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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包括
带有刻度线的尺子，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尺子一
侧设有第一滑轨，
所述的第一滑轨上活动安装有
可调节的圆规装置，
所述的圆规装置下端设有固
定装置；
所述的尺子上还安装有画笔装置，
本实
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利用圆规装置
与画笔装置进行配合，
可实现测量、记录以及不
同直径圆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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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包括带有刻度线（11）的尺子（1），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尺子（1）一
侧设有第一滑轨（12），
所述的第一滑轨（12）上活动安装有可调节的圆规装置（2），
所述的圆
规装置（2）下端设有固定装置（3）；
所述的尺子（1）上还安装有画笔装置（4）。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圆规装置（2）包括与
所述的第一滑轨（12）相互配合的第一滑杆（21），
所述的第一滑杆（21）下端固定安装有滑块
（22），
且所述的滑块（22）与设置于所述的尺子（1）上的滑槽（23）相互配合，
所述的滑块（22）
一侧还固定安装有与第二滑轨（24）相互配合的第二滑杆（25）；
所述的第一滑杆（21）上端设
有指针（26），
所述的指针（26）上端设有圆规杆（27），
所述的圆规杆（27）下端设有锥形块
（28）；
所述的圆规装置（2）还包括固定安装于所述的尺子（1）一侧的螺纹套（29）。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固定装置（3）包括设
置于所述的第二滑杆（25）前端第一外螺纹（31），
所述的第一外螺纹（31）前端设有限位块
（32），
所述的第一外螺纹（31）上安装有固定螺母（33）；
所述的固定装置（3）还包括设置于所
述的第二滑轨（24）前端的固定槽（34），
所述的固定槽（34）边缘铺设有弹性橡胶圈（35）。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固定槽（34）的宽度大
于所述的固定螺母（33）的外圆直径，
所述的弹性橡胶圈（35）的内壁宽度设为固定螺母（33）
外圆直径的95%～100%。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画笔装置（4）包括设
置于所述的尺子（1）一侧的安装仓（41），
所述的安装仓（41）上端固定安装有弹簧（42），
所述
的安装仓（41）上端还通过牵引绳（43）连接有画笔（44），
所述的画笔（44）前端设有第二外螺
纹（45），
所述的第二外螺纹（45）与设置于所述的安装仓（41）前端的内螺纹（46）相互配合；
所述的画笔装置（4）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的安装仓（41）一侧的通槽（47）。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二外螺纹（45）与所
述的螺纹套（29）的内螺纹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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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测量工具及园林设计工具的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多功能测
量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城市规划、
园林设计、室内装修等设计需求也越来越高，
在园林设计领域中，
由于植物包括灌木类、树木类、花草类等不同高度的植物，
工人往往要
进行测量，
从而进行相应的设计。
园林设计测量时通常会选用尺子进行测量，
而现有技术中
的尺子，
功能较为单一，
只能用于测量，
使得在人们在绘制过程中，
需要经常更换测量工具，
影响测绘速度，
导致测距产生误差，
影响精确度，
因此，
对于测量工具的改良是值得我们研
究的。
[0003]
例如，
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园林设计用的尺子，
【申请号：
201821575927 .8】，
包括主尺，
所述主尺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圆盘，
所述圆盘转动连接有副尺，
所述主尺的左侧顶
部固定连接有弹簧框，
所述弹簧框的内部固定连接有压缩弹簧，
所述压缩弹簧的右侧固定
连接有运动块，
所述运动块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运动杆，
所述运动杆与弹簧框滑动连接，
所述
运动杆远离运动块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滑块，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设计技术领域。该一种园
林设计用的尺子，
达到了拉动滑块，
将副尺转出，
对园林进行角度的测量，
同时主尺可以测
量长度，
满足使用需求的目的，
达到了在进行长度测量的同时，
往往会有一些弯曲的一段需
要测量，
通过皮尺与主尺的配合，
可以同时测量直线与弯曲，
满足使用需求的目的。
[0004] 上述方案中的一种园林设计用的尺子，
虽然一定程度上可实现直线、
曲线、角度的
测量，
但结构复杂，
操作不便，
且不利于测量过程中数据记录和设计图纸的绘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
提供了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利用圆规装置与
画笔装置进行配合，
可实现测量、
记录以及不同直径圆的绘制。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
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包括带有
刻度线的尺子，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尺子一侧设有第一滑轨，
所述的第一滑轨上活动安装有
可调节的圆规装置，
所述的圆规装置下端设有固定装置；
所述的尺子上还安装有画笔装置。
[0007] 作为优选，
所述的圆规装置包括与所述的第一滑轨相互配合的第一滑杆，
所述的
第一滑杆下端固定安装有滑块，
且所述的滑块与设置于所述的尺子上的滑槽相互配合，
所
述的滑块一侧还固定安装有与第二滑轨相互配合的第二滑杆；
所述的第一滑杆上端设有指
针，
所述的指针上端设有圆规杆，
所述的圆规杆下端设有锥形块；
所述的圆规装置还包括固
定安装于所述的尺子一侧的螺纹套。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的固定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的第二滑杆前端第一外螺纹，
所述的
第一外螺纹前端设有限位块，
所述的第一外螺纹上安装有固定螺母；
所述的固定装置还包
括设置于所述的第二滑轨前端的固定槽，
所述的固定槽边缘铺设有弹性橡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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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优选，
所述的固定槽的宽度大于所述的固定螺母的外圆直径，
所述的弹性橡
胶圈的内壁宽度设为固定螺母外圆直径的95%～100%。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的画笔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的尺子一侧的安装仓，
所述的安装仓
上端固定安装有弹簧，
所述的安装仓上端还通过牵引绳连接有画笔，
所述的画笔前端设有
第二外螺纹，
所述的第二外螺纹与设置于所述的安装仓前端的内螺纹相互配合；
所述的画
笔装置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的安装仓一侧的通槽。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的第二外螺纹与所述的螺纹套的内螺纹相互配合。
[0012]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3] 1 .本实用新型中设置的圆规装置利用第一滑杆、
滑块分别与第一滑轨、滑槽相互
配合，
能够实现圆规杆位置的调节，
且指针的设置使得定位更加精确。
[0014] 2 .本实用新型中设置的固定装置，
有利于圆规装置的固定，
且弹性橡胶圈的设置
一方面能够防止固定螺母松脱，
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将固定螺母固定在固定槽内。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的结构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的局部剖视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多功能测量尺A-A面的剖视图。
[0018] 图中，
尺子1、刻度线11、第一滑轨12、
圆规装置2、第一滑杆21、滑块22、滑槽23、第
二滑轨24、第二滑杆25、
指针26、
圆规杆27、
锥形块28、
螺纹套29、
固定装置3、第一外螺纹31、
限位块32、
固定螺母33、
固定槽34、
弹性橡胶圈35、
画笔装置4、
安装仓41、
弹簧42、
牵引绳43、
画笔44、
第二外螺纹45、
内螺纹46、
通槽47。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
图2、
图3所示，
一种多功能测量尺，
包括带有刻度线11的尺子1，
其特征在
于：
尺子1一侧设有第一滑轨12，
第一滑轨12上活动安装有可调节的圆规装置2，
圆规装置2
下端设有固定装置3；
尺子1上还安装有画笔装置4，
本装置中的刻度线11最小可度可设置为
1mm，
刻度线11的量程可设置为30～60cm，
圆规装置2设置在最大刻度一侧，
此设计有利于圆
规装置2的读数。
[0020] 具体地说，
圆规装置2包括与第一滑轨12相互配合的第一滑杆21，
第一滑杆21下端
固定安装有滑块22，
且滑块22与设置于尺子1上的滑槽23相互配合，
滑块22一侧还固定安装
有与第二滑轨24相互配合的第二滑杆25；
第一滑杆21上端设有指针26，
指针26上端设有圆
规杆27，
圆规杆27下端设有锥形块28；
圆规装置2还包括固定安装于尺子1一侧的螺纹套29，
在本装置中，
指针26可采用金属铁片进行制作，
指针26的尖端指向刻度线一侧，
且滑块22位
于滑槽23最小极限位置时，
指针26的上端指示在最大量程的刻度线上，
锥形块28与螺纹套
29的中心轴线位于竖直平面上，
此设计有利于圆的绘制，
且更加便于确定所绘圆的直径，
此
外，
滑块22的宽度可设置为第一滑杆21直径的110%～120%。
[0021] 进一步地说，
固定装置3包括设置于第二滑杆25前端第一外螺纹31，
第一外螺纹31
前端设有限位块32，
第一外螺纹31上安装有固定螺母33；
固定装置3还包括设置于第二滑轨
24前端的固定槽34，
固定槽34边缘铺设有弹性橡胶圈35，
在本装置中，
限位块32的设置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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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承托松开的固定螺母33，
可有效防止固定螺母33拆卸下后丢失，
且使得圆规装置2的操作
更加简单，
此外，
弹性橡胶圈35内边线上可设置弧面H，
便于固定螺母33的拧入。
[0022] 更进一步地说，
固定槽34的宽度大于固定螺母33的外圆直径，
弹性橡胶圈35的内
壁宽度设为固定螺母33外圆直径的95%～100%，
在本装置中，
固定槽34的宽度根据弹性橡胶
圈35的尺寸进行设置，
弹性橡胶圈35的厚度可设置为5～10mm，
弹性橡胶圈35的内壁宽度可
设为固定螺母33外圆直径的98%或99%，
使得既可以增加弹性橡胶圈35内壁与固定螺母33外
圆面的摩擦力，
又不影响固定螺母33的转动。
[0023] 再进一步地说，
画笔装置4包括设置于尺子1一侧的安装仓41，
安装仓41上端固定
安装有弹簧42，
安装仓41上端还通过牵引绳43连接有画笔44，
画笔44前端设有第二外螺纹
45，
第二外螺纹45与设置于安装仓41前端的内螺纹46相互配合；
画笔装置4还包括设置于安
装仓41一侧的通槽47，
在本装置中，
弹簧42的设置有利于增加一个轴向力，
使得第二外螺纹
45与内螺纹46贴合，
防止其松脱，
牵引绳43可采用棉绳，
也可采用橡胶绳，
牵引绳43的设置
可以在拿出画笔44后，
防止画笔44掉落，
此外，
本装置中的画笔44可采用铅笔、
圆珠笔、
蜡笔
等圆柱状的笔，
第二外螺纹45可代用外螺纹的环套，
安装在画笔44上，
也可直接在制作过程
中一次成型，
直接在画笔44的外侧面制作出外螺纹。
[0024] 更进一步地说，
第二外螺纹45与螺纹套29的内螺纹相互配合，
此设计有利于在需
要画圆时，
将画笔44固定安装在螺纹套29上，
本装置中画笔44安装在螺纹套29上后，
画笔44
的前端与锥形块28的尖端位于同一水平面上，
使得画出的圆更加精确。
[0025] 工作原理：
可转动画笔44拧出画笔44，
在牵引绳43的作用下，
画笔44既能不丢失，
又不影响其他功能的使用，
当需要画圆时，
只需要将画笔44固定在螺纹套29上，
移动滑块
22，
使得指针26固定在指定刻度后，
拧紧固定螺母33，
对圆规装置2进行固定，
可用于画不同
直径的圆。
[0026]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
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
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0027]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尺子1、
刻度线11、第一滑轨12、
圆规装置2、第一滑杆21、
滑
块22、滑槽23、第二滑轨24、第二滑杆25、指针26、
圆规杆27、锥形块28、螺纹套29、
固定装置
3、第一外螺纹31、
限位块32、
固定螺母33、
固定槽34、
弹性橡胶圈35、画笔装置4、
安装仓41、
弹簧42、牵引绳43、画笔44、第二外螺纹45、
内螺纹46、
通槽47等术语，
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
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本质，
把它们
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实用新型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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