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量设备使用及维护知识

——万能量具类测量设备



主要培训内容

游标类量具的正确使用及保养

测微类量具的正确使用及保养

测微类量具的正确使用及保养



游标类量具的正确使用和保养



游标量具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满足一
 

般精度的测量要求，是机械制造业中应用十分
 

广泛的量具，可测量内、外尺寸，高度，深度
 

等。游标量具按用途一般有游标卡尺，高度游
 

标卡尺，深度游标卡尺



①①游标卡尺的结构和用途游标卡尺的结构和用途::

一、游标卡尺一、游标卡尺

②②测量范围一般有测量范围一般有00－－125125、、00－－150150、、00－－300300、、00－－500500、、00－－10001000、、

 00－－15001500、、00－－2000m2000m几种。卡尺的结构主要由尺身、尺框、深度几种。卡尺的结构主要由尺身、尺框、深度

 尺、游标、上下量爪、紧固螺钉、片弹簧、微动装置几部分组尺、游标、上下量爪、紧固螺钉、片弹簧、微动装置几部分组

 成。成。③③卡尺的用途是测量工件内、外尺寸、宽度、厚度、深度和孔卡尺的用途是测量工件内、外尺寸、宽度、厚度、深度和孔

 距等。距等。



种类与应用

①三用游标卡尺三用游标卡尺:可测量内、外长度尺寸和深度尺寸

②双面量爪游标卡尺双面量爪游标卡尺：可测量内、外长度尺寸



③

 
单面游标卡尺单面游标卡尺：可测量内、外长度尺寸

④深度游标卡尺深度游标卡尺：主要用于测量阶梯、盲孔沟槽等深度尺寸



⑤高度游标卡尺高度游标卡尺：可测量高度尺寸、可用于划线



⑥带表卡尺测量读数用指针来显示



⑦测量读数用数字显示的电子数显卡尺



二、使

 
用

（一）、使用前检查

1.检查相互作用：拉动尺框，游标尺和微动尺框应能共同沿主尺灵

 活滑动，无卡死现象，固定螺钉作用正常可靠。

 2.检查测量面：用干净棉丝或软布把测量面擦净，对着光线检查量爪

 测量面，合拢后应没有明显间隙和露光。

 3.检查零位：游标零刻线和主尺零刻线及游标尾刻线和主尺相应刻线

 应在“0”位对齐。

检查结果有疑问时交计量中心校准科处理。



（二）、读数方法

1.先读整数：读游标尺0刻线左边主尺上第一条线的数值。

 
2.再读小数：看游标尺上第几条刻线与主尺刻线对齐，对齐的刻

 线序数乘以游标尺分度值即得小数部分。

 3.将所读整数与小数相加，得出测量尺寸。

 4.读数时的注意事项：眼睛要垂直的看所读刻线，防止偏视造成

 读数误差；当没有刻线完全对齐时，应找出对的比较齐的刻线来

 读数。



①①:11.6mm:11.6mm

②②:2.3mm:2.3mm

③③:10.90mm:10.90mm

④④:8.60mm:8.60mm

⑤⑤:20.02mm:20.02mm



（三）、游标卡尺的正确使用

1.测量小件时，左手拿零件，右手拿卡尺测量；测量大件时，两手拿卡尺，左

 手将主尺量爪与零件接触好，右手操作活动游框进行测量。

 2.测量外尺寸时，应先将量爪张开的比被测尺寸较大，测内尺寸时，应先将量

 爪张开的比被测尺寸较小，然后慢慢推或拉尺框，使活动量爪轻轻的接触被测

 表面，并读数，测量内孔时卡尺量爪应轴向接触孔壁，不可歪斜。

 3.量爪与被测件接触后，不要用力太大，用力的大小应该是正好使两个量爪能

 够接触到被测表面。如用力过大，活动量爪会倾斜成一角度，造成测量不准。

 被测件要尽量往量爪测量面的根部放，以减小测量力的影响。

 4.量爪接触被测表面后，将活动量爪轻轻摆动一下，找出最小尺寸（外尺寸）

 或最大尺寸（内尺寸）。



5.用圆弧爪测量内尺寸时，注意如上读出尺寸后应加上圆弧爪的厚度尺寸。

 6.使用带有微动游框的卡尺时，在量爪快与被测件接触时拧紧微动固定螺丝，然

 后旋动微动螺母，使游标尺移动至两量爪测量面与被测量面接触为止，最后紧固

 游标尺并读数。

 7.当拧紧游标尺固定螺丝将卡尺取下来读数时，虽读数方便了但卡尺测量面易磨

 损，除必要时，一般不用这种方法。

 8.用卡尺测深杆测量工件深度时，应使卡尺的尾端垂直的压向工件的顶平面，并

 轻轻的下降活动量爪接触孔或槽底，然后读数。注意不要前后左右倾斜。

 9.为了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较大测量面的尺寸要多测量几个位置。

（四）、游标类量具的保养

大卡尺（300mm及以上量程）不要悬空平方，以免弯曲变形。

 其他保养按万能量具保养规范执行。



万能量具保养规范

1.不要用油石、砂布擦磨量具表面及测量面和刻线部分，非计量检修人员，严禁拆卸、改

 装、修理量具。

 2.量具的存放地点应保持清、干燥、无震动、无腐蚀性气体，远离温度变化范围大的地方

 或有磁场的地方。量具盒内存放的量具要清洁干燥，不准存放其他杂物于盒内。严禁量具

 带冷却液放入盒内。

 3.不要用手摸量具的测量面，因为手上有汗等潮湿脏物会污染测量面，使它生锈。量具不

 准不带盒和其他工具混放在一起，以免碰伤量具。

 4.用完量具后，要擦干净，松开紧固装置，当一月以上长期不用时，在测量面要涂防锈油。

 量具在不用时，要放入其盒内，不得分离，存放时不要使两测量面接触。

 5.不准把卡尺的量爪尖端当作划针、圆规或其他工具使用，不准人为扭动两卡爪，不准把

 量具当卡板使用。

 6.当工件表面有毛刺时，一定要去净毛刺，再进行测量。否则会使量具磨损，并且还会影

 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深度游标卡尺

深度尺用于测量阶梯孔、盲孔和凹槽的深度。

 使用注意事项：

 1.测量面比较大，注意擦干净。

 2.测量前检查零位：把尺框的测量面放在平板上，使尺身与平板接触，

 看零位是否正确。

 3.测量时把尺框的测量面放在被测工件上，尺身不要倾斜，左手扶助尺

 框，右手向下轻推尺身，尺身下端与被测面接触后，即可读数。也可将

 螺钉紧固好，把尺拿起来读数。

 4.深度尺与游标卡尺的读数原理相同。

 5.保养按万能量具保养规范执行。



高度游标卡尺

高度尺主要用来测量工件的高度，相对位置和精密划线。

 使用注意事项：

 1.用前检查零位。先把底面擦干净，放在平板上，量爪与平板接触时，游标零线

 应与主尺零线对齐。

 2.用划线量爪测量高度时，轻推尺框到划线爪略高于被测件尺寸时，拧紧微动装

 置的紧固螺钉，旋动微动螺母，使划线爪与被测件表面接触，即可读数。

 3.用测高量爪测量高度时，用量爪下工作面来测量，数值可直接从尺上读出，如

 用量爪上工作面测量，被测尺寸应是从尺上读得的数加上量爪的厚度尺寸。

 4.不要把高度尺横着放在盒外面以免弯曲变形。

 5.搬移高度尺时，应一手托基座，一手扶主尺，不准竖着或横着提主尺。

 6.其它保养按万能量具保养规范执行。



阿贝原则：当基准轴线与测量轴线不在同一条直线上即不符合阿贝原则。

 此时，当基准轴线与测量轴线有一倾斜角φ，就会产生一次方误差，如

 图：

 若基准线与测量线间的距离为L，倾斜角为φ，则产生的测量误差为：

 △L=L×tgφ≈L×φ





测量沟槽时正确的位置

测量沟槽时错误的位置



测量沟糟宽度时正确与错误的位置



正确 错误

测量内孔时正确与错误的位置



总结

为了便于记忆，更好的掌握游标卡尺的使用方法，把上述提到的几个主要

问题，整理成顺口溜，供大家参考。

量爪贴合无间隙，主尺游标两对零。

尺框活动能自如，不松不紧不摇晃。

测力松紧细调整，不当卡规用力卡。

量轴防歪斜，量孔防偏歪，

测量内尺寸，爪厚勿忘加。

面对光亮处，读数垂直看。



游标卡尺应用举例

1.用游标卡尺测量孔中心线与侧平面之间的距离

用游标卡尺测量孔中心线与侧平面之间的距离L时，

 先要用游标卡尺测量出孔的直径D，再用刃口形量爪测量孔

 的壁面与零件侧面之间的最短距离，如图1所示。此时，卡

 尺应垂直于侧平面，且要找到它的最小尺寸，读出卡尺的

 读数A，则孔中心线与侧平面之间的距离为：

2
DAL 



图1 测量孔与测面距离



2.用游标卡尺测量两孔的中心距

用游标卡尺测量两孔的中心距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用游标卡尺分

 别量出两孔的内径D1和D2，再量出两孔内表面之间的最大距离A，如图2

 所示，则两孔的中心距

另一种测量方法，也是先分别量出两孔的内径D1和D2，然后用刀口

 形量爪量出两孔内表面之间的最小距离B，则两孔的中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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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测量两孔的中心距



测微类量具的正确使用和保养



千分尺是应用螺旋副传动原理，将回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

 的一种量具。主要用来测量各种外尺寸。



测轴千分尺测轴千分尺：测量轴径、宽度、厚度等外尺寸

①

 
外径千分尺：外径千分尺：可绝对测量也可相对测量，分度值有0.01mm,也有

 0.001mm的（称为微米千分尺）

测量范围：0～25mm，25～50mm，…475～500mm ；

500～600mm，600～700mm，…900～1000mm



杠杆千分尺杠杆千分尺:分度值0.005mm，0.002mm两种



测孔千分尺测孔千分尺：测量内径、槽宽、两端面或两内圆弧面之间的距离等内尺

 寸



三爪千分尺三爪千分尺：使用最方便，精度高，分度值：0.001mm、0.005mm、0.01mm

测量范围：6～8mm、8～10mm、……、17～20mm、20～25mm、

25～30mm、……40～50mm、50～60mm等



一、使用前检查

1、检查相互作用：转动微分筒，其与固定套筒之间不应有卡住或相互摩擦的

 现象，在全量程应转动灵活。

 2、检查测力装置：用手把微分筒定住或用止动器将活动测杆紧固住，旋转棘

 轮，当其能发出清脆的“卡卡”声，说明棘轮良好，测力正常。

 3、检查测量面：先把两个测量面擦干净，转动微分筒，当两个测量面快要接

 触时，旋转棘轮，使两测量面轻轻接触，检查接触面有无漏光与间隙，核查其平

 行度状况。

 4、检查零位：0-25mm千分尺直接校对，25mm以上的千分尺使用校对棒。当测

 量面接触，棘轮发出“咔咔”声时，零位应对齐。

 检查结果有疑问时交计量中心校准科处理。



二、千分尺的读数方法

1、先读整数：读微分筒左边露出的固定套筒上的整数数值。

 2、再读小数：看微分筒上哪一条刻线与固定套筒上轴向刻线对齐

 
（或略低），该刻线顺序数乘以微分筒分度值即得微读小数部分，另外

 要特别注意固定套筒上0.5刻线是否露出，如已露出，微读小数加上

 0.5mm才是全部小数部分。

 3、将所读整数与小数部分相加得出测量尺寸的真实值。

 4、当固定套筒的轴向刻线与微分筒上任一条刻线都不对齐时，估读

 
第三位小数。



D

F

E

B

原理：精密螺纹的螺距为0.5mm，即D每旋转一周，

 
F前进或后退0.5mm。

 可动刻度

 
E上的刻度为50等份，每一小格表示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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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分尺正确使用

1、测量时把被测件放在V型铁或平台上，左手拿住尺架，右手操作

 千分尺进行测量，也可用软布包住护板，轻轻夹在钳子上，左手拿被测

 件，右手操作千分尺进行测量。

 2、测量时要先旋转微分筒，调整千分尺测量面，当测量面快要接触

 
被测表面时，要旋动棘轮，这样既节约时间，又防止棘轮过早磨损，退

 尺时应使用微分筒，不要旋动后盖和棘轮，以防其松动影响零位。

 3、测量时不要很快旋转微分筒，以防测杆的测量面与被测件发生猛

 
撞，损坏千分尺或产生测微螺杆咬死的现象。



4、当转动棘轮发出“咔咔”的响声后，进行读数，如果需要把千分尺拿

 
开工件读数，应先搬止动器，固定活动测杆，再将千分尺取下来读数。

 这种读数法容易磨损测量面，应尽量少用。

 5、测量时要使整个测量面与被测表面接触，不要只用测量面的边缘

 
测量，同时可以轻轻的摆动千分尺或被测件，使测量面与被测面接触好。

 6、为消除测量误差，可在同一位置多测几次取平均值。

 7、为了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要多测量几个位置。



四、千分尺的维护与保养

1、不准握着微分筒旋转摇动千分尺，以防丝杆磨损或测量面撞击而损坏千分

 尺。

 2、为防止千分尺两个测量面擦伤，不允许用千分尺测量粘有研磨剂的工件，

 也不准用砂布或油石等擦磨测量杆。

 3、千分尺在使用完毕后，要用清洁软布把切屑，冷却液等擦干净，放在专用

 盒内，当有赃物侵入千分尺，使微分套筒旋转不灵时，不要强力旋转，交计量室

 解决。

 4、不准在千分尺的微分套筒与固定套筒之间及测微丝杆间加进酒精、煤油和

 机油，不准把千分尺泡在上述油类和冷却液里，如千分尺被上述液体侵入，则用

 汽油冲洗干净。

 5、千分尺应平放在其专用盒内存放。



指示类量具的正确使用和保养



指示表是利用齿条齿轮传动，将测杆的直线位移变为指
 

针的角位移的计量器具。主要用于工件尺寸和形位误差的
 

测量，或用作某些测量装置的测量元件。





一.
 

使用前检查

1.检查相互作用：轻轻移动测杆，测杆移动要灵活，指针与表

 盘应无摩擦，表盘无晃动，测杆、指针无卡阻或跳动。

 2.检查测头：测头应为光洁圆弧面。

 3.检查稳定性：轻轻拨动几次测头，松开后指针均应回到原位。



二.
 

读数方法

读数时眼睛要垂直于表针，防止偏视造成读数误差。
 

小指针指示整数部分，大指针指示小数部分，将其相加即
 

得测量数据。



三. 正确使用

1、百分表应固定在可靠的表架上，根据测量需要，可选择带平台

 的表架或万能表架。

 2、百分表应牢固地装夹在表架夹具上，但夹紧力不宜过大，以免

 使装夹套筒变形卡住测杆，应检查测杆移动是否灵活。夹紧后不可再

 转动百分表。

 3、测量前须检查百分表夹牢又不影响其灵敏度，为此可检查其重

 复性，即多次提拉百分表测杆略高于工件高度，放下测杆使之与工件

 接触，在重复性较好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测量。



4.调整表的测杆轴线垂直于被测平面，对圆柱形工件，测杆的轴线要垂

直于工件的轴线，否则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并损坏指示表。

5.测量前调零位。绝对测量用平板做零位基准，比较测量用对比物（量

块）做零位基准。

调零位时，先使测头与基准面接触，压测头使大指针旋转大于一圈，转

动刻度盘使0线与大指针对齐，然后把测杆上端提起1-2mm再放手使其落

下，反复2-3次后检查指针是否仍与0线对齐，如不齐则重调。



6.测量时，用手轻轻抬起测杆，将工件放入测头下测量，不可把工件

 强行推入测头下。显著凹凸的工件不用指示表测量。

7.不要使测量杆突然撞落到工件上，也不可强烈震动、敲打指示表。

 8.测量时注意表的测量范围，不要使测头位移超出量程，以免过度伸

 长弹簧，损坏指示表。

 9.不使测头测杆做过多无效的运动，否则会加快零件磨损，使表失去

 应有精度。

 10.当测杆移动发生阻滞时，不可强力推压测头，须送计量室处理。







四. 维护与保养

1.使表远离液体，不使冷却液、切削液、水或油与表接触。

 2.在不使用指示表时，要解除其所有负荷，让测量杆处于自由状态。

 3.除长期不用外，测杆上不涂任何油脂，以免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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