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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 钢直尺

钢直尺是最简单的长度量具，它的长度有150，300，500和1000 mm
四种规格。图1-1是常用的150 mm钢直尺。

图1-1 150 mm钢直尺



 钢直尺用于测量零件的长度尺寸(图1-2)，它的测量结果不太准确。
这是由于钢直尺的刻线间距为1mm，而刻线本身的宽度就有0.1～
0.2mm，所以测量时读数误差比较大，只能读出毫米数，即它的最
小读数值为1mm，比1mm小的数值，只能估计而得。

图1-2 钢直尺的使用方法
a)量长度 b)量螺距 c)量宽度 d)量内孔 e)量深度 f)划线

注意：如果用钢直尺直接去测量零件的直径尺寸(轴径或孔径)，则

测量精度更差。其原因是：除了钢直尺本身的读数误差比较大以
外，还由于钢直尺无法正好放在零件直径的正确位置



二 塞尺

塞尺又称厚薄规或间隙片。主要用来检验机床特别紧固面和紧固面、活

塞与气缸、活塞环槽和活塞环、十字头滑板和导板、进排气阀顶端和摇
臂、齿轮啮合间隙等两个结合面之间的间隙大小。塞尺是由许多层厚薄
不一的薄钢片组成（图1-10）按照塞尺的组别制成一把一把的塞尺，每

把塞尺中的每片具有两个平行的测量平面，且都有厚度标记，以供组合
使用。

测量时，根据结合面间
隙的大小，用一片或数
片重迭在一起塞进间隙
内。例如用0.03mm的
一片能插 入间隙，而
0.04mm的一片不能插
入间隙，这说明间隙 在
0.03～0.04mm之间，

所以塞尺也是一种界限
量规。塞尺的规格见表
1-10。 图1-10 塞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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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游标卡尺的结构形式

游标卡尺是一种常用的量具，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精度中等和测

量的尺寸范围大等特点，可以用它来测量零件的外径、内径、长度、宽

度、厚度、深度和孔距等，应用范围很广。

(1)测量范围为0～125mm和0～200mm的游标卡尺，制成带有刀口形
的上下量爪和带有深度尺的型式，如图2—1。

1 游标卡尺有三种结构型式

图2-1 游标卡尺的结构型式之一
1-尺身；2-上量爪；3-尺框；4-紧固螺钉；5-深度尺；6-游标；7-下量爪



(2)测量范围为0～200mm和0～300mm的游标卡尺，可制成带有内外

测量面的下量爪和带有刀口形的上量爪的型式，如图2―2

图 2-2 游标卡尺的结构型式之二
1一尺身；2一上量爪、3一尺框；4一紧固螺钉；5一微动装置；

6一主尺；7一微动螺母；8一游标；9—下量爪



(3)测量范围为0～200mm和0～300mm的游标卡尺，也可制成只带有内外
测量面的下量爪的型式，如图2-3。而测量范围大于300mm的游标卡
尺，只制成这种仅带有下量爪的型式。

图2-3 游标卡尺的结构型式之三



 2 游标卡尺主要由下列几部分组成
 (1)具有固定量爪的尺身，如图2-2中的1。尺身上有类似钢尺一样的主尺刻度，如

图2―2中的6。主尺上的刻线间距为1mm。主尺的长度决定于游标卡尺的测量范
围。

 (2)具有活动量爪的尺框，如图2-2中的3。尺框上有游标，如图2―2中的8，游标
卡尺的游标读数值可制成为0.1；0.05和0.02mm的三种。游标读数值，就是指使
用这种游标卡尺测量零件尺寸时，卡尺上能够读出的最小数值。

 (3)在0～125mm的游标卡尺上，还带有测量深度的深度尺，如图2―1中的5。深
度尺固定在尺框的背面，能随着尺框在尺身的导向凹槽中移动。测量深度时，应
把尺身尾部的端面靠紧在零件的测量基准平面上

 (4)测量范围等于和大于200mm的游标卡尺，带有随尺框作微动调整的微动装
置，如图2―2中的5。使用时，先用固定螺钉4把微动装置5固定在尺身上，再转
动微动螺母7，活动量爪就能随同尺框3作微量的前进或后退。微动装置的作用，
是使游标卡尺在测量时用力均匀，便于调整测量压力，减少测量误差。



二 游标卡尺的读数原理和读数方法

游标卡尺的读数机构，是由主尺和游标(如图2―2中的6和8)两部分组成。

当活动量爪与固定量爪贴合时，游标上的“0”刻线(简称游标零线)对准主
尺上的“0”刻线，

此时量爪间的距离为“0”，见图2―2。当尺框向右移动到某一位置时，固
定量爪与活动量爪之间的距离，就是零件的测量尺寸，见图2―1。此时

零件尺寸的整数部分，可在游标零线左边的主尺刻线上读出来，而比
1mm小的小数部分，可借助游标读数机构来读出，现把三种游标卡尺的
读数原理和读数方法介绍如下。

图2―5(e) 所示，主尺每小格1mm，当两爪合并时，游标上的50格刚好
等于主尺上的49mm，
则游标每格间距=49mm÷50=0.98mm
主尺每格间距与游标每格间距相差=1-0.98=0.02(mm)
0.02mm即为此种游标卡尺的最小读数值



三 游标卡尺的测量精度

量或检验零件尺寸时，要按照零件尺寸的精度要求，选用相适应的量

具。游标卡尺是一种中等精度的量具，它只适用于中等精度尺寸的测
量和检验。用游标卡尺去测量锻铸件毛坯或精度要求很高的尺寸，都
是不合理的。前者容易损坏量具，后者测量精度达不到要求，因为量
具都有一定的示值误差。游标读数值：0.02 视值总误差：±0.02。

例如，用游标读数值为0.02mm的0～125mm的游标卡尺(示值误差为
±0.02mm)，测量 50mm的轴时，若游标卡尺上的读数为50.00mm，
实际直径可能是 50.02mm，也可能是 49.98mm。这不是游标尺的使

用方法上有什么问题，而是它本身制造精度所允许产生的误差。因
此，若该轴的直径尺寸是（ ）则轴的制造公差为0.025mm，而游
标卡尺本身就有着±0.02mm的示值误差 ，选用这样的量具去测量，显

然是无法保证轴径的精度要求的。



四 游标卡尺的使用方法

量具使用得是否合理，不但影响量具本身的精度，且直接影响零件尺寸的测量精
度，甚至发生质量事故，对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重视量具的
正确使用，对测量技术精益求精，务使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确保产品质量。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零件尺寸时，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1 测量前应把卡尺揩干净，检查卡尺的两个测量面和测量刃口是否平直无损，把
两个量爪紧密贴合时，应无明显的间隙，同时游标和主尺的零位刻线要相互对准。
这个过程称为校对游标卡尺的零位。
2 移动尺框时，活动要自如，不应有过松或过紧，更不能有晃动现象。用固定螺
钉固定尺框时，卡尺的读数不应有所改变。在移动尺框时，不要忘记松开固定螺
钉，亦不宜过松以免掉了。
3 当测量零件的外尺寸时：卡尺两测量面的联线应垂直于被测量表面，不能歪斜。
测量时，可以轻轻摇动卡尺，放正垂直位置，否则，量爪若在如图所示的错误位
置上，将使测量结果a比实际尺寸b要大；先把卡尺的活动量爪张开，使量爪能
自由地卡进工件，把零件贴靠在固定量爪上，然后移动尺框，用轻微的压力使活
动量爪接触零件。如卡尺带有微动装置，此时可拧紧微动装置上的固定螺钉，再
转动调节螺母，使量爪接触零件并读取尺寸。决不可把卡尺的两个量爪调节到接
近甚至小于所测尺寸，把卡尺强制的卡到零件上去。这样做会使量爪变形，或使
测量面过早磨损，使卡尺失去应有的精度。

正确 错误



测量沟槽时，应当用量爪的平面测量刃进行测量，尽量避免用端部测量刃和

刀口形量爪去测量外尺寸。而对于圆弧形沟槽尺寸，则应当用刃口形量爪进行
测量，不应当用平面形测量刃进行测量，如2-7所示。

测量沟槽宽度时，也要放正游标卡尺的位置，应使卡尺两测量刃的联线垂直于沟
槽,不能歪斜.否则，量爪若在如图2-8所示的错误的位置上，也将使测量结果不准
确（可能大也可能小）

正确 错误

错误正确



4 当测量零件的内尺寸时：图2-9所示。要使量爪分开的距离小于所测内尺
寸，进入零件内孔后，再慢慢张开并轻轻接触零
件内表面，用固定螺钉固定尺框后，轻轻取
出卡尺来读数。取出量爪时，用力要均匀，
并使卡尺沿着孔的中心线方向滑出，不可歪
斜，免使量爪扭伤；变形和受到不必要的磨
损，同时会使尺框走动，影响测量精度。 图2-9 内孔的测量方
法
卡尺两测量刃应在孔的直径上，不能偏歪。图2-10为带有刀口形量爪和带有

圆柱面形量爪的游标卡尺，在测量内孔时正确的和错误的位置。当量爪在错
误位置时，其测量结果，将比实际孔径D要小 。

正确 错误



5 用下量爪的外测量面测量内尺寸时如用图2-2和图2-3所示的两种游

标卡尺测量内尺寸，在读取测量结果时，一定要把量爪的厚度加上去。
即游标卡尺上的读数，加上量爪的厚度，才是被测零件的内尺寸，见图
2-11。测量范围在500mm以下的游标卡尺，量爪厚度一般为10mm。但
当量爪磨损和修理后，量爪厚度就要小于10mm，读数时这个修正值也

要考虑进去

6 用游标卡尺测量零件时，不允许过分地施加压力，所用压力应使两个

量爪刚好接触零件表面。如果测量压力过大，不但会使量爪弯曲或磨
损，且量爪在压力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使测量得的尺寸不准确(外尺
寸小于实际尺寸，内尺寸大于实际尺寸)。生弹性变形，使测量得的尺
寸不准确(外尺寸小于实际尺寸，内尺寸大于实际尺寸)。

7 为了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可以多测量几次。即在零件的同一截面上

的不同方向进行测量。对于较长零件，则应当在全长的各个部位进行测
量，务使获得一个比较正确的测量结果。



五 游标卡尺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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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所示，则两孔的中
心距 ：

)(
2

1
21 D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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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21 DDBL 



六 深度游标卡尺

深度游标卡尺如图2-16所示，用于测量
零件的深度尺寸或台阶高低和槽的深度。
它的结构特点是尺框3的两个量爪连成一
起成为一个带游标测量基座1基座的端面
和尺身4的端面就是它的两个测量面。如
测量内孔深度时应把基座的端面紧靠在被
测孔的端面上，使尺身与被测孔的中心线
平行，伸入尺身，则尺身端面至基座端面
之间的距离，就是被测零件的深度尺寸。
它的读数方法和游标卡尺完全一样。

图2-16 深度游标卡尺

1-测量基座；2-紧固螺钉；3-尺框；
4-尺身；5-游标

测量时，先把测量基座轻轻压在工件的基准面上，两个端面必须接触工件的基准
面，图2-17(a) 所示。测量轴类等台阶时，测量基座的端面一定要压紧在基准面，图
2-17(b)(c) 所示，再移动尺身，直到尺身的端面接触到工件的量面（台阶面）上，

然后用紧固螺钉固定尺框，提起卡尺，读出深度尺寸。多台阶小直径的内孔深度测
量，要注意尺身的端面是否在要测量的台阶上,图2-17(d) 。当基准面是曲线时，图
2-17(e) ，测量基座的端面必须放在曲线的最高点上，测量出的深度尺寸才是工件的
实际尺寸，否则会出现测量误差。



图2-17 深度游标卡尺的使用方法

(a) (b)

(c) (d) (e)



八 其他游标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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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螺旋测微量具

应用螺旋测微原理制成的量具，称为螺旋测微量具。它们的测量精度比

游标卡尺高，并且测量比较灵活，因此，当加工精度要求较高时多被应

用。常用的螺旋读数量具有百分尺和千分尺。百分尺的读数值为0.01mm

千分尺的读数值为0.001mm,工厂习惯上把百分尺和千分尺统称为百分尺

或分厘卡。目前车间里大量用的是读数值为0.01mm的百分尺，现介绍这

种百分尺为主，并适当介绍千分尺的使用知识。

百分尺的种类很多，机械加工车间常用的有：外径百分尺、内径百分尺

深度百分尺以及螺纹百分尺和公法线百分尺等，并分别测量或检验零件

的外径、内径、深度、厚度以及螺纹的中径和齿轮的公法线长度等。



一 外径百分尺的结构

各种百分尺的结构大同小异，常用外径百分尺是用以测量或检验零件的外

径、凸肩厚度以及板厚或壁厚等 (测量孔壁厚度的百分尺，其量面呈球弧

形 )。百分尺由尺架、测微头、测力装置和制动器等组成。图3―1是测量范

围为 0～25mm的外径百分尺。 尺架1的一端装着固定测砧2，另一端装着

测微头。固定测砧和测微螺杆的测量面上都镶有硬质合金，以提高测量面

的使用寿命。尺架的两侧面覆盖着绝热板12, 使用百分尺时，手拿在绝热板

上,防止人体的热量影响百分尺的测量精度。

1-尺架；2-固定测砧；3-测微螺杆；4-螺纹轴套；5-固定刻度套筒；6-微分筒；
7-调节螺母；8-接头；9-垫片；10-测力装置；11-锁紧螺钉；12-绝热板。



二 百分尺的工作原理和读数方法

1 百分尺的工作原理 如外径百分尺的工作原理就是应用螺旋读数机构，它
包括一对精密的螺纹——测微螺杆与螺纹轴套，如图3-1中的3和4，和一对
读数套筒——固定套筒与微分筒，如图3-1中的5和6。
2 百分尺上刻度值大小 百分尺上的螺旋读数机构上刻度每一格为0.01mm
百分尺的固定套筒上刻线间距均为1mm,上下两排相互错开0.5mm 。
3 百分尺的读数方法
百分尺的具体读数方法可分为三步：
1）读出固定套筒上露出的刻线尺寸，一定要注意不能遗漏应读出的0.5mm
的刻线值。
2）读出微分筒上的尺寸，要看清微分筒圆周上哪一格与固定套筒的中线基
准对齐，将格数乘0.01mm即得微分筒上的尺寸
3）将上面两个数相加，即为百分尺上测得尺寸。



如图（a），在固定套筒上读出的尺寸为8mm，微分筒上读出的尺寸为27（

格）×0.01mm =0.27mm，上两数相加即得被测零件的尺寸为8.27mm图

（b），在固定套筒上读出的尺寸为8.5mm，在微分筒上读出的尺寸为27

（格）×0.01mm =0.27mm，上两数相加即得被测零件的尺寸为8.77mm。



三 百分尺的使用方法

百分尺使用得是否正确，对保持精密量具的精度和保证产品质量的影响

很大，指导人员和实习的学生必须重视量具的正确使用，使测量技术精

益求精，务使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确保产品质量。

使用百分尺测量零件尺寸时，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1）使用前，应把百分尺的两个测砧面揩干净，转动测力装置，使两

测砧面接触(若测量上限大于25mm时，在两测砧面之间放入校对量杆

或相应尺寸的量块)，接触面上应没有间隙和漏光现象，同时微分筒和

固定套简要对准零位 。

（2）转动测力装置时，微分筒应能自由灵活地沿着固定套筒活动，没

有任何轧卡和不灵活的现象。如有活动不灵活的现象，应送计量站及时

检修。

（3）测量前，应把零件的被测量表面揩干净，以免有脏物存在时影响

测量精度。绝对不允许用百分尺测量带有研磨剂的表面，以免损伤测量

面的精度。用百分尺测量表面粗糙的零件亦是错误的，这样易使测砧面

过早磨损。



（4）用百分尺测量零件时，应当手握测力装置的转帽来转动测微螺杆，使

测砧表面保持标准的测量压力，即听到嘎嘎的声音，表示压力合适，并可

开始读数。要避免因测量压力不等而产生测量误差。

绝对不允许用力旋转微分筒来增加测量压力，使测微螺杆过分压紧零

件表面，致使精密螺纹因受力过大而发生变形,损坏百分尺的精度。有时用

力旋转微分筒后，虽因微分筒与测微螺杆间的连接不牢固，对精密螺纹的

损坏不严重，但是微分筒打滑后，百分尺的零位走动了，就会造成质量事

故。

（5） 使用百分尺测量零件时(图3-5)，要使测微螺杆与零件被测量的尺寸
方向一致。如测量外径时，测微螺杆要与零件的轴线垂直，不要歪斜。
测量时，可在旋转测力装置的同时，轻轻地晃动尺架，使测砧面与零件
表面接触良好 。

（6） 用百分尺测量零件时，最好在零件上进行读数，放松后取出百分尺，

这样可减少测砧面的磨损。如果必须取下读数时，应用制动器锁紧测微螺

杆后，再轻轻滑出零件，把百分尺当卡规使用是错误的，因这样做不但易

使测量面过早磨损，甚至会使测微螺杆或尺架发生变形而失去精度。



（7）在读取百分尺上的测量数值时，要特别留心不要读错0.5mm。
（8）为了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可在同一位置上再测量一次。尤其是测量
圆柱形零件时，应在同一圆周的不同方向测量几次，检查零件外圆有没有
圆度误差，再在全长的各个部位测量几次，检查零件外圆有没有圆柱度误
差等。
（9）对于超常温的工件，不要进行测量，以免产生读数误差。
（10）用单手使用外径百分尺时，如图（a）所示，可用大拇指和食指或中
指捏住活动套筒，小指勾住尺架并压向手掌上，大拇指和食指转动测力装
置就可测量。用双手测量时，可按图（b）所示的方法进行。
值得提出的是几种使用外径百分尺的错误方法，比如用百分尺测量旋转运
动中的工件，很容易使百分尺磨损，而且测量也不准确；又如贪图快一点
得出读数，握着微分筒来挥转等，这同碰撞那样，也会破坏百分尺
的内部结构

(a)单手使用 (b)双手使用 错误使用



第四章 量具的维护和保养

正确地使用精密量具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要保持量具的精度

和它工作的可靠性，除了在使用中要按照合理的使用方法进行操作以外，

还必须做好量具的维护和保养工作。

（1）测量前应把量具的测量面和零件的被测量表面都要揩干净，以免因有

脏物存在而影响测量精度。用精密量具如游标卡尺、百分尺和百分表等，

去测量锻铸件毛坯，或带有研磨剂(如金刚砂等)的表面是错误的，这样易使

测量面很快磨损而失去精度。

（2）量具在使用过程中，不要和工具、刀具如锉刀、榔头、车刀和钻头等

堆放在一起，免碰伤量具。也不要随便放在机床上，免因机床振动而使量

具掉下来损坏。尤其是游标卡尺等，应平放在专用盒子里，免使尺身变形。

（3）量具是测量工具，绝对不能作为其他工具的代用品。例如拿游标卡尺

划线，拿百分尺当小榔头，拿钢直尺当起子旋螺钉，以及用钢直尺清理切屑

等都是错误的。把量具当玩具，如把百分尺等拿在手中任意挥动或摇转等也

是错误的，都是易使量具失去精度的。



（4）温度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零件的精密测量一定要使零件和量具都在
20℃的情况下进行测量。一般可在室温下进行测量，但必须使工件与量具
的温度一致，否则，由于金属材料的热胀冷缩的特性，使测量结果不准确。
（5）温度对量具精度的影响亦很大，量具不应放在阳光下或床头箱上，因为
量具温度升高后，也量不出正确尺寸。更不要把精密量具放在热源(如电炉，
热交换器等)附近，以免使量具受热变形而失去精度。
（6）不要把精密量具放在磁场附近，例如磨床的磁性工作台上，以免使量具
感磁。
（7） 发现精密量具有不正常现象时，如量具表面不平、有毛刺、有锈斑以及
刻度不准、尺身弯曲变形、活动不灵活等等，使用者不应当自行拆修，更不允
许自行用榔头敲、锉刀锉、砂布打光等粗糙办法修理，以免反而增大量具误差。

发现
上述情况，使用者应当主动送计量站检修，并经检定量具精度后再继续使用。
（8） 量具使用后，应及时揩干净，除不锈钢量具或有保护镀层者外，金属表
面应涂上
一层防锈油，放在专用的盒子里，保存在干燥的地方，以免生锈。
（9）精密量具应实行定期检定和保养，长期使用的精密量具，要定期送计量
站进行保养和检定精度，以免因量具的示值误差超差而造成产品质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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