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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

方法：测量经纬仪靶球中心和镀膜表面基准孔在

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采用基准

转换方法，得到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

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将双经纬仪靶球置换成

跟踪仪靶球，采用激光跟踪测量方法，测量跟踪

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

值；使用跟踪仪以空间扫描测量方式，扫描测量

跟踪仪靶球中心点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的轨迹

和空间坐标值；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扫描跟

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

坐标值；对比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上的点

在基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在基准

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得到被测镀

膜表面型面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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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将被测物体镀膜表面无应力固定放置在稳定平台上，在被测物体周围布设M个公

共靶球基座，M≥3；

(2)、在公共靶球基座上放置经纬仪靶球，采用经纬交会测量方法，测量得到M个经纬仪

靶球中心和镀膜表面N个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N≥3；

(3)、根据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测量坐标值和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

论坐标值，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

标值；

(4)、将双经纬仪靶球置换成跟踪仪靶球，所述跟踪仪靶球与双经纬仪靶球直径相等；

(5)、采用激光跟踪测量方法，测量得到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

空间坐标值；

(6)、使用跟踪仪以空间扫描测量方式，将扫描跟踪仪靶球接触镀膜表面，在镀膜表面

移动扫描跟踪仪靶球，扫描测量得到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的轨迹和

空间坐标值；

(7)、根据步骤(5)得到的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和

步骤(3)得到的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采用基准转换

方法，得到步骤(6)所得到的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坐标值；

(8)、对比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上的点在基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

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消除耙球半径带来的偏差，得到被测镀膜表面

型面精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准转换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a)、根据同一位置的测量点在第一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和第二坐标系下的空间坐

标值，计算得到第一坐标系与第二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b)、根据第一坐标系与第二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测量点在第一坐标系的坐标值转为

其在第二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的具

体实现是：

(3.1)、根据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测量坐标值和在基准坐标系下的

理论坐标值，计算得到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3.2)、根据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M个经纬仪靶球中

心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转为其在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

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

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步骤(6)所得到的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

标系的坐标值的具体实现是：

(7.1)、根据步骤(6)得到的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

和步骤(3)得到的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计算得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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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仪测量坐标系与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7.2)、根据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

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坐标值转为其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采

用三维空间测量分析软件SA实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消

除耙球半径带来的偏差采用目标厚度补偿法实现，具体为:

将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上的点在基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在基准

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减去靶球半径，即得到镀膜表面扫描测量点在基准坐标

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进而得到被测镀膜

表面型面精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采

用双面切圆孔测量的方式测量基准孔和靶球中心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

中的扫描跟踪仪扫描速度小于50mm/s。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扫描频率10～

1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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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属于天线机械测量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某中继卫星S/Ka天线Ka副反射器尺寸400mm，由纸蜂窝材料成型，表面采用刻蚀镀

膜工艺，受天线电性能指标要求，其表面精度要求极高，所以在研制阶段对其型面提出了高

精度、高可靠的测试需求。

[0003] 传统的型面测量方法主要有经纬仪交会测量、摄影测量、关节臂接触式测量和三

坐标测量机接触式测量，但是由于该表面刻蚀镀膜的特性，为了保护镀膜层不受破坏，其表

面不能粘贴带有胶层的测量靶标，同时经纬仪交会测量、关节臂和三坐标测量型面多点效

率较低、精度无法保证，三坐标测量机需要专用装卡工装，但是装卡极易造成纸蜂窝材料的

变形并且基准无法统一。总之，现有传统的测量方法已无法满足该表面型面精度的测量工

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了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

测试方法，结合传统测量方法，利用一套激光跟踪测试系统在对测试基准转换的基础上完

成镀膜表面型面精度空间扫描测量，避免了粘贴标志点留胶损坏镀膜的风险，同时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测试效率和精度。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步骤如下：

[0006] (1)、将被测物体镀膜表面无应力固定放置在稳定平台上，在被测物体周围布设M

个公共靶球基座，M≥3；

[0007] (2)、在公共靶球基座上放置经纬仪靶球，采用经纬交会测量方法，测量得到M个经

纬仪靶球中心和镀膜表面N个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N≥3；

[0008] (3)、根据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测量坐标值和在基准坐标系下

的理论坐标值，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

间坐标值；

[0009] (4)、将双经纬仪靶球置换成跟踪仪靶球，所述跟踪仪靶球与双经纬仪靶球直径相

等；

[0010] (5)、采用激光跟踪测量方法，测量得到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

下的空间坐标值；

[0011] (6)、使用跟踪仪以空间扫描测量方式，将扫描跟踪仪靶球接触镀膜表面，在镀膜

表面移动扫描跟踪仪靶球，扫描测量得到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的轨

迹和空间坐标值；

[0012] (7)、根据步骤(5)得到的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

值和步骤(3)得到的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采用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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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方法，得到步骤(6)所得到的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坐

标值；

[0013] (8)、对比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上的点在基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

表面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消除耙球半径带来的偏差，得到被测镀膜

表面型面精度。

[0014] 所述基准转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a)、根据同一位置的测量点在第一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和第二坐标系下的空

间坐标值，计算得到第一坐标系与第二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0016] (b)、根据第一坐标系与第二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测量点在第一坐标系的坐标值

转为其在第二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

[0017] 所述步骤(3)中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

系下的空间坐标值的具体实现是：

[0018] (3.1)、根据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测量坐标值和在基准坐标系

下的理论坐标值，计算得到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0019] (3.2)、根据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M个经纬仪靶

球中心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转为其在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

坐标值。

[0020] 所述步骤(7)中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步骤(6)所得到的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

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坐标值的具体实现是：

[0021] (7.1)、根据步骤(6)得到的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空间坐

标值和步骤(3)得到的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计算得

到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与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0022] (7.2)、根据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

点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坐标值转为其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

[0023] 所述步骤(8)采用三维空间测量分析软件SA实现。

[0024] 所述步骤(8)消除耙球半径带来的偏差采用目标厚度补偿法实现，具体为:

[0025] 将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上的点在基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在

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减去靶球半径，即得到镀膜表面扫描测量点在基准

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进而得到被测

镀膜表面型面精度。

[0026] 所述步骤(2)采用双面切圆孔测量的方式测量基准孔和靶球中心在双经纬仪交会

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0027] 所述步骤(6)中的扫描跟踪仪扫描速度小于50mm/s；

[0028] 扫描频率10～100Hz。

[002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

[0030] (1)、本发明采用激光跟踪测试系统空间扫描测量镀膜表面型面精度，大幅提高了

测试效率和测试精度，同时避免了对镀膜表面破坏的风险。

[0031] (2)、本发明采用基准转换技术测量型面精度，实现了基准坐标系的高精度建立，

降低了基准测试误差引起的型面精度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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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测试系统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转换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型面精度测量扫描轨迹图；

[0035]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靶球半径偏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镀膜表面型面精度测试方法，该方法采用激光跟踪测试系统结

合传统的双经纬仪交会测量系统，在对测试基准转换的基础上完成镀膜目标表面型面精度

空间扫描测量，同时通过目标厚度补偿实现了高精度镀膜表面型面精度的直接比较测量，

避免了粘贴标志点留胶损坏镀膜的风险，同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测试效率和精度。

[0038] 以下以一个具体实例进行详细说明：

[0039] (1)、将被测物体镀膜表面无应力固定放置在稳定平台上，在被测物体周围布设M

个公共靶球基座，M≥3；

[0040] 如图1所示，测量前将被测镀膜表面无应力固定在平面度小于0.1mm的稳定平台

上，用纸胶带固定表面法兰四角，确保测量过程中表面稳定不移动。距平台周围Lm空间范围

内均匀布设M个稳定的1.5英寸靶球通用基座，稳定平台周围建立双经纬交会测量系统和激

光跟踪仪测试系统，使得镀膜表面均匀分布的N个直径为φ的安装基准孔和布设的M个靶球

基座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系统中可视且交会角度在60°～120°，镀膜表面和布设的M个靶球

基座在激光跟踪仪测试系统下可视。L不大于1，M为8，N不小于3。

[0041] (2)、在公共靶球基座上放置经纬仪靶球，采用经纬交会测量方法，测量得到M个经

纬仪靶球中心和镀膜表面N个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N≥3；

[0042] 经纬仪靶球有1.5英寸、7/8英寸和0.5英寸三种标准规格可选，可以采用吸附的方

式放置在靶球基座上。双经纬仪交会测量时采用双面切圆孔测量的方式测量基准孔和靶球

中心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0043] (3)、根据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测量坐标值和在基准坐标系下

的理论坐标值，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

间坐标值；

[0044] 所述基准转换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5] (a)、根据同一位置的测量点在第一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和第二坐标系下的空

间坐标值，计算得到第一坐标系与第二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0046] (b)、根据第一坐标系与第二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测量点在第一坐标系的坐标值

转为其在第二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

[0047] 本步骤中采用基准转换方法，得到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

的空间坐标值的具体实现是：

[0048] (3.1)、由最小二乘原理，采用公共点转换的方法，根据基准孔在双经纬仪交会测

量坐标系下的测量坐标值和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坐标值，计算得到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

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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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3.2)、根据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M个经纬仪靶

球中心在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值转为其在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

坐标值。

[0050] 如图2所示，OT-XTYTZT为双经纬仪交会测量坐标系，o-xyz为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

kT为比例参数， 为旋转矩阵参数，(XT0,YT0,ZT0)为平移参数，根据坐标系转换

参数将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由双经纬交会测量坐标系转换至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

[0051]

[0052] (4)、将双经纬仪靶球置换成跟踪仪靶球，所述跟踪仪靶球与双经纬仪靶球直径相

等，使得吸附放置在M个通用靶球基座上的经纬仪靶球与跟踪仪靶球中心位置相同。

[0053] (5)、采用激光跟踪测量方法，测量得到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

下的空间坐标值；

[0054] (6)、使用跟踪仪以空间扫描测量方式，将扫描跟踪仪靶球接触镀膜表面，在镀膜

表面移动扫描跟踪仪靶球，扫描测量得到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的轨

迹和空间坐标值；

[0055] 本实施例中，利用激光测试系统配合1.5英寸跟踪仪靶球按空间扫描测量镀膜表

面，手持靶球以均匀适度力接触镀膜表面，按图3所示轨迹均匀采集表面测点，移动速度小

于50mm/s，扫描频率10～100Hz，测点均匀分布于被测镀膜表面。

[0056] (7)、根据步骤(5)得到的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

值和步骤(3)得到的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采用基准

转换方法，得到步骤(6)所得到的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坐

标值；

[0057] 具体实现是：

[0058] (7.1)、根据步骤(6)得到的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在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空间坐

标值和步骤(3)得到的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计算得

到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与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0059] (7.2)、根据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与基准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将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

点轨迹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的坐标值转为其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的空间坐标值。

[0060] 本实施例中，利用在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M个经纬仪靶球中心三维坐标值和激

光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下的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三维坐标值的不同，确定出镀膜表面基准坐

标系和激光跟踪仪测量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OL-XLYLZL为激光跟踪仪测量坐标系，o-xyz

为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kL为比例参数， 为旋转矩阵参数，(XL0，YL0，ZL0)为平

移参数,根据坐标系转换参数将M个跟踪仪靶球中心和一组镀膜表面扫描测点由激光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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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测量坐标系转换至镀膜表面基准坐标系下：

[0061]

[0062] (8)、在三维空间测量分析软件SA中，对比扫描跟踪仪靶球中心点轨迹上的点在基

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消除耙球半

径带来的偏差，得到被测镀膜表面型面精度。

[0063] 由于跟踪仪扫描测量最终得到在基准坐标系下靶球中心位置坐标，而扫描测量时

扫描靶球始终与镀膜表面相切，靶球中心位置与表面存在一个固定的靶球半径偏差，在基

准坐标系下进行扫描测量点与理论模型法向偏差对比时，靶球的半径偏差包含在了法向偏

差中。

[0064] 因此，消除耙球半径带来的偏差采用目标厚度补偿法实现。具体为：将扫描跟踪仪

靶球中心点轨迹上的点在基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镀膜表面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

型在法向的偏差减去靶球半径，即得到镀膜表面扫描测量点在基准坐标系的空间坐标值与

镀膜表面在基准坐标系下的理论模型在法向的偏差，进而得到被测镀膜表面型面精度。

[0065] 本发明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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