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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测量大圆筒内径的装置涉及内径测量，

技术方案是：一个平面部件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相

互平行，一个平面部件有一个贯穿上表面和下表

面的长方形通孔，平面部件左端的下表面固定两

个小圆柱，两个小圆柱与下表面接触形成的两个

接触圆的圆心的连线被长方形通孔的中轴线垂

直平分；小圆柱的直径为2-3mm；一个游标卡尺的

主尺的两侧与长方形通孔内部两侧相互接触并

能够滑动，游标卡尺的主尺的中心有一个主尺滑

槽，一个直径小于主尺滑槽宽度的圆柱体通过中

轴线纵剖成相同的2个“半圆柱”形成左测量爪和

右侧测量爪。有益效果是：比较准确地测量圆筒

的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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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量大圆筒内径的装置，大圆筒是指内径大于3cm的圆筒，包括一个长方形通孔

和一个游标卡尺，其特征是：一个平面部件（1）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相互平行，一个平面部件

（1）有一个贯穿上表面（2）和下表面（3）的长方形通孔（8），长方形通孔（8）的四个侧面都垂

直于平面部件（1）的上表面；平面部件（1）左端的下表面（3）固定两个小圆柱（4），两个小圆

柱（4）的中轴线都垂直于平面部件（1）的下表面（3），两个小圆柱（4）与下表面接触形成的两

个接触圆的圆心的连线被长方形通孔（8）的中轴线垂直平分；小圆柱的直径为2-3mm；一个

游标卡尺的主尺（6）的两侧与长方形通孔（8）内部两侧相互接触并能够滑动，游标卡尺的主

尺的中心有一个主尺滑槽（7），即主尺滑槽（7）的中轴线与长方形通孔（8）的中轴线重合，主

尺滑槽（7）的两侧主尺上表面都有主尺刻度，一个直径小于主尺滑槽宽度的圆柱体通过中

轴线纵剖成相同的2个“半圆柱”形成左测量爪（5）和右侧测量爪（5），左测量爪（5）固定在主

尺（6）的下表面且左测量爪（5）的右侧平面与主尺滑槽内侧的左端面重合，右侧测量爪（5）

固定在游标（9）下表面、游标左侧端面与右测量爪（5）的左侧平面重合，主尺（6）左端的刻

度、即主尺滑槽（7）左端面所对应的主尺刻度为左侧测量爪（5）和右侧测量爪（5）相互靠拢

形成圆柱体的直径大小，也就是右测量爪（5）与左测量爪（5）接触时、游标（9）的零刻度线对

应的主尺的刻度为组成左测量爪（5）和右测量爪（5）的圆柱体的直径大小，游标（9）嵌套在

主尺滑槽（7）内部、游标（9）的两侧与主尺滑槽的两侧接触，主尺滑槽（7）的两侧的主尺（6）

上表面有主尺刻度、游标（9）上表面的两侧有游标刻度分别靠拢同一侧的主尺刻度；左侧的

测量爪（5）左侧接触大圆筒的左端内侧面，同时两个小圆柱（4）都接触大圆筒左端的内侧

面，右侧的测量爪（5）右侧接触大圆筒右端的内侧面，左侧测量爪（5）左侧和右侧测量爪（5）

右侧之间的距离为大圆筒的直径；两个小圆柱（4）与平面部件（1）下表面接触形成两个圆，

两个圆中心之间的连线的长度为2.0cm；长方形通孔（8）内侧左端面到两个小圆柱（4）中心

连线的距离大于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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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量大圆筒内径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内径测量，特别是大圆筒内径的测量。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在测量圆筒内径的时候，圆筒的直径方向无法准确确定，导致大多数只能测

量到弦长，无法准确测量到圆筒的内径。

发明内容

[0003] 为准确测量内径大于3cm圆筒的内部直径，本发明设计一种测量大圆筒内径的装

置。

[0004] 本发明实现发明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测量大圆筒内径的装置，大圆筒是

指内径大于3cm的圆筒，包括一个长方形通孔和一个游标卡尺，其特征是：一个平面部件的

上表面和下表面相互平行，一个平面部件有一个贯穿上表面和下表面的长方形通孔，长方

形通孔的四个侧面都垂直于平面部件的上表面；平面部件左端的下表面固定两个小圆柱，

两个小圆柱的中轴线都垂直于平面部件的下表面，两个小圆柱与下表面接触形成的两个接

触圆的圆心的连线被长方形通孔的中轴线垂直平分；小圆柱的直径为2-3mm；一个游标卡尺

的主尺的两侧与长方形通孔内部两侧相互接触并能够滑动，游标卡尺的主尺的中心有一个

主尺滑槽，即主尺滑槽的中轴线与长方形通孔的中轴线重合，主尺滑槽的两侧主尺上表面

都有主尺刻度，一个直径小于主尺滑槽宽度的圆柱体通过中轴线纵剖成相同的2个“半圆

柱”形成左测量爪和右侧测量爪，左测量爪固定在主尺的下表面且左测量爪的右侧平面与

主尺滑槽内侧的左端面重合（指有形的平面延展成数学平面后都在一个平面内），右侧测量

爪固定在游标下表面、游标左侧端面与右测量爪的左侧平面重合（指有形的平面延展成数

学平面后都在一个平面内），主尺左端的刻度、即主尺滑槽左端面所对应的主尺刻度为左侧

测量爪和右侧测量爪相互靠拢形成圆柱体的直径大小，也就是右测量爪与左测量爪接触

时、游标的零刻度线（组成左测量爪5和右测量爪5的圆柱体的纵剖线与游标9的零刻度线重

合）对应的主尺的刻度（主尺最小刻度）为组成左测量爪和右测量爪的圆柱体的直径大小，

游标嵌套在主尺滑槽内部、游标的两侧与主尺滑槽的两侧接触，主尺滑槽的两侧的主尺上

表面有主尺刻度、游标上表面的两侧有游标刻度分别靠拢同一侧的主尺刻度；左侧的测量

爪左侧接触大圆筒的左端内侧面，同时两个小圆柱都接触大圆筒左端的内侧面，右侧的测

量爪右侧接触大圆筒右端的内侧面，左侧测量爪左侧和右侧测量爪右侧之间的距离为大圆

筒的直径。

[0005] 两个小圆柱与平面部件下表面接触形成两个圆（接触面为圆形），两个圆中心之间

的连线的长度为2.0cm。理论上讲，长方形通孔的宽度等于主尺的宽度，为减少相互接触的

摩擦力的影响，长方形通孔的宽度略微大于主尺的宽度使主尺的两侧能够接触长方形通孔

内部的两侧并且主尺能够在长方形通孔自由移动。长方形通孔内侧左端面到两个小圆柱中

心连线的距离大于1.5cm，即两个小圆柱与平面部件下表面接触的两个圆的圆心的连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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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中心作一条垂线、垂线与圆筒内侧的交点与连线中心的距离大于1.5cm。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在理论上圆面的弦长的垂直平分线位于圆的直径方向，圆

筒的上端是一个圆（形孔洞），两个小圆柱与圆筒内壁同时接触，两个小圆柱的顶部与圆筒

上端的圆的两个点接触，两个小圆柱与圆同时接触的两个点的连线平行于圆面上两个小圆

柱中心的连线，长方形通孔的中轴线垂直平分两个小圆柱中心的连线（也就同时垂直平分

两个小圆柱与圆同时接触的两个点的连线），实现对游标卡尺的内径测量爪定向在圆筒内

侧上端所在圆的直径方向上移动，从而测定圆筒上端所在圆的直径，圆筒上端所在圆的直

径也就是圆筒的内径。当小圆柱的直径为2mm、游标卡尺的测量爪的厚度为2mm，两个小圆柱

和游标卡尺测量爪并排的总宽度为6mm，理论上能够做到测量内径6mm以上的圆筒内径；即

两个小圆柱之间的缝隙要能够容纳下游标卡尺测量爪的厚度，测量的下限由两个小圆柱直

径和两个小圆柱之间的间隔决定。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平面部件上表面示意图；图2是平面部件下表面示意图；图3是游标卡尺示意

图；

[0008] 其中，  1、平面部件，2、上表面，3、下表面，4、小圆柱，5、测量爪，6、主尺，7、主尺滑

槽，8、通孔，9、游标。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大圆筒内径，本来测量圆筒的内径对圆筒内径的大小没有限

制，由于本发明需要两个小圆柱4位于平面部件1的长方形通孔8的两侧，游标卡尺的测量内

径的测量爪5位于长方形通孔8的内部，因此较小的内径测量不太方便，将本发明的量程的

下限确定在3cm则有利于比较从容的布置小圆柱4和长方形通孔8，因此大圆筒是指内径大

于3cm的圆筒，其上限受到游标卡尺量程的约束，即上限为游标卡尺的测量上限（内径测量

量程的上限），

[0010] 一种测量大圆筒内径的装置，大圆筒是指内径大于3cm的圆筒，其特征是：一个平

面部件1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相互平行，一个平面部件1有一个贯穿上表面2和下表面3的长方

形通孔8，长方形通孔8的四个侧面都垂直于平面部件1的上表面；平面部件1左端的下表面3

固定两个小圆柱4，两个小圆柱4的中轴线都垂直于平面部件1的下表面3，两个小圆柱4与下

表面接触形成的两个接触圆的圆心的连线被长方形通孔8的中轴线垂直平分；小圆柱的直

径为2-3mm，小圆柱4通过螺纹固定在平面部件1的下表面，螺帽露在平面部件的上表面，小

圆柱也能够采用其它固定方式，比如螺钉或者摩擦力或者焊接或者铆接；一个游标卡尺的

主尺6的两侧与长方形通孔8内部两侧相互接触并能够滑动（主尺6与长方形通孔8嵌套），游

标卡尺的主尺的中心有一个主尺滑槽7，即主尺滑槽7的中轴线与长方形通孔8的中轴线重

合（可以降低到相互平行即可），主尺滑槽7的两侧主尺上表面都有主尺刻度（可以降低到与

一般游标卡尺一样：单侧有主尺刻度），一个直径小于主尺滑槽宽度的圆柱体通过中轴线纵

剖成相同的2个“半圆柱”形成左测量爪5和右侧测量爪5，左测量爪5固定在主尺6的下表面

且左测量爪5的右侧平面与主尺滑槽内侧的左端面重合（指有形的平面延展成数学平面后

都在一个平面内），右侧测量爪5固定在游标9下表面、游标左侧端面与右测量爪5的左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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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重合（指有形的平面延展成数学平面后都在一个平面内），主尺6左端的刻度，即主尺滑槽

7左端面所对应的主尺刻度为左侧测量爪5和右侧测量爪5相互靠拢形成圆柱体的直径大

小，也就是右测量爪5与左测量爪5接触时、游标9的零刻度线（组成左测量爪5和右测量爪5

的圆柱体的纵剖线与游标的游标9的零刻度线重合）对应的主尺的刻度为组成左测量爪5和

右测量爪5的圆柱体的直径大小，游标9嵌套（嵌套连接是一种现有技术，比如现有游标卡尺

测深度的尺子就嵌套在主尺后表面，游标嵌套在主尺刻度的下方）在主尺滑槽7内部、游标9

的两侧与主尺滑槽的两侧接触，主尺滑槽7的两侧的主尺6上表面有主尺刻度、游标9上表面

的两侧有游标刻度分别靠拢同一侧的主尺刻度（游标9与主尺刻度靠拢以便于确定是那根

游标线对准主尺刻度是现有技术能够实现的，当游标9滑动过程中与主尺滑槽7之间存在缝

隙，则能够在游标9的两侧同时读取两个比较接近的数值，两个数值的平均值更准确；当游

标9与主尺滑槽7之间不存在缝隙，则游标9的滑动比较困难，当游标9与主尺滑槽7之间存在

缝隙，则右侧测量爪的左侧平面与主尺滑槽7中轴线存在一定夹角，该夹角很小，导致游标

一侧读数偏大、一侧读数偏小，通过两侧的读数取平均则更准确，在后面将阐述，在缝隙比

较小的时候，该影响能够忽略）；左侧的测量爪5左侧接触大圆筒的左端内侧面，同时两个小

圆柱4都接触大圆筒左端的内侧面，右侧的测量爪5右侧接触大圆筒右端的内侧面，左侧测

量爪5和右侧测量爪5之间的距离为大圆筒的直径。

[0011] 理论上主尺6在长方形通孔8内滑动，游标9在主尺滑槽7内滑动即可，因为圆筒是

中空的，事实上主尺6和游标9会掉落，因此应该采用嵌套连接的方式，现有的游标卡尺的主

尺与游标之间也是一种嵌套连接的方式，因此现有技术是可行的，只是本发明是遵从游标

卡尺原理的一种简单的游标卡尺。嵌套方式可以设计为主尺的上表面向两侧延展，相当于

在本设计主尺的接触上，上表面再固定一层更宽的附加表面，附加表面的宽度大于长方形

通孔的宽度、附加表面的中轴线与上表面的中轴线重合，这样依靠附加表面将主尺搁在长

方形通孔8的两侧，附加表面标注主尺刻度，这是分立式的主尺，也可以是主尺下表面的两

侧通过刀片切除部分形成一个中心部分的突出块、突出块的宽度与长方形通孔8的宽度相

同，即一体化设计，这些都是能够实现的；游标9与主尺6之间也能采用相同的方式搁在主尺

滑槽7的上方。当然现有技术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长方形通孔8的两侧各有一个

凹槽、主尺的两侧各有一个凸出，主尺两侧的凸出分别插入到长方形通孔8两侧的凹槽，主

尺6在长方形通孔8的凹槽中滑动；类似的主尺滑槽7的两侧有凹槽、游标的两侧有凸出，游

标两侧的凸出分别插入到主尺滑槽7的两侧的凹槽中，这也是现有技术能够实现的一种方

式。

[0012] 由于已经将量程限制在3cm以上，因此两个小圆柱之间的距离应该小于3.0cm，还

需要考虑小圆柱4本身的粗细（半径），因此两个小圆柱4中心之间的连线的长度为2.0cm。

[0013] 理论上讲，长方形通孔8的宽度等于主尺6的宽度，为减少相互接触的摩擦力的影

响，长方形通孔8的宽度略微大于主尺6的宽度使主尺6的两侧能够接触长方形通孔内部的

两侧并且主尺6能够在长方形通孔6自由移动；只要主尺6的两侧和长方形通孔8的内部两侧

比较光滑，从微观上讲光滑面也是粗糙的，表面有微小的凸起，大致在10-8m的数量级，由于

本发明采用游标卡尺的原理，因此控制在游标卡尺的精度即可，大多数的游标卡尺的精度

为0.02mm，即10-5m，其主尺6的两侧和长方形通孔8的内部两侧之间的两个缝隙都能够控制

在0.01-0.02mm的大小，这样缝隙足够小，也能够达到足够光滑对缝隙大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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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长方形通孔8内侧左端面到两个小圆柱4中心连线的距离大于1.5cm，即两个小圆

柱4与平面部件1下表面接触的两个圆的圆心的连线、连线的中心作一条垂线、垂线与圆筒

内侧的交点与连线中心的距离大于1.5cm。大圆筒内侧表面的任何一根弦长的中心到圆的

边缘都存在一定的距离，在弦长一定的情况下，直径越小、距离越大，在直径一定的情况下，

弦长越长、距离越大，如果弦长为2.3cm（两个小圆柱4中心之间的连线的长度为2.0cm，加上

小圆柱的直径2-3mm，取3mm，一半长度为1.15cm）、最小直径为3cm（半径为1.5cm），则该距离

为（1.5*1 .5-1 .15*1 .15）0 .5=0.96cm，即大圆筒向两个小圆柱连线的左侧最大凸出高度为

0.96cm，因此建议长方形通孔8内侧左端面到两个小圆柱4中心连线的距离大于1.5cm（长方

形通孔8的长度方向为直径方向，因此长方形通孔8内侧左端面垂直于直径方向，即平行于

两个小圆柱4中心连线），这样确保游标卡尺的左侧测量爪5在长方形通孔8内移动能够接触

到圆筒内部的左侧的内壁。

[0015] 对于缝隙的影响：要能够滑动，应该存在一定缝隙，假设缝隙为x，精度0.02mm的游

标刻度的长度为49mm，游标本身的长度大于49mm，为便于估计假定为50mm，缝隙就是使游标

倾斜：一端接触主尺、一端偏离主尺，相当于三角形的斜边、缝隙相当于三角形的高，其对应

的测量为斜边在主尺上的投影（502-x2）0.5，则缝隙带来的偏差为50-（502-x2）0.5，假定该偏

差为50-（502-x2）0.5=0.02mm，则x=1.4mm，一般不需要这么大的缝隙，其实缝隙在0.1mm足够

轻松滑动，现有技术缝隙做到0.01mm也是可能的。0.1mm带来的偏差为：  50-（502-0.12）0.5=

0.0001mm，远远小于游标卡尺的测量精度，因此，在现有技术下，能够避免缝隙对测量精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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