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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ISO 230-1:1' 《机床检验通则 第1部分 在无负荷或精加{条1'Ì 11 I11味的 匕何

精度从第 二版)在技术内容七与该国际标准等效，编写规则I .基本 致

    本标准与工SO 230-1:1996的主要技术差异:

    根据我国使用经验，将A9.3中钢钟白径的仁限位由。月mm改为认之mn，

    工别)236-1:]996是对IS() 230-I:1986((机床检验通则 第 1部分:在无负荷 戈精加 }_条付下I! L - t:

的几何精度》(第 版)的修汀版，在ISO 236-1:1956之前，还有 个IS() /H '!3U 1'}61(FI1沫检g,'; ;ir则 .

两者在技术内容I是 致的

    IL 26,76  ft2},;金属切削机床精度检验迪则方是参照ISO; R 230]96}制定的，它与1S()、f，::州:

在技术内容 卜基本 致 因此、在技术内容L.】B2670   P32可视为本标准的前版

    本标准与前版的重要技术内容改变情况:

    日标准的适用范围打大了;

    2)尽m.考虑与形位公差标准协调 致:

    3)明确规定了局部公差的评定方法;

    4)对南.线运动的检验作了明确表述:

    5，士曾加了圆形轮廓平面的测里方法;

    6、士曾加了多种检验机床精度用的「具和装置

    《机床检验通则》是 一个系列标准，包括以下了L个部分

    第 1部分:在无负荷或精加1条件下机床的)L何精度;

    第匕部分:数控机床轴线的定位精度和玉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第3部分 热效应的评定;

    第，部分:数控机床的圆形检验:

    第，部分:噪声发射的测定〕目前我国有GB 121S-  841,,'金属切削机床 噪声声功率级的hUl定

GL/ .C 16769  1997((余属t71削机床 噪声高压级的测定沙，待11际标准ISO  ;0、Vol (p lCi - 1' C,;作i l },

少}-

    本标准是机床精度检验的通用标准。在制、修订各类机床的精度检验标准时‘ 般应符含下伙、ffi I勺

原则、要求

本标准实施之u起，JIS 2670-82(}金属切削机床精度检验通则户作废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都是提不的附录

本标准由「}”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117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技术委v,会归11 "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部北京机床研究pj7

本标准1要起草人:王明德、张维、李样文、陈明生、张明华、黎兴华、陈高、徐光武、陈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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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标准化组织(ISO成员)的联合组织。{}1 标准的制定 {

作通常由ISO I均技术委员会完成。对技术委员会设立的某 一令题感兴趣的14个!5()成员都有仅有J亥技

术委员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与ISO有联系的国际纵织.言方或非官方机构也可参与此项 }一作户ISO白电

}_标川的所有问题土’J国际电I委员会(住C)合作密切。

    经技术委员会接受的国际标准草案.在发往各成员征求意见后表决。国际标准的发布要求个少

7与叮的成员投票通过
    国际标川; ISO23门是山工SO, I‘   39机床技术委员会的SC2金属川削机床检验条件分委员会制门

第 版取代了第 版(ISO)  230-1:198G)、并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ISO ?3(总标题为:机床检验通则 它包括如卜儿个部分:

一 第 上部分:在无负荷或精加土条件 卜机床的几何精度;

    ,a; 2部分:数控机床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第 ;邝分:热效应的评定;

    第4部分:数控机床的lei形检验;

    第5部分:噪声发射的测定。

ISO 230-1的附录A和附录13是提示的附录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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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检验通则 第1部分:

在无负荷或精加工条件下

    机床的几何精度

    ("BA' 17421. 1
eqv Iso 230-1:1996

1998

Test code for machine tools  Part 1

Geometric accuracv of machines operating

  under no-load or finishing conditions

    木标准牛:要规定了有关的检验方法，论述 厂有关的定义、检验方法与测量1_具的使川、公方的 般

fF理一以及检验前的准备 }_作、几何精度检验、上作精度检验和 些特殊检验 本标准还列出了附录 、

〔检验机床精度川的土具和装置)和附录丁认相关标准)

    Ili26川 的条款编号已尽可能保留下来，仪对5. 3中的条款编号作 f更改.即才标741的

2.}.}、5.2

几 2 2.3、汤 2.3 2 :，、:一
2.3.2 5.2.3. 2. 1

2不妇5

2和}53.2.2‘1分别为 !t92i7U的

艺.2和 5.3.全.2

范围

    本标准是对在无负荷或精加上条件下机床的儿何精度和 }_作精度的检验方法f}以标准化 这此方

法也适用1-F1;他需作JL何精度和 }作精度检验的工业机械

    术标准适用F加一L_时不用手提携的功力驱动的机床 它用切除切屑的方法或用塑f"I变形的方法加

工金属、木材等

    本标准只与儿何精度检验有关，‘已既不涉及机床的运转检验(如振动、运动部件的爬行等).to下涉

及参数检介(如速度、进给量等) 这些检查通常应在机床精度检验前进行

    如果 一种测量方法茧未在本标准中叙述，但其特胜经过研究，能保证等效It及更为使1测V.则这

样的方法叮予采J11,

2 总则

2-1 儿何精度检验的定义

    儿何学的定义与本标准规定的计量学的定义有所不同

    儿1u1学的定义是抽象的，仅与理想的线与面相关，往往未考虑实际结构和测量的实际情况 I"Iill", f1

时不能在实际测量中应用

    计量学的定义是具体的，考虑了测量能使用的真实的线和面，井将所有微观的和宏观的IL何偏Y都

包括在同一测里结呆中。它允许一个测量的结果巾包含所有的误差，而勿需将它们 一 区分开，卜分工

作应留给制造厂-

    然血，在某,re情况下，为了避免混淆和使术语简便起见，本标准仍保留了若 卜儿何学术语(例如:介

向跳动、周期性轴向窜动的定义等)但在叙述检验方法、测量工具和公差时.仍以计带学的定义为基础

2. 2 检验力法和测hi T具的使用

— 上r. -'10 Ml L fW A7卫fA ha际偏差只能用耗费大9时间的高精密测量来测定时，则可采用检验误井脸否不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8-07-D2批准 1999-05山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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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公X}.的力1 如用极限从规)来代竹实测误差的方法

    应r强调:丰众验时应r虑由于测觉 仁具以及使用的方法所引起的测 t 41 1A定f',测 从1月们关盆I

应超id被检对象公差的 一小部分 不同的检验场所采川才、同检典其精度会有所 化.故年个;I

子J效的检验羊

    在检验和配"t时 机床应防比气流、光线和热辐射(如阳光、太近的电灯等,,勺I优 洲4� 计石们

前叹等温 机床应防止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对规定应T.:复数次的测鳅 取测幼数值的平均值为测紧结k' 但梅次测1'的数据小I,fi. ffi 人 、产

则、应从检验方法、测IP工具或机床木身J:寻找原因。

    有关更详细的说明 见附录 、‘提示的附S<、

2.3 公左

2.3.1 机床精度检验盯}，的公尤

    公井是限制尺寸、形状、位价和位移1西1,能超过的变动堑、‘亡们对1作精坟以及对}I.币要冬邢价

和I咐件的安装都是必要的

    有些公差仪适用于试什〕

2-3.1 1  i I ', v-'单位和测虽范围

    六确定公差时.应规定:

    .)所使用的计4单位;

    10参考从准、公差值及其相对卜参劣基准的位置;

    。 测员范(44

    公差和测y范围应采川同一单位制。公差 特别是尺寸公差.当简单参照比械零都们的石关f-i;冷卞

能确定它们时、则应对其加以说明。对十角度公差应T-) 11角度单位(、‘、”)或止切植(mm /m)

    当一个规定的侧里范IN的公差已知时，另 一个测量范围的公差叮以用比例定律与第 个测紫范Irl

的公差相比较而确定 对于’J基PW测全范围有很大差别的测量范围。则不能用比例定律:对了小14,1 Sri范

围的公X-_-应该比按比例定律得出的公差大;对于大测量范围的公差应该比按比例定律得出的公2泛小

2.3.1 2 公差难则

    公差包括所使用的测苗工具与检验方法固有的小确定度。因此.测量的不确定度被包括有允差之内

〔见 22}。

      例如:

    跳动公差:zm口’;

    检具的不确定度和测量误差:y mm;

    脸验时最人允许读数尤,c"-y) mm

    由厂与计吊室测量相比较产生的不确定度、用作参考表面的机床零部件的形状不确定度以及'AV ill,

L.具测头或支座接触表面的形状不确定度所引起的误差均1叔rL}考虑

    由于存在上述原因所造成的误差.因此.实际偏差应为数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

    选作参考基准的线或面应直接与机床有关(例如 车床两顶尖中心连线.挂床的1轴、刨床的异认

等)，公差的力向按2. 3.2.4的规则确定

2.3-2 公差分类

2. 3.2.1 试件和机床各独立部件的公差

    在{11L床的加1.图纸F. r;*li反映适用于机床各独1L部件几何精度的相应标准所规走的公丈规则

2. 3.2.1-1 尺 1一公差

    本标准所规定的尺寸公差仅与工作精度检验用的试件尺寸、)J R-安装尺1和,,I装在11L床(t钊鸽

部、转塔孔)卜的测量工具的安装尺寸有关。‘色们是允许偏离名义尺寸的极限 尺寸公旅应采用长度矛

位表小(例如:刀具安装和定位川支承面或孔径的偏差)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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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应ill数字表小或用相应标准所给出的符号表示。

    例如:8o 或80j6

2.12门.2 形状公差

    形状公差是限制偏离理沦几何形状(例如:相对于一个面、一条自线、 个回转圆州体、螺纹或 行的

轮廓1的允许偏差 形状公斧用长度或角度单位农不。由J一测头或支座都有 一定的itii积.两以命向、仅能

测得形状民差的一部分 在精度要求极高的场合，还)立规定测头或支座等的接触肉积

    测头的表面和形状应与被测表而的微观几何形状相适应(平板fin -}R l Ll沐的 1作台Y- T, 4}I i1 f PI I :,I

接触I衍的测1来测越的)

2.321.3 位置公差

    位置公l.:是限制 一个部件相对于一条r'[线、一个平面或另 个部件的位置的允许偏井(如、}一{州艾、

承直度和-T+:合度的偏差等)。位置公差用长度或角度单位表示

    当位扮误差是在两个不同的平面内分别测定，且该两个平面内的偏差对机床的加1精度有仁囚影

响时，公差应在每个乎面内分别规定

    ;t: I 、与确定与{习、注有形状误差的表而有关的位置公差I讨，该表闯的形状L吴长"y包括右此位置公斤内

2.3. 2.1.4 形状误差对确定位置误差的影响

    (I测定两个平曲或两条线的相对位置误差时‘见图1.X1'和z'[' ) ,测量 r且的读数白行地包括 犷若

干形状误差 这种检验方法仅用于包括两个面或两条线的形状误差在内的总误差的测III这1立作为 圣

规定的原则 III此.总公差应考虑到听涉及农面的形状公差(如有需要、预检可以确定线和BIl的形状ii差

及JL相应位置沁

山测鼓 C具的不同读数，刀，得到的图表依次ICI

1 I用直线 aH代替这条曲线来确定〔详见三.之.工

出的曲线如图1中的"b。作为 一条脸收准则，即误j

1)

2. 3.2门.5 局部公Y,

    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通常是指整个形状或位置上的公差。它不能满意地限PI局部长度l_! 'I9允i'1偏

差 为此.可建立 」个针对全K上的一部分而言的局部公差来达到目的。

    局部误差是指在一条线或一个部件的轨迹的局部长度1，平行于该局部长iY}的任、乃勺的两条、{勺、

线之间的距离.这 距离也就是该局部长度具有的最大局部误差(见图2)

局部长度

                                                图 2

局部公差口’、部)的数值按以下方式确定:

    从有关机床特定检验的标准中

或

一 与总公差(T,, )成比例，但算得的局部公差的最小值应有听IN定 通常为。川) } nuu)I哒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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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r肠部

乙」 长度
图 3

享l;J、卜一由I-测址E.具的支承面或探测面覆盖 !局部缺陷.局部缺陷不会被显露 但是. "I探测曲

lb} a}器或测微仪的测头、较小时 {花使测星 1.具的测少在光滑的表面〔平尺、检验棒等)土_移动

了一 令·二人
举1v{

一，一

了}r}x 0.031 oooX 1自0 〔).003 mm

2 3-2-2 适用少机床部件位移的公差

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应按照相应的标准检验

2.3.2.2门 定位公r-

    定位公尤是限制移动部件卜的 个点庄移动后偏离其应达到的位置的允许偏无

    例 1(Ili:图 妇

    在沿vutr程的终点位置上。偏差d是运动实际达到的位置与}〕标位置之间的距离。户为定位公2

图 4

例 艺

1抽相对于与它连接的分度板的旋转角度(见图5)。户为定位公差

rt标位 盟

实漪日卞置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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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11 重复定位公差
    平复定位公Ì限制 f在同 一或相反方向上重复趋近目标时各次偏差小超过i均范洲

2.3.22.2 轨迹形状公差
    轨迹形状公养是限制运动部件 ! 个点的实际轨迹相对 卜理论轨迹的偏差(见图6)一i>z公和奋宋

用长度,Y,位来表示。

公 差

1际4L迹

理论轨迹

图 6

f

!

.
1

1

.

..

‘!秘
越 I <}
竖 一理

 
 
 
 

报
李

 
 
一!

椒
翻
希
退

  、一-- 实际轨迹

规定轨 ilzl

                  }— --— -- 一
                                                    }冬}了

2.322.3 线运功的相刘位置公差〔见图7)
    六线运劝的相对位置公差是限制运动部件卜 一个点的轨迹与规定的方向之1ti1的允厂f偏Y,如4)t迹

与 条4'1线或 一个平山间的平行度或垂直度公差)。川长度单位即个长了土或任意测枯长lx' }表y(

2.12. 2-4 部件移动的局部公差
    直线运动的方向公差、轨迹的形状和位置公差也是与部件移动的整个长度有关〔当要求局部公差

9仁局部公差依的定义与确立同2. 3. 2.1.5相似

2.3-2.3 综合公差
    综合公差是为厂限制各个偏差的复合M,,该复合量可以一次测得而勿需知道各个偏差的大小

    举例(见图8)
      一根轴的径向跳动偏差是形状偏差〔与测头接触的周线ab的跳动)、位置偏差(骊h的儿何轴线与只

旋转轴线不i合)和轴承孔跳动偏差的总和

                                                    图 8

2.3.24 轴线、导轨等的角度位R公差的符号和位置
    当公差位置相对于名义位置旱对称时，可用+符号J如公差位置it小对称时，J"4对其是相对于机沐

还是相对于机床的 个部件用文字确切说明、

2.325 轴线和运动的习}1'1表示法
    为厂避免使用‘’横向”、“纵向”等容易引起混淆的术语，机床部件的移功轴线和旋转轴线琦按有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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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定的i毋(例如义、)、2等)和符号表示

3 准备工作

3，1 机床检验前的安装

    机味价验前‘必须将机床安置在适当的基础仁并按照制造{的L兑明书调平机床

11.1 调平

    安装机床的准备工作必须包括(见3.扮它的调平.准务工14本质 仁是根据#1l沫的特点确定的

    调“「的〔)的是为了得列机床的睁态稳定性，以方便其后的测m.，特别是与某些部们自线度有关的1U}

Jn

3.2 机床检验前的状态

3.21 某些零部49的拆卸

    机床检验原则I-是在制造完毕的成品!进行，仅在特殊情况下才按州制造I的说1川书拆卸装il=L 2

部件又例如:为1检验份轨而拆卸机床的工作台)。

3.2.2 检验前某些零部件的温度状态

    为了尽叮能使润滑和温升在正常了作状态下评定机床精度 在进行几何精度和丁_作精度检验时 )t:'-

根据使川条件和制造厂的规定将机床空运转 使机床零部件达到恰当的讥度、因为有此零部们〔例如八_

轴>的发热，将会引起位置和形状的变化

    A精度机床和温度波动对其精度有显著影响的 一此数控机床要求具备特殊环境

    从环境i6d度_〔_开到上作温度的一个正常周期内，机床的尺寸多少发生了变化 这足必须考c的 t9

床受检时.其环境温度和进行升温的步骤应由制造1一和711户作为 一个议题达成 一致意见〔

    热变形可带来不利影响的主要区域是:

      、特别是在_L平面和轴向平面内的构件位移(包括王轴);

    卜〕)卞要依靠丝杠保证定位精度的轴向驱动系统和定位反馈系统

32.3 运转和负载

    儿何精度的检验可在机床静态下进行，或在机床空运转时进行 当制造厂有加载规定时‘例如:对41

型机味)机床应装载一件或多件试件

4 工作精度检验

4门 检验

      }_作精度检验应在标准试件或由用户提供的试件上进行 与实际在机床 }一加」_零件小同 实行 L下乍

精度检验不需要多种工序。工作精度检验应采r11该机床具有的精加了.1序

    I_件或试件的数目或在 个规定试件上的切削次数，需视情况而定，应使其能得出加1的平均精

度 必要时，应考虑刀具的磨损

    除有关标难已有规定外。用于工作精度检验的试件的原始状态应予确定 试件材料1试件尺}f和要

达到的精度等级以及切削条件应在制造厂与用户之间达成一致

42 _{二作精度检验中试件的检查

    I作精度检验中试件的检查应按测量类别选择所需精度等级的测量工具

    在2.3.2.1中，特别足在1.3-2-1.1和2.3.2.1.-=中规定的公差，均适用于这些检验

    在某些情况下.几_作精度检验可以用相应标准中所规定的特殊检验来代替或补充(例如:在负载下

的挠度检验、动态检验等)。

5 几何精度检验

5.1 一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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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1对机床规定的线和面的形状特征、位置或位移进行儿何精度检验‘规定1定义、、则板刀从和”

定公差的方法

    包括:

    一 直线度{见5. :2;

        平面度(见5.3);

        平行度、等gE度和重合度(见几.住):

          垂直度(见5. 5 ):

        旋转(见5.6)

    对每项检验至少提供了一种检验方一法，并指出r使用的议器和原理

    当用其他检验方法时，其精度应至少等于本标准中所示检验方法的精度

    为厂简便起见 虽然测量力法已系统地选择厂最常用的测量卜井，如平尺、角尺、检验体、Pelf衬角’之

精密水平仪和指lr器的那些测量方法 但还应注意共他一些测ht方法 特别是那此实际卜已1泛劝tJL床

制造部门和检验部门中使用的光学仪器测量方法 为方便和fk速起见。对大}7机床部件的检脸fl- 'rP Slli要

采川一些专用的工具

52 直线度

      直线度的几何精度检杳包括:

        一条线在一个平面或空间内的直线度见52. 1 ;

      一一 部件的直线度见5. 2. 2 ;

          运动的汽线度见5. 2.3。

5.2-1 一条线在一个平面或空间内的自线度

5.2.1. 1 定义

5. 2. 1门门 一条线在一个平而内的直线度(见图9)

    在平面内的 条给定长度的线‘当其上所有的点均包含在平行1该线的e方Ii,l 14, 41 :0 M离' ; C )-

相等的两条ft线内时，则该线被认为是直线

      ra.线的总方向(代表线)的确定，应确保该直线的直线度偏差为最小

      按照惯例由 F列二者中确定其一:

          适当地连接靠近被检线两端的两个点(多数情况卜靠近两端部分可不考虑·因为这此部分i

  存在无关紧要的局部缺陷)

      或

      一 一由若1一个测贫点日算出的自线(例如:最小二乘法)

5.2.飞.1.2 在空间内的一条线的直线度(见图10)

在空间内一条给定长度的线，当其在给定的平行于该线总方向的两个相4.垂直平曲;_的投影满足

x.2.1.1 1的育线度要求时，则认为该空间线为直线

图 ]0

门3 在饱个平向内的公差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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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1 2 直线度的测址方法

          长1.4:测敏

    或

          角度测狱

    直线度的实际基准,}}f为实体的攀雕(平尺.张紧的钢丝)或通过与精密水、I月义、夕乙束等给定的!;L准八

进丁)比较_

    扣荐}具:

    .)长度小}或=i-于1￡;。。IM,:日寸:精密水平仪或实体基准(如平尺):

    l)长度人于{600 [llnl时:峡准线(精密水平仪，光学仪器:.丈钢t1和欣微镜、

5.2.1.21 长度测橙法

    仆为基准的实体(直线度?A准));4.置 r有关被检线的合适位置土(见la }}).日的是使 个介适的11(J

髦土_具得以应用

    该测41:1具提供被检线相对于直线度基准的偏左读数;这些读数{.r以在被检线全长的.勺匀分Vl}}或

任营的)若 }几点二_获得‘所选择的点的问隔与使用的_}具无),I ) "

    建议直线度基准位置的两端点读数大致相1司。然后用合适的比例将读数直接用图形表小出来

    通过确定一条代表线(见5.3.1.1.1)来处理测量结果一线段.b1",所代表:、勺数谊即为经处理后获科

的直线r};t偏左

    r1:线度偏差冷少平行于代K线if与偏龙的土端和下端相触的两条i%线问的距离

    注 」 当1C表线的斜度值大时‘币向倍率应 i=L伙考虑_

1C}}一一f一一 }B

直线度基准

直线度 偏r

图 1工

5.2. 1. 2. 1.1

52.12门门

平尺法

  在垂直平面内测皇

    平尺应尽可能放在使平尺具有最小秉力挠度的两个量块上(最仕支承，见八2)

    指刁器安装在具有三个接触点的支座1_并沿导向平尺作直线移动进行测W. -_个接6点之

于氓直触及平尺的指示器表杆的延伸线上t见图12)

    平尺的己知误Y应受到重视，需要时.对结果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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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2

5,2门 2门.1.2 在水平面内侧量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一根水平放置的平尺作为基准面

    指不器在与被检面接触情况卜移动。并触及基准面(见图111

    放置平尺时.使其在线的两端读数相等.可直接读出该线相对丁连接两端点的直线的rti}=; y

最块

摧准而 一

第 次 读数

基 准

第 二次 读数

图 13

    应指出 不论平尺在其两个支点上有任何挠度，基准面的直线度实Pl7}都不会因亚Ij饶设队‘

    在水平面内测赁育线度采取平尺法的另一个特点是能把作为基准面的平尺所4?,石III,山线片

测6结果中排除

    为此，采取J一所谓的翻转法_即按以上所述进行完第一次iAl 后.使平尺绕其纵回轴线翻议

并使翻转过来的同一个基准面和翻转过来的且始终贴靠丁被检而匕的同一个指}l: 7n fii I}1挪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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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Fu的直线度偏差

一次读数 五

曲线 .N

次读散 1;

                            L 平尺的14线度偏差
叫 11

    这样就获得T图11中的可加以比照的191条偏f曲线h.',和E 共中 条是，!人尺偏丈翎被于勿角偏差

之和:少i一条是两者偏差之差。

    中间曲线M是平尺基准面的偏差。偏差<1lE 或相等的61凡)为被脸而的戌线11偏左

5.2 1.2门.2 钢zffi11W,微镜法

    张紧 一根直径约0.工mn;的钢丝，使其尽可能地平行于被检线〔见图1S ),例如一对位 卜水平曲内的

MA'线而言 用 一个垂直安放并装有水平测微移动装置的显微镜 即可读出被检线对代表141量基准的张

紧钢丝在水平面X S'内的偏差(同样见八9)

    张紧的钢丝F和被检线MN应位于同一水平面内。

    显微镜座应位于包含被检线的表面上的两个支点 [_。其中 点尹位于与包含了显微镜光学轴线的

假想而相垂直的平面内(见图10)

    当钢丝的下乖量不容忽视时，应避免使用钢丝显微镜法。因而 在图15的场合下.如果钢丝每个叔

的下垂量己知时，用 一个水平安置的显微镜来测量KS线在垂直平面内的直线度是有可能的。担是，要

以足够的精度确定出这个下乖量是非常困难的〕

                                                              与x-r平面相i扣叙约截曲

                                                    图 15

5. 2门.2.1.3 准直望远镜法

    当用准直望远镜检验时(见图16),所要测量的高度差 :等于望远镜光学轴线与标靶 卜显/r的fn ir_

之间的距离，它可以在十字线上肖接读出，或用光学测微计(见:110)读出

    望远镜的光学轴线构成了ial8量基准

    通过回转整个望远镜和标靶，可检查一条线在任一个平面内的直线度 标靶座要IN 1-包含被检线队

表面L: .其接触点数要足以保证稳定和导向。

    标靶座接触点之 一P应位于被检线上，并一按5.21.2.1.2所规定的力一法进行处理

    标靶应在尸点与包含 了被检线的表IEu柑垂ft.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T 17421.1一1998

应采取 一[)]措施使运动件较好地进行直线或平行于显微镜光学轴线移动

在长度大的情况下，空气折射率的变化会使光束产生偏移 从而影响到测量精度

十字线
望远镜7 观测装 置

光源

d

图 16

5.2. 1. 2门.4 准有激光法(见['}l 17)
    激光束用作为测量基准。光束对准沿光束轴线移动的四象限光电 二极管传感N。传感k*中心与光

束的水平和垂直偏差被测定并传送到记录仪器。测量仪器的使用说明1i将会作出详细的叙述帅科羊见

A13)

    传感器支点1'之 应按5.2,.12.1.3所规定的要求处理

5.21.2.1.5 激光干涉法(4Z[118)

    测量基准由双镜反射器确定
    用激光干涉仪和专用光学组件来测定标靶对双镜反射器对称轴线的位置变化 由十本方法的仪器

测量方法尚不定型，所以具体检测方法参照使用说明书的叙述(同样见AID

    传感器支点尸之一应按5.2. 1.2〕.3所规定的要求处理
双镜反射器

。撬
  四象限光电二极管7

二V二习       },/
一一一 泪 一 二主

涅拉斯顿棱镜干涉仪

篡撬
_一，二二二二二一二__

少二‘夕7次I’l

图 17

乙尸2‘

图 18

5,2.1.2.2 角度测量法

    在这种方法中一 个可移动的检具支座以距离r/分开的两点P和Q与被检线接触〔见图19),该检

具支座先后处在11Q。和PQ 两接连的位置上 P:与Q?。相重合 在包含被检线的垂直平面内放置检具

于支座卜，并测量出支座相对于测量基准的角度a。和u

[F5检具支座支点间的那部分被检线采用此方法是检查不到的，这项检查可用适当长度的平尺来进(T

广 万 几

Qo }}̀   m断
t'二气 JU

                                                            侧量基准.一产

                                              图 19

结果如下述获得(见图2())，按适当比例将下列参数图形化。

  一 在横坐标中，支脚距离d与被检线相应;

    在垂直坐标中.针对测量基准的相对高度差。相对高度差如下计算:

                                              F几

一被检线上的不同点几.P�P�...P;...P

一cltana,

可按预期的比例放大绘制

代表线山这条线的本身确定，如通过P�八两个端点〔见5.2-1.卜功
如前所述，直线度偏差是由平行于代表线且触及曲线高点和低点的两条直线问洽、y轴线的距防

确定的(见5.2. 1.2.7)
注G运动部件支点P和Q要有足够的而积 以减少小表面缺阳的影响 定要认真准备支汽7i i青洁表it I一IA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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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74误差

    注7:这些方法亦可用f超长断离的测量e但是在这种清况 卜，要适当选择d值，以避免读数过大和V积误差

5} 2-1.2- 2. 1 精密水平仪法

    测量「具为精密水平仪(见AGO. 精密水平仪沿被检线依次放置，如5.2.1.2.2所述_测4从准为

水平线(见图19)0

    如果被检线不是水平的，则水平仪安装在一个具有合适角度的支承块上(见Ixl 21 )

导向平尺

                                                                      A

                                                    图 21

    当检查线段AB时，与水平仪连为 ，体的支座应保持恒定方向(如通过一个淤向平尺，见图别、‘

    注8，水平仪仅可检查在垂直平而内的直线度.对于检查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则要采用另外的方法〔如钢丝书淤微

          镜)

5.2.1.2 2.2 自准直仪法

    在用自准直仪检验的方法中，使用一同轴安装的自准直仪(见图22)，川动平镜Af围绕水、I'轴线的

任何转动都会引起焦点平面内十字线成像的垂直移动。这个位移相当干平镜架的角度变化 可用fl镜X4!9

微计测得(也见Al1)。

    测黄基准由十字线中心所确定的望远镜的光学轴线构成

    注9。使目镜测微镜转动90，就可同样对围绕垂直轴线的可动平镜M的转角进行测量、因此自NI育议1”川 ;';

          平面内的角度测里

    注to 该方法特别适用于大长度的检验。因为，与准直望远镜相反，它受山干光束双向行程的空气折射于能变化幼

            响小

    注11:在这种方法中，自准直仪最好放置在含被检线的部件上。

息 可动平镜

4

                                                      图 22

5‘2.飞. 2.2.3 激光 十涉仪法(角度测量〕(见图 23)

在这种方法中，十涉仪应牢固地固定在含被检线的同 部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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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特别适用十要求高的测量，因为.它受空气折射率的变化影响小

测量基准由干涉仪射出的两条平行光束F 和F;,组成

                                                    图 23

5.2.1.3 公差

5.2门.11 定义

    在测量平面内公差r由通过两条相隔距离为e且平行于代表线几方的两条直线来限定(图况) 图

中的最大偏差为:b1 N

    应规定测量范围，如被检线长度，需要时，还要规定公差相对十上述代表直线(或平面)的位置(仅凹

或凸)。

    在人多数情况下，在接近两端的部分通常存在的影响不大的局部偏差，可忽略不计。但每端的不检

验长度应尽可能小，最大不应大于每次测量的移动距离之半。

                                                    图 24

5.2-1-3.2 公差的确定

    给定的最小公差T.用于任 小于或等于L.的测量长度L(见图25)

    给定的最大公差T,用于任 一大十或等于1.:的测量长度1.

    对一于任 中间的测量长度(人 与1,:间).公差T�_按以下比例方法计算:

                    1.钱L:时7' =T

                    L;<1.<1,时7丫 =T.+(T 一T,) (L一7.,) / (L 一L)

                    1.多1.:时讯L7=T,

了，卜._ _ _ _

·

|

!

|

|
一
众

卜

帐
翻

  侧最长度 L

图 25

52.2 部件的直线度

5.2.2门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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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直线度条件和一条线的直线度的条件相同(见5. 2. 1. 1).

5.2.2.2 直线度的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与测量一条线的直线度的测最方法相同(见52.22)

5，22.?门 工作台的基准槽或基准面

    在对偏差测量时，测量工具将读出通过尸点或Q点(人保持最小值)且垂直于这条线的平而内的偏

繁

见RJ2宁

基 准 面

                                                      图 26

    在角度偏差测量时，距离d确定厂测量点的问距(见图27)。可动件应平放于工作台上〔最好采用

S'S:和S,二个支承面)并在被检线七有两个作用支承面尸和Q(见图27)

  几S}-万-- 一门
，，。汁一诚决筑Iv              I

图 27

    更为复杂的基准面(见图28)的直线度偏差是在不与基准面成直角的导轨的作用平I(tl内测最t1111

和J' V线)。

5. 2, 2. 2, 2 导轨

    导向采用导轨或者更为复杂的装置，这种装置为了保证机械的几何精度而不能被拆除 导轨检查包

括直线度测量。但仅在该部件是可接近时才进行。另外对导轨副的检查是测量运动部件的直线运动r4d

523)

    直线度偏差总是在作用面内检查。通常、不是针对水平面(图29AA线)，就是针对垂直面〔图291ifi

线)，尽管存在着某些机床布局的例外情况(见图36)必须指出，导轨的纵向形状不一定是直的，而是在

作用面内呈现出制造厂规定的特殊形状。

    学轨包括:

      〕 一个平面或几个连在一起的小面;

    L))几个狭窄的平面、圆柱或两者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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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刀

                                                    图 29

5.2.2.2.2.I V形面
    运动件以四个接触点支承在该表面1_为稳定起见 它还应在导轨外的其他表面1用 个附加支脚

来支承，

    图30和31为采用凹曰形的圆柱面的例子，{划29为采用倒置的阴空的V形体的刁、例

    沐、2:附加支点不应在运动部件上产生强迫力

图 30 图 31

5.2.2卜2.2，2 圆柱面

    支承在四个垫块卜的运动件应置于圆柱面上 这是 ，种转换的V形(见图32和苏:3)

    如同_L述考虑附加支点一样，也应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

附加 支点

图 32 图 33

5.2一22.2，3 甲个垂直面

    运动件在被检表面上接触尸和Q两点，三个附加支点用来引导运动件

    这汽个支点的选择要确保在不影响两个工作接触点定位下导向(见图料和35、。

    注13:当偏差被直接测量时，测量工具应在与该表而相垂直的平面上进行测星，并通过其中的，一个接触点:当测打

            角度偏差时，距离d确定了测量问距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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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图 35

5.2.2.2.2.4 倾斜布局的床身(见图36)

    在这种情况下，运动件的作用平面与水平面形成一个倾角

    直线度偏差在作用平面内(AB线)，以及在一个与作用平面垂直的平面内测得

作用平面

图 36

5.2-2-2.3 公差

    公差与5. 2.1, 3中所规定的相同

5. 23 直线运动

    机床部件直线运动的检验不仅是为了保证机床加工出直或平的工件 而且还因为工件上 一点的位

置精度与直线运动有关

5.2 11 定义(见图37)

    一个运动部件的直线运动总是包含着六个偏差因素:

    L)在运动方向上的位置偏差;

    })运动部件_卜一点轨迹的两个线性偏差;

    c)运动部件的三个角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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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2向运动引起的偏差

                                    EXZ:线性偏差 E.AZ俯仰 一

                                    EYZ:线性偏差 EHZ;偏摆 一， 角度偏差

                                    EZ,Z位置偏差 ECZ:倾斜 一

                                                    图 37

5.2. 11门 位置偏差

    位置偏差按 2.3-2-2.1及相应的标准处理

5.2-3-1.2 线性偏差

    直线运动的线性偏差由运动部件的作用点或有代表性的点的轨迹的直线度来表述 当运动部件承

装刀具时，作用点就是刀具的位置。当运动部件承装工件时，工作台的中心可视为有代表性的rr

5.23.13 角度偏差

    部件只要一运动，就会带来角度偏差。这些偏差可称之为倾斜、俯仰和偏摆.如图37所小

    所有这些偏差都影响直线运动。当测量一个有代表性的点的轨迹的直线运动时，测量结果包含着全

部角度偏差的影响，但是，当运动部件一点的位置不是有代表性的点的位置巳必须做分离测量时、这些

角度偏趁的影响是不同的。耳个角度偏差的数值是指运动部件在全部行程中的最人转角。

5.2.32 测量方法

5.2.3.2门 线性偏差的测量方法

    为了给出运动部件作用点的轨迹图，采用以下方法

5.2.3.2门门 平尺和指示器法〔见5.2.1.2.1.1.2)

    当使用平尺和指不器时，通常将作为基准的平尺固定在该部件 L. t铣床、加工中心和磨床的 巨作台.

车床床身等〕 指示器放置在刀具定位点上，使其测头尽量靠近刀具作用范围(见A2和A7)

5. 2. 12. 1, 2 钢丝和显微镜法(见5.2.1.2.1.2)

    与采用平尺和指示器的情况相同，钢丝代表平尺，显微镜代表指 }71}器(见A9)

5.2.32. 1.3 准直望远镜法(1=.5.2.1.2.1.3)

    当使用准肖望远镜时，}字线处于基准线 ]_‘标靶处于刀具位置 卜 其中心尽量靠近刀具的作用范

I刹 见A飞‘〕、

5 2. 12. 1.4 激光法〔见5. 2. 1. 2. 1. A和5.2.1.2.1.5)

    当使用激光时(使用线性值 F涉仪直接测量)，仪器的Ad m9准应牢固地固定在被选择作为基准的

部件上。运动件固定在刀夹上，其中心尽量靠近刀具的作用范围(见X113)0

5. 23 2.1.5 角度测量法(见5.2. 1.2.2和5.2.3. 2. 2 )

    检查线性偏差时.建议不采用本方法。对于检查导轨直线度‘检具支座有两个支承点11和Q.其间

距为d(见图19).导轨按增量d逐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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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夜直线运动的情况下.运动部件通常没有这样的文点且在其全长上是和该表面接触的。秋得的

结T-与真实的轨迹可能多少有些不同 假定表面是光汾的，并且运动部件按该表面的包络线移动，则线

性偏差可通过图ss所不的步骤来呈现

    在第;个测1点上，角度偏差为B

其他测点的角度偏差发生可视变化时

5夕.3.夕，2 角度偏井的测量方法

            图 38

。假定B,在由i一1和 的中点到

，测量距离在这里亦被改变

和r止{的中点是有效的，则当

    当在水平du内测量时，精密水平仪可测量俯仰和倾斜.而白准,i仪和激光可测崖俯仰和偏摆

5. 2. 12. 2.1 精密水平仪法(见5.2.1.2.21)
    当使用精密水平仪测览时 应将其安置在运动部件上门使该部件做增货式移功，水平了义记录厂f;f次

移动后的读数

5 2. 3, 2. 2. 2 自准直仪法(见S. 2. 1. 2. 2.助

    当使用自准直仪时，反射镜安放在运动部件上.且与自准a.仪处在基准线 仁

5.2. 12. 2.3 激光法(见5.2.1.2.2.3)
    当使用激光时，外置于涉仪及光束转向器安装在基准线_L，激光反射N安装在运动部件i.或相反安

装、

5 2.3.3 公差

5.2.111 白.线运动线性偏差的公差
    公差限定了一个作用点或有代表性的点的轨迹的直线运动相对代农线(该轨迹的总方向)的允许偏

差 两个线性偏差的公差可以是不同的

5.2. 13-2 直线运动角度偏差的公差

    公差限定了一个部件直线运动的允许角度偏差

      对俯仰、倾斜和偏摆这三个分量而言。角度偏差的允差可以是不同的

53 平面度

5.3.1 定义
      在规定的测量范围内，当所有点被包含在与该平面的总方向平行并相距给定佰的两个平面内时，则

认为该面是平的。
      确定平面或代表面的总方向，是为了获得平面度的最小偏差，通常采用的方法有:

        一 个被检平面内适当选择的三点，在靠近边缘部分上存在无关紧要的局部缺陷可以忽略不计

          或

      一 按划分的点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平面

  5.3，2 测量方法

  5一3.2门 用平板测量
      在被检面上涂上红丹或用轻油稀释的氧化铬。将平板放在被检面上，进行恰当的11复运动 取卜冲

  板并记下被检面每单位面积接触点的分布情况 在表面的整个范围内接触点的分布应均匀.并不少于 -

  个规定值〔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小尺寸较精密的平面伟q过或磨过的平面)。

  5.3.2.1.1 用平板和指示器测量
      测量装置由平板和指示器组成，指示器装在具有一个基座的支架_}，草座在平板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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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测量方法:

a)被测部件放在平板卜(平板尺寸及措示器支架的开度必须大到使整个表面都能测量)(见图39

b)平板与被测面相对放置。在这种情况下，可用一个尺寸与被测面尺寸相似的平板进行测箭(见CSI

40)

被测面 被侧 由

平板(侧量基准)

平板(MI量基准)

图 39 图 40

    为了确定测量点的位置，规定了典型的方格口

    由于表面缺陷引起的不真实读数可通过以下处理方法避免:

    a，使用一个不受表面粗糙度影响的圆形测头的指示器;

    b)在被测面与指示器测头之间放置 一个具有平行面的小圆块.以If盖该表11(Ail削面 刨削面等;

的缺陷。

    注to:在第一种测量方式〔见图39)中，指示器位置受平扳表面倾斜变化的影响。这种方法应限用于高精度’「板 匕

          小可能去考虑平板缺陷;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小的零部件

          在第二种测最方式(见图4。)中，是使用一个与平板垂直安装的指示器支架进行测量，当计算结果时，这为A

          虑平板的缺陷提供了可能性

53.22 用平尺测量平面度

5. 3_2.2.1 用移动平尺所得的一组直线测量

    首先用一些基准点建立一个理论平面。在检验面上选择a,b和:三点作为零位标记‘见图41).将

个等高量块放在这砚点 仁，这些量块的上表面就确定了与被检面作比较的基准面。

然后选定位于基准平面内的第四点d，利用 一些高度可调的量块，将平尺放在“和 点1

面上的e点放一可调量块，使其与平尺的下表面接触。这时，a,b,c和e量块}_的上表面均处十同

{-

在检验

  一表tat

再将平尺放在b和e点上即可找到(d点的偏差;在d点放 一可调量块，并将其上表面调到山已经就

位的那J}?,量块的上表面所确定的平面中。

    将平尺放在

于a和b之间及

和d及b和c点.即能找到被检面上处于a和d之间及b和〔之间的各点的偏差。处

和d之间的偏差可用同样的方法找到(应对平尺的挠度作必要的修止)〔

    矩形和正方形内的读数是这样获得的:仅需要在已知的f和9点放置调整到准确高度的可调W:

块，将平尺置十其上，用量块即可测量出该表面与平尺之间的偏差。也可采用如图12中所示的测量t 1t'

度用的工_具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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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卜又一一二户，
中了户吸一中
冲l 哈

                    图 41 图 42

5}12.2.2 用平尺、精密水平仪和指示器测量‘见图42)

    在这种方法中，测量基准由两根借助于精密水平仪达到平行放置的平尺提供〔见AG).

    两根平尺R,和R:放置在“、b、:、d四个垫块 !_，其中的三个是等高的，另一个的高度是可调的 平

尺如此安装是为了通过使用精密水平仪使其上表面平行。这样，两条直线R.和尺:就在同 一平面工_在

方格内的任意一条线/g上面的R和R，上放 一基准平尺R，用读数计(议或通过标准量块)读出偏差.

    平尺R:和R,1旋有足够的刚度，以使基准平尺的重量而产生的挠度可忽略不计。

    建立一个测量基准，根据测量基准测量出偏差并加以标绘。标绘是在有规律的方格的不同节点土_进

行的，见图43，于是 就绘得了被测面的整个表面。各点距离的选择与使用的仪器无关

5.32.3 用精密水平仪测量平面度

    当测量工具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时，这是目前所知的能够保持测量荃准方向恒定(水平、的

唯一方法

    用角度偏差方法测量 条线的直线度(5.2.1.22)是这项测量的基础

5.I2.3门 矩形表而的测量

    基准平面由两条直线O.X和‘)O' Y确定，此时，O,*和夕是被检面上的三个点(见图44)

 
 
 
 
 
 
 
 
 
 
 
 
 
 

入

一材 1肘 IM

                                                                                                                          }

                          图 43 图 4斗

    直线OX和‘)Y最好选择成互相垂直，并分别平行于被测面的轮廓边。测量从被测面上的 个角()

并沿OX方向开始。按5.2.1.2.2.1中所规定的方法测量OA和()C每条线的轮廓 再测量(YA',0"_4

和CB纵向线的轮廓，以便覆盖整个表面

    叮沿nr.Ll , m' M‘等作追加测量.以进一步证实卜述侧量

    当被检面的宽度与其长度并非不相称时，同时沿对角线测量，即所谓交叉检查，这也是符合需要的

    结果整理〔见图45和图46)

    根据Omra'A和00' O"C线段的测量结染‘采用图2。所示的方法，绘出‘)阴阴’A和00' 0"(.的曲

线。为f绘制州A',O"A�和(B线，起点应为。r、 ()”和〔。在图45所示的情况h.全部曲线1C' 'Y-接近测S

基准，因而这个平面可认为是代表平面，但是，在图46的情况下，07-W A和(KÌ0}2、的代表线位t ox

和口y，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平面将很可能是包含OX和OY'的平面，即OAB(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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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5.3-2. 3 2 圆形轮廓表面的测量

    若用矩形方格对圆形轮廓的大平面进行测量，这将无法覆盖整个被检表而。因此 .最好采用沿边缘

的圆周和百径进行测量(见图47)

    注1}:对圆形轮廓小尺寸平面的测量，可简化为测量直线度的方法进行

              在两个垂直直径上

                在连接边缘点的止方形的四边上〔见图48)

图 扭8

    a>圆周检验
    在 一个均衡座八 卜放一水平仪，并以匀称的间隔绕平板周边移动。

    b)直径检验

    这是按照对一条线的直线度测量的任何一种方法进行(见5.2.1)

5.3. 2.4 用光学方法测最平面度

5.3. 2.4门 用自准直仪测量

    构成基准平面的Ox和OY直线是由在两个位置上的白准直仪的光轴确定的，如果可能。则取7i.成

900。对5.2.1.2. 2.2中所给出的这种方法再接着说明如下:

    供测量用的基准平面是由自准直仪的光轴方向Ox和OY确定的。因此，对O' A' , O".A“和CB的测

量，自准直仪的光轴应平行于Ox(见图44)

5.3.2.4.2 用光学扫描仪测量

    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光学扫描仪(五棱镜)基准平面由置于该平面周边上的 一个华准标靶(A, B,

C)的中心建立(见图吐9)。该仪器的安放要使得望远镜的光学轴线垂直十基4平面 而第四标靶用于测

量表面上任一点的状况(见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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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标靶

5. 3.2-4.3 用准直激光测量

    在这种方法中，与准直激光结合使用的扫描组件借助于若干共面的直线基准确定出一个测量基准

平面(见图50和A13).

5. 3.2-4.4 用激光测量系统测量

    表面的状况是根据通过角度偏差测量出的不同曲线的直线度分析构成的‘见A13)

    图51示出了将曲线1至8绘成图形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测量关联

    依次对曲线1至8进行检查。通过数据处理，解析出读数结果.按等比例的方式绘出平板友面的平

面度曲线图(见图52)。

    注16:调整可转动的平镜，使激光束被校准到所期望的水平力向。上述调整，不在乎对激光束的?#直方向可能产 仁

            的影响

晰光望远镜 四象限光电二极管
{可动件 )

图 50

反射器座又带反射器)

远程干沙仪和光束转向器

激光头

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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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25 用坐标测量机测量

    表0平A度可通过坐标测量机测量。基准平面可由符合5. 3. 1要求的坐标测量机软件来建立，并依

据这个平面确定出平面度误差 见图43)

533 公差

    平面度的公差带用相隔距离为t.且平行于该平面(代表平面)总方向的两个平面限定。

    测量范围及公差相对于代表平面的位置应予规定。

    平面度公差表述如下:

    -一 平面度公差 ·、-Mm;当表面两端点间允许凹和凸时

    凹(或凸)

— 局部公差

-I'm;当表面两端点间只许凹(或凸)时.

... I'm;对⋯--.MMX...... mm，当它被规定且允许凹或凸时

    这种情况下的其他公差应按“局部公差’，理解

    注17;检查结果可能受测量工具测头接触条件的影响。必要时，应规定出这个接触面的条件

5.4 平行度、等距度和重合度

    这些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线和面的平行度见5. 4. 1;

        运动的平行度见5-4.2;

    -，一 等距度见乙小3;

    — 同轴度或重合度见5. 4.4.

541 线和面的平行度

5.41.1 定义

    当测2 条线上若干点到 个面与通过该线的法向平面相交的代表线(见5.2.1-1.1)的距离时.

如果在规定的范围内所求得的最大偏差不超过规定值，则认为这条线平行于该平面

    当 一条线平行十通过另 一条线的代表线的两平面时，则认为两条线是平行的 在两个平面内的平行

度公差不 一定相同

    在测量一平面的代表平面(至少在两个方向r. )到另一平面的距离时，如果在规定长度内该距离的

最大范ITI不超过规定值，则认为这两平面是平行的。

    最大范围是指测量时最大和最小尺寸之差

    在规定平面c水平的 垂直的，垂直于检验面的，通过检验轴线的等)的规定长度上(例如“在3CDmm

上”或 在整个平面上”)测定这些差值

    注 18 平行度定义为一条线(或面)的代表线(或面)到另 条线(或面)距离的差值，如果选择不同的线(或面)作为

            基准线(或而 )结果可能是不同的

5412 MI(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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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2. 1 关于轴线的 般说明

    当测lif涉及到轴线平行度时.轴线本身应由形状精度高，表面光洁和有足够长度的圆丰I内来代表

如果主轴的表面不满足这些条件，或如果它是一个内表面，且不允许使M测头时.可采用 个辅坳的圆

柱面 一检验棒

    检验棒的固定和定心应在轴的端部或在为夹持工具或别的附件而设计的圆柱孔或圆锥孔内进行

    在主轴巨安装检验棒代表旋转轴线时，应考虑到检验棒轴线与旋转轴线不=V合这样一个事实 在王

轴旋转时.检脸棒的轴线描绘出 个双曲面(如果检验棒的轴线与旋转轴线相交，则描绘;IL一个锥面 ，

并且在测量平[At内产生两个位置 B--B'(见图 53)

    在此条件下.平行度的测量可以在主轴处于任何位置处进行，但应将主轴旋转180后，再重复测量

一次 以两次读数的代数和之半表示在规定平面内的平行度误差

    也可以将检验棒调整到平均位置八处(被称为径向跳动平均位R)，然后仅在该位置进行检验

    两种方法儿乎同样迅速，但前者更精确。

    注19:术语"fi们句跳幼平均位置”是指在测量平而内使指示器测头与代表旋转轴线的圆柱1f11接触，在慢慢旋转卞轴

          时观察指示器的读数。当指针指出其行程两端间的平均读数时，即主轴处于径向跳动平均位置

5.4，12.2 两个面的平行度

    下面的方法可用来检查两个面的平行度。侧量应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上进行-

5.4门.22门 平尺和指,r<器法

    指示器安装在具有平底面并与导向平尺接触的支座上.支座在一个平面上按规定的范围移动。测头

沿第二个平面滑动(见图54)0

导向平尺

基 准平 面

卜 台 一 支承州

”’咐一丫r
图 r4 图 石5

5.4.1.2.2.2 精密水平仪法

    水平仪放在跨联在两个被比较的平面上的桥板上沿两平面移动依次读数，取读数L角度值)中的最

大差值作为角度平行度误差，然后将其乘以t变为线值的平行度误差〔见图55和八6)

    如果在两平面上难于跨接，就不能使用桥板.而读数是沿每个平面移动时 参照作为测量基准的水

平面而得到的(见5.2.1.2.艺)。将各对应位置的读数进行比较，从而求得平行度误差

5412.3 两轴线的平行度

    测量在两平面内进行: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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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通过两轴线的平而 ’内:

    一一 然后在与第一个平面尽可能垂直的第二个平面内。

5. 4.1.2,11 在通过两轴线的平面1)内

    测量工具装在具有相应形状基面的支架上 以便支架沿代表其中 轴线的圆柱而滑动;测头则沿代

表第__根轴线的圆柱面滑动

    为 r测定任意点两轴线问的最小读数，应将测量工具在垂直 于轴线的方向 卜慢慢地摆动犷见图

56)〔必要时 测量中司考虑圆柱体在其必须承受的重量下所产生的挠度

图 57 图 58

5.4.1.2.3.2 在垂直于第 一平面的第二平面内

.
这种侧散方法需要一个辅助平面，如果可能应使之平行f通过两轴线的平面凸

如果由于这两根轴线平行于机床的某平面而使该表面成为这个辅助平面时，则应按

所述的方法来分别测定每根轴线相对于这个平面的平行度。否则应采用一个带有可调玻璃管的水平仪

来做相对丁理论平面的测量，为此，水平仪应放在代表轴线的两圆柱面上，并将气泡调零〔如果两根轴线

不在同一水平面内.可使用一个固定的或可调的辅具(见图57和58)

    水平仪按规定的范围沿轴线移动，并测取读数。测量结果按照两轴线间的距离来表示 例如:该}E

离为300 mm而水平仪的读数为0.06/1 000·则平行度偏差将是0.06X0.3=0.Ol8 mm

5.4.1.2. 4 轴线对平面的平行度

    测散 I.具装在平基面的支架上，并沿该平面按规定的范围移动 测头则沿代表该轴线的圆柱面滑动

(见图59)

    在每一测量点上，通过在垂直于该轴线的方向上慢慢移动测量工具来找到最低点的读数

    在轴线位置摆动的情况下，在中问位置和两极限位置测量即可(见图6的

    注2〔:关于代表圆往偏离该轴线的平行度偏差 见 5.4.1.2.1

- -I

g

图 59

1)指通过其中的一根轴线并尽可能接近第二根轴线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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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门.2.5 轴线对两平面交线的平行度

    将具有相应基座的支架放在两平面上，在支架上安装测量工具，然后检具沿交线移动一个规定的P

离，测头则错代表轴线的圆柱面滑动(见图61) 应尽可能选择在机床运转中最重要的两相互垂直的平

面内进行测量 e
    沐 21 关于代表圆柱偏离该轴线的平行度偏差，见5. 4.1.2.t

一百

                                                      图 61

5. 4门.2.6 两平面交线对第三平面的平行度

    在这种测量方法中，交线和第三平面相距不远.使支座和精密水平仪得以使用(见图62) 0使这个组

合件沿交线移动，以所读取的角度值变化量乘以1表示平行度偏差(见5.4.1.2.3.2)

                                                        图 62

    如果第 平面处于不方便的位置，就使用支座和指示器(见图63) }测头垂直第止平面安放.并沿交

线移动依次读数

    另外的测量方法，见5.4.1.2.2

    支座定位面间的夹角与两平面交线夹角应精确地相配。这可以采用如红丹粉之类的能留卜印痕的

介质进行检验

5.4. 1.2.7 各由两平面交线形成的两直线间的平行度

    测量按5.4.1.2.5进行，测量工具的测头触及v形块，该v形块沿构成第二条交线的两平面滑动

应在相互垂直的两平面内进行测量(见图6性)

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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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测量方法要求测量工具支架其有非常高的刚性，同时，只有在两条直线较接近的条件下才能进

行。一般来说，在垂直平面内的平行度应用水平仪侧量〔见图65) >

    注2艺 如果由1在测贷范围内受机床零部件的十扰而使这些平而或有关直线的直接测量有困难时.可对基准平if';

            (例如:由精密水平仪确定的水平而)做相对检骑。

5.4. 1. 3 公差

    直线或平面的平行度公差规定如下:

    平行度的公差:....11

    如平行度仅在给定长度上测量，则该长度应表示出来，例如:

    任意300 mm测量长度上为。.02 mm.

    通常偏差的方向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平行度偏差有方向要求 那么这个方向应表示出来，例如:

      仁轴自山端只允许向上(相对于1_作台面)

    应当记住，平行度的公差包括相应的线和面的形状公差，以及测量的结果受测头表面的影响，需要

时应对其加以说明。

5.4.2 运动的平行度

5.4. 2门 定义

    术语“运动的平行度”是指机床运动部件的作用点〔见5. 2. 3.1.扮的轨迹相对于下列要素的平行

度:

          一个平面(支承面或导轨);

    ---一直线(轴线，两平面的交线):

    — 机床另 」个运动部件上一点的轨迹

5.4.2.2 测量方法

5.4.2.2门 一般说明

      一般来说，测量方法与测量线和面的平行度的方法相同。

    考虑到导轨间隙及缺陷的影响，运动部件应尽可能按通常方法驱动

5.4-2-2.2 轨迹和平面的平行度

5. 4. 2. 2. 2. 1 平面在运动部件上

    指示器装在机床的固定部件卜，使其测头垂直触及被测面。按规定的范围移动运动部件r见图66i

    这种测量方式有代表性的应用对象是 l_件放置在工作台上的铣床和磨床

    指示器安放在主轴端部 如图66所示，工作台移动。所得到的读数可反映对完工丁件精度(对平朽

度而言)的影响。

滑块 (非必要的)

机床工作台

                                                  图 66

5 4. 2. 2. 2. 2 平面不在运动部件L

    侧量工具装在运动部件土.并随运动部件 起按规定的范围移动:测头垂直触及被测而、并沿该、}，



GB/T 17421. 1一1998

面滑动(见图67)。

    如果测头不能直接触及被测面时(例如:狭槽的边)，可任选下列两种方法之

    — 使川带杠杆的辅助装置‘见图69);

      一 使用适当形状的附件(见图6，)

                图 6了

5.4.2.2.3 轨迹对轴线的平行度

ICI 6,9

    测量工具固定在运动部件上，并随运动件一起按规定的范围移动，测头沿代表轴线的m柱面或检验

棒滑动〔见图70)

    对于轴线转动的情况，应使其处于平均位置(见5. 4. 1.2工)。

    除非所有平面都同等重要，否则应尽可能选择在机床实际使用中最重妥的两个相4:垂直的平面内

进行测量

5.4.2.2.4 轨迹对两平面交线的平行度

    轨迹对两平面中每一个平面的平行度应分别按5. 4. 2. 2. 2进行测量。两平面的位置确定厂交线的

位置

5.4.22.5 两轨迹间的平行度

    指示器固定在机床的一个运动部件上，使其测头触及另一个运动部件的指定点 将两部件朝PJ一方

向按相同的速度 一起移动，并记下测量工具的读数变化(见图73)

    除非所有平面都同等重要，否则应尽可能选择在机床实际使用中最重要的两个相f垂直的平面内

进行测量

                          图 70

5，4.2.3 公差

    运动的平行度公差就是运动件上的一点的轨迹刘一平面、

小距离的允许变化量

    确定公差的方法见5.4.1·3。

5.4.3 等眼度

图 7{

一直线或另一轨迹之间在规定长度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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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3门 定义

    等距度是针对 组轴线和基准平面之间的距离而言。当通过该组轴线的平面平行于基准平而时即

为等距 该组轴线可以是小同的几根轴线或者是由同一根轴线旋转以后占有不同位置而形成的几根轴

线

5.4.3.2 rAl量方法

5.4.32门 一般说明

    侧量方法与通过一组轴线的平面和基准平面的平行度的测量方法相同。

    两轴线(或由一轴线回转而形成的两轴线、对一平面等距度的检验实际是平行度测量(见

5. 4. 1. 2. 4)这个检验首先是检查该两轴线是否平行于该平面，然后，用同一指示器在代表两轴线的圆

柱体卜.检查它们与该平面的距离是否相等(见图72)

    如果这两圆柱体不相同，则应把被检验截面的半径差值计算进去

5.4. 3.2.2 两轴线至其中一轴线的回转平面的等距度的特浏

    当装有旋转轴线部件的回转平面不能接近或不允许测量工其在其L移动时，则需建立一个平行丁

该回转平面的辅助平面(见图73)。

辅助平面

旋转平山

                                                  图 73

    辅助平面的调整和固定应这样进行，即将水平仪放在辅助平面上，有可能则放在相互巫直的两个方

向上，部件回转时，水平仪应无变化。然后检验旋转轴线〔在其中问位置和两个极限位置上少和固定轴线

相对于辅助平面的等距度
    注23 无论使用水平的或倾斜的辅助平面时 为保证回转时不发生不正常的位移 建议将指示器放笠在初始位肴

              处

5.4-3. 3 公差

    等距度允差前不加符号，通常在平行于基准面的任意方向均有效

    如果偏差仪允许在 个方向 则方向应予以说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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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1高干轴2

5.4.4 同轴度或重合度

5.4.4门 定义

    当规定长度的两条线或两轴线的相对距离不超过规定值时，则认为它们是同轴或重合 测lf1距离可

以在实际线上.也可以在它们的延长线上

5.4. 4. 2 测量方法

    测量工具装在一支架上万-围绕着 一轴线回转36。“。使测量工具的测头触及代表第二根轴线的G11相

体的规定截面A(见图74),读数的任何变化都表示了同轴度误差的两倍。由于选择的测鼠截面可能位

于两轴线的交叉处，所以还应在第二截面1i处进行检查。

    如果偏差规定在两个指明的平面(例如:图74中的H 和V平面)内，则两平面内的变化应分别记

录

�U
召
当

A
饥

公习 动
图 75

    特别是在水平轴线的情况下，需要刚性好的角形表杆。当精度要求高时，应同时采用两个相对1800

配置的测量工具，以消除挠度的影响。另一个办法是使用一个能承载相当于两倍所用指示器重量而侥度

可忽略不if一的角形表杆。在检验时应采用重量很轻的指示器

    旋转时，由于测量方向相对十重力方向会有变化 所以应考虑测量工具对重力的敏感性

    当两轴线之 是旋转轴线时，装有测量1.具的角形表杆可固定在代表该旋转轴线的检验棒上 如果

要求测量「具围绕一固定心轴旋转时，则它应装在一个具有最小间隙并有足够长度的旋转套卜以保证

读数不受套的间隙影响(见图75)

    如果两轴线都是旋转轴线，则应使检验棒在测量平面内处于其径向跳动的平均位置土 见

,5.4-1. 2-1)

5.4-4.3 公差

    当两轴线(或两直线)同轴度或重合度的偏差方向无关紧要时.则公差表不如卜:’

    轴1对轴2的同轴度或重合度公差:在规定长度卜为⋯... mm

    在特定情况下。可根据工作条件给予附加说明，例如:

    轴线 1只许高于轴线2，或

    轴线1的自由端相对干轴线2的方向只许向外偏口

    在其他情况下。除r规定同轴度或重合度公差外，还可以再加上一个两轴线间的平行度公差‘见图

76)。

    。)轴线1对轴线2的同轴度或重合度公差:在规定长度上为T mm

    b)轴线1和轴线2的平行度公差:在规定长度上为洲 mm 洲<T)
                                                  轴线 1

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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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垂直度

    乖直度测量包括如下:

    — 一直线和平面的垂直度，见5.5.工:

    一 运动的垂直度，见5.5-2

55门 ft线和平面的乖直度

5.5门.1 定义

    当两平面、两直线或一直线和 平面相对于标准角尺的平行度偏差不超过规定的数值时，则认为它

们是垂直的。基准角尺可以是一个计量用的角尺或是一个框式水平仪，也可由运动的平面或(I.线构成_

5.5门.2 测量方法

5 5.1.2门 般说明

    垂直度测量实际上是平行度测量 般注意事项如下:

    对于旋转的轴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 将带有指示器的角形表杆装在主轴上，并将指示器的测9:A至

平行于旋转轴线。当主轴旋转时，指示器便画出一个圆，其圆平面垂直于旋转轴线 被测平面与im}平而

之间的平行度偏差可以通过指示器测头在被测平面上摆动的检查方法测量

    这个偏差要标明检具旋转的直径(见图77)

    u1如果没有规定测显平面，则将指示器旋转3600。并取检具读数的最大差值

    b)如果规定了测量平面(如平面I和平面Q)，则应分别在每个面内记录指示器在相隔180的两个

位置上的读数差值

平raa
半 面 J

    为了消除土轴轴向窜动对测量精度的影响(见5. 6.21. 2)，可采用具有两个相等臂杆的夹具.以便

在相隔1800处安装上两个检具‘取它们读数的平均值。在此之前，应在相应触点上将指示器调整到零

位

    也可仅用一个指示器来实现该检验。在第一次检验后，将检具相对于主轴转过I800再重复检验一

次。

    必要时应加一个适当的轴向压力来消除轴向游隙(见5. 6. 2. l. 1)

5.5. 1.2.2 两平面互成900

    将圆柱形角尺放在其中 一个平面上(见图78).指T器沿另 平面移动，并在规定趾离内记录读数

圆柱形角尺转180。重新测量，并记录读数。取两次测得的读数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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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8

5 5. 1.2.3 两轴线互成90

5.5.1.2.3门 两轴线均为周定的轴线

    将具有相应基座的角尺放在代表其中的一条轴线的圆柱面上(见图79)，用有关平行度的测最方法

测量角尺悬边和第二条轴线间的平行度(见5.4. 1.2.4)

                                                    图 79

5.5.1.2.12 其中一轴线是旋转轴线

    将指示器装在与代表旋转轴线的检验棒相配合的 一个角形表杆上.并使它和代表另一轴线的圆柱

面上的A和B两点接触(见图80)。读数的变化与AB距离有关

    如果第二条轴线也是旋转轴线，则使代表该轴线的圆柱面在测量平面内处丁径向跳动平均位A按

照有关平行度的测量方法测量(见5. 4

图 80

5.5.1.2.4

5.5.1.2.4.1

一轴线与一平面互成90

固定轴线

    将具有相应基座的角尺贴靠在代表该轴线的圆柱面上(见图81)

    用有关平行度的测量方法在两垂直方向上测量角尺悬边对该平面的平行度(见，李t.乙2)

5.5门.2.4.2 旋转轴线
    将指示器装在固定于主轴的角形表杆上，并按5.5.1.2.1进行测量

5.5.1.2,5 一轴线与两平面的交线成900

5. 5.1,2.5.1 固定轴线
    将具有相应基座的角尺贴靠在代表该轴线的Imi柱面 卜(见图82)，用有关平行度的测录方法测s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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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悬边与该交线的平行度(见64.1.2)

5.5门.2.5.2 旋转轴线

    将指示器装在固定于主轴的角形表杆上，使其测头触及座落在两相交平面的V形块1_I将t轴旋

转 180.汁移动V形块，使测头触及V形块上的同一点(见图83),

                                                    图 83

55. 12.6 两平面交线与另一平面互成9。。

    将具有相应基座的角尺(见图8的或指示器(见图85和图86)放置在相交的平面毛

    用有关平行度的测量方法检验角尺悬边和第=

5.1.工.2.6)。

                            图 吕乌

平面或两平面交线的平行度C见 J2或

尽可能在两垂直平面内进行测量(见图85和图86)

噢属
5.5-1.2.了 分别由两平面的交线构成的两直线互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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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具有相应基座的角尺放在其中 条交线上。用有关平行度的测龄方法检验角尺悬边对另 交线

的平行度(见5.4.1.2.的
    注24:如果由于e们之间的距离或机床岑部件的干涉而使这些平面和直线的自接测饭困难时，可借助J 个基准

          平而〔例如用 个水平仪)做相对测量

5.5.1.3 公差

    垂直度公差可以用两种方式给出。

    1)当使用基准角尺时，垂直度公差相当于平行度公差

    即 垂直度公差:在任意··一mm测量长度上为·...... m

    2)当垂直度测j涉及到轴线时.标明测量直径上的读数差

    即:垂直度公差:......mm /......mm.
    当垂直度偏差仅允许在一个方向七，该方向应加以说明、例如:主轴伸出端只许向立柱方向Ni崎曰寸

立式主轴的工作台台面而言、

5.5.2 运动的垂直度

5. 5. 2门 定义

    运动的垂直度是指机床运动部件上一点的轨迹与下列要素的垂E'i度

          一平面(支承面或导轨)

        一 直线(轴线或两平面的交线):

      -一另一移动部件上一点的轨迹

  5.5.2，2 测量方法

  5.5-2-2.1 一般说明

      运动的垂直度测量可以用符合规定条件的角尺来变成平行rt的测量(见示乍2)

      为反映间隙和不良滑动的影响，运动部件应按通常的方式驱动

  5.5-2. 2.2 一点的轨迹和一平面的垂直度

      将角尺放在平面土(见图87)。应按5. 42.2，2. 2在两个垂六方向L测量运动轨迹和角尺悬边间的

  平行度

  5. 5. 2. 2. 3 点的轨迹对一轴线成900

      将具有相应基座的角尺贴靠在代表轴线的圆柱上(见图88),应按5. 4. 2. 2. 2. 2测敬角尺悬边与运

  动之间的平行度。

\ \

图 87 图 88

如果轴线是一旋转轴线时，代表轴线的检验棒在测量平面内应处 J径向跳动平均位置 对于车床床

头箱干轴可带花盘的特殊情况，应将花盘安装上。

数，然后将主轴转动ISO,，同 一点上第二次读数。

先在花盘平行于移动方向的直社上一点用指示器读

两次读数的代数平均III就是I'M量长度卜.的垂直度偏

差。也可以如 5.S1
2- 4.2所规定的那样用轴线来检验，这时轨迹由平行十运动方向的平尺来代替

5. 5. 2. 2} 4 两轨迹间的垂ft度
    用安装在量块和平尺卜的角尺来比较该两条轨迹 测量仪器安装的示例见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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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示器调整角尺的 边与轨迹 工精确地平行，然后按5.4.2测量轨迹 卫

                                              图 89

角尺的 一边也可调整为使轨迹 l具有大十公差值的斜度‘使指示器仅在 个为向1_作 以消除它们

的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垂直度的偏差等于同一测量范围内两指不器读数变化的差值

应考虑由于支承的载荷所引起的部件的挠度

该测量也叮采用光学方法进行(见图90)

光学角尺

(五棱镜)

                                                  图 90

55.2.3 公差

    运动的垂直度公差是指机床运动件上一点的轨迹和角尺悬边在规定长度内(如300 mm)最小距离

的允许偏差

    确定公差的方法见5. 5. 1. 3

5.6 旋转

    与旋转有关的测量包括如下儿点:

      一径向跳动见5. 6. 1;

        周期性轴向窜动见5. 6.2;

      一端f眺动见5. 6. 3

56门 径向跳动

5.6.1.1 定义

5.6门门.1 圆跳动

    圆跳动是通过轴线t.规定点并垂直于轴线的平面内零件的圆的形状误差。

    对轴来说，用轴的外接圆直径和轴的最小叮测直径之差来表示

    对孔来说，用孔的内接圆直径和孔的最大可测直径之差来表示 测量都要在垂直丁轴线的平ik1内进

行。

    实际上，普通测量方法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定义。但在测量零件的圆跳动时应考虑到这个定义、同

时所用的侧量方法的选择也应使测量效果尽可能与该定义相符合

5.6-1.，.2 偏心W,(见图s1)

    偏心跟是一轴线围绕另一相平行的轴线旋转时，两平行轴线之问的距离(偏心即不是i%差，而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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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差支配的 个尺寸;它不应与偏心度相混淆)。

                                                    图 91

5.6门.1.3 在规定点上轴线的径向偏摆

    当零部件的儿何轴线和旋转轴线不重合时，该两轴线之间的距离称为径向偏摆(见图sz)

旋转轴线二似
几何 轴线 =o
i一万节 Ant--

’、4_L--/一 旋转中心
径向偏樱

图 92

5,15-1. 1.4 在规定截面内零件的径向跳动

    如果不考虑圆跳动，则在规定的截面内轴线的径向跳动是其径向偏摆的两倍(见图92)

    一般情况下，所测量的径向跳动由下列误差组成;

    一 轴线的径向偏摆;

    — 零部件的圆度;

    -一旋转轴线运动的径向误差(轴承的误差)

    必须指出:在机床的几何精度检验中，轴线的径向偏摆是通过检查一安装在轴 卜的部件的径向跳动

来测得的。为了避免机床检验人员的任何概念混乱和消除任何差错的危险，本标准中仅使用径向跳动这

个词，并且所规定的公差已习惯地应用于径向跳动.所以检具的读数不必除以2

    注25;对上滚动轴承，轴要转动两圈以上，滚子和隔离罩才能转一圈。而且轴的径向跳动 般是fit隔几转就重复

            次。因此，应在儿转以上检验径向跳动，但至少两转

    从计量学的观点看.如果一个圆柱休或圆锥表面的轴颈在规定的测量长度内(必要时可在轴颈 曰ill

定 根检验棒)在各测量点上的径向跳动不超过允许值时，则认为该轴颈的轴线和旋转轴线重合

5.6.1.2 测量方法

5.6.1.2.1 检验前的注意事项(见3.2.2)

    检验前，应使主轴充分旋转，以保证在检验期间润滑油膜不会变化 同时所达到的温度应是机床正

常运转的温度

5. 6. 1.2. 2 外表面

    将指示器的测头触及被检查的旋转表面，当主轴慢慢地旋转时，观测指示器上的读数〔见图93)

    在锥面上，测头垂直于母线放置;并且在测量结果上应计算锥度所产生的影响。

    当主轴旋转时，如果轴线有任何移动，则被检圆的直径就会变化，使产生的径向跳动比实际侦大。因

此 只有当锥面的锥度不很大时才可检验径向跳动。在任何情况下，主轴的轴向窜动(见5.6.2-1.2)都

要预先测量.同时根据锥度角来计算它对检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指示器测头上受到侧面的推力.检验结果可能受影响 为了避免误差。测头应严格对准旋转表

面的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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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 3 内表面

    当圆柱孔或锥孔不能直接用指示器检验时，则叮在该孔内装人检验棒.用检验棒伸出的圆柱部分按

土述条文检验。如果仪在检验棒的一个截面上检验，则应规定该测9圆相对于轴的位N:因为检验棒的

轴线有可能在测量平面内与旋转轴线相交、所以应在规定间距的八和“两个截A内检验(见图94)

    例如在靠近检验棒的根部处进行一次检验，另一次则在离根部某规定距离处检验 由于检验棒插人

孔内(尤其是锥孔内)可能出现误差，这At检测至少应重复四次。即每次将检验棒相对仁轴旋转900重新

插入、取读数的平均值为测量结果

    在铸种情况下，均应在垂点的轴向平面内和在水平的轴向平面内检验径回跳动(图洲 中的C�认

位置)

图 93

    上迷方法需要说明如下几点:

    应采取措施使测量仪器测头切向滞后的影响减至最小

    当使用检验棒检验时。孔的精确形状不必检验

    当用加 }_并检验一个圆柱形零件的方法来检验主轴的径向跳动时，只能反映主轴轴承的误差 这种

车削试验不能反映圆柱孔或锥孔确切的形状误差，也不能反映该孔相对于旋转轴线的实际位置误差、

    以卜方法仅适用于用滚珠和滚柱轴承的主轴。运转时自动定心(例如通过液压)的主轴，只能在正常

速度运转下检验。这时应采用无触点检具，例如:电容式传感器、电磁式传感器或任何其他适当的检具

5.6.1.3 公差

    径向跳动的公差是指旋转表面的某截面上各点轨迹的允许偏差。允差之前不加符号。这个公差包

括了该旋转表面的形状误差，该表面的轴线相对于旋转轴线的平行度偏差和偏移(位置误差、、以及由丁

轴颈表面或孔不圆而引起的旋转轴线的偏移(轴承误差)对于轴向尺寸小的外表面‘例如磨床的主轴端

部)，检验一个平面即可，对于较长的表面，则应规定几个测量截面

    在规定平面内或规定长度上检验径向跳动时，应标明该平面的位置或规定的长度

56.2 周期性轴向窜动

5.62门 定义

5.6.2门.1 最小轴向游隙

    最小轴向游隙是在静态下 绕其轴线旋转至各个位置时所测得的旋转件轴向移动的最小值(见Ml

95)

5.6.2.1.2 周期性轴向窜动

    周期性轴向窜动是指旋转件旋转时，在沿规定方向加轴向力以消除最小轴向游隙影响的情况下，旋

转件浩其轴线所作往复运动的范围〔见图95)

    当旋转件的轴向窜动保持在公差带内时，则认为该旋转件的轴向位置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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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最人轴向间隙a 最小轴向问隙;d一周期N+轴向帘动

                        图 95

5.6.22 测量力法

5.6.2.2.1 一般说明

    为了消除止推轴承游隙的影响，在测量方向上对主轴加 一个轻微的压力.指示器的测头触及前端值

的中心，在主轴低速连续旋转和在规定方向卜保持着压力的情况下测取读数

    如果主轴是空心的，则应安装一根带有垂直于轴线的平面的短检验棒 将球形测头触及该平面进礼

检验(见图96)也可用一根带球面的检验棒和平测头(见图97)进行检验 如果 }轴带中心孔.可放人

个钢球，用平测头与其触及进行检验(见图98)口

图 98

5. 6.2-2,2 应用
    周期性轴向窜动可用一沿轴线方向加力而指不器安放在同一根轴线上的装置来检验

    对于丝杠，可在螺母闭合时用溜板的运动来施加轴向力。对水平旋转的花盘则通过其自重充分地贴

靠在推力轴承上。然而，当用预加负荷推力轴承时，不必对主轴加力。

    如果不便在主轴上安放指示器，则轴向窜动的数值，可用两个指示器测量(见图99)。可从不同角度

位置测取读数。轴向窜动等于最人和最小平均值之差

    注26:如果it推轴承是滚珠型或滚桂型的，检验时应至少旋转m转

    应采取措施使测量仪器测头上的切向滞后的影响减至最小

图 99

5.6.2.3 公差
    轴向窜动公差规定了主轴在 一个不大的轴向压力下慢速旋转时主轴轴向窜动的极限 这个月的方

向应指明(例如:“向壳体方向施加一个不大的压力”)。必要时，可做两次测量,6先在 一个方向施加耳

力，然后在相反的方向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可以在两个方向卜规定不同的公差「

5.6.3 端面跳动

si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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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3. 1 定义

    绕轴线旋转的平曲的端面跳动:

    a)端面跳动

    端面跳动是指由十绕轴线旋转的平面不保持在垂直于该轴线的平面内而产生的误差。端面跳动用

垂直于轴线的两平面IRJ距离H来表示，旋转时面」的各点均应在这两个平面之间运动

    卜)与轴线距离d的端面跳动

    川垂直 F -轴线的两平面间的距离h表小。由旋转的圆柱体所描绘出的表面部分应}i这两平面之问

运动f该圆柱体的直径为2d,其对称轴线为该表面旋转的理论轴线)

    端面跳动是表面和旋转轴线各种误差的组合((h�1,11/1,)见图100,101和102)

    。)表面小平;

    h)表面和旋转轴线不垂直:

    c)轴的周期性轴向位移

    注'17 :当有关平面的儿何轴线与旋转轴线不重合时(图103零件A).径向偏摆的结果，就引起了端面跳动。已是由

            于该而对旋转轴线的垂直度4差所造成的

市
        图 1 ()() 图 101

5.6 12       M9量方法

    端面跳动是检验 一个旋转的平面。同

主轴旋转时，该平面的轴向位置是不变的

轴线最远的圆周上检验。

图 102

t圆上的所有点应处在垂直于旋转轴线的同一平面内，井且当

由于距离旋转轴线远时，端面跳动有增加的趋势，一般应在即

    指r器应按规定放置在距中心的距离为A处，垂直于被测表面(见图104),并围绕着圆周顺序地放

在彼此留有一定间隔的一系列的点上进行检验。记录癣点处的最大和最小读数差，最大的差值就是端而

跳动值。主轴应慢速连续旋转，并应施加一个轻微的端面压力，以消除推力轴承轴向游隙的影响。、"i明

预加负荷推力轴承时，不必对土轴加力。水平旋转件(例如:花盘)，靠其自重充分地贴辜在推力轴承}.

也不必加力(见5. 6. 2. 2. 2 )

    检验时对主轴施加轻微压力的方向应子规定(例如“施加的轻微压力是指向壳体”、

轴向力

必

注 2H

                                    Al

                                      图 104

如果要分析端面跳动的原因，应分别检验轴线和表而的误差。无论如何都应检验轴线的轴向位移一如果花盘

存安装后加工(即川花盘所在机床自身加 L)，指示器放在刀具位置上测显花盘时，读数可能为零。当将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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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安装在与这个侍殊位w成 1801的地方，就能得到 一个端uu跳动8,该值M轴向位移的两倍-

5.6.13 公差
    相对干垂直于旋转轴线的一个平面所给定的公差，是指在被检平面规定圆周土各点轨迹的最人允

许偏差 它包含了端而的形状误差,端面相对于旋转轴线的角度、径向偏摆和主轴的周期性轴向窜动。但

是这个公差不包括旋转零部件的最小轴向游隙(见图95,100,101和102),

6 特殊检验

6-1 分度

6门门 误差的定义

    本条是关于刻度尺、齿轮、分度盘和丝杠螺距分度误差的定义。

    误差 一般可分为下列几种:

    1)单个分!k误差;

    b)相邻分度误差;

    c)局部分度误差;

    山 累积误差(或给定区间内的各格线的分度位置偏差);

      e)总分度误差

6门 1门 单个分度误差

      是指该分度的实际值和理论值之间的代数差

      例如:对于图105的第 _分度间距的单个分度误差为ub一了夕(这里相邻线之间的距离被看作是

个分度问距，几个分度间距形成 一个区间、

  6,1.1.2 相邻分度误差
      是指两个相邻分度间距之间的实际偏差;它等于两分度间距的单个误差的代数差

      例如:对于图105上第_分度间距相对于第三分度间距的相邻分度误差为(+b-u'b')一(be - b',

牛cab-bc
6.1.1.3 局部分度误差
    是指在规定区间内绝对值最大的正单个误差和最大的负单个误差之和

    例如:图106卜0-6区间内的波幅MN
    如果在规定的区间内所有的误差符号都相同，则局部分度误差等于绝对值最大的单个分度误差

6门.1.4 累积误差(或分度位置偏差)
    是指K个分度间NP实际数值的总和与其理论数值总和之差。可以通过计算每个分度问距的单个分

度误差的代数和，或通过对测量仪器指针的实际位置和没有分度误差时该指针应有的位置相比较来确

定一系列格线中该格线的位置(见图105)

6门.1.5 总分度误差
    是指在规定的区间内，正分度位置偏差与负分度位置偏差的最大绝对值之和 这个区问可以是全部

刻度(例如360') ;图108中的波幅RS

6.1门.6 分度误差的图解法

    取一刻度盘与理论刻度盘比较‘各格线标示在图105[_:

      1)画一张图表(见图106),横坐标表示分度序号，纵坐标表示单个分度误差，则最大波幅 VIN就表

示。，一6区间内的局部分度误差。对于刻度盘的全部序号，这个局部误差则用PH表示。

      2)画 一张图表，横坐标表示分度序号.纵坐标表示相邻分度误IL C见图107)从这图表便可找出给

  定区问内最大误差的位置。
      3)画一张图表，横坐标表尔分度序号，纵坐标表示每个分度相对于它的理论位W的位置(见[

  109),则图示最大波幅KS表示总分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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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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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局部分度误差的确定 MN=在。一6区间内的局部分度误差

PH=在。~陀区问内的局部分度误差
绷
浅
侧
奈
令
拼

图 106

相邻分度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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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分度误差的确定

分度序号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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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为o + + + 十 1 + k一1 k  i-+ +

                                                    图 108

    应该注意:根据图108可如下述推演出图106:图106中第k条格线的纵坐标等于图108中第k条

和第k-1条格线的纵坐标之差1、

6门.2 测量方法

    1)单个分度误差aG一“'H可以写成饭丫斗了劫一(a'b十GG' )或写成(b' b-a' a )的形式:这种表达式表7 一个给定分度

        间距的每 对格线之间的实际差值〔见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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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度误差的侧量往往需要一些专用工具.应参照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技术说明

6.1.3 公差
    通常不必为这五种被定义的误差都规定公差。对于长分度，一般为给定区间(如300 mm)内的累积

误差〔或分度位置偏差)规定公差;对圆分度，一般为单个分度误差和总分度误差规定公差

    注29;对机床进行检验时 分度误差一般包括分度控制装置所产生的误差 各误差分量又如分度民差、刻度盘扣},I 1̀

          基准轴线的位置偏心、零部件的游隙等)的单个数值合起来时就组成总误差_

    注,0:还应iTA:采用圆分度机构Al所给出的梢度，除包含分坟板的团有精度外一还应包括分度板支k时勺机ill主

            轴轴线同心度偏差的影响

6.2 丝杠传动组件的线性位置偏差的确定
    为f确定这些偏差，有必要对所有可能影响这些偏差的部分零件进行几何尺寸的检杳‘特别是丝

杠

    通常，当不考虑由于重复性和次数刘误差的影响时，观测到的任何一组误差都是山两个部分组成:

周期误差和累积误差 周期误差可被视为在机床轴线上最少一次的自我重复的误差分徽.累积误差则被

视为I卜周期误差 尤其是位置采用直接控制而不采用丝杠的机床，周期误差可占总误差 个很大的比

例〕
      丝杠的螺距精度仅是控制位移精度的诸因素之一。某些零部件的游隙和挠度可能是重要的。通过

对每一种影响因素加一个相关的单个公差的方法，使各方面的公差符合机床所期望的精度.这也许是可

能的

      因此，在机床检验时，仅丝杠传动部件的偏差需用几何精度检验或工作精度检验来测定

      对于儿何精度检验，有许多方法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包括使用母丝杠和指示器.量块和指刁;器或激

  光卜涉仪
      进行加工精度检验时，在机床上加工 个试件，并使它给出 一个需要测量的长度;以车床加]丝杠

  为例，在机床上沿床身任意位置装一试件，驱动丝杠加工试件，其加工长度不小于300 mm 然后用检验

  ]_具或测量仪器(例如测长机)检验试件的螺距误差。

  6.3 角度游隙

  6.3.飞 定义

      运动部件的角度游隙，是指运动件锁定时，由于锁定系统中存在的游隙而产生的允许位移角

  6. 3.2 测量方法(分度装置或分度部件的检验)

      这项检验可以在分度装置或分度部件上安装一根有足够长度并垂直丁回转轴线的检验棒，以便石_

  一个已知的距离上进行测量。在这个距离处安装指示器，并使其测头触及检验棒。力矩位的选择不应因

  附加卜分度系统(分度部件)的变形而产生显著的误差。

  6. 3. 3 公差

      角度游隙公差是最大允许角度游隙，可以用角度或该角度的正切值来表示。

  6.4 角度分度装置的重复定位精度

  6.4.飞 定义
      角度分度的重复定位精度定义如下:当在趋进方向和趋进速度相同条件下趋进(此时，宜在每次趋

  进后子以锁紧，以使角度游隙被包含在内)任意角度目标位置时.由一系列检验所确定的角度位移的最

  大差值(范围)

      连续数字控制角度位置的重复定位精度按相应的标准检验。

  6.4.2 测量方法
      这项检验可用 根检验棒和 一个指示器，按与检验角度游隙相同的方法进行。对一f一个给定的分度

  位置.运动件应旋转一整圈。各次锁紧之间的最大读数差就表示与该位置相应的重复性‘在每个分度位

  置 上均应重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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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3 公差

    承复定位精度的公差是所测得的角度偏差的允许范围，用角度或该角度的正切值表不 它包含角度

游隙公差(实际h也不可能在排除角度游隙的情况下来规定重复定位精度的公差沁

65 轴线的相交度

6. 5. 1 定义

    当两条不平行轴线间的最短距离在规定的公差之内时.则认为这两条轴线是相交的

6.52 测量方法

6.5，2.1 直接测量

    两条不平行轴线的交点可以用测量代表这些轴线的轴问距离来测定。这个方法同检查两轴线对 -

辅助平面的"(T HI度的方法相同(见二.斗.32.1)。如果用两根适当加工过的专用检验棒来代桥轴 其上在

平行于这些轴线的平面内各有一平面，则这项检查更容易。在两个平面问测量.以确定相交度的偏差(见

LWl109)

6.5.2.2 间接测量

    间接测量可用一个分离的暴准平面进行.例如用一个与两轴线平行安装的平板 分别测量从基准平

面到两个轴线的距离，并进行比较

65.3 公差

    当轴线 I在轴线2前面或后血通过均无关紧要时，两条相交轴线间的距离按如下表IV

        轴线1至轴线2的距离:士··一 mm

    在其他情况下 当公差取决于工作条件时，表不为:

        轴线1高于轴线沙·".̂  mm

66 圆度

6.6.1 定义

      'i一个平面内的 一条线的所有点包含在半径 卜的即离不超出给定值的两个同心圆内时，则认为,.j

条线是圆的〔见图110)

圆度公差

                                                  图 llo

    圆度或与试件形状有关，或与运动部件所描述的轨迹有关

6.62 试什测量法



GB/r 17421门 -1998

6. 6. 2 1 具有回转测头或回转工作台的圆度侧量仪

    在i}两种情况下，试件均在工作台卜定心(要进行小的偏心补偿)。在第一种情况下，该仪h绕试件
1.1转(见图111)，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工作台回转(见图112) 绘出极坐标图，根据坐标图对圆度进

行评定

                        图 111

6.6.22 坐标测量机

    仪器沿周线移动并以X和F坐标的形式(见图113)确立了短

廓和圆度偏差

图 工12

点的位置。根据这些数据 确定liii1

                                                  图 113

6. 6.2. 3 轮廓投影法
    将被检查轮廓投影到屏幕L，产生一个周线影像(见图114)。两个同心圆表示出了公差带和圆度偏

差，

    注31:由干投影仪尺寸的限制，这种方法仅适用于较小的检测件

图 114

6.6-2.4 v形块法
    试件置十两个v形块(夹角最好为1080)上。转动试件，用指示器测量圆度偏差(见图115

图 115

6.6.3 数控圆形运动的侧量
    圆形运动会受所使用的进给速率的影响。如果加工时和直接测量圆形运动时直径和进给速率都相

同.则这个结果与被加工件上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66.31 用网转的 一维测头
    rh f4 r M.床伸一个一维测头，例如一个电子探测器，在圆轨迹 卜移动。该测头通过 一个专明回转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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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装置问转，并测出相对于检验棒(见图116)或母圆盘(_她幽118)或固定在专用回转夹紧装置2与测头

一起回转的标靶吃见图117)的位移量。测头的信号被标绘在 个圆形图1.(圆形图如图110),圆形图可

以用一个同步极坐标绘图器，或用计算机计算或通过在回转夹紧装置中附加的回转分析器和极坐标绘

图器提供。

通往 计惊机

        1 一维侧头 2 专用回转夹紧装置; 1-专用回转夹紧装置1泛 专用回转夹紧装置).

                    3一检验棒 3一 维M头 h-标靶

                    图 116 图 117

6.6-3. 2 用母圆盘和二维测头

    由数控机床使二维测头在圆形轨迹上作相对于母圆盘的运动，而侧头不回转(见图118).圆形轨迹

的编程直径的选择应使二维测头保持与母圆盘接触。测头的两种信号直接由XY绘图机绘出圆形图( [AI

形It]如图 工10所示)。

二维测头t2 母圆盘13-机床滑板

          图 118

66.33 用球杆仪

    用两个合适的球座将球杆仪与数控机床连接(见图119)，一个球座在机床的工作台上，另 个球座

在主轴头F. ,主轴头相对于工作台作圆周运动。测得两球间距X的变化 测垦信号被标绘在圆形图L:

(圆形图如图110所示)。圆形图可通过同步极坐标绘图器或由计算机评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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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球 2 球座

                                                  图 1上9

6.了 圆柱度
    注32:尽管用圆柱度公差这种手段来控制圆度、直线度和平行度看起来是一种简便的方法，但符合圆柱It定义的圆

            柱度测量可能显得非常困难。建议与有关部分相适应，对组成圆柱度的环节分别给子公差

6. 7. 1 定义

    当一个面的所有点包含在两个半径上的间隔不超过规定值的同轴回转的圆柱体内时 则认为这个

表面是圆柱形的(见图120)

                                                                      reseses圆柱度公筹

                                                        图 120

6.了.2 测量方法

    所有的方法都是针对圆柱度基准所涉及的尺寸偏差的测量

6.了.2，1 坐标测量机

    通过用测头对周线扫描以确定每个截面的圆廓(见图121)0

                                                    图 121

6.了.2.2 用具有回转测头或回转工作台的圆度测量仪

    在这两种情况下，试件均在工作台卜定心.而测头均沿平行于回转工作台的轴线移动。在第 种情

况下，测头绕试件回转(见图111)。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作台回转(见图112) 0通过对在各截面上作出的

极坐标图的叠放来确定圆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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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33:这种方法能提供高的精度，且不难校推 但需要昂贵的设备

6.7.2，3 V形块法

    试件支承在两个v形块<火角最好为1080)上。回转试件，并用一指示器对圆度偏差进行测量(见图

工15)。在一些截面上重复同样的过程，以获得圆柱度的读数

6.8 加工直径的一致性

6.8.1 定义

    当沿着试件在单个轴向平面内测得的在一定间距上加工直径间的变化在规定的最大和最小自径范

围内时，则认为这些直径是 一致的(见图122)

可选择的间隔

  图 122

6.8，2 测量方法

6.8.2门 测微计或类似两点测量工具

仅在一个平面内每一个环带获取读数。试件的测量是在机床处于静止时进行(见图123)

图 123

6.8.2，2 高度规

    试件水平地固定在顶尖间或支承在v形块上。用一高度规测量被加工直径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见

图 124) 0

高度规

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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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检验机床精度用的工具和装置

Al 一般说明

    本附录中所叙述的测量装置是用来检验机床的几何精度的。必要时，可参考有关的标准

    A2至AS叙述了用十机床精度检验的精密工具。这些精密工具的精度是验收时采用的测量I. t1.的

精度C不是针对计量室测量工具的精度)

    实际工作中.这些工具的测量误差应等于或小于被检对象的公差带的10% ,

    根据计量方面的要求，测量装置每隔 一定期间应同已知的参考标准相对照进行校核。必要时，应提

供校验单，以证实该测量装置的状况。

    测量装置在它未稳定到环境温度之前不宜使用，并且在检验过程中要尽量保持环境7i}d度稳定。

    J1注意防止振动、磁场、电扰动等对仪器产生的干扰

A2 平尺

A2. 1 说明
    平尺是具有一定精度的平直基准线的实体，参照它可测定表面的直线度或平面度偏差

      平尺有两种基本型式

          具有单一面的桥形平尺〔见图Ala)八

      一一具有两个平行面的平尺

          后者可以是:

      一一具有实心或减轻重量梁腹的工型截面〔见图Alb)升

        单纯的矩形截面〔见图Ale)]

          平尺最好进行热处理和稳定性处理

A2.2 精度

      机床检验用的平尺应遵守下列条件

A2.2. 1 允许的挠度值

      置平尺于两端的支承上时，其截面的惯性矩应使自然挠度不超过侮米。.O1 nim

      平尺最大自然挠度的精确值.应标注在平尺的一个面上

  A2.22 工作面的平面度和直线度

      当平尺支承在最佳位置时(见图Al)，其工作面的平面度和直线度误差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2+ 0. OIL)
                                                                1 000

      L是以毫米为单位的1_作长度。

      此外，任意300 mm 氏度上的误差不应超过0. 00; mm

AZ.2.3 工作面的平竹度
    具有两个平行面的平尺，工作面的平行度误差(以毫米为单位)不应超过直线度公差俏的l.二倍

即 :

1.5(2丰 0. OIL)

1 000

A2.2-4 侧面的直线度(以毫米为单位)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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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0. 010)
】000

A22.5 侧向的平行度(以毫米为单位)

15(2十 o. 01 L)

1 000

w
叨
洲恻
麟
幽

5

5:w
最佳 支承

wt
9L 备:

                                                W一工作而;5一侧面

                                  图 A1 平尺的最佳支承位置

A2. 2. 6 侧面对工作面的垂直度

    每10 mm测量长度五为士。002 5 mm

A2.2了 工作面的最后加工

    测量用的工作oli应经精磨或精刮

A2.2. 8 平尺的宽度

    当平尺和水平仪同时使用时，工作面宽度不应小于35 mm,

A2.3 使用注意事项

    平尺通常是水平使用.或依靠其侧面使工作面垂直。或依靠支承使其上作面水平。

    在后 种情况下，支承位置应选择使自然挠度最小。对均匀横截面的平尺 其支承应相隔5/9. )f

位l距两端2L/9处(见图A1)。这些特定的支承位置应在平尺上做_}_明掀标记.‘

    当平尺不在最佳支承位置时，特别是在两端时，应考虑自然挠度

    表A1示出了符合这些条件的五种不同长度的平尺(仅作为例子)。自然挠度直接取决于所用材料

的弹性模数E。表A2中给出的挠度值对应于用普通铸铁制造的平1Z,E=9ft kN/mm';对A.钢制平尺二

16-196 kN/mm2其挠度减半 在用高级优质铸铁制造平尺时，例如:E=-1.97 kN/nim，其挠度亦与弹h'1

模数成比例
                                            表Al 平尺 ，"l

宽型

侧
卿

二1}it
总{之

截血 :Akg 截面

序

口︸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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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n飞

哎
贫洲聆 标 准 型

图

表 A抓完)

    一
      一

截面

1弓

截 r亩私
卜
2 { 弓00 岛40

最佳支承 35

一
!牛

800 只j自

自门们 040

 
 
 
 
 
 

.I
J

二 16O0一1640 33

最佳支承

三
川
一])总长度较工作长度略长，以避免使用精度较差不易制造的两端部检验2、雷最是相对于普通铸铁的;在采用钢时，重量会稍大些。

表AZ 表Al中五种平尺的相应精度要求 门llT飞

序号
一

      尺 寸
  以普通铸铁制造支承

{在两“““L

一 工宁

直线度，

l
朋。(标准型)

300(宽型〕
0，001 0.005

�一

0.以〕75

2
500(标准型)

500(宽型)

� � 一—

0.003 0_007 {一。.。1。。
干一

{

0 004 0.0]0

{ 0.008

              0 01G 黑一 1600

Q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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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带锥柄的检验棒

    检验棒代表在规定范围内所要检查的轴线，用它检查轴线的实际径向跳动 或检查轴线相对机床其

他部件的位置

Al 1 说明

    检验棒有 一个为了插入被检验机床锥孔用的锥柄和一个作为测量基准的圆柱体口见图A 2a )和

b广，它们用淬火和经稳定性处理的钢制成，可镀或不镀硬铬

    技术要求:

    。)两端有磨过或研磨过的带保护锥的中心孔，供制造和检验之用;

    b)有间隔 900的四条基准线 r(1,2,3和 4);在圆柱部分两端标记问的距离表示测糙长度

1:75 mm, 150 nim,200 mm, 300 mm或 500 mm:

    。)对于比较小的莫氏圆锥和公制圆锥，检验棒在锥孔中是白锁的赶见图A2a)];带有 一段螺纹，以

供装上螺母从孔内抽出检验棒;

    d)锥度较大时〔见图A26)},设置了一个螺孔，以便使用螺纹拉杆来固定检验棒(或采用’。口动换

刀装置 一起使用的一个拉钉)〔见图A2c) 3

    最后为避免检验棒在磨削时调头，检验棒可带一个长度14̂ 32 mm,直径稍小T [Fl #3_体直径的延

伸部分Y〔见图AM)
                                                                      尺寸单位:nln飞

                                                                                27

                                                        I             1s  I                r             i(5
条基准线(

4 'yk }7}?} t, )
·4 &.44A(r)1c)E  ro
d4 # # 7[) Hd (r)d)E  N

之

图 A2 莫氏和公制锥度的检验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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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
尺 寸单位

公制 BO
和讴大的

K

旧
沈
芝

芡氏6号 12X ， 十田
口沪2『妇L入_习比么公华的书召毕

燮军徉苏藻丑曰 ·二一 -门卜刁『 T「几 1 1 . __ 李

口图一O}‘砰旧「目二共朋法胡一一一二「一 1
. 1， r厂产矛，，1产甲尹2，月户，，，了产，，，产了月 一 ，，” ，，，，”，，曰，，”，侧，”，，叫

件
185 32

[
X
国
心
乏

33三

入向放 天

l氏4号和 吕号

一
火
沈
甲
下

标在四柱体部分J_的

mm宽 呈 9了的 1条
235

莫氏 3号

线是在提正后作出的，}T

在检验撞端面编 {_二一1号

X放 大

莫氏 C号、l 和 2招

莫氏 2号

莫氏3号.4e,.,5号和5号

公制 80等

莫氏。号和1号

任 1司隔 为 gn

1 每根检验棒应提供 一个拔出螺母

2 有关锥柄的细节参见有关标准，尺寸应与其一致。检验棒每-端应有磨过和研磨过的带保护Nf的中心孔

3 检验棒上双点划线表IF的部分见图AM);该延仲部分尸是便于制造而增加的，总的长度和第 个孔的长度将F

    之增大 但端部堵头不变

图A3 检验棒

飞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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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3示出了 系列相应的检验棒(作为例子)。除。号和1号莫氏圆锥夕卜这aL检验棒的外部尺」

(直径和长度)以及内孔轮廓都已规定 用这ite工具检验时，对由于检验棒悬伸部分的重晕所引起的自由

端的挠度和由于指示器加在其 卜的压力所引起的挠度均可忽略不计‘

    表八3给出了各种挠度值。这些挠度值是按E=206 kN/mm=计算的，对于稍小的数值(F_一工拜

kN/mm'至186 kN/mm').挠度仍可忽略不计

    表A4示出了在了/24锥度情况下圆柱部分和摊体尺寸之间的相应关系

    如果用与图A3中的尺寸不同的检验棒检验重合度时，则应在检验棒上清楚地标明它们的侥度，，卞

应在检验机沐时考虑到它们的挠度

    最后要注意,5kg以上重量的检验棒插人主轴势必会引起主轴的挠曲

A3.2 精度

    检验棒应符合表A3,A'和As的要求C

    为在机床锥孔内获得好的配合，锥柄的精度与锥度塞规的精度应一致。

    空心检验棒的端面堵头应牢固和可靠地固定，防JL以后发生变形(例如:使用低温压配、

    对检验棒的检验:两顶尖问安装检验棒，沿其轴线的若十等距点处检验径向跳动，在相刘寸一四条标

基准线的两个轴向平面内测量圆柱部分的直径。检验棒应特合表A5所给出的相应测量长度的公差

    最后，圆柱体部分应经精磨，以减少与指示器测头端的摩擦。

                                      表 A3 检验棒 挠度值
厂一门一一丁一 一一落箍丽丽而而藏蔺一一一一下一 一4monfoPo30*一 一下一一一

D 型

圆锥号

工作

长度

IT】n〕

八 邢

大约的

陈重里
自然
挠度”

在尸负载作用下

伸出端的附加挠度

  P}。m

L}.挠度
大约的

总 重 量
自然
挠度J少 附加挠度
一A P负载
!申赞NVP

作用下._一
          I息 税 tx ， 奋 了

m m       m m

K50 0. 000 9

0.0007

00(1 ;16

00007

0. C00 7

0. 000 G

0 已003汤

t:::应考虑 挠 度

:一
自.u.J牛6

0 0(】37

  已.0!7

浇度

可忽略

不t十

，
咖
100
1l)(l
州
呱

兰0n009、踢
叫一

0. l2

0 14

0.79

1.09

a.28

3.14

10. 32

︸
一001
001
002

莫氏 0

莫氏 飞

莫氏 2

莫氏 3

莫氏 4

莫氏 污

莫氏 6

//卜制80

0 11

0.13

0.73

0. 96

2.z

  3

  1(J

一。。。。65
10. 000 5

0. 001 8}

::::

0. 002 5

  (飞_004

0. 005

0. 000 9

0.00‘)7

(〕.000 6

0. 000 7

0. 000 7

0. 000 6

)以川 3苏 :::
0.003 1

0 00石6

、一劝
油
刚
100
100
刚
10C

兀
孙
150
绷
翔
删
恻

和更

大 的 500 15 一0. 003 5一 100 0. 000 1510.003 71 15. 24 一0. 003

1)示出的数值表示测量长度两端的自然挠度之筹

                          表A4 检验棒 7厂24锥柄的圆柱部分

7/24圆锥号 3。 40 朽
                                                      ，

                50

  短检验棒 }长检验棒

  别川mm 石00mm

  、和:}一又
                      l

              测景长度1 200 mm      300 mm      300 mm

一Ifl 11;一一画;雨涵庵石一高1芬丽石雨巅蔽落寸一丁一下$115一         4}P5相应检验棒圆柱体部分所用的莫氏锥度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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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S 检验棒 精度要求

测最长度 1

SO20 (0 日 自02

200
阴
一003

巧
一撇
眼

沿全长卜的总跳动

圆柱部分直径的最大变化

锥度公差

1弓0

  202

  0o2

锥柄的精度应与锥度塞规的精度一致

Al 3 使用注意事项

    检验棒的锥柄和机床主轴的锥孔必须擦净以保证接触良好

    测量径向跳动时，检验棒应在相应9。的4个位置依次插人主轴，误差以4次结果的平均值计-

    检查零部件侧向位置精度或平行度时，应将检验棒和午轴旋转I ST,依次在检验棒圆村表而两条

相对的母线上进行检测。

    检验棒插人主轴后，应稍等一些时间.以消除操作者手传来的热量，使温度稳定

    对于。号和7号莫氏圆锥的检验棒.必须考虑其自然侥度。它们仅与示值读数为0. 001 nim且胀为

不超过0.5N的指不器 一起使用。指不器最好与检验棒 卜边接触，以抵消检验棒的自然挠度。

A4

A4门

顶尖间的检验棒

  说明

带锥柄的检验棒作为一旋转轴线的实休.而安装在两顶尖之间的检验棒(见图Al)则代表通过两户

A的 一条!1.线 该俭验棒的轴线应是14.的，并具备理想的圆柱形表面

    每端有4个位于两垂直的轴向平面的标记和带保护锥的中心孔

    检验棒一般由热拔无缝钢管制成 管子末端装有堵头，堵头带有磨过和研磨过的供制造和检验用的

中心孔 末端堵头应牢固和可靠地固定，以防「L变形 管了的外表面应经磨削达到所要求[m1柱精度等级_

机械加下需要有足够的壁厚，这种壁厚通常不是普通制管所具备的，因此必须使用高强管 在精磨前必

须对金属进行稳定性处理 圆柱体应经过淬火，井可镀硬铬以增加它的耐磨性

]一一— 一 一 — 一
l

{
、 1一

12-

                                  图A4 安装在两顶尖间的检验棒

A4.2 精度

    与顶尖间的检验棒有关的唯一实际问题是在制造它们时如何获得必要的精度。当山J机床准直要

求其被测精度在 300 nn、长度上为 。. 01 mm时，圆柱检验棒的直线度误差应在同样长度上小于

0.003 mm,

    300 mm以卜的检验棒应是管状的，壁厚的选择要使重量减轻，但不牺牲刚性

    长度大上1 600 mm的检验棒目前制造很困难，并且它们的重量势必使它们使用不便 对于较长的

长度必须依靠另外的试验方法，例如:光学仪器、钢丝和显微镜等

    表A6给出f适用于在机床上所要进行的大多数检验的四种尺j范围的检验棒

    将检验棒安装在两顶尖间.在若干等距点处 例如:娜SO mm或100 mm检查径向跳动 )f检验圆

柱表面标出的四条母线相应的两个垂直轴向平面内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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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3 使用注意事项

    为检查平行度，在检验棒圆柱体表面上的 条母线上测取读数.然后将检验棒旋转1800在相对的

母线上测取读数‘将检验棒调头后在同样的那条母线上再重复检验一遍 平行度偏差以四次读数的平均

值计。这种测量力法可以消除因检验棒本身不精确而引起的大部分偏差_

                                              表 AG 圆柱刑

仁t 55
AS 角尺

角尺的基本型式有:

D用一个平面和一个与它垂直的侧棱面组成的普通角尺 可带或不带加强筋〔_见图A5:,)

2)代表垂直于某平面的一轴线的圆柱形角尺〔见A 56)和/A5的〕

3)可带或不带加强筋的矩形角尺〔见图A5a;

x
re，川1︸
任
已

以
一

角尺的基本型式

a5门 说明

    角尺的尺 般不超过500 mm,为了丫1较大的长度上检查垂直度应采用更加实川的 }t光学方

法

    角尺用钢、铸铁和其他适当的材料制造，应经过淬火和稳定性处理

A5.2 精度

    角尺的制造应遵守下列要求

A52门 平面度和直线度公差

    普通角尺的平面度公差或圆柱形角尺的直线度公差如下:

                                                  (2+ 0.01大)

1(}(〕「}

    I是以毫米为单位的工作长度

AS.2.2 垂直度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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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惫 300 mm测量长度 卜为 0005 mm

角度可小丁或大于900

对丁图A 5a)所示的角尺，垂直边的两个工作面均应垂直于基面

A5. 2. 3 土作面的最后加工

      I._作面应精磨或精刮。

A5.2.4 普通角尺的刚度公差

    在角尺刚度较弱的长边末端处平行于短边的方向上施加一个2.5N的负载(见图八6).其挠度

(mm)不应超过

(0.7丫了丁)
1 000

l，为角尺长边以毫米为单位的工作长度。

                                  图A6 普通角尺的刚性的侧量

AS.3 使用注怠事项

    在机床卜通常遇到的垂直度公差从。.03 mm/1 000 mm至。. 06 mm/土000 mm·角尺能方便适川

于这样的公差。对于更小的公差，则应考虑所用角尺带来的误差。另外，也可选用不使用角尺的其他测

量方法

A6 精密水平仪

    精密水平仪有两种基本型式:气泡水平仪(见图A7)和电子水平仪(见图AS)

    这两种水平仪有两个主要功能:

    a)确定绝对水平;

    b)比较角度或斜率的微小变化

    根据检验所要求的精度来确定所需要的水平仪的灵敏度及其ItU式

A6门 气泡水平仪

A6门门 说明

    水平仪上备有测微螺钉或在管了上带有刻度，带或不带调整螺钉。

    在第一种情况下.斜率的变化由测微计一上的偏离量读出;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直接在管子的刻度卜

读出。

    水平仪的常数或视灵敏度 是以每米上若干毫米(或以角度秒)表示斜率的变化·它农小了 一格刻

度气泡的移动最

A6.1.2 精度
    在检验机床时.推荐采用精度为。.005 mm/1 000 mm至。. 0l mm/ 1 000 mm及在角度变化不大丁

0. 05 mm/1 000 mm时，气泡至少要移动一个刻度的水平仪

    基座的平面度应遵守以下公差:

          0. 004 mm 适用于 1,耳2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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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6 mm 适用+L>250-500 mm

    当水平仪具有连续单调的平面基座时，重要的是其基座不许凸。

A6-1.3 使用注意事项

    用水平仪检验时，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考虑到在最初和最后读数之间可能出现的温度变

化.应在相反方向卜进行重复测量。

    由于它们的玻璃管日久容易变形，所以气泡水平仪在一定周期内应重新检定，每次检定的日期应填

人检定单内。

图A7 可调气泡水平仪

X6.2 电子水平仪

A 6.2.1 说明和精度
    电子水平仪同气泡水平仪相比，灵敏度更高，反应更快.受温度的影响较小并可与自动绘图仪连接

A6. 2. 2 使用注意事项
    由于电子水平仪的放大倍数是可调的，所以使用一个正弦规把电子水平仪倾斜成 一己知角度定期

对放大倍数进行校验是很重要的。有些电子水平仪易受磁力(如:电磁仁盘、磁rt指示器座)的影响。

    应按仪器制造商的说明书确保平面处十与水平测量方向呈90的附近。当检查绝对水平时，水平仪

须AJ次tk数，第一次读数后，将水平仪旋转1800，再进行第二次读数

    两次读数的代数值相加，除以2，以读数值的平均值作为测便结果

    当测量表面的形状时，了解水平仪支承点中部问的距离L〔见图A7和A8)是很重要的。衣每次读

数之间.以L的增量形式移动水平仪和它的支座进行读数，并确保后一个支脚所处的位置同前 个支

脚在前一次读数时所处的位置一样

  卜一一二一日
图AS 电了水平仪

A7 线性位移测试器

    举例示出两种刚式

A了门 指示器(见图A9

:指示器和电子测试器

和 A10)

有关指示器的详细说明.参见相关的检定规程 普通的检验可采用。. 01 mm的指Y器。对于较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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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例如:机床卞轴的跳动)应采用分辨率为0001 mm的指示器

              图A9 指示器 图A10 指示器

    应注意这些检具的 卜列技术要求:

    a)误差曲线:

    h〕回程误差的最大值;

    。、在测头全行程‘从始端到末端)上侧量力的极限值:

    d)测量力的最大局部变化(在行程的每个位置上测头向内及向外移动时，该测最力的数值常常2

同);

    e)颠倒使用的 致性

    推荐优先采用行程小的指示器，特别是那些具有回程误差小和接触力小的检具

A了.2 电子测试器

    电子测试器由测头及与其相连接的放大器组成。放大器能显示出由测头测得的精度很高的线it 1

移值 测头可以是轴向伸缩的，也可是旁向摆动的(见图All和A12)

              图All 轴向测头

A7.3 使用注意事项

图 A12 旁向测头

指示器和电子测试器的支架应有足够的刚性，以免产生额外的误差

指示器和电子测试器的测头应垂直于被检面.以免不精确

A8 平板

A8门 说明

    平板的面积在160 mm X 100mm 至2 500 mm X 1 600 mm范围内。

小 1= 400 mm火250 mm的铸铁平板应带有合适的手柄以便于操作(见图A13),大十400 mm n

250 mm的铸铁平板应有可拆卸手柄。花岗石平板不需要手柄(见图八14) 0

            图Al3 钢或铸铁平板

AS.2 使用注意事项

图A14 花岗石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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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等于1

防1卜倾斜应在

000 ntmX 630 mm的平板应提供三个可调支承点;对大于400 mm A2a0 nim的平板为

个支承点 一侧靠近平板端部安放保险支承。大于1 000 mm X 630 min的平板应安放;

个或更多的可调支承点(见图A15)

3P

鼎

等: 9L

A,B,C:平板的支承点，在自重下平板的挠度最小

              M,N 保险支承

      图A15 大平板的支承位置图

A9 钢丝和显微镜(见图A16)

A9.1 说明

    侧量装置由带分划板的显微镜和可显示出相对十钢丝的精确位置的可调测微装置组成

用丝 _

图A16 钢丝和显微镜

A9.2 精度
    显微镜放在机床上，通过水平仪(与显微镜支架结为一体)进行调节 钢丝两端通过日镜的 卜字线ill

成同 一状态。移动工作台读取在水平面内的读数

A9.3 使用注意事项
    当装钢丝时，应仔细小心，钢丝不可出现死弯并应尽量绷紧 钢丝的直径应尽可能小，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超过0. 2 mm。对于长度大于等十20 m的床身，不需要特殊的保护措施也可以进行检验

A10 准直望远镜

A10. 1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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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附加装置的准直望远镜(见图A17)是用来检验有线度、平行度和垂直度1均 通过对爷形架内 组

透镜的调整，水平的和垂育的分划线的影像能投影到标靶 }_

A10. 2 精度

    使用测微计可用毫米为单位直接测黛分划线到标靶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见图八邝、 调您刻度

盘改变调焦镜的位置.使测量目标从零到无穷远间聚ft ,直到分U线的焦点出现在日铣  I 犷      ' i, I .通常

安装在带球形套的水平支座上‘见Ikl人土口 以使对瞄准线进行横向和A向调整 通过洁W iii-线s折则虽

卜}标对直线度进行测量‘见图A19) 附加 个精密水平仪和光学角尺就可以使该}_其1-i有测t,;.平们度

和垂育度的能力。

球铰 一

刻度盘

调 焦刻度盘

一一一 日镜

榴 向调整 器
一 谁向调移SS

Ik A17 安装在水平支I"lk- r的准直tea远镜

图1\18         V-示的分划线的影像、标靶和测微计刻度盘

                          图A” 用测量距瞄准线的位移欲检查自_线度

A10 3 使用汀意事项

    使用11，应注意如下事项:

      )“当存在能引起过度折射的温度变化时避免使用;

    b)应确保磁性靶座的基面清洁;

    内应确保测微计刻度盘读数结果小要反号.即:正和负不要视淆。建议采用传统的‘卜卜左右”原则

(见图八Z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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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确保聚焦准确;

。)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下 均应确保测量仪器安装牢靠
                                  l

图 八20 上下左右原则

A11 自准直仪(见图A21

All- I 说明
    在光源处有目标线，目标线由居于 侧的灯泡和聚光器照交 光通过透光的反9性尧洽光轴反衬

    反射回来的与日标线白身’}成在同一平面内的目标线影像，通过 一个配有测微目镜的低放大倍数

显微镜加以观测，用测微目镜测量出被反射回来的目标线的位置变动星

A11-2 精度
    测微鼓轮是用05秒分度的。在具有优质的反射面时 可获得025秒以内重复读数

A11. 3 使用r+意事项

    在测量过程中，自准直仪望远镜应与提供被检线的部件联成 一体，歼一应安装在刚悦高的支庄{ 装

置的任何偏差都应予以注意

    T,免振动或温度的急剧变化非常重要

图A21 自准直仪

A12

A12

光学扫描仪〔见5.3.2.4)

1 说明

光学扫描仪通常同准直望远镜一起使用 井由二个基准标靶建ii一个基准平面，该基准平面使 个

平面的平面度检杳成为可能(_见图A22) } 远镜装在一个支架上，该支架内带有 一个装有h棱镜的nJ转

动的光学装置 支架上有可调支承点，使测量仪器对准二个基准标靶的中心，进行平面扫描

A12.2 精度
    测量标靶的聚焦如A10所述，用装在回转光学装置卜的测微计刻度盘测量标靶相对于分划线的垂

直位移

A12.3 使用注意事项

    。)当存在能引起过度折射的温度变化时避免使用:

    b)应确保磁性靶座的基面清洁;
    c)应确保测微计刻度盘读数结果不要反号，即:正和负不要棍淆。建议采用传统的“上下左右”原则

(见图Ago)乡

    d，确保聚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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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下，均应确保测量仪器安装牢靠

                                                                        第 a标靶(可置于任意 一点)

图A22 光学扫描仪的安装

A13 激光干涉仪

A13-1 说明
    激光干涉仪的开发，给机床工业提供了高精度的标准.它适用于各种V号和规格的机床。稳态的氦

一氖激光代表了当前激光长度测量标准的工艺水平，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已采用的长度测R标准

A13.2 精度

    激光十涉仪的精度是由激光的波长来定的，其精度优于白力分之(0. 5

    激光干涉仪可以测出六个自由度中的五个:线性定位、水平面内直线度、垂直面内直线度、俯仰和偏

摆，也可测两轴之问的垂直度。由丁不应有的角位移或直线度误差转换成的定位误差可能大于一个坐标

轴卜的线性定位误差，因此，所有六个自由度是同等重要的。

    在开始测量前，应考虑的另 些误差源是:

      日)环境误差

    对于线性测量有必要r解激光 }飞涉仪的绝对精度，它取决于周围条件精确程度井且还取决于其稳

定程度，周围温度每产生lc的变化，绝对压力每产生2. 5 nunHg和相对湿度德产生30%的淡差时，将

会导致大约白万分之一的测量误差 这此误差可用人工补偿或用联接在激光显示器上的〔]动补偿装置

来部分克服。

      因此，在检验期间保持这些条件的稳定非常重要

      匕)机床表面温度
      另外一 个干涉机床评定显著的误差源也值得注意 这就是机床本身温度变化的影响。对于用钢制

丝杠确定滑鞍位置的机床，丝杠温度每升高1Y，它将膨胀近。.000 010 8 mm/mm,如果整个滑鞍移动

了1 000 mm，丝杠的温度每变化1C,丝杠可能变化0. 010 8 mm

      c)死行程误差
      死行程误差是一种在测量期间与环境条件的变化有关联的误差 简单说，这个误差是由十当围绕激

光束的大气压发生改变(引起了激光波长变化)时以及当固定有光学干涉仪和日标反射镜的材料温度发

生变化(引起干涉仪和反射镜之间的趾离增加或减少)时，激光束行程长度得不到补偿而造成的(见图

  入2:3)

      激光测量行程的死行程区是指光学干涉仪与测量复位点〔或。点)位置间的距离(人，，。如果激光十

涉仪和角隅棱镜(反射镜)间没有运动，围绕激光光束行程的大气压条件发牛变化，则遍于整个光路(大

  十五)的波长将发生变化 如果用光速率补偿值进行修正使它适应新的环境条件，激光侧朵系统将修正

  用十改变Z,一的激光波长 但是‘对死行程长度大不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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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死行程误差最小化的修正布局

                                      图 A23 死行程误差

    d)余弦误差
    激光束路径对机床运动轴线如未对准 将在测量长度同实际移动长度间产生 个误差 由二刹x个误

差与光束和运动间未对准角的余弦成比例，所以未对准误差通常称为余弦误左

    当激光测量系统与机床移动轴线未对准时，余弦误差将使测量长度小于实际长度‘见图:12d。

    当机床的实际移动长度为LG,时，激光测量系统测得的长度为Ili .�。以A )̀4原点.1,l为半径ICI弧‘

很容易看出，LLM:比LM短

    消除余弦误差的唯一方法是在安装时确保良好的对准

平面镜反射器

移为

A13

                                    图A24 余弦误差

e)阿贝误差

如果在一个偏离了被测位移的位置上进行测量时，部件的任何角运动将产生一个误左(见图A25)

估算角运动产生的误差的 ‘条有益经验是:每角秒的角运动产生人约5 pm /m的偏移 对J几阿贝偏

200 min .2角秒的角运动，其测量位移误差为200 mm X5 }m/m/角秒x2角秒二2 i'm

3 使用注慧事现

创\’l用激光测量系统对机床进行评价时，必须遵守下面二个基本原则

。)选择适当的配置来测量所需的参数;

b)使潜在误差源(对准、补偿、死行程等少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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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尽可能模拟机床的实际工作条件

    应对每个单独的配置仔细分析.以确保用机床误差的测量能代表下件的误差 测量应反映出刀具与

1_件的相对运动。在刀具的安装处装置一个光学元件·而另 一个光学元件安放在工件位置 卜

    当激光处于最大测量值上则不需改变激光头的位置。尽管用激光系统测量是非常准确的，但必须考

虑到其初始配置的止确rl和消除潜在的误差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相关标准

GB/T 1800.1-1997 极限与配合 基础 第1部分:词汇

GB 1801-79 公差与配合 尺寸至500 mm孔、轴公差带与配合

GB 1802  79 公差与配合 尺寸大于500至3 150 mm常用孔、轴公差带

GB 1803  79 公差与配合 尺寸$18 mm孔、轴公差带

GB/T 1182-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通则、定义、符号和图样表示法

G I3 10944-89 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圆锥工具柄部40,45和50号圆锥柄

GB 10945--89 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圆锥工具柄部40,45和50号圆锥柄用拉钉

1B 3001  82 数字控制机床 坐标和运动方向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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