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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平面度检定及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

戴　虹１

（１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２３６０号，２０２１０９）

摘　要：对２００５年发布实施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中的平板检定规程（ＪＪＧ１１７２００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中

附录Ａ的算例给出的结果，发现其由测线构成的网络观测数据闭合差很大，且存在同一测点有多个不同解值

等问题。基于测量误差理论导出了闭合差限差公式，研制出改进的桥板装置，提出了节距法平板检定的改进

操作法，以及采用最小二乘间接观测平差数据处理方法。实验测量结果表明，以上改进可显著性提高平板检

定的精度和可靠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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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发布了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中的平板

检定新规程 （ＪＪＧ１１７２００５，简 称 平 板 检 定 规

程）［１，２］。笔者在对新规程的研究应用中，发现其

中平面度测量常用的节距法存在以下３个问题：

① 作为测量装置的桥板，其与平板板面接触的支

承是桥板下两端安装的５ｃｍ长的横圆柱体，测量

时无法实现相邻测段首尾严格衔接的要求；② 按

规程规定的测量操作方法，观测值中包含了桥板

上置电子水平仪零位轴线与桥板下两条接触平板

的５ｃｍ长支承线段所在平面不平行的系统误差；

③ 平面度的计算方法未顾及观测误差和进行多

余观测的处理，导致解算的非惟一性，即同一测点

有多个不同解算结果。

为解决上述存在的三个问题，笔者研制了一

种改进的桥板，改进了节距法平板平面度检定的

操作方法，同时提出基于最小二乘原理对观测值

进行间接观测平差［３］，将测点偏差值（本文直观地

称为“高程”值）作为观测方程的待定未知参数，并

用解算的待定参数平差值的最大差值作为平板工

作面的平面度指标。

１　桥板与节距法平板检定操作方法

的改进

　　１）桥板的改进。

检定规程规定，节距法每次移动桥板时，必须

首尾衔接。但现用桥板产品其下两端与平板接触

支承的是５ｃｍ长线段（横圆柱面与平板的接触线

段），很难实现首尾衔接。为改进此缺陷，笔者研

制出一种可调式桥板，其一端接触支承面为直径

２ｍｍ的小球圆截面光学测帽（图１（ａ）），另一端

采用中刃形光学测帽作接触支承面，宽２ｍｍ，长

约１０ｍｍ（图１（ｂ）），光学测帽精度为一光圈（约

０．１μｍ）。用此改进的桥板按节距法作平板检

定，可显著提高测线中各相邻测线首尾衔接的重

合精度。

图１　光学测帽

Ｆｉｇ．１　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Ｃａｐ

２）操作方法的改进。

用电子水平仪测量时，利用桥板的正向和反

向测量可消除犻角（即图２中的α角）产生的系统

误差［４］。在图２中，实线犃犃′犅″犅 表示上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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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仪的桥板装置，犘犘 为待检定平板，犃犅为跨

距为犔 的测段，犃′犅″为电子水平仪零位轴线。由

于桥板两端高度不同（差值为犅′犅″），犃′犅″与犃′

犅′（或犃犅）不平行，倾角为α，图２中犎犎 为水平

面，犃和犅 为桥板与平板接触的两支承点（面），

两点间相对水平面的偏差（高差）为犅犅０，由犻角

产生的系统差即为犅′犅″。当用桥板作犃→犅 的

正向测量时，电子水平仪的读数为γ１，即其零位

轴线相对水平面犃′犎′∥犎犎 的倾角，β为犃犅∥

犃′犅′连线相对水平面犎犎 的倾角，显然有：

γ１ ＝α＋β （１）

　　当将桥板掉转１８０°作反向犅→犃 测量时（图

中虚线位置，且犅′犎′∥犎犎），此时电子水平仪读

数为γ２：

γ２ ＝α－β （２）

图２　桥板正反向测量消除犻角误差原理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犻Ａｎｇｌｅ

则消除犻角影响的测量结果为犔：

β＝ （γ２－γ１）／２ （３）

或 Δ犺犃犅 ＝犅犅０ 犔β
″

ρ″
（４）

　　根据以上原理，节距法平板检定的改进操作

方法，可按以下观测顺序进行：① 第一次正向测

量，读数为γ１；② 将桥板转１８０°作第一次反向测

量，读数为γ２；③ 桥板拿起放归原位作第二次反

向测量（重复反向测量），读数为γ３；④ 将桥板转

１８０°在同一测量位置作第二次正向测量（重复正

向测量），读数为γ４。最后取此测段读数平均值珔γ

作为测量的观测值：

珔γ＝ ［γ１－γ２－γ３＋γ４］／４ （５）

　　３）闭合差及限差。

本文讨论的“米”字型平板测量测线网，其观

测值在８个独立闭合环中的闭合差，可反映系统

误差、粗差和偶然误差的影响。为保证平板检定

要求的可靠性和准确度，需要研究相应级别平板

检定的闭合差的限差问题。现假定观测中的粗差

和系统误差已被排除，例如，通过适当的重复测量

发现粗差，又通过正反向观测消除了犻角产生的

系统误差，仅考虑观测的偶然误差成分。

现假定，不论测段长短，每一长为犔的测段

其角量观测值β的偶然误差方差相同，用狌
２（β）表

示，单位为（″）２。相应线量观测值Δ犺与β的关系

为Δ犺≈犔·β″／ρ″，其误差方差为：

狌２（Δ犺）＝ （犔／ρ″）
２狌２（β） （６）

假定每一测段观测量统计意义上都相互独立。

根据平板检定规程附录Ｃ
［１］，即平板工作面

平面度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狌（简称中误差）评定，

一个测段观测值（β）含４种独立误差成分，其中误

差分别为：狌１（β）为电子水平仪示值误差；狌２（β）为

电子水平仪数显量化误差；狌３（β））为测量重复性

估算误差；狌４（β）为定位误差，则一个测段观测值β
的合成误差的方差为：

狌２（β）＝∑
４

犻＝１

狌２犻（β） （７）

　　闭合环线测量值的闭合差由线量观测值Δ犺

组成。方形环由测段长度分别为犔犪和犔犫的两类

共８个测段组成，其闭合差用ω犛表示；三角形环

由测长分别为犔犱、犔犪和犔犫三类共６个测段组成，

其闭合差用ω犜表示。则由误差传播定律，并顾及

式（６），可得：

狌２（ω犛）＝４（
犔犪

ρ″
）２狌２（β）＋４（

犔犫

ρ″
）２狌２（β） （８）

狌２（ω犜）＝２（
犔犪

ρ″
）２狌２（β）＋２（

犔犫

ρ″
）２狌２（β）＋

２（
犔犱

ρ″
）２狌２（β） （９）

则有：

狌（ω犛）＝２ 犔２犪＋犔
２

槡 犫
狌（β）″

ρ″
（１０）

狌（ω犜）＝ ２（犔２犪＋犔
２
犫＋犔

２
犱槡 ）狌

（β）″

ρ″
（１１）

　　根据规程附录Ｃ．４和Ｃ．５给出的关于狌犻（β）

（犻＝１，２，３，４）的标准值，即狌１（β）＝１．１５字，狌２

（β）＝０．２９字，狌３（β）＝０．５字，狌４（β）＝１．１５字，

其中一字近似为１″。则由式（７）得一测段观测值

β的合成中误差为：

狌（β）＝ （∑
４

犻＝１

狌２（β））
１／２
＝±１．７３″ （１２）

　　对方形环闭合差的中误差，由式（１０），取犔犪

＝１５２ｍｍ，犔犫＝９５ｍｍ，ρ″＝２．０６３″×１０
５，可得

狌（ω犛）＝±３．０μｍ。

２　平板测量的间接观测平差

２．１　现行平板检定规程数据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附录Ａ的测量方案中，共有２４个独立待

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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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参数（测点与理想平面的垂向偏差），若每一测

线令第一测段观测值为零，其余２４个观测值为必

要观测，无多余观测。这是规程给出的数据处理

方法存在的第一个缺陷，实用上有损检定结果的

可靠性、完整性和准确度。

附录Ａ给出的观测方案是一个封闭的“米”

字型测量网，所有３２个实测值理论上应满足８个

独立的闭合环几何条件。由于观测误差的存在，

产生了最大为５８．８μｍ的闭合差。严格的整体

数据处理方法，处理结果应使闭合差消除，等价于

满足解的惟一性要求。附录 Ａ对此观测网的处

理，采用了忽略观测误差和多余观测的简单非整

体处理法，此法不能确定所有测点相对理想平面

偏差的惟一解。规程附录Ａ中选择犪１～犲５ 的中

点犮３ 为基准点，结果给出的该点４个解中有两个

不同的解值，即－１．８μｍ （基准点解），－１．８μｍ

（犲１～犪５），－１．４μｍ （犮１～犮５），－２．６μｍ （犪３～

犲３），显然所选基准测线不同，结果也将各异，这是

现行平板检定规程数据处理方法第二个缺陷，其

处理结果不是最优，并存在多值解。

２．２　实验结果

１）实验方案。实验设计的测线、测段和观测

网型与规程附录Ａ的示例一致（如图３），但平版

规格为１０００ｍｍ×７５０ｍｍ大理石平板，使用分

度值τ＝０．００５ｍｍ／ｍ的电子水平仪
［２］，桥板跨

距（测段长）分别为犔犱＝２９６ｍｍ，犔犪＝２４５ｍｍ，

犔犫＝１８２ｍｍ。图３中犘犻（犻＝０，１，…，２４）表示待

测点点号，观测量是测段两测点对水平面的高差

Δ犺犻，待定未知参数是各测点相对过犘０点的水平

面的“高程”犺犻＝狓犻（犻＝１，２，…，２４）。数据处理采

用最小二乘间接观测平差法，其中多余观测数狉

＝狀－狋＝３２－２４＝８，利用上述间接观测平差

模型，解得待定参数的平差值狓^犻＝^犺犻，取最大差值

图３　平板测量实验测量网点

Ｆｉｇ．３　Ｐａｎｅ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犺^ｍａｘ－^犺ｍｉｎ＝犉作为平板工作面平面度的检定值，

此平面度定义与规程中给出的定义等价。

２）实验观测数据及闭合差。观测数据列于

表１，其中观测值为由角量换算为线量的测段高

差Δ犺犻，根据实验观测数据计算的闭合差如表２。

表１　观测值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环线序号犼 环线 犻犼／（″）

２ 犪１犪２犪３犫３犮３犫２犪１ ３７．６

３ 犪１犫２犮３犮２犮１犫１犪１ ４８．３

５ 犪３犪４犪５犫４犮３犫３犪３ ４７．０

６ 犮３犫４犪５犫５犮５犮４犮３ ３３．９

８ 犮１犮２犮３犱２犲１犱１犮１ ３３．８

９ 犲１犱２犮３犱３犲３犲２犲１ ４８．６

１１ 犮３犱４犲５犲４犲３犱３犮３ ３７．９

１２ 犮３犮４犮５犱５犲５犱４犮３ ４６．１

平均 ４１．６

表２　实验观测网闭合差

Ｔａｂ．２　Ｃｌｏ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环线序号犻 环线 闭合差ω犻／μｍ

１ 犪１犪２犪３犫３犮３犮２犮１犫１犪１ ０．８

２ 犪１犪２犪３犫３犮３犫２犪１ ５．５

３ 犪１犫２犮３犮２犮１犫１犪１ －４．７

４ 犪３犪４犪５犫５犮５犮４犮３犫３犪３ －１０．８

５ 犪３犪４犪５犫４犮３犫３犪３ －８．１

６ 犮３犫４犪５犫５犮５犮４犮３ －２．７

７ 犮１犮２犮３犱３犲３犲２犲１犱１犮１ ８．９

８ 犮１犮２犮３犱２犲１犱１犮１ －０．９

９ 犲１犱２犮３犱３犲３犲２犲１ ９．８

１０ 犮３犮４犮５犱５犲５犲４犲３犱３犮３ ５．０

１１ 犮３犱４犲５犲４犲３犱３犮３ －１．３

１２ 犮３犮４犮５犱５犲５犱４犮３ ６．３

　　利用式（１０）～式（１２），以及该实验网使用的

桥板跨距犔犱、犔犪、犔，计算得狌（ω狊）＝±５．１２μｍ和

狌（ω犜）＝±５．０４μｍ，取限差为狌（ω犛）限＝μ（ω犜）限

＝±１５μｍ。因此大尺度平板闭合差限差值比小

尺度平板限差值大。由表２可看出，本实验观测

网的闭合差在±１０μｍ量级，最大值为９．８μｍ，

最小值为－１０．８μｍ，约两倍中误差水平，全部符

合限差要求，且方形环和三角形环闭合差无明显

差异，表明改进的桥板和观测操作法已很好地消

除了粗差和系统误差的影响。

３）未知参数的近似值及观测权的确定。设

起始点犘０的“高程”为零，即犺０＝狓０＝０，各测点

（犘１～犘２４）的未知“高程”参数的近似值可按测线

或按测段逐点依次推算。

类似于确定水准测量观测权值，原则上与测

段长成反比，则各测段观测值权狆犻＝犆／犛犻（犆＝

２９６ｍｍ，犛犻（犻＝１，２，…，３２）为测段长，由测段观

２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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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使用的桥板跨距确定，即犛犻＝犔１（或犔２，或

犔３），相应的观测权为狆犻＝１（或１．２，或１．６））。

４）解算未知参数狓^和各测段观测值的平差

值 Δ^犺。根据间接平差数学模型，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输入表１的观测值和近似值向量及观测权

值，可求解得解向量 犡^、精度信息犿０（单位权中误

差）、犿狓（未知参数中误差）。其中解向量 犡^＝

［犡０＋δ犡^］
Ｔ＝犺，Δ犺^＝Δ犺＋犞。平差值犡^的结

果如表３。

表３　未知参数 犡的平差值 犡^

Ｔａｂ．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Ｖａｌｕｅ犡^ｏｆ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犡

０．０ ２．０ １．７ ４．２ １．７

３．３ ２．６ ４．０ ５．２ ６．６

５．０ ６．２ ５．４ ４．５ ８．０

７．０ ６．０ ６．７ ５．７ ７．４

７．６ ７．４ ６．８ ７．３ ３．１

　　由表３可得平板工作面平面度的检定值：犉

＝^犺ｍａｘ－^犺ｍｉｎ＝８．０－０．０＝８．０μｍ。根据２００５平

板检定规程表１，该平板准确度级别为０级。精

度评定结果：犿狓的最大值为±３．１μｍ。

３　结　语

１）平板测量测线构成一个观测网络，其中各闭

合环线观测值形成的闭合差反映了观测过程中的各

种误差影响，其大小应作为评价观测数据质量的一

个重要指标，规程中应规定此类闭合差的限差。

２）现普遍用于检定的桥板产品由于设计上

的缺陷，难以满足此要求而造成观测粗差，是出现

超限闭合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用改进的桥板

所作测量实验，表明可有效减小闭合差。

３）用本文提出的改进操作程序，理论上可消

除此系统误差影响。测量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

可大幅度降低闭合差使其满足限差的要求。

４）建议改革现行规程中数据处理方法，采用

目前早已广泛采用的适于计算机编程的基于最小

二乘原理的标准化间接观测平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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