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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QD-3005C 型微电脑纸张耐破度仪和 QD-3005B 型微电脑纸板耐破度仪（以下简称仪器）是纸和纸板强度

性能检测的基本仪器，其各项性能参数和技术指标符合 ISO2759《纸板—耐破度的测定》、GB1539《纸板

耐破度的测定法》和 ISO2758《纸—耐破度的测定》和 GB454《纸耐破度的测定法》等标准规定，适用于各

类纸和纸板的耐破强度试验。 

2 主要技术特性 

2.1 仪器主要技术参数 

技  术  指  标 

参 数 项 目 

QD-3005B 型 QD-3005C 型 

测量范围 （250～5600）kPa （70～1400）kPa 

分辨力 1kPa 

示值误差 ±0.5%FS 示  值 

准确度 示值变动性 ≤0.5% 

加压（送油）速度 (175 .15)ml/min （95.5）ml/min 

试样夹环几何尺寸 符合 GB1539 符合 GB454 

凸起高度 10mm 18mm 9mm 

胶膜 

阻力 胶膜阻力值 

（170～

220）kPa

（250～

350）kPa

（25～35）kPa 

试样夹持力 ＞690kPa（可调节） ＞430kPa（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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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系统密封性 1min 内压降＜10%Pmax 

整机质量 约 55kg 

压力表设定压力 （3.5～6）Kg/cm2 （2.5～3）Kg/cm2 

排气量 （0.02～0.3）m3/min 配用空气压缩

机 额定压力 （0.6～0.7）MPa 

 

2.2 仪器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 

2.2.1 室温：20℃±10℃。 

2.2.2 电源：AC220V±22V，50Hz，最大电流 5A，电源应可靠接地。 

2.2.3 工作环境清洁，无强磁场和震动源，工作台平整稳固。 

 

3 操作控制系统功能概述 

3.1 电源开关 

位于仪器后面，用于控制电源通断，并有开（ON）关（OFF）标志。 

3.2 操作按键 

仪器操作控制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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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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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键——用于上压板回位时使用。 

“界面”键——用于切换仪器的曲线显示模式和数据显示模式。 

“打印”键——打印指令键。 

“清除”键——用于清除所有测试数据。 

“单位”键——用于提取不同的单位所对应的数值。 

“删除”键——用于删除含有明显粗大误差的测试数据。 

“查看”键——用于提取显示任意一次试验的测试数据。 

“设定”键---用于仪器的基本参数的设定。 

“置零”键---用于将所有参数归零。 

“定量”键（即“定载”键）---用于得到耐破指数时纸张克重的设定。 

“△”和“▽”键——用于于手动控制上压板运动。以及上下移动光标。 

“层数”键——用于在进行纸张或坑纸测试时，纸张层数的设定（一般纸板设定为 001 层）。 

用 “测试”键——测试指令键，控制仪器自动完成一次工作循环。也等同于“确定”键。 

具体操作详见本说明书第 4 章“操作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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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压阀和压力表 

位于仪器正面下方，用于调节、显示膜片气缸的进气压力，从而调节试样夹持力。 

注：调压阀右边红色旋转按钮为急停键，用于仪器操作失误时急停所用。平时操作基本可不用。 

4 操作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4.1 拆箱与安装 

4.1.1 拆开仪器包装箱上盖板，取出随机技术文件和附件。 

4.1.2 拆下四周箱板，卸掉底板上固定仪器的螺栓，取下仪器。 

4.2 试机 

4.2.1 将随机配备的进气管一端与气源连接，另一端插入机身右侧面的进气接头。 

4.2.2 打开电源开关，通电预热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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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片气缸进气压力调节 

4.3.1 打开气源，至供气压力大于 4 Kg/cm2。 

4.3.2 向上拉起调压阀旋钮。 

4.3.3 逆时针方向旋动旋钮，使压力表示值降至 2 Kg/cm2 以下。 

4.3.4 顺时针方向缓慢旋动旋钮，使表压达到本说明书第 2.1 条规定的范围。 

4.3.5 按下调压阀旋钮，压力值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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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断点比例设置 

4.4.1 断点比例调整（例：设定断点比例为 92） 

4.1.2 开机，然后按下“设定”键 

4.4.3 通过上下键找到“断点设定”的选项，点击“测试”键确定 

4.4.4 仪器出现出厂设定值：例 85%，然后按仪器上的数字键按下 9和 2键，然后点击“测试”键确定 

4.4.5 按“返回”键仪器断点设置完毕。 

4.5 测试 

4.5.1 开机，进入耐破测试界面。按“层数”键设定层数。 

4.5.2 按“单位”键选择您所需的单位。 

4.5.3 按“定载”键设置试样的克重。（此设置和测试的耐破强度值无关，和耐破指数值有关） 

4.5.4 将试样放置在仪器下夹环上。按“测试”键，仪器自动完成一次工作循环。上压盘自动复位。 

4.5.5 更换试样进行下一次试验，操作如上，直至一组试验完毕。（仪器自动保存测试数据） 

4.5.6 按“打印”键，打印数据。 

4.5.7 测试完毕，关闭电源。 

注：1、如无需某一次测试结果，可直接按“删除”键选择要删除的第几次数据结果。如需删除所有数据，

可按“清除”键，删除所有结果。 

2、一般瓦楞纸板的层数为 001，原纸的层数可根据您选得层数而设定（仪器可自动换算出其单层纸张

耐破强度）。 

3、如不知其克重值，可按“定载”键选 0000。此时即耐破指数也为 0。 

4.6 复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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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以下 5.3 胶膜更换  （注：此操作用于仪器换膜状态时使用。） 

4.7 测试数据的提取、删除和打印输出 

4.7.1 提取   一组试验完毕，按“查看”键，可提取每次试验的测试数据及该组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 

4.7.2 删除    一次试验完毕后，按“删除”键，可删除当次试验数据。 

4.7.3 打印输出     一组试验完毕，按下“打印”键，可对该组试验数据进行打印输出。 

4.8 内存数据的清除 

4.8.1  一组试验完毕，按“清除”键，系统自动清除所有数据，清除全部内存数据。 

注 1：仪器最多可以存储 10 次试验的数据，如果试验次数为 11 次，系统将不再保存第 10 次测试结果，以

此类推，如果测试第 12 次，则不会保存第 10 和第 11 次的结果。因此一组数据完毕后，请及时打印输出。

注意一定要清除所有的内存数据后，再进行下一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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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保持仪器清洁，长期不用时应加罩防尘。 

2.  仪器出现故障时，应请专业人员检查排除，切勿带病运行。 

3.  坚持周期检定，保持仪器优良技术状态。检定周期一般为一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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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检查测试系统硅油油量，及时进行补充、更换，方法详见本说明书第 5.2 条。 

6.  定期校验胶膜阻力，如超出规定范围，即应更换胶膜，方法详见本说明书第 5.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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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试系统硅油量的检查、补充和更换 

1.  每隔一段时间（一般为 2个月）应检查测试系统硅油量，如硅油量不足即应进行补充。硅油量是否充

足一般采用肉眼直观法判别； 

2.  注油杯油量不足时，可用随机配备的硅油，从注油杯顶部的注油孔加入注油杯。 

3.  使用较长时间（一般为 2～3年），应更换系统中变污的硅油。 

5.3 胶膜更换 

如因操作失误导致胶膜破裂或使用时间过久，则应更换新胶膜，方法如下： 

1、开机； 

2、按下“测试”键，1秒钟后按下“停止”键。（此时上压盘处于紧压下压环状态） 

3、用扳手把下面的盖子扭开，直到可以用手操作； 

4、按下“复位”键，此时上压板向上复位； 

5、用手把下面的盖子扭开，拿出胶膜； 

6、扭开油杯的顶针，放油，同时观察放胶膜的位置，下面的硅油往上冒至稍微突出水平面时， 

把油杯顶针上紧； 

7、把新胶膜水平推进（必须水平推进，否则漏气），直至膜与盖口重合； 

8、把盖子装上，先用手上紧，至用手无法再扭动为止； 

9、同第 2步：按下“测试”键 1秒钟后，再按“停止”键，上下压盘再次处于紧压状态； 

10、上压板压紧下压板后，用扳手上紧盖子（尽量上紧）； 

11、按下“复位”键，然后拧松油杯，在膜的中间用手指使劲按下，使膜内空气彻底祛除，待油恢复后，

再拧紧油杯顶针，换膜步骤完毕； 

12、把仪器上面的油擦干净；最后请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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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除与维修 

6.1 纸板打不破 

此问题常见原因是，油杯未拧紧或油缸内有空气。 

解决方法是：拧松油杯螺母，用手指用力按下橡皮膜几次使空气从油杯排出。 

待橡皮膜恢复后拧紧油杯螺母。 

 

6.2 纸板打不破而且下压盘出现漏油现象 

此问题原因是：橡皮膜已损坏破裂。 

解决方法是：更换橡皮膜（具体方法见 5.3） 

 

6.3 纸板破裂不完全或纸板破裂后不马上返回，系统瞬间出现超大值或

橡皮膜破裂 

此问题原因是：“断点比例”设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是：修改“断点比例” （具体方法见 4.4） 

注：断点比例值一般设定区间为：80%-95%。 

一般如果纸板测试结果超过 10Kgf/cm2，断定比例设定为：80%-90%； 

如果纸板测试结果低于 10Kgf/cm2，断定比例设定为：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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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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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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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备注 

本册若有疏漏之处，须要加以补充工更正，以及试验机因改良创新的，而变更设计， 

或是换装较优组件，而使用方法必须另外说明者，均载于本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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