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768258.0

(22)申请日 2015.11.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25859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1.20

(73)专利权人 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 642150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金鹅镇

外站路75号

(72)发明人 张洪斌　廖忠棋　范方亮　张小兵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九鼎天元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14

代理人 邓世燕

(51)Int.Cl.

G01B 5/00(2006.01)

G01B 5/2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156787 U,2016.04.13,

CN 201397107 Y,2010.02.03,

JP 特开2001-141444 A,2001.05.25,

CN 201397107 Y,2010.02.03,

CN 202485580 U,2012.10.10,

CN 2117587 U,1992.09.30,

CN 202770349 U,2013.03.06,

CN 203719610 U,2014.07.16,

龚少梅等.螺栓和螺钉的形状和位置公差标

准比较.《航空标准化与质量》.2010,(第4期),

审查员 罗亚梅

 

(54)发明名称

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及检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

具及检测方法，检具包括测量台、百分表和设置

在测量台上的第一基准块、第二基准块和限位

块，其中：第一基准块设置在测量台的一端，第二

基准块和限位块设置在测量台的另一端，限位块

固定设置在测量台的最外侧；检测时，将螺栓置

于综合检具上，确保第二基准块外侧离螺栓头圆

弧处5－15mm，第一基准块上支撑螺栓长度15－

25mm。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积极效果是：不

仅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利于质检人员和操作人

员在现场对产品进行检测，而且减小了测量中的

误差，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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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其特征在于：包括测量台、百分表和设置在测量台上

的第一基准块、第二基准块和限位块，其中：第一基准块设置在测量台的一端，用于支撑待

测螺栓的螺纹部分前端部，第二基准块和限位块设置在测量台的另一端，第二基准块用于

支撑待测螺栓的光杆部位，限位块固定设置在测量台的最外侧，用于抵靠待测螺栓的头部；

所述第一基准块和第二基准块均采用V型结构，用于对待测螺栓转动时的定位；转动待测螺

栓，将所述百分表的测头放置在待测螺栓相应部位的一个点上即可进行位置度、直线度和

全跳动的形位公差综合检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准块和第

二基准块通过紧定螺钉固定在测量台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其特征在于：在第一基准块和第二

基准块中部两边均开有缺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准块的V

型面宽度为两个螺距的宽度。

5.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内容：

(1)将螺栓置于综合检具上，确保第二基准块外侧离螺栓头圆弧处5－15mm，第一基准

块上支撑螺栓长度15－25mm，然后通过紧定螺钉紧固第一基准块和第二基准块；

(2)产品位置度测量时，转动螺栓，确保螺栓不得有轴向移动，移动百分表的测头，测得

头部两对应平面读数之差的最大值即为螺栓的位置度；

(3)产品全跳动测量时，转动螺栓，确保螺栓不得有轴向移动，用百分表靠住螺栓头部

的支承面进行测量，测得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之差即为螺栓的全跳动；

(4)产品直线度测量时，用百分表在离螺纹部分5mm的光杆上进行测量，螺栓转动一周，

测出指针的读数最大差值的1/2即为螺栓的直线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螺栓置

于综合检具上时，确保第二基准块外侧离螺栓头圆弧处10mm，第一基准块上支撑螺栓长度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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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速铁路扣件、地铁扣件和普通扣件用的螺栓和道钉类产品检具，具

体涉及对螺栓和道钉类产品的形位公差进行检测的量具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高速、重载、地铁铁路的发展，在高速发展的铁路上，钢轨扣件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而螺栓类产品在扣件中占有较大比重，螺栓失效就意味着整个扣件失效，这

对列车行车产生重大安全隐患。高速铁路的质量要求高，建造成本高，因此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高铁建造成本也就成了高铁的研究方向之一。螺栓的形位公差检测也就成为了我们研

发的课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及检

测方法，解决了螺栓形位公差(位置度、直线度、全跳动)检测时的难度大和不便于携带问

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包

括测量台、百分表和设置在测量台上的第一基准块、第二基准块和限位块，其中：第一基准

块设置在测量台的一端，第二基准块和限位块设置在测量台的另一端，限位块固定设置在

测量台的最外侧。

[000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测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0006] (1)将螺栓置于综合检具上，确保第二基准块外侧离螺栓头圆弧处5－15mm，第一

基准块上支撑螺栓长度15－25mm，然后通过紧定螺钉紧固第一基准块和第二基准块；

[0007] (2)产品位置度测量时，转动螺栓，确保螺栓不得有轴向移动，移动百分表的测头，

测得头部两对应平面读数之差的最大值即为螺栓的位置度；

[0008] (3)产品全跳动测量时，转动螺栓，确保螺栓不得有轴向移动，用百分表靠住螺栓

头部的支承面进行测量，测得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之差即为螺栓的全跳动；

[0009] (4)产品直线度测量时，用百分表在离螺纹部分5mm的光杆上进行测量，螺栓转动

一周，测出指针的读数最大差值的1/2即为螺栓的直线度。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积极效果是：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同时检测(位置度、直线度、全跳动)的综合检具，解决了螺栓

类形位公差(位置度、直线度、全跳动)检测时的难度大和不便于携带问题。方便了质检人员

和操作人员在现场对产品的检测，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节约了

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0012] 本发明的综合检具不仅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利于质检人员和操作人员在现场对

产品进行检测。本发明有效地利用测量台轨道底板和限位块作为基准，根据螺栓的不同长

度对两个V形基准块的位置进行调整，调整好后用紧定螺钉固定，然后用百分表在产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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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上进行(位置度、直线度、全跳动)测量，这样能更精确、有效的测量出产品的形位公差

尺寸，保证数据真实可靠。该发明减小了测量中的误差，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13] 本发明将通过例子并参照附图的方式说明，其中：

[0014] 图1是形位公差综合检具的视图；

[0015] 图2是产品位置度测量时的原理图；

[0016] 图3是产品全跳动测量时的原理图；

[0017] 图4是产品直线度测量时的原理图；

[0018] 图5是第一基准块2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第二基准块4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一种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如图1所示，包括：测量台1、第一基准块2、百分表

3、第二基准块4、限位块5、紧定螺钉6等，其中：

[0021] 在测量台1的一端设置第一基准块2，在测量台的另一端固定设置有限位块5、在限

位块5的内侧设置第二基准块4，所述第一基准块2和第二基准块4通过紧定螺钉6固定在测

量台1上。

[0022] 所述第一基准块2和第二基准块4的结构和特点如下：

[0023] 第一基准块2和第二基准块4均采用V型结构，这样对圆形的螺栓能起到定位的作

用，不易产生径向窜动。两个基准块在中部两边均开有缺口，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检具的自身

重量。

[0024] 如图5所示，第一基准块2的V型面宽度，主要是根据产品的螺距来确定的，由于现

在高铁产品的螺距较大，如果基准块V型面与产品螺纹部分的接触面小于产品的一个螺距，

那么所检测出来的尺寸就不准确，容易产生误判。同时由于产品要在基准块V型面内旋转，

所以我们把它定为两个螺距的宽度(见图5)。

[0025] 如图6所示，第二基准块4的V型面宽度，由于它是支撑螺栓的光杆部位，V型面宽度

就不易太宽，接触面太宽，对所检测出来的尺寸也就不精确(见图6)。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螺栓类形位公差综合检测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0027] (1)将螺栓置于综合检具上，通过调整两个基准块在测量台轨道底板上的位置，确

保第二基准块4外侧离螺栓头圆弧处5－15mm(最优值为10mm)，第一基准块2上支撑螺栓长

度15－25mm(最优值为25mm)，然后通过紧定螺钉6紧固第一基准块2和第二基准块4；

[0028] (2)产品位置度测量时，转动螺栓，确保螺栓不得有轴向移动，移动百分表的测头，

测得头部两对应平面读数之差的最大值即为其位置度(共3个差值，取最大值)，如图2所示；

[0029] (3)产品全跳动测量时，转动螺栓，确保螺栓不得有轴向移动，用百分表靠住螺栓

头部的支承面进行测量，测得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之差即为其全跳动，如图3所示；

[0030] (4)产品直线度测量时，用百分表在离螺纹部分5mm的光杆上进行测量，螺栓转动

一周，测出指针的读数最大差值的1/2即为其直线度，如图4所示。

[0031] 其它螺栓类产品均可参照以上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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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一个测量台，一个限位块，一个百分表，两个V形基准块

组成的形位公差综合检具(如图1)，把产品放在两个V形基准块上，在测量台轨道底板上对

两个V形基准块进行调整并固定，然后用百分表在产品的一个点上进行(位置度、直线度、全

跳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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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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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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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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