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  具 

一、常用量具在检修中的作用 

常用量具是指化工设备检修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测量工具。它

是保证量值准确统一和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这些量具

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 

只有熟练掌握常用量具的基本知识，如量具名称、规格、结构原

理、测量误差等并能正确合理的使用和及时维护保养，才能做到

准确的测量。这对提高检修质量，降低检修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在化工设备检修中，常用的量具有： 

1、线纹类量具：如钢直尺和钢卷尺等。 

2、游标类量具：如游标卡尺、游标高度尺和游标深度尺等。 

3、测微类量具：如千分尺、内径千分尺和深度千分尺等。 

4、指示类量具：如百分尺、内径百分表和杠杆百分表等。 

5、角度测量用量具：如直角尺、万能角度规和水平仪等。 

6、其他常用量具：如塞尺和各种量规等。 

二、量具常用的名词术语 

1、刻线距离——刻度尺上相邻两条刻线之间距离。 

2、分度值———刻度尺上相邻两条刻线所代表的长度单位数

值。 

3、测量范围——量具所能测量的 小值到 大值的范围。 

4、示值范围——量具所能显示的 低值到 高值的范围。 

5、测量力——在接触测量过程中，量具测头和被测量件表面

接触时产生的机械力。 

6、示值稳定性——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同一被测量

连续多次重复测量（一般 5~10 次），量具示值变动的 大差值。

有时也叫示值变化、示值变差和示值重复性等。 

7、示值误差——量具的标称值和示值之间的差值。 

8、灵敏度——计量器具对被测量变化的反应能力。 

9、计量器具——用以直接或间接测出对象量值的量具、仪器、



 

仪表和计量装置等统称计量器具。 

长度和角度计量单位的定义及换算方法 
 

一、长度计量单位定义及换算 

1、计量单位制与符号 

我国现在的长度计量单位采用国际单位制，其国际符号是（SI）。

基本单位的中文名称和符号为“米”，国际符号为“m”。 

2、常用的长度计量单位换算 

（1）“千米”符号为“km”，1 km=1000m=103m 

（2）“分米”符号为“dm”，1 dm=0.1m=10-1m 

（3）“厘米”符号为“cm”，1 cm=0.01m=10-2m 

（4）“毫米”符号为“mm”，1 mm=0.001m=10-3m 

（5）“微米”符号为“μm”，1μm=0.001mm=0.000001m=10-6m 

二、角度的计量单位及换算 

1、角度的定义 

由两条直线或两个平面相交，即组成角。角的大小用一定的

计量单位表示即称为角度。 

2、角度的的计量单位和符号 

角度的计量单位有两种： 

（1）弧度：在一个圆内，两条半径间夹角在圆角上所截取的

弧长恰好等于半径的长度时，定义为一弧度，符号为“rad”。一圆

周角等于 2π弧度，即 360°=2πrad。 

1rad=360°/2π=57.295779°=57°17′45″ 

（2）角度：单位符号为度（°）、分（′）和秒（″）。把一

圆周角分成 360 等份，每一等份为 1 度；把 1 度分成 60 等份，每

1 等份为 1 分；把 1 分再分成 60 等份，每一等份为 1 秒。 



 

 

 

线纹类量具 

一、钢直尺 

1、钢直尺的构造和用途 

钢直尺为普通测量长度具，可用于确定两点（位置）间的距

离，粗略地测量工件长的长、宽、高、深、厚等几何尺寸。 

钢直尺一般由矩形钢片制成，两边刻有线纹。钢直尺的全长分为

150、300、500、1000、1500、2000（mm）等几种。尺的方形一

端为工作端，另一为半圆形，附悬挂孔。 

钢直尺的分度值为 1mm，也有的在起始 50mm 内加刻 0.5mm 的分

度。 

2、钢直尺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钢直尺必须经常保持良好状态，不能锈蚀，损伤或弯

曲，尺的端边和长边应保持相应垂直。 

（2）、测量时其位置应根据形状确定，如测量矩形工件时，

应使钢直尺端边与工件的一边垂直。 

（3）、测量圆柱形工件时，应使钢直尺的刻线面与圆柱体轴

线平行。 

（4）、测量圆柱形工件外径或孔径时，应使钢直尺靠着工件

一边并来回移动该尺，然后求得 大读数值，即为实际测量结果。 

二、钢卷尺 

1、钢卷尺的主要构件为具有一定弹性的整条钢带，卷于金属、

塑料等材料制成的盒中或金属架上。尺的首端装有金属拉环或金

属薄片与尺带铆接，尺钩用铆钉与尺带连接。 

2、钢卷尺使用注意事项 

（1）、钢卷尺在使用中要注意防止扭转和损伤。 

（2）、使用后钢卷尺必须松松地卷在皮革、金属或塑料制成



 

的盒中，卷时也要防止扭转。 

（3）、卷到鼓轮前，要用蘸有少许汽油的软布拭净并揩干，

涂上防锈油，以免锈蚀。 

游标类量具 

一、游标类量具的读数原理及方法 

游标量具的读数部分是由尺身和游标组成。其读数原理是利

用尺身和游标的联合运用，即利用尺身刻线间距与游标刻线间距

差来进行小数读数的。 

游标量具是以游标的零刻线为基准进行读数的，其读数方法

如下： 

1、读出游标零刻线所示尺身上左边刻线的毫米整数。 

2、观察游标上零刻线右边第几条刻线与尺身上某一条刻线对

准，将游标上读得的刻线条数乘以游标分度值，即为毫米小数。 

3、将毫米整数与毫米小数相加，即得被测工件的尺寸。 

注意：进行测量时，若出现游标上任何一条刻线都不与尺身

上某一条刻线对准时，可找出两条与尺身上某一刻线比较对准的

游标刻线，这样，被测尺寸的小数部分等于左边一条游标刻线所

指示的读数值加上游标分度值的一半。 

二、游标卡尺 

游标卡尺的外形结构种类很多，有三用卡尺、二用卡尺、双

面卡尺、单面卡尺、大尺寸卡尺和带表卡尺等，检修工作经常用

到的有三用卡尺，二用卡尺，双面卡尺，单面卡尺。 

游标卡尺使用时注意事项 

1、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需要考虑温度问题。测量时，应尽量使

工件和卡尺温度接近一致。 

2、使用前，先把量爪拼拢，看一下尺身和游标上刻线是否对

齐，如果相差太多，则不能使用，而立即送修。 

3、测量时，量爪要摆正，对准待测量的部位，不能向左、右



 

或前后歪斜。 

4、测力时要掌握好卡的松紧。卡的太松，量爪与工作间的间

隙；卡的太紧，会使卡尺变形。这些均使测量产生误差。 

5、进行读数时，可先从左向右看，再从右向左看，看到尺身

刻线与游标刻线刚好重合时，这条刻线就是小数的刻线。 

7、不能在机床没停稳，零件还在旋转时测量，否则会产生事

故或损坏卡尺。 

8、从零件上取下卡尺读数时，卡尺要沿着测量方向轻轻拔出，

不可歪斜或扭转，防止因卡尺变形影响测量精度。 

9、卡尺不能与锉刀等切削工具放在一起，也不要放在磁性物

体上，使用后，应及时擦拭干净。 

 

 

 
 
 
 
 
 
 
 
 
 
 

 
 

测微类量具 

 



 

一、测微量具的工作原理和读数机构 

测微量具是应用螺纹副传动原理，借助螺丝偶合件，将回转

运动变为直线运动后，从固定套管和微分筒所组成的读数机构，

读得长度尺寸。 

其读数机构由固定套管和微分筒组成。在固定套管上刻有纵

刻线，作为微筒读数的基准线。纵刻线上下方各刻有 25 个分度，

每分度刻线间距为 1mm，上一排刻线的起始位置与下排刻线的起

始位置错开 0.5mm，这样可读得 0.5mm。微分筒的棱边作为整数

毫米的读数指示线。微分筒圆周斜面上刻有 50 个等分刻度，常用

千分尺的测微螺杆的螺距为 0.5mm，因此，当微分筒旋转一周时，

测微螺杆移动 0.5mm。微分筒旋转一个分度时（即 1/50 转），测

微螺杆移动 0.01mm，故常用千分尺的分度值为 0.01mm，故常用

千分尺的分度值为 0.01mm。固定套管上的纵刻线作为不足半毫米

的小数部分的读数指示线。 

二、测微量具的读数方法 

读数时从固定套管露出的刻线读出被测工件的毫米整数和半

毫米数，再从微分筒上由固定套管纵刻线所对准的刻线读出被测

工件的小数部分（百分之几毫米）不足一格的数，即千分之几毫

米由估读法确定。将整数和小数部分相加，即为被测工件的尺寸。 

三、外径千分尺的使用注意事项 

1、千分尺的零位调整    千分尺在测量前必须校对其零位，

也即通常所说的对“零位”。对于 0~25mm 的千分尺，校对零位时，

使两测量面接触；对于测量范围大于 25mm 的千分尺，应在两侧

量面间安放尺寸为测量下限的调整量具（又称校对棒）进行零位

校对。 

2、温度对千分尺的影响     使用外径千分尺时，一般用手

握住隔热装置。如果用手直接握住尺架，就会使千分尺因与工件

温度不一致而增加测量误差。 



 

四、外径千分尺的正确使用 

1、在千分尺的两测量面将与工件接触时，应使用测力装置，

不应转动微分筒。 

2、千分尺测量杆的中心线要与工件被测长度方向线一致，不

可歪斜。 

3、在测量被加工的工件时，工件要在静态下测量，不要在工

件转动或加工时测量，否则易使测量面磨损，测杆扭曲，甚至折

断。 

4、按被测尺寸调节外径千分尺时，要慢慢地转动微分筒或测

力装置，不要握住微分筒挥动或摇转尺架，以致使精密测微杆变

形。 

 

 

 

 

 

 

 

 

 

 

 

 

 

 

 

 

计量器具的选择原则 



 

 

测量的目的是判断加工后的工件是否符合标准的规定。对测

量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但由于任何测量总是

带有误差的，所以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判。即可能将实际尺寸

已超出极限尺寸范围内的工件误认为不合格而报废（误废）。这样，

测量误差将在实际上改变了设计所规定的公差带。 

在生产和实际测量中，计量器具的选择，主要决定于计量器

具的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综合考虑这些指标之后，主要按以下

三条进行选择： 

1、按被测工件的外形、位置和尺寸的大小选择计量器具。所

选择的计量器具的测量范围必须大于被测尺寸。 

2、根据被测件的数量，应选择使用方便，测量效率高，成本

低的计量器具，如专用量规等。 

3、按被测件的尺寸公差来选择计量器具。考虑到计量器具的

误差将会引起工件生产公差的减小。因此在选择计量器具时，既

要严格地限制被检验工件的实际尺寸使之不超过规定的极限尺

寸，又要尽量使工件不致因生产公差减小过多，而导致生产成本

增加。由于选用的计量器具的测量极限误差愈小，则成本愈高，

况且用高精度计量器具检测低精度工件是不经济的，所以根据工

件的精度要求，合理地选择计量器具是一项重要工作。 

 

 

 

 

 

 

 

设 备 润 滑 



 

 

一、设备润滑的目的和意义 

设备润滑是企业设备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和巩

固设备完好状态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也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搞好设备润滑，做到合理润滑，防止设备

跑、冒、滴、漏，可以保证设备正常运转，防止事故发生，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改善操作与工作环境，降低能源消耗。 

润滑目的： 

1、使设备得到正确合理的润滑，保证设备正常运转，防止事

故发生。 

2、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事故与能源消耗。 

3、减少摩擦阻力、机体磨损和能源消耗。 

4、防止设备的跑、冒、滴、漏，及时做好治漏工作。 

5、以国产油品代替进口油口，使进口设备用油尽快国产化，

减少对进口油品的依赖。 

二、摩擦、磨损、润滑的基本知识 

摩擦、磨损、润滑统称为“摩擦学”。它是研究作相对运动的

相互作用表面的科学技术及其有关的各种实际问题的一门学科。

摩擦是现象，磨损是结果，润滑是控制摩擦、磨损的有效手段。

作为一种现象，它们大量地、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与生产

实践之中。曾估计，目前世界上的能源消耗，约有三分之一到二

分之一 终以这种或那种的摩擦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摩擦、磨损、润滑技术将得到各国广泛重视。 

1、摩擦 

（1）摩擦定义与机理    两个物体表面相互接触，并作相对

运动的现象称摩擦。摩擦时产生的阻力称摩擦力。方向总是与运

动方向相反，而其大小根据物体性质的不同而异，表现这种摩擦

力的因素，称为摩擦系数。 



 

对于摩擦机理目前世界上解释理论很多，如机械联结理论，

分子吸收理论，静电力理论，凹凸爬坡理论，以上这些理论都不

够全面，比较公认的是粘着与变形理论：当两表面相互接触，在

这接触区域内（表面是清洁的），首先接触的总是那些 外部的微

凸体，两固体表面的材料接触都将进入对方引力场的作用范围，

一个表面的原子将会吸引另一表面原子，从而产生强大的粘附力。

如果是金属，那就产生冷焊。当两固体面作切向运动时，一定要

克服这粘着力。这些特点必须剪切开，剪断这些结点的力就是两

个清洁表面产生摩擦的第一种原因。 

引起摩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材料变形。当两摩擦表面相对

运动时，两表面上的微凸体相互嵌合，为了使滑动进行下去，必

须克服这嵌合力，使微凸体的峰元发生弹塑性变形。如果一个表

面较另一表面硬一些，则硬表面上的微凸体将在软表面上犁出沟

纹。 

（2）摩擦分类 

根据运动状态分： 

静摩擦——两物体表面间在外力作用下，具有相对运动趋势，

并处于静止临界状态时的摩擦。 

动摩擦——相对运动着的两表面之间的摩擦。 

根据运动形式分： 

滑动摩擦——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在外力作用下，接触表

面作相对滑动时产生的摩擦。 

滚动摩擦——两个物体在一定的点和线上相互接触滚动时产

生的摩擦。 

按摩擦是否发生在同一物体分： 

内摩擦——同一物体诸部分之间的相对移动而产生的摩擦。 

外摩擦——两个相互接触物体相对运动而发生的摩擦。 

按接触面润滑状态分： 



 

干摩擦——摩擦副表面无任何润滑剂存在情况下的摩擦。 

流体摩擦——两个相互摩擦物体的接触表面，被一层极薄的

吸附于固体表面上的润滑膜所隔开，是由液体摩擦过渡到干摩擦

之前的临界状态。 

2、磨损 

（1）磨损定义与机理    两物体在作相对运动时，摩擦表面

层材料发生微量的脱落或转移的现象称磨损。 

磨损现象是普遍存在，也是非常复杂的。当两粗糙不平的物

体表面，微凸体互相啮合、干涉，表面微凸体被破坏、扭曲，导

致金属粉末的脱落，并产生热量，使接触表面温度升高。随着摩

擦和温度的升高，促使摩擦面形状、尺寸的改变，加速摩擦面的

损坏。正常情况下磨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磨损：新的摩擦副表面具有一定的粗糙度，真实接触面

积小、单位面积承受比压高，在额定速度和负荷下磨损速度较快。

经长时间跑合后，磨平了摩擦面上部分微凸体，降低了摩擦面的

比压，提高了承载能力，使磨损速度减慢，并趋于稳定。 

稳定磨损：磨损速度缓慢而又恒定，耐磨时间较长的阶段。 

加速磨损：当稳定磨损达到某一极限值时其磨损速度加剧，

导致报废。 

3、润滑 

润滑定义与机理     在相互接触、相对运动的两固体摩擦表

面间，引入润滑剂（流体或固体等物质），将摩擦表面分开的方法

称为润滑。 

润滑剂能够牢固地吸附在机器零件的摩擦面上，形成一定厚

度的润滑膜。它与摩擦表面的结合力很强，但其本身分子间的摩

擦系数很小。当摩擦副被润滑膜隔开时，它们在作相对运动时就

不会直接接触，使两摩擦副之间的摩擦转变为润滑剂的本身内摩

擦。这样，摩擦系数大大减少，达到减少摩擦、磨损的目的。 



 

三、润滑材料的作用与分类 

1、润滑材料作用 

（1）控制摩擦，减少磨损   液体润滑油在摩擦表面可形成

各种油膜状态，按照不同摩擦表面，选用不同润滑油，得到不同

摩擦系数。如采用含有不同添加剂的润滑油，应用到不同工况条

件下的摩擦副中，能有效控制摩擦，减少磨损。 

（2）降低温度，防止锈蚀    摩擦副在运动时会产生大量热

量，尤其在高速重载的情况下，物体表面的温度将很快升高，甚

至可达到熔点的程度。而由于润滑油的热传导，把摩擦副所产生

的热量通过流体带回到油箱内，促使物体表面的温度降低。 

润滑油、脂对金属无腐蚀作用，极性分子吸附在金属表面，

能隔绝水分与潮湿空气和金属表面接触，起到防腐、防锈和保护

金属表面的作用。 

（3）冲洗、密封作用      摩擦副在运动时产生的磨损微粒

或外来杂质，可利用润滑剂的流动性，把摩擦表面间的磨粒带走，

防止物体磨损，以延长零件使用寿命。 

润滑油与润滑脂能深入各种间隙，弥补密封面的不平度，防

止外来水分、杂质的浸入，起到密封作用。 

（4）传递动力，减少振动     在液压传动中，由于液体是

不可压缩的，因此是一良好的传递动力介质。 

摩擦副在工作时两表面间会产生噪音与振动，由于液体有粘

度，它把两表面隔开，使金属表面不直接接触，从而减少了振动。 

2、润滑材料分类 

（1）矿物油 

（2）合成油（合成脂） 

（3）水基润滑油 

（4）润滑脂 

（5）固体润滑剂（石墨、二硫化钼、尼龙、聚四氟乙烯等） 



 

（6）气体润滑剂（成本低，适用于精密设备与高速轴承润滑） 

四、润滑油与润滑脂的质量指标。 

1、润滑油质量指标含义 

（1）粘度    粘度表示润滑油的粘稠程度。它是指油品分子

间发生相对位移时所产生的内摩擦阻力，这种阻力的大小用粘度

表示。粘度分绝对粘度和相对粘度两种。绝对粘度又分动力粘度

和运动粘度。我们常用的是运动粘度，用工程单位表示“毫米 2/

秒”。由于润滑油的粘度随温度变化而异，所以在表示时必须注明

是在什么温度下测定的粘度。常用的测试温度为：50℃、100℃，

在此温度测得粘度大小，作为润滑油的牌号（如 20#机械油，即在

50℃时测得机械油的运动粘度大小；13#压缩机油，即在 100℃进

测得压缩机油的运动粘度大小）。 

（2）粘温特性     润滑油的粘度一般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性能称为粘温特性。 

（3）机械杂质     机械杂质指悬浮或沉淀在润滑油的物质，

如灰尘、砂粒、金属粉末等。它的存在会加速磨损、破坏油膜、

堵塞油路、降低变压器绝缘性能，因此要及时过滤消除。 

（4）水分     油品中含水量的多少，以水占油的百分率表

示。优良的油是不含有水分的。油中混入水会破坏油膜的形成，

使油老化，产生泡沫，油被乳化会引起金属的锈蚀，使添加剂变

质，降低变压器油的绝缘性能等。因此要严格控制水分的含量。 

（5）腐蚀     腐蚀是指润滑油对金属产生的腐蚀程度。一

般油品对金属是没有腐蚀性的，在润滑油中对金属起腐蚀作用的

物质，主要有活性硫化物、低分子有机酸类、无机酸和碱。 

（6）酸值     中和 1 克油品中的酸性物质所需氢氧化钾

（KOH）毫克数称为酸值。酸值大小表示润滑油含酸性物质的多

少。酸值大，说明油品氧化严重，易腐蚀设备。 

（7）水溶性酸碱     这是指油品中可溶于水的有机酸和碱



 

的含量。这种有机酸对金属有腐蚀作用。 

（8）残炭      润滑油在不通入空气条件下把油加热，经蒸

发、分解，生成焦炭状物质的残余物的重量，用占试油重量的百

分比表示。这是反映控制润滑油精制程度的主要指标。 

（9）灰分       灰分是指把润滑油按规定的方法燃烧到无

炭后，所残留下来的灰分与原来油样重量的百分比值。 

（10）闪点      油在一定条件下加热，蒸发出来的油蒸气

与空气混合达到一定浓度时与火焰接触，产生短时内闪火的 低

温度称为闪点。 

（11）凝固点及倾点（流点）     润滑油在一定条件下冷却

到失去流动性的 高温度。 

（12）抗氧化安定性      抗氧化安定性是指润滑油抗氧化

变质的能力。 

（13）抗乳化性       抗乳化性是指在规定条件下，使润滑

与水混合形成乳化液，然后在一定温度下静置，使油水分离所需

的时间。时间越短，抗乳化性越好，因此与水接触的润滑油均有

此要求。 

（14）抗磨性     抗磨性表示润滑油膜抵抗磨损能力。 

2、润滑脂常用质量指标含义 

（1）针入度     它表示润滑脂软硬的程度，是划分润滑脂

牌号的一个重要依据。测试方法： 

在 5 秒钟内沉入脂内深度（单位为 1/10 毫米），即称为该润滑

脂的针入度。陷入越深，说明脂越软，稠度越小；反之，针入度

越小，则润滑脂越硬，稠度越大。润滑脂的针入度是随温度的增

高而增大，选用时要根据温度、速度、负载与工作条件而定。 

（2）滴点      表示润滑脂的抗热特性。将润滑脂的试样，

装入滴点计中，按规定条件加热，以润滑脂溶化后第一滴油滴落

下来的温度作为润滑脂的滴点。润滑脂的滴点决定了它的工作温



 

度，应用时应选择比工作温度高 20-30℃滴点的润滑脂。 

（3）水分     润滑脂含水量的百分比称为水分。 

五、润滑油与润滑脂选择依据 

1、运动速度 

两个摩擦表面相对运动速度愈高，则润滑油的粘度应选择得

小一些，润滑脂的针入度选择大一些。 

2、工作负荷 

工作负荷愈大，则润滑油的粘度应选大一些，润滑脂的针入

度应选小些。 

3、工作温度 

工作的环境温度、摩擦副负载、速度、材料、润滑材料、结

构等各种因素都集中影响工作温度。当工作温度较高时应采用粘

度较大的润滑油，针入度较小的润滑脂。 

4、其他 

工作条件与周围环境、润滑方式等也必须加以考虑。如遇水

接触的润滑条件，应选用不容易被水乳化的润滑油与润滑脂，或

用水基润滑液。润滑方式是集中润滑，即要选用泵送性好的润滑

脂。精密摩擦副应选用粘度较小，针入度较大的润滑脂等等，都

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六、润滑“五定” 

“五定”即指对润滑管理工作实行定人、定点、定时、定质

与定量的管理。 

定点——按规定加油的部位。 

定质——按规定的润滑材料品种、规格加油或油脂。 

定量——按照规定加油量加油。 

定人——每台设备的润滑部位，都按各人分工负责加油。 

定时——它的含义包括定时加油、定时换油、定时化验、定

时清洗、定时过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