方差矩阵Us

推导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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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函数 关于 的雅克比矩阵，Ux2、Uy2、Uz2为笛卡

尔坐标系下每个测量点在X、Y、Z三维方向上的测量不确定度；函数 关于

的雅克比矩阵J求解方程为：

基于坐标协方差传播原理及方程(5)，求得笛卡尔坐标系下每个测量点在X、Y、Z三维方

向上的测量不确定度：

第三步，全局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模型

由式(2)计算测量点在球坐标系下坐标值 然后，根据式(3)(4)求解所有公共

基准点在所有测量坐标系下的协方差矩阵 (第j个坐标系内第i点的坐标协方差矩阵)；

最后，根据协方差传播定理计算公共基准点在全局坐标系下的坐标协方差矩阵：

其中， 分别为全局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下的坐标协方差矩阵，Ji为局部坐标

系下的雅克比矩阵， 为旋转矩阵，j为局部坐标系序号，i为公共基准点序号；

从坐标协方差矩阵 中分离出X、Y、Z轴的不确定度；

式中，diag(X)表示提取矩阵X的对角元素；

第四步，全局坐标系下的加权矩阵模型

来自不同局部坐标系的公共基准点在全局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值不同，利用各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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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度值来求解其加权矩阵

式中， 表示全局坐标系下第j个坐标系内第i个公共基准点的加权矩阵，k为局部坐

标系总数，h为局部坐标系序号；

第五步，加权融合修正ERS点

在全局坐标系内，对所有公共基准点进行加权融合，重新定义其坐标值：

式中, 为全局坐标系下重新定义的坐标， 为全局坐标系下来自

第j个坐标系的第i点坐标；

由新定义的坐标值与初始测量坐标值，可计算出基准点坐标的修正值：

式中(δjX,δjY,δjZ)为测量点在X、Y、Z方向上的坐标修正值；

第六步，重新求解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

依次以每一个测量坐标系作为全局坐标系，对所有公共基准点坐标进行修正，重新求

解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

式中，R为3×3的旋转矩阵，T为平移矩阵，[xm  ym  zm]T为局部坐标系下的ERS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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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视觉测量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测量辅助装配技术的发展，由ERS(Enhance  Reference  System)点构成的大

尺寸测量场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重大工程领域的装配环节，其精度是决定最终装配

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受测量现场环境扰动、测量仪器系统误差等多源因素的影响，ERS点

坐标测量误差呈现出各向异性和非均匀性。ERS点作为多站位测量坐标系数据转换的桥梁，

其测量误差将直接导致局部测量误差传递累积，甚至局部误差严重超差，影响大型部件的

的装配性能。因此，大尺寸装配测量场内ERS点测量误差的修正与均匀化，对于局部测量数

据超差的预防与整体加工质量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航空公司在大型装配测量

场构建过程中，仍大都采用ERS点原始测量值作为理论值，然后依次作为坐标系转换基准，

将局部测量数据统一到全局坐标系，难以满足装配精度要求，甚至引起装配失调。国内外均

已对大型装配测量场内ERS点的测量及修正展开了大量研究，研究热点集中在多坐标系数

据配准模型、测量系统空间布局等方面，较少涉及ERS点误差修正及均匀化方法。尤其是，较

少资料构建全局坐标系下ERS点的测量误差加权矩阵，对于ERS点多站冗余测量坐标进行融

合修正，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0003] 针对大尺寸测量误差补偿方法，合肥工业大学的李余洋等人等人于2016年在《工

具技术》第12期中发表了文章《组合式大尺寸测量系统坐标转换方法的误差补偿》，提出了

利用标准杆件几何约束取代临时公用基准点的方法控制测量误差。根据经典平差最小二乘

法原理和坐标系近似转换方法推导坐标转换的七参数坐标误差公式，并对该方法进行理论

描述和蒙特卡洛仿真验证，该方法能够提高坐标转换精度并达到误差补偿的目的。但未考

虑到测量误差的各向异性和非均匀性，对局部测量误差的修正有一定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缺陷，避免装配坐标系下某一或某些局部站位测量数据偏差过

大，充分考虑ERS点测量误差的非均匀性和各向异性等特点，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各向异

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法。该方法基于大尺寸测量场内的ERS点误差特性分析，首先构

建装配测量场内数据配准模型，并确定局部坐标系下ERS点测量不确定度矩阵；然后设定某

一坐标系为全局坐标系，并基于坐标协方差传播原理，求解该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矩阵；最

后基于测长、测角与各轴坐标测量不确定度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加权矩阵模型，对ERS点

进行加权融合修正。该方法为ERS点测量误差修正均匀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保证各局部测

量数据的有效传递、协调、融合奠定了基础。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法，其特征

是，该方法，首先通过构建大尺寸测量场内数据配准模型，确定局部坐标系下ERS点测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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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度矩阵；然后设定某一站位为全局坐标系，根据协方差传播定理，求解该坐标系下的不

确定度矩阵；最后基于上述测长、测角与各坐标轴测量不确定度关系，建立误差修正加权矩

阵模型，对多站ERS点测量信息进行加权融合。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06] 第一步，多坐标系配准模型的构建

[0007] 大尺寸测量场内ERS点的准确完整赋值需通过多站测量完成。基于多站位内对应

公共基准点坐标理论重合的思想，构建多站坐标系配准模型。为了清晰描述配准模型，假设

全局坐标系与局部坐标系的数据集分别为P和Q。

[0008] 两个站位间数据配准模型：

[0009]

[0010] 其中， 分别为全局坐标系与局部坐标系间的旋转矩阵和平移矩阵，i，n分别

为公共基准点序号和总数。

[0011] 第二步，局部坐标系下ERS点不确定度矩阵的求解

[0012] 激光跟踪仪测量坐标系是球坐标系 包括方位角 垂直角θ、距离L。为了

实现多站测量数据的传递，需将球坐标系 转换为笛卡尔坐标系(x,y,z)，其坐标系

间的转换方程为：

[0013]

[0014] 式中,L为激光跟踪仪与被测点之间的距离， 为激光跟踪仪垂直角，θ为激光跟踪

仪方位角。

[0015] 激光跟踪仪的角度测量误差和长度测量误差由不同传感器获得，根据其误差传递

特性，得到球坐标系下ERS测量值的协方差矩阵为：

[0016]

[0017] 式中，σθ、 σL分别为水平角测量误差(单位为″)、垂直角测量误差(单位为″)、长

度测量误差(单位为μm/m)。

[0018] 为便于多源数据误差分析，需要计算ERS点在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测量不确定度矩

阵。根据协方差传播定理，笛卡尔坐标系下的坐标协方差矩阵Uxyz由球坐标系下的协方差矩

阵Us推导而来：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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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式中， 为函数 关于 的雅克比矩阵，Ux2、Uy2、Uz2为

笛卡尔坐标系下每个测量点在X、Y、Z三维方向上的测量不确定度。函数 关于

雅克比矩阵J求解方程为：

[0021]

[0022] 基于坐标协方差传播原理及方程(5)，求得笛卡尔坐标系下每个测量点在X、Y、Z三

维方向上的测量不确定度：

[0023]

[0024] 第三步，全局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模型

[0025] 由式(2)计算测量点在球坐标系下坐标值 然后，根据式(3)(4)求解所

有公共基准点在所有测量坐标系下的协方差矩阵 (第j个坐标系内第i点的坐标协方差

矩阵)。最后，根据协方差传播定理计算公共基准点在全局坐标系下的坐标协方差矩阵：

[0026]

[0027] 其中， 分别为全局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下的坐标协方差矩阵，Ji为局部

坐标系下的雅克比矩阵， 为旋转矩阵，j为局部坐标系序号，i为公共基准点序号。

[0028] 从坐标协方差矩阵 中分离出X、Y、Z轴的不确定度。

[0029]

[0030] 式中，diag(X)表示提取矩阵X的对角元素。

[0031] 第四步，全局坐标系下的加权矩阵模型

[0032] 来自不同局部坐标系的公共基准点在全局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值不同，利用各点

的不确定度值来求解其加权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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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式中， 表示全局坐标系下第j个坐标系内第i个公共基准点的加权矩阵，k为局

部坐标系总数，h为局部坐标系序号。

[0035] 第五步，加权融合修正ERS点

[0036] 在全局坐标系内，对所有公共基准点进行加权融合，重新定义其坐标值：

[0037]

[0038] 式中 为全局坐标系下重新定义的坐标， 为全局坐标系下来

自第j个坐标系的第i点坐标。

[0039] 由新定义的坐标值与初始测量坐标值，可计算出基准点坐标的修正值：

[0040]

[0041] 式中(δjX,δjY,δjZ)为测量点在X、Y、Z方向上的坐标修正值。

[0042] 第六步，重新求解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

[0043] 依次以每一个测量坐标系作为全局坐标系，对所有公共基准点坐标进行修正，重

新求解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

[0044]

[0045] 式中，R为3×3的旋转矩阵，T为平移矩阵，[xm  ym  zm]T为局部坐标系下的ERS点坐

标。

[004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充分考虑了大尺寸测量场内ERS点测量误差的各向异性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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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性，从ERS点测量误差特性出发，通过求解ERS点坐标测量的不确定度矩阵，采用加权修

正的方式实现测量误差的修正和均匀化，有效保证各个局部测量数据传递、协调和融合。减

小了多站测量坐标系配准误差，预防局部测量数据超差，提高了整体加工质量。

附图说明

[0047] 图1是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法流程图。

[0048] 图2是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示意图，其中，1-4分别为4个激光跟踪

仪测得的局部坐标系下的数据，图a)、b)、c)、d)分别表示将四个局部坐标系依次作为全局

坐标系，将其他局部坐标系分别配准到该全局坐标系下。

[0049] 图3是ERS点误差修正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阐述。

[0051] 本实施例采用莱卡激光跟踪仪AT960，其角度测量不确定度为2″，长度测量不确定

度为0.5μm/m，测量空间约为5*5米。

[0052]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出的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法流程图，本实

施例在装配测量场内布置9个ERS点，采用4台激光跟踪仪对测点进行测量，方法的具体步骤

如下：

[0053] 第一步，多坐标系配准模型的构建

[0054] 基于多站位内对应公共基准点坐标理论重合的思想，根据式(1)建立两站位间数

据配准模型，如图2所示为所建立的多坐标系配准模型，其中，1-4分别为4个激光跟踪仪测

得的局部坐标系下的数据，图a)、b)、c)、d)分别表示将四个局部坐标系依次作为全局坐标

系，将其他局部坐标系分别配准到该全局坐标系下。

[0055] 第二步，局部坐标系下ERS点不确定度矩阵的求解

[0056] 为了实现多站测量数据的传递，将ERS测点的球坐标系根据式(2)依次转换为笛卡

尔坐标系。根据激光跟踪仪的误差传递特性，可得到球坐标系下ERS测量值的协方差矩阵

为：

[0057]

[0058] 根据协方差传播定理，将式(3)、(5)带入式(4)中，根据式(6)建立局部坐标系下的

ERS点测量不确定度模型。

[0059] 第三步，全局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模型

[0060] 由式(2)计算测量点在球坐标系下坐标值 然后，根据式(3)、(4)求解所

有公共基准点在所有测量坐标系下的协方差矩阵 (第j个坐标系内第i点的坐标协方差

矩阵)，i＝1,2,...,9，j＝1,2,3,4。最后基于协方差传播定理，根据式(7)计算公共基准点

在全局坐标系下的坐标协方差矩阵，并按照式(8)从坐标协方差矩阵中分离出X、Y、Z轴的不

确定度，建立全局坐标系下不确定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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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第四步，全局坐标系下的加权矩阵模型

[0062] 根据来自不同局部坐标系的公共基准点在全局坐标系下的不确定度值不同，根据

式(9)分别求解9个ERS点在4个局部坐标系下的加权矩阵，建立全局坐标系下的加权矩阵模

型。

[0063] 第五步，加权融合修正ERS点

[0064] 在全局坐标系内，对所有公共基准点进行加权融合，根据式(10)重新定义全局坐

标系下的坐标值。根据新定义的坐标值与初始测量坐标值，按式(11)计算出基准点坐标在

X、Y、Z方向上的修正值，对ERS点进行修正及均匀化处理。

[0065] 第六步，重新求解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

[0066] 依次以每一个测量坐标系作为全局坐标系，对所有公共基准点坐标进行修正，根

据式(12)重新求解坐标系间的转换关系。将经过各向异性加权修正后的误差与修正前的测

量误差数据进行对比。

[0067] 如图3所示为修正前ERS点测量误差及经过各向异性加权修正的ERS点测量误差，

由图3可知修正前各点测量误差呈现出不均匀性及各向异性，经加权矩阵修正后，测量误差

明显减小，且各向异性明显降低，证明本发明提出的基于各向异性加权的ERS点误差修正方

法对局部ERS点测量误差修正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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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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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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