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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

(57)摘要

一种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由对称的台

锥形上壳体、下壳体以及孔径游标和孔深探尺通

过结合螺栓螺纹连接装配构成。将本实用新型的

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插入预测量的各种新

制孔：操纵孔深探尺或孔径游标的操纵手柄，使

孔深探尺或孔径游标相对上、下壳体伸缩位移，

由孔深值标识结构以及孔径值标识结构一次性

测量给出检测孔的孔深和孔径值。本实用新型结

构简单、构思新颖，操作便捷，体积和重量适度，

受各种建筑构件妨碍程度小，特别适合在建筑工

程中使用。使用本实用新型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

游标尺检测建筑结构的各种新制孔，测量精准、

迅速，既减少了工时成本，又避免了因为分两次

测量孔径和孔深值可能出现记忆误差而发生影

响工程质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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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其特征在于：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包括上壳体

（1）、下壳体（7）、孔径游标（2）、孔深探尺（3）和结合螺栓（8），所述上壳体（1）和下壳体（7）为

外表形状相同的台锥形型体，所述上壳体（1）内侧沿纵轴线的两侧在台锥形型体底部对称

各设置一个大凸台（1.1），两个大凸台（1.1）之间形成一个滑动杆左滑槽（c），在台锥形型体

顶部对称各设置一个小凸台（1.2），两个小凸台（1.2）之间形成一个探杆副滑槽（f），探杆副

滑槽（f）的槽底高于滑动杆左滑槽（c）的槽底，上壳体（1）在大凸台（1.1）和小凸台（1.2）之

间形成一个游标体滑动大面（a），所述下壳体（7）内侧在纵轴线上设置一条贯穿纵向全长的

探杆右滑槽（g），下壳体（7）在台锥形型体底部探杆右滑槽（g）两侧对称各设置一个大凸台

（7.1），两个大凸台（7.1）之间形成的凹槽底面高于探杆右滑槽（g）的槽底面构成一个滑动

杆右滑槽（d），下壳体（7）在台锥形型体顶部探杆右滑槽（g）的两侧各对称设置一个小凸台

（7.2），下壳体（7）的大凸台（7.1）和小凸台（7.2）之间于探杆右滑槽（g）两边各对称形成一

个游标体滑动小面（b），所述孔径游标（2）成“T”字形，由滑动杆（2.2）、操纵手柄（2.3）和孔

径挡臂（2.1）构成，所述孔径游标（2）的右面贯穿全长设有一条探杆左滑槽（e），所述孔径游

标（2）通过滑动杆（2.2）动配合镶嵌安装在上壳体（1）的滑动杆左滑槽（c）和下壳体（7）的滑

动杆右滑槽（d）内，所述孔径游标（2）底部的孔径挡臂（2.1）处在上壳体（1）游标体滑动大面

（a）和下壳体（7）游标体滑动小面（b）之间形成的滑动空间（6）内，孔径挡臂（2.1）两端探出

上壳体（1）和下壳体（7），所述孔深探尺（3）由操纵手柄（3.1）和深度探杆（3.2）组成，所述深

度探杆（3.2）左边动配合镶嵌安装在孔径游标（2）的探杆左滑槽（e）和上壳体（1）的探杆副

滑槽（f）内，右边动配合镶嵌安装在下壳体（7）的探杆右滑槽（g）内，所述上壳体（1）和下壳

体（7）的大凸台以及小凸台都设有螺纹孔，上壳体（1）和下壳体（7）通过大凸台和小凸台的

螺纹孔由结合螺栓（8）螺纹连接，所述安装在上壳体（1）和下壳体（7）中的孔径游标（2）其操

纵手柄（2.3）一端外露出上壳体（1）和下壳体（7）台锥形底部，所述安装在孔径游标（2）和下

壳体（7）上的孔深探尺（3）其两端均外露出上壳体（1）和下壳体（7），所述上壳体（1）在台锥

形型体外部斜边边缘设有孔径尺寸刻线及读数（4），所述深度探杆（3.2）在外露的操作手柄

（3.1）一侧设有孔深尺寸刻线及读数（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其特征在于：所述孔径挡臂（2.1）

两端探出部分的端面构成孔径值标示器，孔径游标（2）的操纵手柄(2.3)端面构成孔深值标

示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其特征在于：所述孔深探尺（3）

在孔径游标（2）和下壳体（7）上具有一个相对上壳体（1）和下壳体（7）的往返伸缩移动轨迹，

所述孔径游标（2）在上壳体（1）和下壳体（7）上具有一个往返伸缩的移动轨迹，所述孔径挡

臂（2.1）在滑动空间（6）内具有一个区域性往返移动轨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壳体（1）、下壳

体（7）、孔深探尺（3）和孔径游标（2）均由不锈钢材料制作构成。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717301 U

2



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加工孔的测量工具，特别是涉及一种能一次测量给出加工孔

孔径和孔深数值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

背景技术

[0002] 工程实施中，为了满足作业要求，经常需要对建筑结构体再次加工植筋孔（或者各

种施工孔），这些新孔钻制完工后，须对孔径和孔深进行检测验收。目前检测新制孔深浅粗

细的工具大多是卷尺、直尺。使用卷尺、直尺检查各种新制孔的孔径和孔深，检测速度慢，检

测精度低，增加了工时成本。若是使用特大量程游标卡尺，则因其体积和重量大，受各处结

构体的阻碍，操作不方便。另外无论使用卷尺、直尺还是卡尺检查各种新制孔的孔径和孔深

值，都需要对新制孔的深度和直径分两次测量。两次检查，容易出现记忆误差，记忆误差会

对工程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传统测量工具的使用弊端，给出一种结构简单、操

作简便，一次操作即可同时测出新制孔的孔径和孔深，检测方便快捷、检测精度高，能避免

因分次检查出现记忆误差而影响施工质量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能实现的。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的特征在

于：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包括上壳体、下壳体、孔径游标、孔深探尺和结合螺栓，所述上

壳体和下壳体为外表形状相同的台锥形型体，所述上壳体内侧沿纵轴线的两侧在台锥形型

体底部对称各设置一个大凸台，两个大凸台之间形成一个滑动杆左滑槽，在台锥形型体顶

部对称各设置一个小凸台，两个小凸台之间形成一个探杆副滑槽，探杆副滑槽的槽底高于

滑动杆左滑槽的槽底，上壳体在大凸台和小凸台之间形成一个游标体滑动大面，所述下壳

体内侧在纵轴线上设置一条贯穿纵向全长的探杆右滑槽，在台锥形型体底部探杆右滑槽两

侧对称各设置一个大凸台，两个大凸台之间形成的凹槽底面高于探杆右滑槽的槽底面构成

一个滑动杆右滑槽，在台锥形型体顶部探杆右滑槽的两侧各对称设置一个小凸台，下壳体

的大凸台和小凸台之间于探杆右滑槽两边各对称形成一个游标体滑动小面，所述孔径游标

成“T”字形，由滑动杆、操纵手柄和孔径挡臂构成，所述孔径游标的右面贯穿全长设有一条

探杆左滑槽，所述孔径游标通过滑动杆动配合镶嵌安装在上壳体的滑动杆左滑槽和下壳体

的滑动杆右滑槽内，所述孔径游标底部的孔径挡臂处在上壳体游标体滑动大面和下壳体游

标体滑动小面之间形成的滑动空间内，孔径挡臂两端探出上壳体和下壳体，所述孔深探尺

由操纵手柄和深度探杆组成，所述深度探杆左边动配合镶嵌安装在孔径游标的探杆左滑槽

和上壳体的探杆副滑槽内，右边动配合镶嵌安装在下壳体的探杆右滑槽内，所述上壳体和

下壳体的大凸台以及小凸台都设有螺纹孔，上壳体和下壳体通过大凸台和小凸台的螺纹孔

由结合螺栓螺纹连接，所述安装在上壳体和下壳体中的孔径游标其操纵手柄一端外露出上

壳体和下壳体台锥形底部，所述安装在孔径游标和下壳体上的孔深探尺其两端均外露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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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和下壳体，所述上壳体在台锥形型体外部斜边边缘设有孔径尺寸刻线及读数，所述深

度探杆在外露的操作手柄一侧设有孔深尺寸刻线及读数。

[0005] 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其中所述孔径挡臂两端探出部分的端面构

成孔径值标示器，孔径游标的操纵手柄端面构成孔深值标示器。

[0006] 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其中所述孔深探尺在孔径游标和下壳体上

具有一个相对上壳体和下壳体的往返伸缩移动轨迹，所述孔径游标在上壳体和下壳体上具

有一个往返伸缩的移动轨迹，所述孔径挡臂在滑动空间内具有一个区域性往返移动轨迹。

[0007] 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其中所述上壳体、下壳体、孔深探尺和孔径

游标均由不锈钢材料制作构成。

[0008] 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与现有技术不同之处在于本实用新型孔径

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由对称的台锥形上壳体、下壳体以及孔径游标和孔深探尺通过结合螺

栓螺纹连接装配构成。将本实用新型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插入预测量的各种新制

孔：操纵孔深探尺或孔径游标的操纵手柄，使孔深探尺或孔径游标相对上、下壳体伸缩位

移，由孔深值标识结构以及孔径值标识结构一次性给出测量后的新制孔孔深和孔径值。本

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构思新颖，操作便捷，体量适度，受各类建筑体妨碍程度小，特别适合在

建筑工程中使用。使用本实用新型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测量建筑结构的各种新制

孔，测量精准、迅速，既减少了工时成本，又避免了因为分两次测量孔径和孔深值可能出现

记忆误差而发生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的平面结构主视示意图。

[0012] 图3为图2中的1-1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图2中的2-2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图2中的3-3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图2中的4-4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7为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的结构件分解示意图。

[0017] 图8为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的使用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由上壳体1、下壳体7、孔径

游标2、孔深探尺3通过结合螺栓8螺纹连接。上壳体1和下壳体7为外表形状相同的台锥形型

体。

[0019] 如图3、图6和图7所示，上壳体1内侧沿纵轴线的两侧在台锥形型体底部对称各设

置一个大凸台1.1。两个大凸台1.1之间形成一个滑动杆左滑槽c。在台锥形型体顶部对称各

设置一个小凸台1.2。两个小凸台1.2之间形成一个探杆副滑槽f。探杆副滑槽f的槽底高于

滑动杆左滑槽c的槽底。上壳体1在大凸台1.1和小凸台1.2之间形成一个游标体滑动大面a。

[0020] 如图3-图7所示，下壳体7内侧在纵轴线上设置一条贯穿纵向全长的探杆右滑槽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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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锥形型体底部探杆右滑槽g两侧对称各设置一个大凸台7.1。两个大凸台7.1之间形成

的凹槽底面高于探杆右滑槽g的槽底面，这个凹槽构成滑动杆右滑槽d。下壳体7在台锥形型

体顶部探杆右滑槽g的两侧各对称设置一个小凸台7.2。下壳体7的大凸台7.1和小凸台7.2

之间于探杆右滑槽g两边各对称形成一个游标体滑动小面b。

[0021] 如图3-图7所示，孔径游标2成“T”字形，由滑动杆2.2、操纵手柄2.3和孔径挡臂2.1

构成。孔径游标2的右面贯穿全长设有一条探杆左滑槽e。孔径游标2通过滑动杆2.2动配合

镶嵌安装在上壳体1的滑动杆左滑槽c和下壳体7的滑动杆右滑槽d内。孔径游标2底部的孔

径挡臂2.1处在上壳体1游标体滑动大面a和下壳体7游标体滑动小面b之间形成的滑动空间

6内。孔径挡臂2.1的两端探出上壳体1和下壳体7（参看图1、图2）。孔深探尺3由操纵手柄3.1

和深度探杆3.2组成。深度探杆3.2左边动配合镶嵌安装在孔径游标2的探杆左滑槽e和上壳

体1的探杆副滑槽f内，右边动配合镶嵌安装在下壳体7的探杆右滑槽g内。上壳体1和下壳体

7的大凸台以及小凸台都设有螺纹孔，上壳体1和下壳体7通过大凸台和小凸台的螺纹孔由

结合螺栓8螺纹连接（参看图1、图2和图5）。

[0022] 如图1、图2所示，安装在上壳体1和下壳体7中的孔径游标2其操纵手柄2.3一端外

露出上壳体1和下壳体7台锥形底部。安装在孔径游标2和下壳体7上的孔深探尺3其两端均

外露出上壳体1和下壳体7。上壳体1在台锥形型体外部斜边边缘设有孔径尺寸刻线及读数

4。深度探杆3.2在外露的操作手柄3.1一侧设有孔深尺寸刻线及读数5。

[0023] 如图1、图2所示，孔径挡臂2.1两端探出部分的端面构成孔径值标示器。孔径游标2

的操纵手柄2.3端面构成孔深值标示器。

[0024] 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中，孔深探尺3在孔径游标2和下壳体7上具

有一个相对上壳体1和下壳体7的往返伸缩移动轨迹。孔径游标2在上壳体1和下壳体7上具

有一个往返伸缩的移动轨迹。孔径挡臂2.1在滑动空间6内具有一个区域性往返移动轨迹。

[0025] 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中，上壳体1、下壳体7、孔深探尺3和孔径游

标2均由不锈钢材料制作构成。

[0026] 如图8所示，使用本实用新型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标尺时，将孔径孔深同时测量游

标尺的台锥形尖部插入新制孔中，孔径挡臂2.1被阻挡在新制孔外面，孔径值标示器会在上

壳体1上对应孔径尺寸刻线及读数4给出一个标识数值，也就是新制孔的孔径数值。将深度

探杆3.2底端压入新制孔至孔底，孔深值标示器对应孔深尺寸刻线及读数5给出的刻度就是

孔深的数值。

[0027]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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