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882986.3

(22)申请日 2018.06.07

(73)专利权人 鸿富锦精密工业(衡阳)有限公司

地址 421000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

工业园第三创业园

(72)发明人 习伟韬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赛恩倍吉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 44334

代理人 蒋志行　谢蓓

(51)Int.Cl.

G01B 5/1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测孔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测孔装置，用于对工件

上的待测量孔的内径进行测量，测孔装置包括测

量棒及标准块，测量棒与标准块相互独立且配套

设置，测量棒包括显示部及至少一个测量部，至

少一个测量部设于显示部的一端，显示部上设有

至少一个刻度区，刻度区设置于显示部的侧面

上，刻度区内沿测量棒的长度方向设置系列内径

刻度值，测量部包括测量面，测量面为相对测量

部中心轴倾斜的环形斜面，测量面的外径沿靠近

显示部方向逐渐增大，标准块侧面开设有凹槽，

凹槽仿形于显示部的侧面；测量时，将测量部插

入待测量孔中以使测量面抵持待测量孔的内侧

面，将标准块底端水平抵持放于工件上，凹槽贴

合于显示部的侧面上以读取刻度区内显示的待

测量孔的内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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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孔装置，用于对工件上的待测量孔的内径进行测量，其特征在于：所述测孔装

置包括测量棒及标准块，所述测量棒与所述标准块相互独立且配套设置，所述测量棒包括

显示部及至少一个测量部，至少一个所述测量部设于所述显示部的一端，所述显示部上设

有至少一个刻度区，所述刻度区设置于所述显示部的侧面上，所述刻度区内沿所述测量棒

的长度方向设置系列内径刻度值，所述测量部包括测量面，所述测量面为相对所述测量部

中心轴倾斜的环形斜面，所述测量面的外径沿靠近所述显示部方向逐渐增大，所述标准块

侧面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仿形于所述显示部的侧面；测量时，将所述测量部插入所述待测

量孔中以使所述测量面抵持所述待测量孔的内侧面，将所述标准块底端水平抵持放于所述

工件上，所述凹槽贴合于所述显示部的侧面上以读取所述刻度区内显示的所述待测量孔的

内径值。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部与所述测量部为一体成型。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棒包括两个所述测量部，两个

所述测量部分别设置于所述显示部的相对两端，所述显示部上设有两个所述刻度区，每个

所述刻度区对应相应的一个所述测量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刻度区分别靠近所述显示部上

远离相对应的所述测量部的一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部呈圆锥台。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自所述标准块的侧面向内凹陷

形成，所述凹槽的延伸方向与所述标准块的长度方向相同，所述凹槽的底面仿形于所述显

示部的部分周侧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部为圆柱状，所述标准块上的

所述凹槽的底面为圆弧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棒由硬质合金制成。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标准块由硬质合金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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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测量装置，特别是一种用于对孔的内径进行测量的测孔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加工时经常需要对工件上孔的内径进行测量，现有技术中，对内径的测量，一般

使用通止规进行测量，或使用内经测量千分尺及游标卡尺进行测量。但是，使用通止规进行

测量，只能验证孔的内径是否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并不能准确读出内径的数值；使用千分

尺及游标卡尺测量时，虽然精度较高，但是检测速度较慢。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鉴于上述状况，有必要提供一种便于对孔的内径进行测量的测孔装置，以解决上

述问题。

[0004] 一种测孔装置，用于对工件上的待测量孔的内径进行测量，所述测孔装置包括测

量棒及标准块，所述测量棒与所述标准块相互独立且配套设置，所述测量棒包括显示部及

至少一个测量部，至少一个所述测量部设于所述显示部的一端，所述显示部上设有至少一

个刻度区，所述刻度区设置于所述显示部的侧面上，所述刻度区内沿所述测量棒的长度方

向设置系列内径刻度值，所述测量部包括测量面，所述测量面为相对所述测量部中心轴倾

斜的环形斜面，所述测量面的外径沿靠近所述显示部方向逐渐增大，所述标准块侧面开设

有凹槽，所述凹槽仿形于所述显示部的侧面；测量时，将所述测量部插入所述待测量孔中以

使所述测量面抵持所述待测量孔的内侧面，将所述标准块底端水平抵持放于所述工件上，

所述凹槽贴合于所述显示部的侧面上以读取所述刻度区内显示的所述待测量孔的内径值。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显示部与所述测量部为一体成型。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测量棒包括两个所述测量部，两个所述测量部分别设置于所述显

示部的相对两端，所述显示部上设有两个所述刻度区，每个所述刻度区对应相应的一个所

述测量部。

[0007]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刻度区分别靠近所述显示部上远离相对应的所述测量部的一

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测量部呈圆锥台。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凹槽自所述标准块的侧面向内凹陷形成，所述凹槽的延伸方向与

所述标准块的长度方向相同，所述凹槽的底面仿形于所述显示部的部分周侧面。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显示部为圆柱状，所述标准块上的所述凹槽的底面为圆弧面。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测量棒由硬质合金制成。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标准块由硬质合金制成。

[0013] 上述测孔装置通过测量部和标准块的配套设计，测量时，只需将测量棒的测量部

插入待测量孔中，并将标准块贴于测量棒上，读取显示部上的读数即可，从而快速准确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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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出孔的内径，检测方便，检测效率及准确度高。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的测孔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所示测孔装置的测量棒的立体示意图。

[0016] 图3是图1所示测孔装置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7]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8]

测孔装置 100

测量棒 10

显示部 11

刻度区 111

测量部 12

测量面 121

标准块 20

凹槽 21

工件 200

[0019]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1] 需要说明的是，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

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设置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设置在”另一个元件，

它可以是直接设置在另一个元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设置的元件。

[0022]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

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3] 请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测孔装置100。测孔装置100用于对工件200(如图

3所示)上孔(未示出)的内径进行测量。测孔装置100包括测量棒10及标准块20。测量棒10与

标准块20相互独立且配套设置。所述测量棒10为棒柱体。测量棒10用于插入孔内，以测量孔

的内径。标准块20用于贴合于配套的测量棒10上以便于操作人员读取测量棒10上显示的所

测量的孔的内径值。

[0024] 本实施例中，测量棒10由硬质合金制成。但不限于此，在其它实施例中，测量棒10

也可以由硬质塑料等制成，只要插入孔道时，测量棒10不会变形即可。

[0025] 如图2所示，测量棒10包括显示部11及至少一个测量部12。至少一个测量部12设置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8505197 U

4



于显示部11的一端。测量部12用于插入工件200的孔内以测量孔的内径。显示部11用于显示

所测孔的内径值。本实施例中，显示部11与测量部12为一体成型。

[0026] 本实施例中，测量棒10包括一个显示部11及两个测量部12。两个测量部12分别设

置于显示部11的相对两端。

[0027] 显示部11上设有至少一个刻度区111。刻度区111设置于显示部11的侧面上。刻度

区111内沿测量棒10的长度方向设置一系列的内径刻度。本实施例中，显示部11上设有两个

刻度区111，每个刻度区111分别对应相应的一个测量部12。每个刻度区111分别靠近显示部

11远离相对应的测量部12的一端。

[0028] 测量部12包括测量面121。测量面121为测量部12的周侧面。具体地，测量面121为

相对测量部12的中心轴倾斜的环形斜面。即，测量面121与测量部12的中心轴之间存在夹角

α。测量面121的外径沿靠近显示部11方向逐渐增大。本实施例中，测量部12与显示部11同轴

设置，但不限于此。

[0029] 测量部12的形状可以根据待测孔的形状进行设置。本实施例中，所测孔为圆孔，测

量部12为圆锥台。但不限于此，测量部12也可以是正棱台等。

[0030] 本实施例中，两个测量部12相互独立作业，两个测量部12的设计相互不同，使得两

个测量部12的测量范围不同。每个测量部12的测量范围基于测量部12的长度设计以及对应

的测量面121的斜度的设计。但不限于此，两个测量部12也可以设计相同。可以根据实际测

量需要来进行测量部12长度以及测量面121斜度的设计。

[0031] 标准块20与相应的测量棒10配套使用。本实施例中，标准块20同样为硬质合金制

成。但不限于此，在其它实施例中，标准块20也可以由硬质塑料等制成。

[0032] 标准块20上开设有至少一个凹槽21。凹槽21自标准块20的侧面向内凹陷形成。凹

槽21的延伸方向与标准块20的长度方向相同。凹槽21的底面仿形于显示部11的部分周侧

面。标准块20的长度基于对应的显示部11的刻度区111在测量棒10上的位置及测量面121斜

度进行设计。使得读数时，将标准块20底端抵持放置于工件200的孔旁边，凹槽21的底面完

全贴合于显示部11的周侧面上，标准块20的顶端端面与刻度区111相交处为此刻待测孔的

对应内径值。

[0033] 本实施例中，显示部11大致为圆柱状，相应的标准块20上的凹槽21的底面为圆弧

面。但不限于此，在其它实施例中，显示部11也可以是其它形状，如棱柱状，相应的标准块20

上的凹槽21的底面为与之配合的凹槽面即可。

[0034] 如图3所示，测量时，将测量棒10的测量部12插入待测量孔中，待测量部12的测量

面121抵持孔的内周面而不能在孔中继续下降后，将标准块20放置于测量棒10旁，使得标准

块20的底端端面水平置于工件200或其它基准台(图未示)上，并使标准块20的凹槽21的底

面完全贴于测量棒10的显示部11的侧面上，此时读取标准块20的顶端端面与显示部11的刻

度区111相交处的刻度值即可，该刻度值即为此待测孔的内径值。

[0035]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测孔装置100通过测量部12和标准块20的配套设

计，测量时，只需将测量棒10的测量部12插入待测量孔中，并将标准块20贴于测量棒10上，

读取显示部11上的读数即可，从而能够快速准确的测量出孔的内径，检测方便，检测效率及

准确度高。

[0036] 另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在本实用新型精神内做其它变化，当然，这些依据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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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精神所做的变化，都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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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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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08505197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