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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扫平仪在线自动检测系统*

何平安　余长明　杨晋陵　许忠保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介绍了一种新型的激光扫平仪在线自动检测系统 ,主要用于激光扫平仪倾斜误差 U、锥角误差 V和

补偿误差W的高精度在线自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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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激光扫平仪 [1～ 3 ]的误差检测 ,张瑞欣 [3 ]、

陈计金
[4 ]
等分别采用“三根测尺法”、“二杆法”和

“四杆法”检测激光扫平仪倾斜误差、锥角误差及

自动安平误差或五角棱镜回转头误差 ;何平安、唐

务浩 [5 ]等提出了激光扫平仪光束水平误差的室外

检定方法。这些检测方法与激光扫平仪使用方式

相似 ,在一个较长的检测场上进行 ,一般需 2～ 3

人配合 ,甚至使用对讲机工作。这些方法占用空间

大、受干扰大、检测时间长、效率低。唐务浩 [6 ]针对

上述方法的缺点 ,提出了利用等效长焦距光学系

统代替原长距离检测场地的检测方案 ,将所用空

间长度有效地缩短至原有的 1 /10,但没有解决人

工读数带来的检测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

本文在等效长焦距光学系统的基础上 ,引入

CCD器件、图像采集卡、微型计算机和计算机控

制的步进电机驱动系统 ,设计出一种新型的激光

扫平仪在线自动检测系统 ,其中等效长焦距光学

系统由自动安平水准仪的望远镜与工业摄像镜头

组合而成。该系统可以对激光扫平仪的倾斜误差

U、锥角误差 V及补偿误差 W进行高精度的在线

自动检测 ,并指导激光扫平仪的装配与调整 ,具有

结构紧凑、防震抗干扰性好、测量精度与检测效率

高、操作简单易行等特点。 系统检测精度优于

0. 4" ,分辨率优于 0. 2"。

1　倾斜误差与锥角误差的测量原理

　　由于制造、安装与调整各环节存在的误差 ,激

光扫平仪即使安置水平 ,其扫出的激光束轨迹也

不是一个严格的水平面 ,从而引起测量误差。激光

扫平仪的误差可以归结为倾斜误差和锥角误差

(又叫伞形误差 )。 倾斜误差U的存在 ,使扫出的

激光束轨迹形成一个倾斜平面 ,用该倾斜平面相

对于水平面的夹角U表示 ;锥角误差V的存在 ,使

扫出的激光束轨迹形成一个锥面 ,用该锥面的母

线与水平面的夹角V表示。可见 ,测量激光扫平仪

倾斜误差U和锥角误差V的关键是测量激光束在

给定方位上相对于水平面的夹角θ,以及各方位

间θ的差异。

如图 1所示 ,测量激光束相对于水平面的微

小夹角θ,可以转换为激光束通过光学系统后 ,在

像方焦平面上聚焦点高度 y’的测量 ,二者的关系

为:

θ≈ tanθ= y’ /f ’ ( 1)

　　为了提高 y’ 的测量精度和分辨率 ,势必要

用到长焦距的光学系统。为使检测系统结构紧凑 ,

用放大率为 Γ的水准仪望远镜加一个焦距为 f
’
o

的摄像镜头组合成一个长焦距系统
[7 ]
,如图 2所

示。组合焦距为 f
’
= |Γ|f

’
o ,代入式 ( 1) ,得:

θ≈ tanθ= y’ /(|Γ|f
’
o ) ( 2)

图 1　测角原理

Fig . 1　 Principle o f Testing Ang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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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望远镜与摄像镜头的组合

Fig. 2 Equiv alent Long Foca l-leng th Sy stem

2　在线自动检测系统的构成

根据上述测量原理 ,确定激光扫平仪在线自

动检测系统的组成如图 3所示。检测过程中 ,首先

确定水平基准面在 CCD光敏面上的位置 N 0 ;然

后将被检激光扫平仪放置在由计算机控制的旋转

台上 ,扫描激光束经自动安平水准仪和工业摄像

图 3　激光扫平仪在线自动检测系统

Fig. 3　 Schema tic Diag ram of Automa tic Online

Inspecting System o f Laser Swinger

镜头 ,在 CCD光敏面上形成一条很细的扫描线 ,

通过采集卡、计算机对采集到的激光扫描线进行

自动处理和计算 ,得到激光扫描线中心在 CCD光

敏面上的位置 ,用像素数 N表示。设 CCD相机的

光敏元间隔为 c,则 y’ = (N - N 0 )c ,代入式 ( 2) ,

并将角度单位换算为秒 ,有:

θ= d"(N - N 0 )c /(Γf ’ ) ( 3)

式中 ,d"= 206 265。

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工作台旋

转 ,分别测量出激光扫平仪每隔 30°共 12个方位

上的倾角 θi ( i= 0, 1, 2, … , 11) ,拟合出最大倾

角θmax和最小倾角θmin ,则被检扫平仪的最大倾斜

误差为:

Umax = θmax - θmin ( 4)

平均锥角误差为:

V-= θi /12 ( 5)

　　对于自动安平激光扫平仪 ,还必须检测其补

偿误差 W。将被检激光扫平仪在安平精度范围内

(± 10’ )倾斜到临界状态 ,即使激光扫平仪竖轴

倾斜 ,分别测量出激光扫平仪对应 12个方位上的

倾角θti ,求出每个方位上的补偿误差:

Wi = θti - θi ( 6)

拟合出其中的最大值 Wmax ,即为激光扫平仪的补

偿误差W。

实验表明 ,扫平仪半导体激光器输出激光较

强 ,会导致 CCD输出饱和 ,使得 CCD光敏面上扫

描线过宽 ,直接影响对输出信号的处理和测量精

度。因此 ,在检测光路中需加入减光板。为避免半

导体激光器输出激光的椭圆偏振性对光强度不均

匀性的影响 ,使激光扫描线宽度变化 ,不宜用偏振

器减光。故本方案中的减光系统宜用中性减光板。

3　检测分辨率与精度

笔者采用 24倍的自动安平水准仪和焦距为

50 mm的摄像镜头 ,组合成焦距为 1 200 mm的

系统 , CCD的像元间隔 c= 10μm,则由式 ( 3) 可

得该系统角度测量的像素分辨率 ( dN = 1时 )为

dθ≈ 1. 72"。采用亚像素细分法
[9, 10 ]
确定激光扫描

线的中心 ,则理论上可细分到 1 /30～ 1 /60像素 ,

因此 ,确定激光扫描线中心位置的理论分辨率可

达 0. 03"～ 0. 06"。考虑到 CCD的噪声影响 ,取激

光扫描线中心位置的确定精度为 1 /10像素 ,即

δN= 1 /10,则系统测角的实际分辨率可达 0. 2"。

由式 ( 3) ,并考虑 f= f
’
1 /f

’
2 ,进行精度分析 ,

有:

δθ/θ= [ (δf
’
1 /f

’
1 )

2
+ (δf

’
2 /f

’
2 )

2
+

δf o /f ’o ) 2 + (δc /c) 2 + 2(δN /N ) 2 ]1 /2 ( 7)

焦距的测量精度取 δf ’ /f ’ = 1‰ ,c= 10μ,δc=

0. 1μ,即δc /c= 1% ;取δN = 1 /10,考虑倾斜角

检测范围θ= ± 50" ,则 y’ = 290μ,即 N= 29。 代

入上式 ,得δθ/θ= 1% ,于是 ,δθ= 0. 5"。

实际使用过程中 ,为确定系统的测量精度 ,回

避对水准仪望远镜的放大率 Γ和摄像镜头的焦

距 f’ 的精确测定 ,笔者用一个高精度的小角度发

生器对系统的测量精度进行了标定。在± 50"测量

范围内标定精度达± 0. 4" ,这与上述理论分析的

结果是相吻合的。目前 ,市面上所见激光扫平仪的

测量精度最高达± 10" ,显然 ,该系统测角分辨率

和测量精度足以满足实际检测的需要。

4　水平基准的确定

在测量过程中 ,水平基准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和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可用一个标准激光扫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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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测系统进行标定 ,即用一个经过检测、精度很

高的自动安平激光扫平仪安置水平后给出的扫描

激光平面作为水平基准。考虑到激光扫平仪的稳

定性对检测精度的影响 ,标准激光扫平仪的标定

要经常进行 ,这样仍感繁琐 ,也会降低检测效率。

为此 ,笔者采用经过标定的自动安平水准仪

进行水平基准的定标 ,即以自动安平水准仪的水

平视准轴为基准 ,用水准仪分划板上的水平刻线

经摄像镜头所成的像来定标。如图 3所示 ,在对被

检激光扫平仪进行检测前 ,可用高精度的经纬仪

对自动安平水准仪进行检测校准。然后 ,用一平行

光管照明水准仪分划板 ,这时通过工业摄像镜头

将水准仪分划板成像在 CCD相机的光敏面上 ,记

下这时分划板水平刻线像在 CCD相机的光敏面

上的像素位置 N 0 ,N 0即作为检测的基准。

笔者对一台国产 JP3激光扫平仪进行了实

测 ,实测结果 [ 8]为: 最大倾斜误差Umax= 56. 2",最

大倾斜误差的方位与仪器初始方位 (即 i= 0时 )

的夹角 h= 350. 4°;平均锥角误差V-= 1. 5"。 该结

果表明 ,仪器的倾斜误差严重超差 ,需要重新调

整 ;仪器的平均锥角误差满足要求。该检测结果与

用室外检定方法
[ 5]
测得的结果是相吻合的 ,说明

该系统可以满足实际生产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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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Online Inspecting System for the Laser Swinger

He Ping’ an　 Yu Changming　Yang J inl ing　Xu Zhongbao
( Sch ool of Ph otoelect ric Engineering, WTU SM, 129 Luoyu Road, Wuh an , China, 430079)

Abstract　 A new automatic online inspecting sy stem for the laser swinger, w hich is used to

measure the tilted erro rU, the coniform errorV, and the compensa ted erro rW of the laser

swinger, has been developed. The system consists of a auto set lev el in w hich its telescope is

used, a CCD camera lens, CCD and i ts assembler, PC computer and a step-mo to r controlled

by the computer. The system have the advantag e of compact st ructure, high accuracy w ith

0. 4" and facili ties for operation.

Key words　 laser swinger; the ti lted erro r; the conifo rm er ro r; online inspecting; CCD ap-

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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