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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市勤达儀器有限公司 
QINDA PACK EQUIPMENT (DONG GUAN) CO., LTD. 

 

 

   
 微电脑程控抗压强度试验仪 

使用说明书 

型  號:    QD-3001A       

              電  源: 1∮  220V  50Hz       

注意：本机最大荷重 10000kgf,不得超荷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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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QD-3001A 型微电脑程控抗压强度试验仪（以下简称试验机）是外形尺寸不小于 1200mm×1200mm×

1500mm 的瓦楞纸箱等中小型包装用制成品抗压强度性能检测的基本仪器，其各项性能参数和技术指标符合

ISO2872《包装——完整、满装的运输包装件——压力试验》、ISO2874《包装——完整、满装的运输包装

件——用压力试验机进行的堆码试验》和 GB4857.4《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压力试验方法》等标准规定，

适用于中小型瓦楞纸箱及其它包装用制成品的抗压强度试验和堆码强度试验。 

 

试验机具备以下功能： 

抗压强度试验功能——用于测定试样的极限抗压强度。试验机上压板按设定速度向下运动，在接触试

样后对试样施压，同时测量试样所受的压力值，并从压力值达到预设值开始测量试样的变形量。在试样被

压溃后试验机将自动记录下压力峰值和试样的受压变形量。 

堆码强度试验功能——用于测定试样在模拟包装仓储条件下的承压耐久性。试验机上压板下行对试样

加压至达到预置压力时停止，开始计时并测量试样变形量。在试样压缩变形的影响下压力值不断下降，在

压力减少值逐渐逼近标准规定的压力波动范围的下限时，试验机自动补充加压至预置压力并保持，在整个

试验过程中，试验机反复用这种方式调整压力，以保证压力波动不超出规定范围，直至达到规定的堆码试

验时间。当试样受压的总变形量达到 100mm 时，试验机自动终止试验。 

定距定力试验功能——用于测定高档特殊要求试样的限位抗压强度。试验机上压板按设定速度向下运

动，在接触试样后对试样施压，同时测量试样所受的压力值，并从压力值达到 220N 开始测量试样的变形量。

在试样结果被达到预设下压距离或压力时将自动记录下压力值和试样的受压变形量。 

 

 



                                                                       仪器操作指南 
 

东莞市勤达仪器有限公司 www.dgqinda.cn         
 

3

2 主要技术特性 

 

2.1 试验机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 

2.1.1 室温：20℃±10℃。 

2.1.2 电源电压：220V±22V，电源应可靠接地。 

注意：保护地和电源零线一定不能短接，否则会烧毁保险！ 

2.1.3 工作环境清洁，无强震动源，主机支承稳固，工作台面（下压板板面）水平度在 2／1000 以内。 

 

2.2 试验机主要技术参数 

 

参 数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压力测量范围 10 T 

分辨力 4N 

示值误差 ±2% 

示值变动性 ≤2% 

压  力 

测  量 准确度 

回零误差 ±0.2%FS 

变形量测量准确度 ±1mm 

堆码试验预置载荷 

相对波动量 

±4% 

加压速度调节范围 （5~150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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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速度相对误差 （5～150）mm/min 范围内，±3% 

标准加压速度 12mm/min 

堆码试验跟踪施压速度 5mm/min 

上压板工作行程 1500mm 

上下压板板面间相互 平行度 ≤3mm 

试验机外形尺寸 （l×b×h，mm） 2200×1600 ×2200 

试验机整机质量 约 1.5T 

 

3 操作控制系统功能概述 

 

3.1 电源开关 

位于试验机右侧电器箱前端，用于控制电源通断。 

 

3.2 操作按键 

试验机操作控制系统所有功能键集中布置在操作面板上，操作按键排布如下图所示，各操作按键功能如下： 

“复位”键——用于系统初始化功能。 

“打印”键——打印指令键。 

“返回”键——用于各式数据设定，退出键。 

“△”和“▽”键——置数增加及置数减少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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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面板排布示意图 

“选择”键——用于试验状态选择及工作模式切换。 

“定载”键——用于定载力的设定。 

“单位”键——用于各种单位之间切换。 

“界面”键——用于曲线或数值界面切换。 

“设定”键——用于仪器各种参数的设定。 

“删除”键——用于删除被选定的测试数据。 

“清除”键——用于删除所有的测试数据。 

“置零”键——用于当前值的清零。 

“停止”键——用于停止马达转动。 



                                                                       仪器操作指南 
 

东莞市勤达仪器有限公司 www.dgqinda.cn         
 

6

“测试”键——测试指令键，控制试验机自动完成一次工作循环。等同于确定指令。 

具体操作详见本说明书第 4 章”操作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4 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项 

 

4.1 试验机安装 

4.1.1 将试验机运至预定位置，安全地安置在平整稳固的水泥台面或其它材料制成的工作台面上，保证置

放稳固且试验机台面基本水平（参见本说明书第 2.1.3 条要求）。 

4.1.2 去除试验机各部的临时包装保护物，擦去各部油污，接通电源，即可按以下步骤进行试机。 

 

4.2 试机 

4.2.1 打开电源开关，通电预热 30min。 

4.2.2 按 “测试”键，试验机进入待工作状态。 

4.2.3 按本说明书第 3.2 条介绍检查各操作按键功能，如无异常即可交付使用。 

 

4.3 抗压强度试验操作步骤 

4.3.1 打开电源，通过“△”或“▽”键选择试验项目“强度”，按“测试”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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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通过提示进入仪器操作界面。根据试样高度，按“△”和“▽”键调整上压板位置，至上下压板之

间的距离大于试样高度，按“停止”键停止，在上下压板之间放入试样。 

4.3.3 首次使用时请查看是否需要设置抗压参数，一般为出厂默认数值，客户无需重新设置。 

(1)“断点比率”设定，如需改变断点比率，可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a. 按“设定”键，进入设定状态； 

b. 按“△”和“▽”键移动光标到 “断点比率”项， 按下“测试”键进入； 

c. 按数字键调整到设定值，确认并退出（建议值为：85%-90%之间）。 

(2)“保护行程”设定，如需改变保护行程，可按一下步骤进行操作： 

a.按“设定”键，进入设定状态； 

b.按“▽”键移动光标到 “抗压设定”项， 按下“测试”键进入； 

c.按“▽”键移动光标到 “最大行程”项， 按下“测试”键进入； 

d.通过数字键，选择您所需要的保护行程数值，一般为 100mm，按“测试”键退出抗压设置界面； 

e.按两次“返回”键，返回待测试界面，参数设置完毕。 

4.3.4 按“测试”键，试验机上压板下行对试样施压，至试样被压溃，压力峰值被保存，则上压板自动停

止并返回至初始位置。 

4.3.5 更换试样，进行下一次试验，直至一组试验完毕。 

注 1：如在测试过程中按“停止”键，上压板将停止动作，当次试验数据不会被保存，进行下一次试验之

前需要重新调整上压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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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当试样的抗压性能较差时，可能出现试样已经压溃而上压板不停止的情况，此时可按“停止”键停

止此次试验。 

然后可将断点比例适当调高，反之则调低。 

 

4.4 堆码试验操作步骤 

4.4.1 打开电源，通过“△”或“▽”键选择试验项目“堆码”，按“测试”键确认。 

4.4.2 通过提示进入仪器堆码待测试界面。根据试样高度，按“△”和“▽”键调整上压板位置，至上下

压板之间的距离大于试样高度，按“停止”键停止，在上下压板之间放入试样。 

4.4.3 按“设定”键进入抗压强度设定界面，通过“▽”键选择“抗压设定”，按“测试”键确定。通过

数字键设定测试需要的定载力，按“测试”键确认。 

 4.4.4 按“▽”键到堆码时间设定，堆码试验时间设置范围为 1～99 小时，如不作设定，试验机预置默认

的试验时间为 24 小时。设置完毕，按“测试”键确认。 

4.4.5 按“▽”到最大位移设定，堆码试验的最大位移一般为 10cm(=100mm)，测试数据为测试没达到最大

位移的 1/10 位移量时所对应的时间。设置完毕，按“测试”键确认。 

4.4.6 按两次“返回”键返回到堆码待测试界面，按“测试”键开始试验，直至达到设定的堆码试验时间，

试验机自动停止试验，上压板自动返回初始位置。 

4.4.7 更换试样，进行下一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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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设定的堆码试验时间内，如果试样受力变形量超过 100mm，试验机将自动停止试验，上压板返回初

始位置，试验时间和试样变形量将被保存。 

4.5 定值试验操作步骤（分为定力和定距测试） 

4.5.1 打开电源，通过“△”或“▽”键选择试验项目“定值”，按“测试”键确认。 

4.5.2 通过提示进入仪器定力（或定距）待测试界面。根据试样高度，按“△”和“▽”键调整上压板位

置，至上下压板之间的距离大于试样高度，按“停止”键停止，在上下压板之间放入试样。 

4.5.3 按“设定”键进入定值测试设定界面。按“▽”键选择“抗压设定”，按“测试”键进入。通过数

字键设定定载力（或最大位移---定距），按“测试”键确认。 

 4.5.4 按“▽”到最大位移设定（或按“△”键到定载力设定），按数字键选择仪器的最大测试高度（或

按数字键选择仪器的最大测试范围值），按“测试”键退出。 

4.5.5 按两次“返回”键返回仪器待测试界面，按“测试”键开始试验，直至达到设定的抗压载荷（或位

移），试验机自动停止试验，上压板自动返回初始位置。 

4.5.6 更换试样，进行下一次试验。 

 

4.6 试验数据的提取、删除和打印输出 

4.6.1 提取 

4.6.1.1 一组试验完毕，按动“查看”键，可提取显示试验的测试数据及该组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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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删除 

4.6.2.1 一次试验完毕后，按“删除”键，可删除当次试验数据。 

4.6.3 打印输出 

一组试验完毕，按“打印”键，可对该组试验数据进行打印输出，打印输出的内容和格式见下表。 

抗压试验打印内容 堆码试验打印内容 

强度测试 

年   月   日 

NAME： 

NO： 

V—试验速度 

定载测试 

年   月   日 NAME： 

NO： 

V—试验速度 

Fs—设定压力值 

N（次数） F（压力） L（位移） N（次数） Ft（压力） L（位移）

01   01   

02   02   

03   03   

……   ……   

F
—
—压力平均值 

Fmax—压力最大值 Fmin—压力最小值 

l
—
—位移平均值 

lmax—最大位移量 

F
—
t—压力平均值 

F t max—压力最大值 F t min—压力最

小值 

l
—
 t—位移平均值 

堆码试验 

年   月   日 NAME—试样名称

NO—试验组号 

Fs—预置载荷 

l01—第一次试验变形量 

l02—第二次试验变形量 

l03—第三次试验变形量 

…… 

t01—第一次堆码试验时间 

t02—第二次堆码试验时间 

t03—第三次堆码试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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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对抗压试验和堆码试验的测试数据进行的任何操作，均须在对应的试验状态下进行，即抗压试验状

态下只能提取、删除或打印抗压试验的测试数据，堆码试验状态下只能提取、删除或打印堆码试验的测试

数据。 

注 2：本机只能进行测试数据的打印输出，试验曲线不能打印。 

4.7 液晶显示屏显示内容说明 

液晶显示屏的显示内容由两部份组成：即显示屏下部的试验曲线图形显示部份和上部的字符显示部

份。试验曲线图形是由平面直角坐标系表示的，对于抗压试验而言，是压力 F和变形量 l（即位移量）的

关系曲线，其描绘起始点为 100N，它实时反映了试验过程中试样所受的压力随试样的变形而变化的过程；

而对于堆码试验而言，试验曲线是压力 F 和时间 t的关系曲线，实时反映了试验过程中试样所受的压力随

时间的推移而波动的情况。显示屏下部显示了前面所述的人机交流和试验过程中所有的文字内容部份。 

堆码试验曲线是在试验压力从零上升到预置压力的时刻开始进行描绘，坐标系中的纵轴代表试验压力

F，Fs 表示预置压力，Fs 上下两方的数值表示实际的压力相对于预置压力在正、负两个方向上的偏移量。

由于一般堆码试验的时间均较长，而液晶屏的显示区域有限，当曲线描绘超出液晶屏的显示范围时，试验

机即清除前面已经描出的曲线，重新进行描绘。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试验机就这样不断进行换屏显示描绘，

直至试验结束。 

受存储空间限制，试验机只能显示当次试验的试验曲线，已完成试验的试验曲线不能进行提取显示，

也不能进行打印输出。但不论试验曲线显示情况如何（由于压力显示档位不当而造成的曲线不完整或描绘

出的曲线占有面积偏小），均不会影响当次试验结果。 

l min—最小位移量 l t max—最大位移量 

l t min—最小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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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内存数据的清除 

4.8.1 按“清除”键或关断电源重新开机，系统重新进行初始化，通过提示清除全部测试数据。 

4.8.2 对一组试验数据进行打印输出后，按“测试”键，屏幕将提示是否清除内存数据，选择清除，

可以清除全部测试数据。 

注 1：用以上方法清除内存数据，试验速度、预置压力和堆码试验预置载荷均将保持上一次的用户设

置值。 

注 2：试验机最多可以存储 10 次试验的数据，如果试验次数超过 10 次，将自动清除第 10 次的试验

数据，请注意及时打印输出。 

注 3：一组试验完毕并打印输出后，如果选择不清除内存数据，则以后的试验数据将加入上一组数据

中进行计算。 

 

5 维护保养 

5.1 维护保养一般事项 

操作者应熟读使用说明书，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做好以下维护保养工作： 

1. 保持试验机工作环境整洁卫生； 

2. 试验机出现故障时，应请专业人员检查排除，切勿带病运行； 

3. 坚持周期检定，保持试验机优良技术状态。检定周期一般为一年； 

4. 不定期对试验机运动部位进行间断性加油润滑； 

5. 当打印纸卷用完或打印字迹不清时，应更换打印纸卷或打印色带。 

5.2 润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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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试验机两根驱动丝杠必须注意保持适当润滑，润滑油采用 50 号机械油，加油时须拆开两根立

柱开口处的防尘护罩,用毛刷涂刷，以油液不往下流淌为度。 

5.2.2 试验机传动链条应适时加油，润滑油采用 50 号机械油，加油时可将试验机向后倾斜使其底座

上仰，用毛刷蘸油涂刷在底座下部的链条上，油液不宜过多，以不往下流淌为度。 

 

6 故障排除与维修 

6.1 机械系统一般性故障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分析 排除与维修 

下部传动链条磨损伸

长，影响主机正常工作 

长期使用后链轴或链片孔磨损使链条周长增

大 

调整链条张紧轮位置 

上下压板板面间平行

度超差，影响测试精度 

1. 链条伸长使两根传动丝杠产生相对角位

移 

2. 上压板上部四根张力弹簧的应力应变关

系发生变化 

1. 调整链条张紧轮位置  

2. 调整弹簧压缩长度  

  

6.2 测控系统一般性故障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分析 排除与维修 

无显示，按键失灵 

电源开关损坏、电源线接触不

良或松脱 

更换电源开关、检查修理电源线 

通电后或使用中乱显 系统”死机” 按”复位”键或关断电源重新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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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按键不起作用 

按“打印”键打印机不

动作 

1. 打印头连线脱落或接触不

良 

2. 打印头损坏 

1.    检查打印线路  

2. 更换打印头 

显示器无显示或乱显

示，但试验机其他功能正常 

1. 显示器连线脱落或接触不

良 

2. 显示器损坏 

1.    检查线路 

2.    更换显示器 

显示正常，一部分按键

不起作用 

按键损坏 更换按键 

显示正常，电机工作状

态失控 

电机控制电路故障 

检查电路，查明故障并采取相应措施（由

专业人员处理） 

7 打印机的使用 

7.1 安装纸卷与上纸 

翻下打印机前盖，捏住固定机头的机头拉板两侧的弹性卡条，将机头拉板拉出（约 2cm），接通打印

机电源，打印机走纸三点行后，进入待命状态，此时指示灯亮。按一下按键，指示灯灭，再按住按键 1秒

钟以上，打印机开始走纸；或直接按住按键 1秒钟以上，打印机开始走纸。将打印纸的前端剪成三角形后，

将打印纸推入打印机进纸口，打印纸会被打印机卷进。待打印纸从打印机机头上方出纸口处伸出一段时，

按一下按键停止走纸，自动进入指示灯亮的待命状态。稍用力捏住弹性纸轴的两端，可将弹性纸轴上的纸

卷安装到纸轴架上。 

7.2 运行操作 



                                                                       仪器操作指南 
 

东莞市勤达仪器有限公司 www.dgqinda.cn         
 

15

接通打印机电源，打印机走纸三点行后进入待命状态。此时指示灯亮，表示打印机可以从打印机接口

接收数据进行打印。在待命状态下，按一下按键（时间不超过 1秒钟），指示灯灭，进入离线状态。再按

一下按键（时间不超过 1秒钟），指示灯亮。进入待命状态。在离线状态下，打印机忙线为“忙”状态不

能接收数据。不论灯亮还是灯灭，按住按键 1秒钟以上打印机开始走纸。走纸时指示灯灭。 

打印过程中按一下按键，打印机打印完当前行后暂停打印，进入指示灯灭的离线方式。再按一下按键

（时间不超过 1秒钟）进入在线方式，继续打印；打印机暂停时按住按键 1秒钟以上打印机开始走纸，可

进行上纸操作。 

7.3 更换色带 

打印色带经过一段时期的使用后，打印的字迹会变浅，需要更换色带盒。翻下打印机前盖板，捏住机

头拉板两侧的弹性卡条，将机头拉板向外拉至色带盒全部露出，更换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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