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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编写。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代替 LY/T 1454—1999《人造板机械精度检验通则》

本标准与 LY/T 1454—1999 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修订了范围；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检验方法和测量工具的使用；

——增加了计量单位和测量范围；

——增加了准备工作；

——修订了几何精度检验；

——修订了工作精度检验。

本标准由全国人造板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66）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大力、齐英杰、张兆好、徐杨、廉魁。

本标准所代替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ZB B 97027—1988；

——LY/T 145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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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机械精度检验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造板机械精度检验方法，精度检验包括几何精度检验和工作精度检验。

本标准适用于在人造板机械（包括板式家具机械、二次加工机械、竹材加工机械）的精度检验，其

他木、竹加工机械亦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337 平面度误差检测

GB/T 17421.1 机床检验通则 第 1部分：在无载荷或精加工条件下机床的几何精度

3 检验方法和测量工具的使用

3.1 检验方法

检验人造板机械的精度应采用实测误差的方法，实测复杂或困难可采用检验误差不超过公差的方法

（如用极限量规等）。

3.2 测量工具的使用

检验时应考虑由于测量工具以及使用的方法所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检具总误差应与被测

项目的公差相适应，一般只能占被检项目公差的 20%以下。

对重复检验数据进行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时, 对于每一给定的检验至少重复检验 5 次，取

测量数值的平均值为测量结果。

在检验时，应防止气流、光线和热辐射（如阳光、太近的电灯等）的干扰，如使用场合不

同检具精度有明显变化时，该检具应附有精度校正单。

4 计量单位和测量范围

4.1 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应按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公差和测量范围应采用同一单位制。凡不能直接引

用有关标准确定零、部件公差特别是尺寸公差时，应对其详细说明。角度公差可采用角度单位

（度、分、秒；弧度），或正切值（用每米若干毫米表示，例如 0.04/1000）。

4.2 测量范围

4.2.1 当实际的测量范围比规定的测量范围大时，可在实际的测量范围内任意选取规定的测量

范围进行检验。

4.2.2 当实际的测量范围比规定的测量范围小时，若处于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中同一尺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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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差应按比例折算，折算结果按数字修约原则进行修约。

4.2.3 若实际测量范围与规定的测量范围不处于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中的同一尺寸段时，则应

按同等精度原则推算。

5 准备工作

5.1 人造板机械检验前的安装

人造板机械检验前，应将设备安置在适当的基础上，并按制造厂的说明书调平。

5.2 人造板机械检验前的状态

5.2.1 零部件的拆卸

人造板机械的检验，原则上是在制造或安装完毕的成品上进行，如果检验时确实需要拆卸

设备的零部件，应按制造厂的规定进行。

5.2.2 检验前的温度状态

进行几何精度和工作精度检验前，应使机械达到设计规定的温度。

在进行几何精度和工作精度检验时，应根据使用条件和制造厂的规定将机械空运转，使机

械零部件达到适当的温度。

5.2.3 空运转和负载

几何精度的检验可在设备静态下或空运转后进行。当有负载规定时，应按负载规定进行。

6 几何精度检验

6.1 一般说明

几何精度检验是指最终影响机床工作精度的零部件的精度检验，包括尺寸、形状、位置和

相互运动精度。本章对各项几何精度规定了定义、检验方法和确定公差的方法。

对于每项检验本标准至少提供了一种检验方法。当用其它检验方法时，其精度不应低于本

标准所示检验方法的精度。

6.2 常规检验

常规检验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常规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1 直线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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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固定的直线度检验

1.1.1 一条线的直线度

在被检表面上放置两等高

量块，平尺支承于其上，用另

一略低于该等高量块的量块

和塞尺检验被检线与平尺检

验面之间的间隙，所测得间隙

的最大差值为直线度数值

平尺

量块

塞尺

1.1.2 一条线的直线度

将两等高量块置于被检面

上，平尺支承于其上。装有指

示表的表座与被检线接触，指

示表测头垂直触及平尺的检

验面上，沿被检线移动表座，

指示表读数的最大差值为直

线度数值

平尺

量块

指示表

1.1.3 一条线的直线度

将水平仪放置在跨距为d的

桥板上，沿被检线作检验，纪

录水平仪的读数，按 GB/T

17421.1 的方法求其直线度数

值

精密水平仪

桥板

1.1.4 一条线的直线度

将反射镜放在被检线上，自

准直仪固定于被检件外的支

架上，移动反射镜作检验，纪

录自准直仪的读数，按 GB/T

17421.1 的方法求其直线度数

值

自准直仪

桥板

1.2 运动的直线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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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1.2.1 直线运动

平尺沿运动方向放置在固

定部件上，调整平尺两端与该

部件的间隙相等，指示表固定

在运动部件上，测头垂直触及

平尺的检验面，按规定的测量

长度移动运动部件，指示表读

数的最大差值为直线度数值

平尺

指示表

1.2.2 直线运动

将直角尺沿运动方向放置

在一部件(B 部件)上，指示表

固定在另一部件(A 部件)上，

其侧头垂直触及直角尺的检

验面，调整直角尺，使得在被

检运动部件测量行程的两端

时指示表的读数相等，移动运

动部件，指示表读数的最大差

值为运动直线度数值

直角尺

指示表

2 平面度检验

2.1 平面度

将三个等高量块放在 a、b

和 c这 3个点上，作为基准面，

平尺放在 a 和 c 点上，在检验

面上的 e 点放一可调量块，使

其与平尺的下表面接触，再将

平尺放在 b 和 e 点上，在 d 点

放一可调量块，并将其上表面

与平尺下表面接触，再将平尺

放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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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之间的 f 和 g 点的偏

差，处于 a 和 b 之间及 c 和 d

之间的偏差可用同样的方法

找到，各测点间的最大差值即

为该面的平面度数值

平尺

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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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2.2 平面度

将固定有水平仪的桥板置于

被测平面上，按一定的布点形

式首尾衔接的拖动桥板，测出

被测平面上相邻两点连线相对

测量基面（自然水平面或其垂

直面）的倾斜角，并按 GB/T

11337 的规定进行数据处理，并

按其规定的对角线法求出平面

度误差值

精密水平仪

桥板

3 平行度检验

3.1

两固定平面的

平行度

指示表安装在具有平底面的

支架上，置于其中一面上，按

所规定的范围移动，测头垂直

触及第二平面，指示表读数的

最大差值为平行度数值

指示表

3.2
带旋转平面的

两平面平行度

用检验圆盘(见附录 A)代替

旋转平面，指示表安装在检验

圆盘上，测头垂直触及固定平

面，按所规定的范围转动检验

圆盘，读取指示表读数的最大

差值，拆除指示表后，将检验

圆盘旋转 90°，在每隔 90°的

位置上重复上述检验，以 4 次

检验结果中的最大值为平行度

数值。

指示表

检验圆盘

3.3 两轴线的平行度

指示表安装在具有 V 型基座

的的支架上，支架沿代表其中

一轴线的圆柱面摆动，测头垂

直触及代表第二根轴线的圆柱

面，读取指示表读数的最大值，

在保证测量长度 L1 不变的情况

下，将指示表安装在规定长度 L

处，重复上述测量，指示表读

数的两点最大值之差为平行度

数值

指示表



LY/T 1454—2018

6

表 1（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3.4

轴线对平面的

平行度

指示表装在平基面的支架上，

在该平面上使支架沿轴线垂直方

向移动，测头沿圆柱面表面滑动，

读取指示表读数的最大值，在保

证测量长度 L1 不变的情况下，将

指示表安装在规定长度 L 处，重

复上述测量，指示表读数的两点

最大值之差为平行度数值

指示表

3.5

轴线对平面的

平行度

在平面上，正对轴线方向放置

一直角尺，指示表支架固定在代

替轴线的圆柱面上，测头触及在

离轴线规定距离的 a 点上，旋转

180°在 b 点上测取数值，指示表

在 a、b 两点读数的差值为平行度

数值

指示表

直角尺

3.6

运动部件的

平行度

指示表固定在运动部件上，随

运动部件一起按规定的范围移

动，使其测头垂直触及被测面，

并沿该平面滑动，指示表读数的

最大差值为平行度数值

指示表

3.7

运动轨迹对轴

线的平行度

指示表固定在运动部件上，随

运动部件一起按规定的范围移

动，测头沿代表轴线的圆柱面或

检验棒上滑动，指示表读数的最

大差值为平行度数值。

指示表

4 垂直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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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4.1

两平面间的

垂直度

将直角尺放在一个被检平面上，

指示表置于另一平面上，表头垂直

触及直角尺长边，按直角尺长边方

向移动指示表，指示表读数的最大

差值为垂直度数值

直角尺

指示表

4.2

两平面间的

垂直度

将 直 角 尺 放 在 一 个 被 检 平 面

上，使直角尺长边的检验面靠在

另一被检平面上，用塞尺检验其

间隙，所测得的最大间隙为垂直

度数值

直角尺

塞尺

4.3

两固定轴线间

的垂直度

将具有 V 型铁或 V 型基座的直

角尺放在代表其中的一条轴线的

圆柱面上，指示表置于代表另一

轴线的圆柱面上，表头垂直触及

直角尺测量面，按直角尺长边方

向移动指示表，指示表读数的最

大差值为垂直度数值

直角尺

指示表

4.4

带旋转轴线的

两轴线间的垂

直度

将指示表装在与代表旋转轴线

的检验棒相配合的一个角形表杆

上，并按规定长度使它和代表另

一轴线的圆柱面上的 A 和 B 两点

接触（测头应垂直另一轴线），指

示表在 A 和 B 读数的最大差值为

垂直度数值

指示表

4.5

轴线对平面的

垂直度

将具有 V 型基座的直角尺靠在

代替该轴线的圆柱面上，然后将

指示表装在支架上，并在平面上

按所规定的范围移动，指示表测

头则 沿着直角 尺长边 检验面 滑

动，所测得指示表读数的最大差

值为垂直度数值

直角尺

指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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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4.6

一点的运动轨

迹和一平面的

垂直度

将直角尺放在被检平面上，使

固定在运动部件上的指示表测头

垂直触及直角尺长边检验面上，

移动运动部件检验，取测量长度

内指示表读数的最大差值为垂直

度数值。

直角尺

指示表

4.7

一点的运动轨

迹和一轴线的

垂直度

将具有 V 型基座的直角尺贴靠

在代表轴线的圆柱上，使固定在

运动部件上的指示表测头垂直触

及直角尺长边检验面上，移动运

动部件检验，取测量长度内指示

表读数的最大差值为垂直度数值

直角尺

指示表

4.8
两个运动部件

的垂直度

将直角尺平放在被检运动部件

Ⅰ上，并在运动部件Ⅱ上安装一

指示表。使其测头垂直触及角尺

长边检验面上。移动运动部件Ⅱ，

调整直角尺使之长边平行于运动

部件Ⅱ的移动方向。然后将指示

表固定在机床上，使其测头垂直

触及直角尺另一检验面，并按规

定范围移动运动部件Ⅰ，指示表

读数的最大差值为垂直度数值

指示表

5 旋转检验

5.1
外表面的

径向圆跳动

将指示表的测头垂直触及被检验

的旋转表面,使主轴缓慢地旋转,

指示表读数的最大差值为径向圆

跳动数值

指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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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5.2

内表面的

径向圆跳动

当圆柱孔或锥孔不能直接用

指示表检验时,则可在该孔内

装入检验棒（见附录 B）,用检

验棒伸出的圆柱部分按 5.1 进

行检验，为了消除插入孔内检

验棒的安装误差，每测量一次，

需将检验棒相对于主轴孔旋转

90°重新插入,至少测量四次,

四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计为径

向圆跳动数值

指示表

检验棒

5.3

周期性

轴向窜动

将指示表测头垂直触及前端

面的中心，并对准旋转轴线，

将主轴慢速旋转，指示表读数

的最大差值为轴向窜动数值

指示表

5.4 端面圆跳动

在被检端面上使指示表测头

垂直触及距旋转中心规定距离

R 处的 A 点上，低速旋转主轴，

指示表读数差值的最大值即为

端面圆跳动数值。

指示表

6.3 特殊检验

特殊检验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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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特殊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1 进给精度

将指示表沿机械进给方

向（或反方向）固定在机械

进给部件上，表头垂直触及

非移动部件的加工表面，机

械进给部件每次进给一固

定值测量一次，连续进给三

次，取三次变化量的代数差

值中最大值为测定值

指示表

2 定位精度

在机械的水平平面的纵、

横向，按要求将指示表固定

在运动部件上，表头垂直触

及非移动部件的加工表面。

运动部件运动时，同时记录

2 块指示表的数值，同一时

刻 2 只指示表数值差值的最

大值为测定值

指示表

7 工作精度检验

7.1 一般说明

工作精度检验是指机械对加工对象 (工件 )进行加工 , 检验加工后对象的精度是否符合机械

设计要求的过程。

工作精度检验应在机械负荷运行时进行。

对于每项检验本标准至少提供了一种检验方法。当用其它检验方法时，其精度不应低于本

标准所示检验方法的精度。

7.2 常规检验

常规检验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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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规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示图 检验方法 检验工具

1
试件直线

度检验

将平尺靠在工件被测面

上，并使被测面两端与平

尺距离相等，用塞尺测量

其间隙，取最大间隙值作

为直线度数值

平尺

塞尺

2
试件平行

度检验

用游标卡尺（钢卷尺）

在被检面的全长的若干位

置（至少在中间和两端的

三个位置）上测取切削面

与基准面（或另一切削面）

这 两 个 平 行 面 之 间 的 距

离，取最大差值为平行度

数值

游标卡尺

（钢卷尺）

3
试件垂直

度检验

将工件基准面和角尺贴

靠平尺，工件被测面与角

尺相接触，用塞尺测量工

件与角尺的间隙，其最大

间隙为垂直度数值

平尺

直角尺

塞尺

4

试件厚度

均匀度检

验

用千分尺（卡尺）在试件

周边检验规定点的厚度，

取最大差值为厚度均匀度

读数值

外径千分尺

（卡尺）

5

试件长

度、宽度

检验

用游标卡尺（钢卷尺）

测取试件中部的长度和宽

度，其值为测定值

游标卡尺

（钢卷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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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特殊检验

7.3.1 含水率检验

7.3.1.1 样品含水率检验

将采集的样品称重，并将该样品烘干至绝干称重，按公式（1）计算样品的含水率。

100
2

21 



G

GG
w ………………………………… （1）

式中：

w - 样品的含水率（%）；

1G - 采集的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2G - 烘干后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7.3.1.2 含水率误差检验

当采集多个样本进行含水率计算后,可进行含水率误差检验。按公式（2）计算。

100



W

WW
J i

i ………………………………… （2）

式中：

iJ - 含水率误差（%）；

iW - 需检验样本的含水率（%）；

W - 多个样本的平均含水率（%）。

7.3.2 刨花破碎率检验

将采集的刨花样本称重，然后将样本刨花按规定要求进行筛分并称量碎刨花质量，按公式

（3）计算刨花破碎率。

100
1

21 



G

GG
P ………………………………… （3）

式中：

P - 刨花破碎率（%）；

1G - 采集的刨花质量，单位为千克（kg）；

2G - 碎刨花质量，单位为千克（kg）。

7.3.3 刨花容重均匀度检验

按要求采集数组容器的刨花，并分别称重。以公式（4）计算刨花平均质量，以公式（5）

计算刨花容重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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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i
G

n

i

 1

………………………………… （4）

100



G

GG
P i

h ………………………………… （5）

式中：

hP - 刨花容重均匀度（%）；

iG - 单个容器内刨花的质量，单位为克（g）；

G - 数组容器中单个容器内刨花的平均质量，单位为克（g）；

n- 容器数。

8 其它检验

对于本标准所未规定的其它的检验项目，几何精度应按 GB/T 17421.1 的规定进行，工作精度

应根据各单机工作精度标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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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检验圆盘

A.1 型式和尺寸

A.1.1 检验圆盘型式按图 A.1的规定。

图 A.1 检验圆盘型式

A.1.2 检验圆盘的尺寸按表 A.1的规定。

表 A.1 检验圆盘尺寸 单位为毫米

外径（D）基本尺寸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外径（D）极限偏差 ±2

厚度（B）基本尺寸 2.5 3.2 3.6 4.0

厚度（B）极限偏差 ±0.1

内孔（d）基本尺寸 20 30 60

内孔（d）极限偏差 0～0.046

A.2 检验圆盘形位公差测试方法

将检验圆盘、千分表分别放置在检验平台上，千分表头垂直触及检验圆盘表面，移动千分表，按图

A.2的 1l 、 2l 、 3l 、 4l 检验线进行检验，千分表读数的最大值即为检验圆盘的平行度和平面度的测量值。

图 A.2 检验圆盘形位公差测量示意图



LY/T 1454—2018

15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验棒

B.1 检验棒的型式

检验棒型式按图 B.1的规定。

图 B.1 检验棒的型式

B.2 检验棒的尺寸

检验棒的尺寸按表 B.1的规定。

表 B.1 检验棒的尺寸 单位为毫米

长度（L）基本尺寸 120 150 180 200 220 250 300

长度（L）极限偏差 -3.2～0

外径（d）基本尺寸 12 20

外径（d）极限偏差 -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