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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工业测量应用中测量点集与设计点集之间的对比分析必须人工指定公共点对进行坐标系转换

的问题，并为实现此类应用的自动化匹配及精度对比分析，获取最优精度的检测结果，提出了一种基于乱序点

集匹配和最小二乘原理的设计对比分析算法。通过实验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并讨论了该算法的应用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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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测量中实测数据和设计数据的对比分析

十分重要［１］，用来检测评价工业构件的制造误差

或变形量，其主要包括以下３种应用类型：① 对

规则几何体（如平面、球面等）的检测，通过对几何

体测量数据拟合计算得到其几何参数，再与设计

参数进行对比；② 对工业构件自由曲面的检测，

一般通过测量的点云数据与工件三维设计模型的

特征匹配或曲面描述匹配实现；③ 已知空间离散

点的设计坐标，利用这些点的测量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

测量数据与设计数据的匹配是对比分析应用

中最关键的一步［１］，目前的设计对比匹配方法主

要有测量设备的绝对定位、公共点转换、曲面匹配

算法等。前两种都需要根据测量对象的特点进行

人工干预，而曲面匹配算法则可以根据迭代匹配、

特征匹配、曲面描述匹配等方法实现自动解算［２］。

对于空间离散点集的设计对比匹配，目前都采用

人工指定至少３对公共点进行转换的方式
［３４］，而

对自动匹配的研究鲜有文献。这种人工干预的计

算分析方法不仅增加了操作工作量，而且不益于

获取最优转换参数并剔除含有较大误差的测点。

为方便作业操作计算、获取最优转换参数，本

文针对空间离散点集自动匹配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乱序点集匹配和最小二乘原理的

设计对比分析算法，即以不同坐标系下、且不完全

对应的两个无序点集为处理对象，实现测量点集

和设计点集的自动点对匹配和坐标转换计算，并

通过剔除较大误差测点再重新求解转换参数的方

法来提高整体坐标转换精度。

１　算法描述

１．１　算法相关定义

现有包含 犿 个点的设计点集 Ｄｅｇｎ（犘犇
１
，

犘犇
２
，…，犘犇犿），狀个点的测量点集Ｓｕｒｖ（犘犛１，犘犛２，

…，犘犛狀），犿不一定等于狀，且两点集为乱序，两点

集共同点集可以合记为犘＝Ｄｅｇｎ∩Ｓｕｒｖ。如图１

所示。

图１　测量点集与设计点集匹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由于建造误差、测量误差的影响，统一坐标系

后，测量点坐标值仍然很难和设计点坐标值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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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于是在点对匹配时，定义匹配模糊度Δ犈来

调控模糊匹配计算，Δ犈取值为３σ，其中σ为测量

中误差与建造或焊接中误差的模和，根据经验和

测量仪器标定取值。

１．２　基于长度的拓扑分析匹配策略

１．２．１　边长匹配

以设计点集为基准，通过选择测量点集中的

边来执行匹配。记设计点集与测量点集中参与匹

配的边分别为犔犃犅和犔犡犢，若两边长度满足式（１）

则认为匹配成功；否则，认为犔犡犢的两端点犡 和犢

不全部属于共同点集合犘或测量误差过大。

犔犡犢 －２Δ犈≤犔犃犅 ≤犔犡犢 ＋２Δ犈 （１）

若匹配成功，则获取一对匹配边；否则，以次长边

匹配，直至匹配成功或遍历完所有边。

１．２．２　垂距匹配

如图１所示，记点犆到犔犃犅的垂距为犱１，点犣

到犔犡犢的垂距为犱２，若犱１、犱２满足式（２）则认为匹

配成功，由此可得一组对应点。否则，认为点犣

在设计点集中不存在对应点（图１（ｂ）中的点犣′），

或测量误差过大。

犱２－２Δ犈≤犱１ ≤犱２＋２Δ犈 （２）

１．２．３　端点匹配

当通过垂距匹配确定点犆与点犣 对应，又已

知犔犃犅和犔犡犢对应，但无法确定点犃、犅与点犡、犢

的确切对应关系时，计算可得点犆到点犃、犅的距

离，记为犇犆犃和犇犆犅；点犣到点犡、犢 的距离，记为

犇犣犡和犇犣犢。对于式（３）与式（４），只满足其中一个

时，匹配成功，得点对犃与犡、犅与犢，或犃与犢、

犅与犡。

犇犣犡 －２Δ犈≤犇犆犃 ≤犇犣犡 ＋２Δ犈 （３）

犇犣犢 －２Δ犈≤犇犆犃 ≤犇犣犢 ＋２Δ犈 （４）

否则，匹配失败，认为点犆、犣 处于对应边犔犃犅、

犔犡犢的垂直平分面上，具有二义性。

１．３　算法详细流程

１）分别输入设计点集数据和测量点集数据，

然后两点集内分别计算各点间相对距离，得两距

离序列：

ＤｉｓｔＤｅｇｎ＝

｛犇１２，…，犇１犿，犇２３，…，犇２犿，…，犇（犿－１）犿｝

ＤｉｓｔＳｕｒｖ＝

｛犇１２，…，犇１狀，犇２３，…，犇２狀，…，犇（狀－１）狀｝

（５）

式中，犇犻犼表示点犻与点犼的距离。

２）对两点集相对距离序列按快速排序法
［５７］

分别进行降序排列。

３）第一步匹配：边长匹配。两点集距离序列

中以长度优先按§１．２中的边长匹配策略进行匹

配，若匹配成功则进入第二步匹配；若失败，则以

次长边匹配，直至匹配成功或遍历完所有边。

４）第二步匹配：垂距匹配。两点集合中分别

计算各点到第一步匹配边的距离，得两个点线距

离序列：

ＤＰｔｏＬＤｅｇｎ＝ ｛犇犔１，犇犔２，…，犇犔犿｝

ＤＰｔｏＬＳｕｒｖ＝ ｛犇犔１，犇犔２，…，犇犔狀｝
（６）

式中，犇犔犽表示点犽与匹配边犔的垂距。然后将两

序列分别降序排列，以最大点线距作为匹配对象按

§１．２中垂距匹配策略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获

取第一组点对，即最大点线距点，记为ＰｎｔＰａｉｒ１

（犘犇犻，犘犛犼）犻＝１，２，…，犿；犼＝１，２，…，（ ）狀 ；然后进

入第三步匹配。若匹配失败，则以次大点线距离进

行匹配，直至匹配成功或遍历完所有点线距，若最

终失败则回溯到第一步匹配。

５）第三步匹配：确定匹配边两端点对应关

系。用第二步匹配得到的点对和第一步匹配得到

的对应边，通过§１．２中的端点匹配策略来确定

该边两端点在测量点集和设计点集中的对应关

系，若确定成功，则获取了第二、第三个点对，记为

ＰｎｔＰａｉｒ２（犘犇犻，犘犛犼）、ＰｎｔＰａｉｒ３（犘犇犻，犘犛犼）；若失败，

则回溯到第二步匹配继续执行。

６）通过得到的三对公共点，依据最小二乘原

理计算测量点坐标系到设计点坐标系的转换参

数，并进行坐标系统一转换［３，８］，转换公式如下：

狓

狔

烄

烆

烌

烎狕

＝

狓０

狔０

狕

烄

烆

烌

烎０

＋（１＋μ）犚狓（α）犚狔（β）犚狕（γ）

狓′

狔′

烄

烆

烌

烎狕′

（７）

最小二乘求解转换参数的间接平差公式为：

犡＝ δ狓　δ狔　δ狕　δμ　δα　δβ　δ（ ）γ
Ｔ
＝

犃Ｔ（ ）犘犃 －１· 犃Ｔ（ ）犘犾 （８）

式中，δｘ、δｙ、δｚ、δμ、δα、δβ、δγ为参数改正值；犘为

权阵。

７）统一坐标系后的设计点集合和测量点集

合通过点间距离偏差（小于Δ犈）来确定所有点对

关系，同时得到所有点对差值Δ犘＝｛Δ犘１，Δ犘２，

…，Δ犘狋｝，狋为设计点集与测量点集的交集个数。

８）用所有偏差不超限的点对参与坐标转换

参数计算，以获取整体精度最优的转换参数。

９）重新计算设计偏差，将设计偏差大于阈值

（３σ）的点对剔除。

１０）重复执行步骤８、步骤９），直至参与坐标

参数转换计算的点对偏差满足精度要求或剩余点

对数少于３，不参与转换参数计算的点对视为含

有较大建造误差或测量误差，再根据用户需求做

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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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处理。

１．４　二义性检验

第一步边长匹配和第二步点线垂距匹配前需

检验距离序列中有无多个满足匹配条件的边或点

线距，此检验用于探测基于长度的拓扑分析中是

否存在二义性。检验方法为：长度序列内部进行

筛选，若存在两条边长度差小于２Δ犈，则在长度

序列中剔除这两条边；若全部边被剔除，则认为该

点集的空间分布具有对称性，需人工指定一组非

对称轴或对称面上的点对才能进行后续的自动匹

配计算。

２　实验与分析

空间点集的设计坐标和测量坐标数据如表１

所示，空间点已按设计数据进行编号，然后进行无

序测量，为方便匹配结果查看，测量点命名编号与

设计数据编号对应，取Δ犈＝３ｍｍ。

算例１　用全部设计点和测量点进行实验计

算。自动匹配计算获得用于初始坐标转换的３个

点对为：犘２犜２、犘４犜４、犘１犜１，初始转换与最优

转换得到的设计偏差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１　设计点与测量点坐标数／ｍ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ｍ

设计点名 犡 犢 犣 测量点名 犡 犢 犣

犘１ ５．８２０７ －０．９６４４ ３．５９５５ 犜５ ３．７９９６ ４．５８３１ １１．８５９２

犘２ ６．９６９０ ０．９１４０ ３．５９６５ 犜３ ７．０５７６ ５．２５４６ １１．２９３８

犘３ ３．３７６３ ２．７２２４ ３．０６２０ 犜２ ５．６３３９ １．４９６３ １１．８２９６

犘４ ２．０４０１ ２．９５５２ ２．４９２９ 犜６ ３．８５８９ ５．３８０３ １０．５６６５

犘５ ３．７０８９ －０．５９０２ ３．５９９２ 犜１ ３．６４３９ ２．４４５２ １１．８３１３

犘６ ２．９２３９ －０．４４５７ ２．３３６０ 犜４ ７．１４９９ ６．６１０５ １０．７２５５

表２　测量点集与设计点集自动匹配精度分析结果（算例１）／ｍｍ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Ｅｘａｍｐｌｅ１）／ｍｍ

点对名称
初始匹配 最优匹配

ｄ犡 ｄ犢 ｄ犣 ｄ犘 ｄ犡 ｄ犢 ｄ犣 ｄ犘

犘１犜１ １．６４ １．３０ ０．１５ ２．１０ １．８６ ０．９３ ０．３１ ２．１１

犘２犜２ －０．６３ －０．９１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１８ －１．６４ －０．４６ １．７１

犘３犜３ －３．５５ ０．２４ ０．４２ ３．５８ －２．２７ ０．５２ ０．２６ ２．３５

犘４犜４ －１．０１ －０．４０ －０．１４ １．１０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３１

犘５犜５ －０．００ －１．５０ －２３．６８ ２３．７３ ０．３４ －１．２０ －２３．２１ ２３．２５

犘６犜６ １．２０ －０．４８ ５．９５ ６．０９ １．３５ －０．２０ ６．５３ ６．６７

　　由表２可知，最优匹配剔除了点对犘５犜５ 和

犘６犜６，其他点平均点位偏差为１．６２ｍｍ，初始匹

配平均点位偏差在包括 犘５犜５ 和 犘６犜６ 时为

６．２８ｍｍ，不包括时为１．９７ｍｍ。

算例２　本算例为测试两点集非一一对应情

况下的自动匹配。设计点数据中去掉犘５，测量点

数据中去掉点犜４。自动匹配计算获得用于初始

坐标转换的３个点对为：犘６犜６，犘１犜１、犘３犜３，

初始转换与最优转换得到的设计偏差结果如表

３所示。

表３　测量点集与设计点集自动匹配精度分析结果（算例２）／ｍｍ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Ｅｘａｍｐｌｅ２）／ｍｍ

点对名称
初始匹配 最优匹配

ｄ犡 ｄ犢 ｄ犣 ｄ犘 ｄ犡 ｄ犢 ｄ犣 ｄ犘

犘１犜１ －０．５７ －１．５１ －０．５１ １．６９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６４ ０．８０

犘３犜３ －１．０９ ０．４９ －０．４３ １．２７ －１．５３ １．２４ －２．２７ ３．０１

犘６犜６ １．６６ １．０２ ０．９４ ２．１６ １．８０ １．０８ １．７５ ２．７３

犘２犜２ －０．９２ －４．８９ ３．２９ ５．９７ －０．５８ －２．６９ １．１６ ２．９８

　　由表３可得，最优匹配平均点位偏差为２．３８

ｍｍ，初始匹配平均点位偏差为２．７７ｍｍ。

由算例１、算例２实验结果可知，该算法可以

两个非一一对应的点集为处理对象，自动完成点

对匹配和整体最优坐标转换计算。由于该算法中

采用长度优先匹配策略，所以初次匹配获得的３

个点对一般为所有点中分布最好的，以此获得的

初次转换精度也是较高的，最优匹配是在剔除较

大误差点后按整体最优的策略计算得到的。实验

结果显示最优匹配相比初始匹配有较大幅度提

升，两算例中分析提升１７．８％和１４．１％。

算例３　本算例为工程应用实例。如图２所

示，在笔者自主研发的船舶精度三维分析系统

ＶＡ中采用该算法进行设计对比分析。图２（ａ）所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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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系统中加载了一个舰艏分段，以及相关关键点

的设计数据和测量数据，此时测量数据与设计数

据及分段模型处于不同坐标系下；如图２（ｂ）所

示，通过乱序匹配统一坐标系计算，将测量数据转

到设计数据坐标系下，并获取设计偏差值，以三维

坐标轴形式显示，其中红、绿、蓝三轴及其所附数字

分别表示犡、犢、犣方向上的偏差。数据如表４所

示，取Δ犈＝５ｍｍ。

图２　匹配分析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表４　设计点与测量点坐标数据（算例３）／ｍ

Ｔａｂ．４　Ｄａｔａ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Ｅｘａｍｐｌｅ３）／ｍ

设计点名 犡 犢 犣 测量点名 犡 犢 犣

ＤＣ２ １７４．１１４７ １１．２３９７ １５．８５７４ 犛２ １５９．１１６１ ９．２３７９ １３．８５６１

ＤＣ５ １７４．１０４２ ９．１５４１ １２．３０２２ 犛５ １５９．１０６１ ７．１５５２ １０．３００２

ＤＣ６ １７４．１００２ －１１．２５３４ １５．８６６８ 犛６ １５９．１０３３ －１３．２５２６ １３．８６６２

ＤＣ７ １７４．１００９ －９．１６５２ １２．３２９７ 犛７ １５９．１１１ －１１．１６４ １０．３２６

ＤＣ８ １７３．１７０８ －０．５６３８ １２．３３２７ 犛８ １５８．１７７１ －２．５６０８ １０．３４３１

ＤＣ９ １７３．２００ －０．５８０８ １４．４２９１ 犛９ １５８．２０５３ －２．５８１１ １２．４２９５

　　由于点位分布具有对称形，该实验过程中指

定了１组公共点对：ＤＣ５犛５，自动匹配计算获得

的另外两个点对为：ＤＣ２犛２、ＤＣ６犛６，初始转换与

最优转换得到的设计偏差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测量点集与设计点集自动匹配精度分析结果（算例３）／ｍｍ

Ｔａｂ．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Ｅｘａｍｐｌｅ３）／ｍｍ

点对名称
初始匹配 最优匹配

ｄ犡 ｄ犢 ｄ犣 ｄ犘 ｄ犡 ｄ犢 ｄ犣 ｄ犘

ＤＣ２犛２ ０．００ １．８８ －０．２９ １．９０ －０．２７ １．９９ ０．３０ ２．０３

ＤＣ５犛５ 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４８ １．２５ １．９５ －０．８２ ０．９３ ２．３１

ＤＣ６犛６ －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２０ ０．７５ ２．２１ －０．６２ －１．０４ ２．５２

ＤＣ７犛７ －６．８２ －１．２５ ２．８３ ７．４９ －２．８６ －０．９２ ２．１３ ３．６８

ＤＣ８犛８ －３．６７ －３．１２ －１１．６６ １２．６２ －０．６７ －２．８９ －１２．３４ １２．７０

ＤＣ９犛９ －２．８７ ０．２６ －１．６６ ３．３２ －１．０３ ０．３６ －２．３３ ２．５７

　　由表５可得，初始匹配平均点位偏差在包括

ＤＣ８犛８ 时为４．５６ｍｍ，不包括时为２．９４ｍｍ，参

与坐标转换的 ＤＣ５犛５、ＤＣ２犛２、ＤＣ６犛６ 精度较

高，而其他点点位精度较差，未能达到整体最优；

最优匹配剔除了点对ＤＣ８犛８，其他点平均点位偏

差为２．６２ｍｍ，各点点位精度均匀。

由算例３的实验结果可知，该算法在处理具

有对称分布的点集数据时，只需指定１组不在对

称线或面上的点，即可完成后续的自动匹配计算，

可有效地降低工作量，并获取整体最优对比偏差

精度，算例３中平均点位精度提升了１０．９％。

３　算法讨论

３．１　时间复杂度
［９］

该算法在匹配阶段使用快速排序算法（复杂

度：犗（ｌｇ狀））进行边长和垂距的排序，使用回溯法

（复杂度：犗（狀２））对三步匹配进行控制，在坐标系

转换计算阶段使用最小二乘算法 （复杂度：

犗（狀２））获取最优转换参数。综上所述，该算法的

时间复杂度为：犜（狀）＝犗（狀２）。

３．２　空间复杂度

在匹配阶段存储两点对间距离需要犿（犿－

１）／２＋狀（狀－１）／２个辅助存储空间，点线距匹配

需要（犿－３）＋（狀－３）个辅助存储空间。

３．３　算法优点与不足

算法优点：该算法实现了测量点集和设计点

集的自动点对匹配和坐标转换计算，获取了整体

最优转换参数，并获得含较大误差的测点；该算法

以最长边和最大垂距作为优先匹配对象，使得最

初得到的３组公共点尽可能构成最佳拓扑分布，

以减少初次匹配误差。

算法不足：该算法应适用条件有一定限制，两

点集的交集构成的空间形状不具有对称性时该算

法可行；否则，因存在二义性而无法自动正确地获

取匹配点对时，需人工提供一组不在对称轴或对

称面上的点对才能进行后续的自动计算。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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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基于乱序匹配和最小二乘原理的

工业测量数据对比分析算法，在一定应用范围内解

决了设计对比分析中需人工指定公共点才能统一

坐标系进行比对分析的问题［１０］。该算法通过边长

匹配、垂距匹配、端点匹配等步骤实现了点对自动

匹配，然后再通过整体求解转换参数和剔除误差较

大点的方式来提高整体对比分析精度。实验结果

表明，该算法可根据点位空间拓扑关系自动匹配点

对，并计算最优转换参数和识别含较大误差的测

点，可较好地解决工业测量点集设计对比分析应用

中自动化数据处理问题，提高作业效率。另外，该

算法也可应用于其他领域坐标系转换相关算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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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ｄｅｒ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ＰＡＮＧｕｏｒｏ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ｉ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ｐｇｒ２＠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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