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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分析工业目标的多样性 , 总列现有 10余种工业测量手段的性质 、优缺点和适应性 , 探讨选用工业

测量方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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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目标的多样性

1.1　工业目标

工业测量的目的是解决设计 、仿制(含仿真)、

检测 、放样 、质量控制(含流水线和机器人运动轨

迹测定)和动态监测中与目标的形状尺寸及运动

状态等有关的问题。

工业测量目标繁多 ,现列举几例:飞机外形测

量 ,用于设计 、仿制 、改型;航天飞机设计 、安装 、调

试过程中名目繁多的测量 、检测与放样任务;轿车

外形测量 ,主要是轿车外壳的设计 、仿制或改型中

所需的测量工作 ,点位精度要求±(0.1 ～ 0.2)mm;

船体外形测量 ,涉及船体的设计 、改造与仿制工作 ,

还有油船舱体容积的测定 ,船模在试验池内的性能

检测 ,赛艇外形的设计与仿制 ,风帆外形动态性能

测试 ,大型船舰推进器叶片的外形测定 ,舰船主设

备的安装 ,船体靠泊时对码头总压力的间接测定等

等[ 1] ;封闭构筑物测量 ,即大量人工构筑物内结构

测量 ,是测量界的薄弱环节 ,如铁路公路隧道 、城市

地下铁道 、海底或水下隧道 、矿山大型巷道和采空

区 、各类地下军事工程 、地下防空工程 、舰艇洞库 、

飞机洞库 、油库与弹药库 、水电站的排水泄水洞 、排

沙洞和坝内结构 、大型管道 、窟室及亭台楼阁的内

结构 、各类运输车船的内结构 、装载油气化学品的

仓体罐体[ 1]等;风洞试验室与水工实验室中目标的

动力学参数测定等。

1.2　目标尺寸

工业测量中各类目标的尺寸差别悬殊 ,尺寸

不同直接关系到测量方法的选择。对工业目标尺

寸的区分 ,可能有不同见解。这里 ,暂且粗略地把

工业目标的尺寸分作小于 1mm , 1mm ～ 50mm ,

50mm ～ 1m , 1m ～ 10m ,以及大于 10m 共 5 个等

次。这种分类方法 ,粗略地与电子显微测量 、光学

显微测量 、常规工业测量 、工业摄影测量及其他手

段的选择有某种模糊关系 。

1.3　目标的测量精度要求

不同的精度要求显然与测量手段的选择有

关 ,也与该测量手段对应的设备 、技术力量与经济

投入有关。这里 ,暂且把精度要求分作 nm 级 、

μm 级 、亚亚 mm 级 、亚 mm 级 、mm 级 5个级别。

这 5个级别涵盖了绝大多数工业目标的精度要

求。

1.4　目标的(表面)质地与形状

不少目标的表面缺乏纹理(包括缺少特征

点),色调近乎一致 ,有金属似的光泽表现 、玻璃似

的透明及复杂表面结构所产生的观测死角等 ,直

接影响测量手段的选择和难度 。

1.5　目标的测量速度要求

数 d 、数 h 、数 min 、数 s 内 以 至实 时

(1/30s ～ 1/25s内)地提供测量成果 ,不同目标要

求不同的测量速度。测量速度与测量手段的选择

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1.6　目标所处环境

　　目标所处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测量手段的选

择。这些环境条件包括测量设备与目标间的距

离 、测量死角 、目标的可见度 、照明可能性 、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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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和噪声 、是否是双介质或多介质摄影摄像以

及目标是否处在高温 、高压或有毒的环境等。

1.7　目标自身状态

目标处于静止或运动状态 ,与测量手段的选

择密切相关。处于一维 、二维或三维运动状态的

目标 ,测量手段也不同 。动态目标测量涉及测量

工具的同步技术与计时技术。

2　工业测量方法

2.1　基于机械量测工具或设备的方法

2.1.1　长度量具

大量的机械式金属制量具 ,包括各类钢尺 、因

瓦尺 、百分表 、千分表 、卡规 、游标卡尺和高度卡

尺 、有表盘或数显的卡尺 、探片等 ,可用于长度 、高

度 、深度和内外径的测量 。卡尺一般长度数 cm 、

数 10cm , 也有 近 2m , 它 们的 分辨 力 可达

±0.02mm , ±0.05mm ,甚至±1μm ,但行程只有

数 cm 。综合其他技术合理地使用它们 ,可达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数 10m 长度的钢质卷尺 ,经检定

并配标准拉力时精度可达±0.5mm 。

2.1.2　机械型二维量测设备

带坐标读数的二维量测或绘图设备 ,如工厂

里的某类机床 ,绘图单位使用的绘图仪 、绘图桌 ,

某些密度足够的标准格网等等 ,尺寸大小与分辨

率不一 , 但有的面积达到 1m2 , 坐标分辨率达

±0.1mm ,且有数字显示并联机作业 。合理地配

备第三维量测装置 ,可用于小型工作部件少量点

位的三维坐标量测 。使用这类设备时 ,应注意设

备垂直度与分划的检校。

2.1.3　机械型三维坐标量测设备

此类设备的核心部分是能在 3 个坐标轴(导

轨)方向 运动并记载 三维坐标的 量测头。

CHN2015 型联机坐标量测机 , 量测范围为

3 000mm ×4 000mm ×5 000mm , 分辨率为

±1.0μm ,实际精度与被测长度 L 有关 , 即

±(40+50L/1 000)μm 。此类设备精度 、原理直观

简易 ,可与计算机联机 ,后续处理方法大多规范;

此类设备昂贵 ,仅用于测量小于它的静态物体 ,测

量速度有限 ,费用也较高 。专用的机械型三维坐

标量测设备一般是大尺寸的。实际上 ,科研机构

或企业里一些具有三维运动和相应记录的(机床)

设备 ,也可在添加光学显微装置后 ,作为三维坐标

的量测设备。

2.2　基于各类专用一维传感器的方法

众多工厂和科研机构有各种机械的 、电子的

传感器 ,但绝大多数仅具有一维测量功能 。这类

传感器种类繁多且自动化程度很高 ,一般仅适用

于某行业 、某流程的某个工序 ,例如油面或水面高

度的实时传感器等等 。

2.3　光学显微三维测量方法

基于光学显微镜的有限清晰距离原理 ,在给

显微镜附加某种高程读数附件后 ,光学显微镜具

备三维测量功能 。这些附件可以是简单的千分

表 ,也可以是联机的光栅尺。笔者使用千分表对

一长度为 4mm 的精密工业部件测量时 ,高程精度

可达±0.03mm 。

利用光学显微镜的摄像设备(如普通摄像机

或联机的 CCD),移动标本台上的被测目标 ,获取

目标物放大后的立体影像 ,通过显微摄影测量处

理 ,得到微观目标的数字表面模型。显微摄影测

量的放大倍数一般为数百倍 ,极限精度是可见光

波的波长 ,目标大小一般为 mm 级。

2.4　电子显微三维摄影测量方法

利用高速运动的电子束代替光波的电子显微

镜 ,波长仅为可见光波波长的十万分之一 ,故分辨

率可达 5×10
-9

mm ,可广泛应用于金属物理学 、

高分子化学等领域 ,用于矿石 、金属表面 、细胞 、花

粉乃至病毒和单个分子的三维测量[ 2] 。旋转样

本平台 ,可摄得放大数十万倍以至更大倍数的立

体影像 ,进而得到被摄超微目标的真三维模型。

因成像原理的不同 ,电子显微镜有多种类型 ,如透

射电子显微镜 TEM ,放大倍数 50万倍以上 ,分辨

率不低于 0.3nm;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放大倍

数 20万倍以上 ,分辨率不低于 3.0nm 。

2.5　基于莫尔条纹和牛顿环的方法

基于莫尔条纹(Moiré)的方法特别适用于动

态对象的快速的连续记录 ,例如动物体表的形状

变化 、机床震动记录以及音响设计中喇叭膜的震

动记录等等。投影法莫尔条纹的生成更为自由 ,

适应性更强。但是 ,此方法仅适应表面起伏不明

显的平缓目标 ,而且对被测物表面色调的一致性

有较高的要求。莫尔条纹的精度与光栅间距有

关[ 3] 。

牛顿环是一种干涉条纹 ,常用于检验光学元

件的表面加工质量。当以单色光源垂直照射光学

元件和衬托它的平面玻璃时 ,则在其中间的空气

薄层上形成以接触点为中心的中央稀疏边缘稠密

的圆环条纹———牛顿环。以显微镜量测此圆环条

纹的间距后 ,依据相当简易的关系式 ,可以计算元

件不同部位的加工精度 ,精确到 0.01μm 。牛顿

环法精度高 ,设备简易 ,但仅适用于纵深不大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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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元件加工质量的检测。

2.6　基于全息技术(Holography)的方法

全息技术是一种同时记录光波的振幅(光强)

信息和相位信息并使光波重现的技术
[ 4]
。生成

全息底片以及立体影像重现 ,或需要稳定的平台 ,

或需要特定的设备与环境 ,此手段未能得到各类

目标三维测量的广泛应用的原因也在于此。

2.7　基于磁力场的三维坐标量测方法

美国 POLHEMUS公司生产的三维数字化器

(3 SPACE DIGITIZER)是利用电磁转换技术

(electro_magnetic t ransducing technolog y),在被测

物体周围生成磁场 ,借一手工操作的触杆 ,可逐点

量测非金属目标的三维空间坐标。测量目标最大

尺寸 1.5m ,坐标量测精度±0.8mm ,采样频率最

高为 60点/ s ,数据可直接进入计算机。此仪器用

于躯体体积测量 、关节角度关系测量以及生物等

值线生成等方面 。该公司的另一型号产品三维跟

踪仪(3 SPACE T RACKER),利用多个传感触头

连接到动态目标的不同部件 ,用于动态监测 ,如头

部运动跟踪 ,步态与四肢运动分析等等 。此技术

的特点是:不必保持被测点与仪器间明确的“视

线” ,也不受声音与激光设备的影响 ,在生物医学

界和航天领域可得到应用。此类设备操作简易 ,

设备价位相对低廉 ,但仅用于非金属的小型目标 ,

且精度有限。

2.8　基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的方法

全球定位系统是测定地球露天表面点位空间

坐标的得力手段[ 5 ,6] ,特别适于广阔面积内稀疏

点的逐点量测 ,如大地控制 、大型工程变形 、板块

运动与地壳形变监测 、载体(如飞机 、船舶 、车辆以

至人员)运动状态的记录等 。GPS 虽然还不适应

于室内大型机械多目标点的精密测量要求 ,但在

差分技术及其他技术手段支持下 ,对特定的露天

工业目标(如不通视目标或跨距大的目标)也存在

其优越性 ,精度在亚 mm 级与 mm 级间[ 5 ～ 7] 。加

载于空抛物体上的便携式 GPS接收机 ,具有足够

的采样频率时 ,几乎是确定其空间运动状态的最

佳方案。

2.9　电磁波测距法

电磁波测距技术飞速发展 ,其百万分之一的

距离相对精度与 30年前的 300 分之一的视距相

对精度的比较就是例证。激光测距技术在工业测

量中已有大量研究与应用成果
[ 8 ～ 10]

。

将电磁波测距设备用于工业测量是可行的 ,

但要注意几个问题。

1)装配有测距组件的全站仪 ,其乘常数的影

响因工业测量中的短距离可忽略不计 ,但其随机

加常数的影响 ,在工业目标测量中则往往是不可

容忍的 。补救措施是把测量精度要求较高(如

±0.1mm)的方向与量距方向大体垂直 。例如 ,

使用±(2mm +2×10-6·D)的一般全站仪 ,若与

量距方向相垂直方向的点位精度要求为 ±0.

1mm ,则设法安置全站仪 ,使转角不超过 3°,原则

上即可满足此项要求 。

2)那些仅具测距功能的测距仪 ,其加常数也

常常不可接受 , 如 ME5000 的随机加常数达到

±0.2mm 。这类仪器甚至不胜任于建立高精度工

业控制网的边长量测任务[ 11] 。除此加常数问题

外 ,还可能有测角仪器与测边仪器强制对中的不

吻合度难以预估。

3)一些短距扫描仪 ,如日本 Kenichi Kamijo

公司生产的 TDS型短距离激光扫描仪 ,属于无合

作目标类型 ,物距 90mm 时 ,分辨率为±0.3mm ,

物距 3m 时分辨力为±10mm 。而其 Cyrax 型激

光扫描仪 , 物距为 50m 时 , 分辨率为±(2mm ～

6mm)。国外也有用于检测金属件表面加工精度

的激光测距仪 ,物距数 mm ,分辨率达到数 10nm 。

2.10　基于测角仪器的测量方法

工业测量 、放样与检测中 ,可以使用工程测量

界常用的经纬仪 、电子经纬仪以及全站仪 。一测

回测量中误差分别为±2″, ±1″, ±0.5″的各类测

角仪器 ,在短距离情况下 ,可以应对不少工业测量

的任务 ,使用的也是前方交会 、后方交会 、间接高

程测量等常规方法 ,只是应注意一些问题 ,诸如强

制对中措施 ,短距离作业情况下2c 值的变化与应

对措施 ,照明 、检测与放样工具的设计与使用等。

至于目镜系统里附加有 CCD设备 ,对既定形状目

标可自动追踪的测角仪器 ,对已知近似方位可自

动精密对准的测角仪器 ,更是工业测量中的得力

装备[ 9 , 12] 。

2.11　基于测距测角设备的其他工业测量方法

1)基于激光经纬仪的结构光工业剖面测量

方法 ,特别适用于前述的封闭构筑物的内结构测

量 ,适用于一些大型机械或其部件的剖面测量。

已知空间方向的投影光线之集合称为结构光 。根

据三自由旋转度激光经纬仪的扫描方程 ,以激光

生成的结构光作为前方交会的一个方向 ,取电子

经纬仪观测方向作为前方交会的另一方向 ,使缺

乏纹理的内结构测量得以顺利进行
[ 13]

。

2)高精度工业测量控制网是车间里对批量

工件进行测量 、检测与放样的基础设施 ,它较之

“三维工业测量系统”在速度 、精度与可靠性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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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点 ,它比车间内基于空间后交_前交法的作

业方案的优点更为明显。此类三维控制网的建立

方法与应用已积累了相当经验[ 11 , 14] 。

3)大型工业对象水平剖面的测定 ,可以使用

反射膜的逼近法 ,或者使用升降台上的水准法 ,但

是这些方法或者精度有时不足 ,或者操作繁琐 。

2.12　工业摄影测量方法

工业摄影测量是近景摄影测量三大组成部分

之一 , 国外大量的研究与应用成果值得 借

鉴[ 4 ,15～ 21] 。

工业摄影测量是重要手段 ,特别适用于目标

上待测点众多 、目标不可接近 、目标处于运动状

态 、目标处于变形 、震动 、有害环境 、无稳定的传感

器架设平台等情况。凡可利用(格网)量测相机 、

非量测相机 、CCD(另含 CID 、PSD)摄像机摄取影

像的目标 ,原则上均可进行后期的摄影测量处理。

依技术储备量与要求 ,相对精度可摆动在数千分

之一至百万分之一。多摄站摄影测量技术应倍加

重视[ 15 ,16 , 22 ,23] 。使用 CRC-1型摄影机 、Autoset

-2型自动坐标观测装置[ 24 ,25]以及多站摄影的

40次覆盖 ,对直径为 50m 的天线(紧缩场反射面)

进行测量 ,点位精度达到±0.05mm[ 23] 。对工厂

流水生产线上的产品 ,以联机的 CCD进行摄像测

量 ,并操纵机器手对产品实施导向 、摘选 ,而响应

时间在 1/30s之内。对危险空间和航天研究的对

象 ,也可实施远距离测量 ,并可为机器人的运动提

供操纵信号。

2.13　其他基于摄像的测量方法

对水下人工构筑物(如钻井平台 、沉船 、古建

筑)以及其他目标的精确测量 ,惟一的方法是水下

摄影测量 。以专用水下摄影机或专用潜水艇内的

摄像设备 ,获取目标影像
[ 4 ,26]

。除顾及双介质或

多介质摄影条件下的几何模型外 ,水下照明 、水下

控制方式 、摄影(像)机的设计与制作 、水波运动影

响等问题 ,常常是困扰所在。发展基于遥控操作

装置(ROV , remote operated vehicle)、系统的深海

海底测量与探测是我国的薄弱环节 ,混水状态下

目标物的摄影与三维形态重建也是技术难题之

一。

光栅影像 、结构光影像(如光截面影像)、Mo-

tography(自动测量技术)影像的摄影测量处理手

段 ,对特定目标实用而廉价。

高速摄影机和高速摄像机所摄影像的处理手

段是高速发生过程惟一的记录手段 。因影像拍摄

频率可达数千次到数百万次 ,此手段的核心问题

之一是计时 ,其中包括多台设备同步影像的判定。

特殊情况下 ,基于超声技术的测量方法以及 X 射

线立体摄影测量方法也是待选方法[ 4 ,27] 。

3　工业测量方法的选用原则与相关
问题

3.1　重要测量手段的最佳极限精度

了解某测量手段在最佳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最

高精度 ,对测量方法的选择显然是重要的。

基于测角仪器(如电子经纬仪的前方交会)的

最佳极限高精度 mmin是最短视距 d 与仪器测角

中误差m a 的乘积 , mmin=d·ma 。如 d =1.2m ,

ma =±0.5″,则 mmin =±3μm 。可见 ,缩短观测

距离和适当提高测角仪器等级是保证工业测量精

度的基本措施 。

摄影(摄像)测量的“极限”高精度 mmin ,是像

点点位中误差 m x , y与影像比例尺分母 m 的乘

积:mmin =m ·m xy 。可见 ,增大构像比例尺和保

证像点点位精度是工业摄影测量精度的基本措

施。其中像点点位精度的保证 ,依靠构像全过程

的严谨处理和像点坐标量测全过程的严谨处理。

多摄站摄影测量技术在高精度工业摄影测量中的

应用 ,需要特别地予以关注[ 23] 。

3.2　工业摄影测量方法的应用场合

1)目标上待测点密集 ,单一目标上有很多待

测点;

2)目标处于震动 、水下 、高速运动 、有毒害 、

难以接近等环境 ,即便是待测点数不多的情况。

3.3　测角仪器的应用场合

经纬仪 、电子经纬仪和全站仪等测角仪器 ,在

工业测量中适用于目标上待测点稀疏但精度要求

较高 ,而又无法或不利于使用专用传感器和摄影

测量方法的场合。

3.4　适用于无纹理目标的测量手段

目标无纹理或缺少纹理 ,是工业测量的常见

现象 。

1)目标上待测点稀疏时 ,宜使用结构光工程

测量方法 ,如以激光经纬仪生成结构光并以联机

电子经纬仪测量角度的方法实施。

2)若目标上待测点密集 ,宜使用投影纹理

(包括栅格 、条纹 、人工纹理)后的摄影测量手段 ,

包括基于数字摄像匹配的数字摄影测量 。

3)无合作目标的激光测距和自动记录角度

相结合的方法 ,是近年来国际测绘界发展的大趋

势之一 ,虽然方法的相对精度不高 。

4)实时和准实时摄影测量中 ,可借助坐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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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件对工业目标的特征点进行逐点量测 。

5)工业目标缺乏纹理 ,在其测量 、检测与放

样中 ,为确定工业部件坐标系 、检测孔位和放样 ,

往往需要设计与制作专用标志与放样工具。

6)数字影像匹配技术 ,不能直接用于无纹理

或缺乏纹理的工业目标。

3.5　工业测量中的一些特殊限差问题

对工业目标 ,仅仅只是关心它各个部分的相

对位置与尺寸 ,而不注意它们的绝对地理位置。

所以各测量步骤中的限差关系式均有其特殊性 ,

其中关于工业测量的限差特殊性已有较详细的讨

论与研究[ 28] 。

3.6　微小目标测量方法选择

微小目标以至微观世界的目标的空间形状与

可视化研究 ,是测量工作者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而基于影像处理的方法是惟一的选择 ,这些影像

包括光学显微影像 、电子显微影像 、隧道显微影

像 、全息影像 、干涉条纹影像(如牛顿环)等。

3.7　运动工业目标测量方法的选择

运动工业目标的测量以测知其运动状态为目

的。机器人(机器手)关节运动准确度的检测 、空

抛物体运动轨迹的测定 、船模运动状态测定 、机器

震动的振幅与频率测定等均是运动工作目标 。计

时是运动目标测量的重要技术 ,利用软件可使计

算机的计时精度达到±0.1s;作为发光标志的发

光二极管 LED ,其频率可以准确控制;联机的电

子钟更可十分准确地计时 。适于运动状态测定的

手段可选择的有莫尔条纹影像处理技术 、基于

CCD的摄像测量技术 、目标上频率可控的 LED

技术 、暗背景下频率可控的发光光源 、高速摄影机

上配备的计时技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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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rinciples of Thei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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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a variety of industrial objects is systematically analysed , and ten methods

for industrial measurement are summarized.For every method , it s nuture , advantages , disadvan-

tages and capaci ty of adaptation are briefly given.The basic principles fo r choosing industrial

methods have been indicated.

　　Indust rial objects are different in aspect of its size , shape , color , surface g rain , required accura-

cy and speed of measurement , local environment and motion si tuation.these aspects obviously and

strongly affect on choice of methods.The author also presents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choosing

method for g iven object , including best limit accuracy for some impo rtant methods , suitable occa-

sions for industrial photog rammetry , suitable occasions for using augle instrument;methods choice

for object w ith lacking g rain (especially st ressing the use of structure light industrial surveying

sy stem based on laser theodoeite wi th three f reedom of rofat ion), the specif ic characteristics of

limit errors in indust rial measurement ,methods choice for micro_objects and choice of method for

motion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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