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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镜组准直的激光干涉仪快速对光方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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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激光干涉仪使用时激光光路准直调整比较费时的问题，在对激光干涉仪位置测量原理和

测量误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反复比较验证，提出了一种基于镜组准直的快速对光方法。实践

表明，该方法简单实用，能够有效指导操作人员高效准确地完成对光，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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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laser interferometer’s fast optical path collimation method based on collimation of
mirro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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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time－consuming problem of collimation adjustment of laser optical path when laser
interferometer is used，through repeated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a fast optical path collimation
method based on collimation of mirror group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position measurement
principle and measurement error of laser interferometer.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method is simple and
practical，can effectively guide operators to complete laser optical path collimation efficiently and accu-
rately，has a strong guid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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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度和反向间隙对数控机床极其重要，它们

直接影响到数控加工精度。目前，多数企业借助激光

干涉仪测量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和反向间隙［1－3］。但

是，在激光干涉仪使用过程中，激光光路的准直调整即

对光操作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一直是困扰操作

者的一大难题［4］。传统的光路准直方法包括: “近处

调镜组、远处调激光”、“高处动尾部，低处动整体”等，

通过反复操作进行调整，效率比较低［4－6］。韩军辉［7］

通过开发激光干涉仪光路准直辅助装置来实现快速对

光; 刘红光［8］设计了一种等比例偏移定量准直装置来

辅助对光; 史佳兆提出了一种等比例偏幅调整法［9］，

用坐标尺替代反光镜，但是对光时需要进行一定的测

量和计算，对操作人员要求较高。笔者在对激光干涉

仪线性位置测量原理和测量误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多年的现场实践经验，给出了一种不借助辅助工

具而实现快速对光的方法，从而指导操作者在对光时

能够少走弯路，提高对光效率，减小对光误差。

1 激光干涉仪线性位置测量原理

如图 1 所示，工作时激光头发出某一波长的激光

束，垂直射入分光镜，此激光束被分成参考光束 A 和

测量光束 B。参考光束 A 垂直射向固定反射镜，测量

光束 B 垂直射向移动反射镜。两束光 A 和 B 经过分

光镜相遇组合后射入到激光头的接收口中［10］。若两

束相干光束相位相同，则形成相长干涉，产生明条纹;

若两束相干光束相位相反，则形成相消干涉，产生暗条

纹。激光干涉仪通过判断明暗条纹变化的次数来确定

分光镜和移动反射镜之间的距离变化，从而实现线性

位置测量。

2 激光干涉仪测量误差分析

在激光干涉仪使用过程中，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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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会产生环境误差，镜组安装位置不合适会导致死行

程误差、准直调整不好会导致余弦误差和阿贝误差。
在激光干涉仪对光过程中，要尽量消除死行程误差、余
弦误差和阿贝误差，从而提高对光效率，并为后续高精

度测量奠定基础。

( 1) 环境误差。激光干涉仪工作时其激光波长的

精度会影响测量精度，而激光的稳定性和其周围条件

的精准程度决定了激光波长的精度［11］。环境温度、绝
对压力以及相对湿度的变化都会导致一定的测量误

差。周围环境变化所导致的误差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

自带的环境补偿单元进行自动补偿。
( 2) 死行程误差。激光经过分光镜后开始计算线

性位移量，分光镜和移动反射镜之间的距离越大，激光

光波暴露在周围环境中的时间越长，受外围环境因素

影响越大。分光镜和测量起点( 见图 1) 之间的距离为

LA，测量起点和移动反射镜之间的距离为 LB，激光干

涉仪仅在 LB 段对环境条件进行补偿，LA 段不进行补

偿，将 LA段所导致的误差称为死行程误差。因此在安

装镜组时，应使测量起点尽量靠近分光镜，即 LA 尽可

能越小越好。
( 3) 余弦误差。在激光干涉仪架设时，激光器发

出的激光与机床运动轴线如未对准，成一个夹角 θ( 见

图 2) ，将会导致测量距离与真实距离 S 出现差异，从

而产生误差 S( 1－cosθ) ，即余弦误差。在光路搭建过

程中，应做好激光器光束的准直工作，尽量使激光束与

机床运动轴线重合。

( 4) 阿贝误差。激光束轴线与被测行程轴线平行

但有一定的偏置距离时，部件的俯仰和偏摆等角运动

都将产生误差，这个误差即阿贝误差。偏置距离越远，

误差越大。在进行线性位置测量时，为了尽可能减小

阿贝误差，在架设激光干涉仪和镜组时，应尽量做到使

激光束轴线、被测行程轴线二者重合。

3 基于镜组准直的对光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只有参考光束和测量光束在

激光器的接收口完全重合，才能使得激光干涉仪正常

工作，这就要求各镜组处于准直状态，否则将会增大余

弦误差、阿贝误差等测量误差，甚至导致测量无法进

行。传统的做法是在安装移动反射镜和干涉镜组时通

过目测或借助工具尽量做到准直，然后通过调整激光

干涉 仪 的 俯 仰、偏 摆、平 移、高 度 等 来 实 现 光 路 准

直［4，6］。如若镜组在放置时存在准直误差，例如在对 X
轴进行对光时干涉镜组架设存在一定的偏摆 ( 见图

3) ，使得从移动反射镜返回到光闸上的测量光束偏离

靶子中心，这将导致光路调整的难度加大甚至无法完

成。考虑到镜组、激光干涉仪很难一次安装到位，本文

提出的基于镜组的对光方法是: 先根据实际情况完成

某一镜组的准直调整，然后完成激光器光束的准直调

整，最后完成其他镜组的准直调整。

4 快速对光操作规程

下面以 XL－80 激光干涉仪为例，介绍一下数控铣

床线性位置测量时各轴的快速对光操作方法，流程见

图 4。先对 Y 轴对光，然后再对 X 轴或 Z 轴对光，这主

要是由于 Y 轴对光时激光干涉仪、移动反射镜和干涉

镜组在同一直线上，对光难度相对 X 轴或 Z 轴要小。
Y 轴对光过程中会完成激光束准直调整工作，故在 X
轴或 Z 轴对光时，激光干涉仪的水平、俯仰、偏摆就无

需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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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Y 轴的对光

( 1) 激光器水平调整

首先将三脚架放置在平坦的地面上，距离待测机

床越近越好，便于对光。大体判断镜组所需装设的高

度，依此来确定三脚架的高度，借助三脚架支脚上的标

记线，使三个支脚伸出至相同长度。然后将激光器放

置在三脚架上，并调整激光器上的各控制旋钮至中间

位置，避免因处于极限位置而导致后期无法再调整。
目测并粗略地调整激光头的准直，使其与机床工作台

Y 轴移动的方向平行。将气泡水平仪放置于激光器

上，通过调节三脚架使激光器处于水平状态。

( 2) 移动反射镜准直

机床各轴返回参考点后，将移动反射镜放置在工

作台上，注意要借助机床工作台上的一些基准使移动

反射镜尽可能准直且离激光器最近。注意镜组一定要

固定牢靠，安装支柱应尽可能短，以免测量过程中因松

动导致干涉返回的激光束偏离光靶中心。
( 3) 激光器光束准直

首先将光靶装在移动反射镜上，注意使其白点处

于反射镜的正上方位置。通过高度调节曲柄和移动机

床 X 轴来调节激光头与移动反射镜的相对位置，使得

激光头发出的激光打在光靶白点上且处于中心位置。
然后将光靶从移动反射镜取下，观察从移动反射镜反

射回的测量光束是否打在靶子中心，如果在水平方向

上有偏差，可通过移动机床 X 轴来调整，如果在垂直

方向上有偏差，可通过调整移动反射镜的高度来实现。
操作时注意避免反射回的激光打进激光射出口，造成

设备损坏。利用手轮移动机床 Y 轴，使移动反射镜远

离激光器至距离最远处，观察返回的激光是否打在靶

子中心，若是则表明已基本调整好准直，否则需要按照

下述方法进行调整。步骤 1: 调整激光器的扭摆微调

控制旋钮使激光束在水平面内移动，从位置 1 调整至

以靶子为中心的对称位置 2，如图 5a 所示; 步骤 2: 通

过水平平移微调控制旋钮平移激光器或利用手轮移动

机床 X 轴，将激光束移动至靶子水平中心线上，见图

5b; 步骤 3: 调整俯仰控制旋钮使激光束在垂直平面内

移动，从位置 3 调整至以靶子白点为中心的对称位置

4，如图 5c 所示; 步骤 4: 转动三脚架的高度调整曲柄

来调整激光头的高度，使光束移动至靶子的垂直中心

线上，见图 5d。如果熟悉上述操作以后，可以将调整

过程简化为 3 步。步骤 1: 调整扭摆微调控制旋钮和

俯仰控制旋钮，在水平面内和垂直面内同时移动光束，

使其调整至以靶子为中心的对称位置 2，见图 6a; 步骤

2: 通过水平平移微调控制旋钮平移激光器或利用手轮

移动机床 X 轴，将激光束移动至靶子水平中心线上，

见图 6b; 步骤 3: 通过高度调整曲柄来调整激光头的高

度，使光束移动至靶子的垂直中心线上，见图 6c。通

过上述操作，激光束准直已基本调好。

利用手轮移动 Y 轴，使移动反射镜再次返回至距离

激光器最近处，观察测量光束是否偏离靶子中心，若出

现偏离的情况，则需重复上述调整步骤，直至在机床 Y
轴的整个工作行程内，测量光束一直打在靶子中心上，

位置保持不变，此时表明激光束完成准直调整工作。
( 4) 干涉镜组准直

将分光镜和固定反射镜组合成干涉镜组，并安装

在激光干涉仪与移动反射镜之间，要求在架设时尽量

做到两镜组高度一致，距离越近越好，以减小死行程误

差。将光靶装在干涉镜组上，注意使其白点处于干涉

镜组的正上方位置。手动调整干涉镜组的位置，使得

激光头发出的激光打在光靶白点上且处于中心位置。
然后将光靶从干涉镜组取下，观察反射回的参考光束

是否打在激光器的靶子中心上。如若不在中心，可根

据偏移情况微调干涉镜组的俯仰和扭摆旋钮，使参考

光束打在靶子的中心位置。一般情况下，此时参考光

束和测量光束会反射回激光头并重合在一起，将激光

头对焦孔旋转至接收孔位置，激光干涉仪的五个指示

灯全亮，这样就完成了 Y 轴的准直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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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X 轴的对光

( 1) 干涉镜组粗准直

将光靶装在干涉镜组上，注意使其白点处于干涉

镜组的正上方位置。将干涉镜组固定在机床主轴上，

手动调整安装位置，使得激光头发出的激光打在光靶

白点上且处于中心位置。然后取下光靶，观察反射回

的参考光束是否打在激光器的靶子中心上，如果在水

平方向上有偏差，可调整干涉镜组的水平安装位置或

调整激光干涉仪的平移旋钮，如果在垂直方向上有偏

差，可调整干涉镜组的垂直安装位置。当参考光束恰

好返回到靶子中心时，干涉镜组粗准直完成。
( 2) 移动反射镜准直

将移动反射镜固定在机床工作台上，注意要借助

机床工作台上的一些基准使移动反射镜尽可能准直且

离干涉镜组距离最近、高度尽量一致。观察从干涉镜

组返回的参考光束和从移动反射镜返回的测量光束是

否在靶子中心上重合，如果不重合，通过移动机床 Z
轴在高度方向上调整，移动机床 Y 轴在水平方向上调

整，使两束激光重合在靶子中心。
( 3) 干涉镜组精准直

移动测量反射镜，使其远离干涉镜组，一般来说，

此时两束激光会慢慢分离，不再重合，这主要是由于干

涉镜组在架设时存在俯仰、偏摆等误差所导致的。如

果从移动反射镜返回的测量光束在水平面内有偏差，

此时应微调干涉镜组的偏摆，使两束激光重合在中心;

若在垂直方向上有偏差，则需微调干涉镜组的俯仰。
通过微调干涉镜组的俯仰和偏摆，使得干涉镜组和移

动反射镜距离最远时，两束激光重合在靶子中心，这样

就完成了 X 轴的准直调整工作。Z 轴的对光方法与 X
轴相同，不再详述。

5 应用效果

笔者在承担学生日常技能训练、企业新员工技

术培训、国家级省级师资培训等任务过程中，先后在

学生、企业新员工、教师中反复实践验证了该对光方

法。实践表明，初学者能够快速地掌握此方法，高效

高精度地完成对光，具体统计情况见表 1。需要说明

的是，表 1 所统计的平均对光时间指的是初学者第

一次完成对光的时间，如果熟练操作以后，无论是传

统对光方法还是本文所述方法的对光时间都将进一

步缩短。

表 1 不同对光方法效果比对

对象

对光方法

学生 企业新员工 职业院校教师

样本数
平均对

光时间
样本数

平均对

光时间
样本数

平均对

光时间

传统方法 36 3 h23 min 27 2 h54 min 18 3 h7 min

本文方法 51 45 min 18 38 min 22 41 min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光操作时，完成干涉镜组、
移动反射镜的准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提出的基于镜

组准直的对光方法简单实用，能够指导操作人员高效

地完成光路的准直工作，从而可以提高操作人员的工

作效率和企业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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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窗·

抛煤机( coal spreader) 用风力、机械或风力机械将煤抛入锅炉炉膛的机器。要求负荷适应性好，燃料着火条件优越，对燃料的

水分和颗粒要求较严，飞灰数量较多。以风力机械抛煤应用最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