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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速清洁的影像检测仪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速清洁

的影像检测仪，其结构包括探测座、镜头调节手

轮、探测镜头、测量平面清洁装置、面板移动手

轮、基座、滑轨面板组件、工件放置板、玻璃测量

平面，探测座焊接固定于基座背面，相较于现有

技术，通过拖杆拖动清洁盒向左移动，移动轮沿

工件放置板上设有的波浪面作为移动轨迹，波浪

形的路线让移动轮通过移动带动支承柱左右移

动，依靠限制卡块使弹性清洁条跟随其移动，弹

性清洁条在前进的同时能够阶段型的上下滑动

摩擦玻璃测量平面，以清理油污和灰尘，提高了

清洁效率，同时避免人工清理容易对测量平面造

成意外刮伤的现象，降低了测量平面产生刮痕，

对工件测量形成误差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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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速清洁的影像检测仪，其结构包括探测座(1)、镜头调节手轮

(2)、探测镜头(3)、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面板移动手轮(5)、基座(6)、滑轨面板组件(7)、

工件放置板(8)、玻璃测量平面(9)，其特征在于：所述探测座(1)焊接固定于基座(6)背面，

所述镜头调节手轮(2)镶嵌活动安装在探测座(1)侧面，所述探测镜头(3)滑动安装于探测

座(1)底端且底面与玻璃测量平面(9)相互平行，所述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套设安装在工

件放置板(8)上方与其相互平行，所述面板移动手轮(5)镶嵌活动安装于工件放置板(8)侧

面以及滑轨面板组件(7)正面，所述基座(6)固定安装在滑轨面板组件(7)下方，所述滑轨面

板组件(7)之间用相互垂直且与面板平行的滑轨相连接，所述工件放置板(8)固定安装在滑

轨面板组件(7)上方，所述玻璃测量平面(9)镶嵌固定安装在工件放置板(8)表面且保持水

平；

所述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由清洁盒(41)、清洁块调节转轮(42)、拖杆(43)、清洁剂储

存条(44)组成，所述清洁盒(41)底部设有通槽，所述清洁块调节转轮(42)镶嵌固定安装在

清洁盒(41)左侧上端，所述拖杆(43)与清洁盒(41)螺纹固定连接，所述清洁剂储存条(44)

贯穿于清洁盒(41)正面；

所述清洁盒(41)由清洁盒外壳(411)、固定框架(412)、传动盒(413)、清洁块(414)、移

动支承柱(415)、清洁剂导出装置(416)组成，所述固定框架(412)右侧镶嵌活动安装在传动

盒(413)左侧，所述传动盒(413)固定安装在清洁盒外壳(411)右端角落，所述清洁块(414)

套设在移动支承柱(415)表面，所述移动支承柱(415)与固定框架(412)间隙配合且相互平

行，所述清洁剂导出装置(416)与固定框架(412)间隙配合；

所述清洁剂储存条(44)内部设有专用清洁剂(a)，所述清洁剂储存条(44)套设在卡块

挡板(b)的上端，所述卡块挡板(b)之间的下方贯穿有导料口(c)且位于清洁剂导出装置

(416)下端，所述清洁剂入口(d)贯穿于清洁剂导出装置(416)上端，塞堵条(e)固定安装在

清洁剂导出装置(416)上端嵌入清洁剂储存条(44)下端；

所述传动盒(413)由传动盒外壳(4131)、主动齿轮(4132)、传动杆(4133)、从动齿轮

(4134)组成，所述主动齿轮(4132)与传动杆(4133)为一体化结构且与从动齿轮(4134)相啮

合，所述传动杆(4133)贯穿传动盒外壳(4131)与清洁块调节转轮(42)固定连接，所述从动

齿轮(4134)与固定框架(412)右侧设有的齿相啮合；

所述清洁块(414)由弹性清洁条(4141)、安装孔(4142)、卡孔(4143)、连接布条(4144)

组成，所述弹性清洁条(4141)设有安装孔(4142)与其位于同一轴线，所述安装孔(4142)与

移动支承柱(415)间隙配合，所述卡孔(4143)贯穿于弹性清洁条(4141)侧面与安装孔

(4142)相互贯通，所述连接布条(4144)与弹性清洁条(4141)为一体化结构；

所述移动支承柱(415)由支承柱(4151)、移动轮(4152)、限制卡块(4153)、L型连接柱

(4154)组成，所述移动轮(4152)活动安装在L型连接柱(4154)底端，所述限制卡块(4153)位

于支承柱(4151)中部与支承柱(415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L型连接柱(4154)镶嵌固定安装

在支承柱(4151)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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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速清洁的影像检测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影像仪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速清洁的影像检测

仪。

背景技术

[0002] 影像仪是一种高精密的测量仪器，依托于计算机屏幕测量技术和强大的空间几何

运算软件而存在，利用表面光或轮廓光照明后，经变焦距物镜通过摄像镜头，摄取影像再通

过S端子传送到电脑屏幕上，然后以十字线发生器，在显示器上产生的视频十字线为基准，

对被测物进行瞄准测量，但现有技术考虑不足的是：

[0003] 影像仪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较高，若在其平面玻璃测量面上有刮痕、油污或是灰尘

都会使影像仪对工件的测量失准，而所测的零件不可避免的都有些许油污，在测量完这些

零件后，油污会留在平面玻璃测量面上，吸附空气中的灰尘之类的小颗粒，使下个工件无法

紧贴平面，导致测量出现较大误差，这就意味着需要时常清理平面玻璃测量面，然而一般都

是人工清理，既麻烦繁琐，效率较低，又容易将平面玻璃测量面刮伤，刮痕会折射轮廓光，使

得之后的使用中得到的影像会出现偏差，得不偿失。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速清洁的影像

检测仪，以解决影像仪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较高，若在其平面玻璃测量面上有刮痕、油污或是

灰尘都会使影像仪对工件的测量失准，而所测的零件不可避免的都有些许油污，在测量完

这些零件后，油污会留在平面玻璃测量面上，吸附空气中的灰尘之类的小颗粒，使下个工件

无法紧贴平面，导致测量出现较大误差，这就意味着需要时常清理平面玻璃测量面，然而一

般都是人工清理，既麻烦繁琐，效率较低，又容易将平面玻璃测量面刮伤，刮痕会折射轮廓

光，使得之后的使用中得到的影像会出现偏差，得不偿失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

速清洁的影像检测仪，其结构包括探测座、镜头调节手轮、探测镜头、测量平面清洁装置、面

板移动手轮、基座、滑轨面板组件、工件放置板、玻璃测量平面，其特征在于：所述探测座焊

接固定于基座背面，所述镜头调节手轮镶嵌活动安装在探测座侧面，所述探测镜头滑动安

装于探测座底端且底面与玻璃测量平面相互平行，所述测量平面清洁装置套设安装在工件

放置板上方与其相互平行，所述面板移动手轮镶嵌活动安装于工件放置板侧面以及滑轨面

板组件正面，所述基座固定安装在滑轨面板组件下方，所述滑轨面板组件之间用相互垂直

且与面板平行的滑轨相连接，所述工件放置板固定安装在滑轨面板组件上方，所述玻璃测

量平面镶嵌固定安装在工件放置板表面且保持水平。

[0006] 作为优选的，所述测量平面清洁装置由清洁盒、清洁块调节转轮、拖杆、清洁剂储

存条组成，所述清洁盒底部设有通槽，所述清洁块调节转轮镶嵌固定安装在清洁盒左侧上

端，所述拖杆与清洁盒螺纹固定连接，所述清洁剂储存条贯穿于清洁盒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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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优选的，所述清洁盒由清洁盒外壳、固定框架、传动盒、清洁块、移动支承柱、

清洁剂导出装置组成，所述固定框架右侧镶嵌活动安装在传动盒左侧，所述传动盒固定安

装在清洁盒外壳右端角落，所述清洁块套设在移动支承柱表面，所述移动支承柱与固定框

架间隙配合且相互平行，所述清洁剂导出装置与固定框架间隙配合。

[0008] 作为优选的，所述清洁剂储存条内部设有专用清洁剂，所述清洁剂储存条套设在

卡块挡板的上端，所述卡块挡板之间的下方贯穿有导料口且位于清洁剂导出装置下端，所

述清洁剂入口贯穿于清洁剂导出装置上端，所述塞堵条固定安装在清洁剂导出装置上端嵌

入清洁剂储存条下端。

[0009] 作为优选的，所述传动盒由传动盒外壳、主动齿轮、传动杆、从动齿轮组成，所述主

动齿轮与传动杆为一体化结构且与从动齿轮相啮合，所述传动杆贯穿传动盒外壳与清洁块

调节转轮固定连接，所述从动齿轮与固定框架右侧设有的齿相啮合。

[0010] 作为优选的，所述清洁块由弹性清洁条、安装孔、卡孔、连接布条组成，所述弹性清

洁条设有安装孔与其位于同一轴线，所述安装孔与移动支承柱间隙配合，所述卡孔贯穿于

弹性清洁条侧面与安装孔相互贯通，所述连接布条与弹性清洁条为一体化结构。

[0011] 作为优选的，所述移动支承柱由支承柱、移动轮、限制卡块、型连接柱组成，所述移

动轮活动安装在型连接柱底端，所述限制卡块位于支承柱中部与支承柱为一体化结构，所

述型连接柱镶嵌固定安装在支承柱两端。

[0012] 作为优选的，所述工件放置板与测量平面清洁装置接轨处设有波浪型的板面结构

且在两端设有限位板，所述移动轮与工件放置板的波浪型侧面相抵，所述清洁剂导出装置

镶嵌活动安装在清洁剂储存条下方。

[0013] 作为优选的，所述弹性清洁条厚度大于固定框架，所述限制卡块与卡孔间隙配合，

所述弹性清洁条与连接布条优选为具有一定弹性的材料。

[0014] 工作原理：将工件放置在玻璃测量平面上，轻拿轻放，避免刮伤玻璃测量平面，打

开轮廓光照射工件，通过面板移动手轮调整工件位置，面板移动手轮调整工件放置板高度，

在测量完毕后控制各部件回归零点，转动清洁块调节转轮，带动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转动

来调整固定框架的高度，清洁块降至与玻璃测量平面相贴合时，停止转动，同时固定框架使

清洁剂导出装置下降，塞堵条打开开口，使专用清洁剂由清洁剂入口进入清洁剂导出装置

并从导料口导出，布在玻璃测量平面上，通过拖杆拖动清洁盒向左移动，移动轮沿工件放置

板与测量平面清洁装置接轨处设有的波浪面作为移动轨迹，波浪形的路线让移动轮通过移

动带动支承柱左右移动，依靠限制卡块使弹性清洁条跟随其移动，弹性清洁条在前进的同

时能够阶段型的上下滑动摩擦玻璃测量平面，以清理油污和灰尘，提高了装置的清洁效率，

同时避免人工清理容易对测量平面造成意外刮伤的现象，降低了测量平面产生刮痕，对工

件测量形成误差的概率。

[0015] 有益效果

[0016] 相较于现有技术，通过拖杆拖动清洁盒向左移动，移动轮沿工件放置板上设有的

波浪面作为移动轨迹，波浪形的路线让移动轮通过移动带动支承柱左右移动，依靠限制卡

块使弹性清洁条跟随其移动，弹性清洁条在前进的同时能够阶段型的上下滑动摩擦玻璃测

量平面，以清理油污和灰尘，提高了清洁效率，同时避免人工清理容易对测量平面造成意外

刮伤的现象，降低了测量平面产生刮痕，对工件测量形成误差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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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不伤测量平面快速清洁的影像检测仪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测量平面清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清洁盒仰视剖面视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传动盒仰视剖面视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清洁块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清洁块局部剖面视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移动支承柱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清洁剂储存条和清洁剂导出装置装配剖面视图。

[0026] 图中：探测座1、镜头调节手轮2、探测镜头3、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清洁盒41、清洁

盒外壳411、固定框架412、传动盒413、传动盒外壳4131、主动齿轮4132、传动杆4133、从动齿

轮4134、清洁块414、弹性清洁条4141、安装孔4142、卡孔4143、连接布条4144、移动支承柱

415、支承柱4151、移动轮4152、限制卡块4153、L型连接柱4154、清洁剂导出装置416、清洁块

调节转轮42、拖杆43、清洁剂储存条44、面板移动手轮5、基座6、滑轨面板组件7、工件放置板

8、玻璃测量平面9、专用清洁剂a、卡块挡板b、导料口c、清洁剂入口d、塞堵条e。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8] 请参阅图1：所述探测座1、镜头调节手轮2、探测镜头3、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面板

移动手轮5、基座6、滑轨面板组件7、工件放置板8、玻璃测量平面9，其特征在于：所述探测座

1焊接固定于基座6背面，所述镜头调节手轮2镶嵌活动安装在探测座1侧面，所述探测镜头3

滑动安装于探测座1底端且底面与玻璃测量平面9相互平行，所述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套设

安装在工件放置板8上方与其相互平行，所述面板移动手轮5镶嵌活动安装于工件放置板8

侧面以及滑轨面板组件7正面，所述基座6固定安装在滑轨面板组件7下方，所述滑轨面板组

件7之间用相互垂直且与面板平行的滑轨相连接，所述工件放置板8固定安装在滑轨面板组

件7上方，所述玻璃测量平面9镶嵌固定安装在工件放置板8表面且保持水平，所述玻璃测量

平面9用于放置工件，所述工件放置板8与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接轨处设有波浪型的板面结

构且在两端设有限位板，波浪面作为移动轮4152移动轨迹，使清洁块414能够阶段性的移动

摩擦玻璃测量平面9，以利于清洁。

[0029] 请参阅图2：所述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由清洁盒41、清洁块调节转轮42、拖杆43、清

洁剂储存条44组成，所述清洁盒41底部设有通槽，所述清洁块调节转轮42镶嵌固定安装在

清洁盒41左侧上端，所述拖杆43与清洁盒41螺纹固定连接，所述清洁剂储存条44贯穿于清

洁盒41正面，所述拖杆43拖动清洁盒41移动使移动轮4152按设定的轨迹移动。

[0030] 请参阅图3：所述清洁盒41由清洁盒外壳411、固定框架412、传动盒413、清洁块

414、移动支承柱415、清洁剂导出装置416组成，所述固定框架412右侧镶嵌活动安装在传动

盒413左侧，所述传动盒413固定安装在清洁盒外壳411右端角落，所述清洁块414套设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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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支承柱415表面，所述移动支承柱415与固定框架412间隙配合且相互平行，所述清洁剂导

出装置416与固定框架412间隙配合，所述固定框架412固定整个清洁装置，使其位于同一水

平，便于上下调整和贴合玻璃测量平面9。

[0031] 请参阅图4：所述传动盒413由传动盒外壳4131、主动齿轮4132、传动杆4133、从动

齿轮4134组成，所述主动齿轮4132与传动杆4133为一体化结构且与从动齿轮4134相啮合，

所述传动杆4133贯穿传动盒外壳4131与清洁块调节转轮42固定连接，所述从动齿轮4134与

固定框架412右侧设有的齿相啮合，所述清洁块调节转轮42转动带动主动齿轮4132和从动

齿轮4134转动来调整固定框架412的高度。

[0032] 请参阅图5、6：所述清洁块414由弹性清洁条4141、安装孔4142、卡孔4143、连接布

条4144组成，所述弹性清洁条4141设有安装孔4142与其位于同一轴线，所述安装孔4142与

移动支承柱415间隙配合，所述卡孔4143贯穿于弹性清洁条4141侧面与安装孔4142相互贯

通，所述连接布条4144与弹性清洁条414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弹性清洁条4141用于吸附清

理玻璃测量平面9上的油污灰尘同时避免刮伤玻璃测量平面9。

[0033] 请参阅图7：所述移动支承柱415由支承柱4151、移动轮4152、限制卡块4153、L型连

接柱4154组成，所述移动轮4152活动安装在L型连接柱4154底端，所述限制卡块4153位于支

承柱4151中部与支承柱415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L型连接柱4154镶嵌固定安装在支承柱

4151两端，所述移动轮4152通过移动带动支承柱4151左右移动，依靠限制卡块4153使弹性

清洁条4141跟随其移动。

[0034] 请参阅图8：所述清洁剂储存条44内部设有专用清洁剂a，所述清洁剂储存条44套

设在卡块挡板b的上端，所述卡块挡板b之间的下方贯穿有导料口c且位于清洁剂导出装置

416下端，所述清洁剂入口d贯穿于清洁剂导出装置416上端，所述塞堵条e固定安装在清洁

剂导出装置416上端嵌入清洁剂储存条44下端，所述塞堵条e通过上下移动来控制专用清洁

剂a的导出。

[0035]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36] 将工件放置在玻璃测量平面9上，轻拿轻放，避免刮伤玻璃测量平面9，打开轮廓光

照射工件，通过面板移动手轮5调整工件位置，面板移动手轮5调整工件放置板8高度，在测

量完毕后控制各部件回归零点，转动清洁块调节转轮42，带动主动齿轮4132和从动齿轮

4134转动来调整固定框架412的高度，清洁块414降至与玻璃测量平面9相贴合时，停止转

动，同时固定框架412使清洁剂导出装置416下降，塞堵条e打开开口，使专用清洁剂a由清洁

剂入口d进入清洁剂导出装置416并从导料口c导出，布在玻璃测量平面9上，通过拖杆43拖

动清洁盒41向左移动，移动轮4152沿工件放置板8与测量平面清洁装置4接轨处设有的波浪

面作为移动轨迹，波浪形的路线让移动轮4152通过移动带动支承柱4151左右移动，依靠限

制卡块4153使弹性清洁条4141跟随其移动，弹性清洁条4141在前进的同时能够阶段型的上

下滑动摩擦玻璃测量平面9，以清理油污和灰尘，提高了装置的清洁效率，同时避免人工清

理容易对测量平面造成意外刮伤的现象，降低了测量平面产生刮痕，对工件测量形成误差

的概率。

[0037] 本发明解决影像仪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较高，若在其平面玻璃测量面上有刮痕、油

污或是灰尘都会使影像仪对工件的测量失准，而所测的零件不可避免的都有些许油污，在

测量完这些零件后，油污会留在平面玻璃测量面上，吸附空气中的灰尘之类的小颗粒，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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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件无法紧贴平面，导致测量出现较大误差，这就意味着需要时常清理平面玻璃测量面，

然而一般都是人工清理，既麻烦繁琐，效率较低，又容易将平面玻璃测量面刮伤，刮痕会折

射轮廓光，使得之后的使用中得到的影像会出现偏差，得不偿失的问题，本发明通过上述部

件的互相组合，通过拖杆43拖动清洁盒41向左移动，移动轮4152沿工件放置板8上设有的波

浪面作为移动轨迹，波浪形的路线让移动轮4152通过移动带动支承柱4151左右移动，依靠

限制卡块4153使弹性清洁条4141跟随其移动，弹性清洁条4141在前进的同时能够阶段型的

上下滑动摩擦玻璃测量平面9，以清理油污和灰尘，提高了清洁效率，同时避免人工清理容

易对测量平面造成意外刮伤的现象，降低了测量平面产生刮痕，对工件测量形成误差的概

率。

[0038] 以上仅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优选实施方式，本领域人员可以根据上述描述

作出许多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应该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9]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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