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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脑抗张强度试验仪 

使用说明书 

型  號:      QD-3008         

        電  源:     AC 220V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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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QD-3008型微电脑抗张强度试验仪（以下简称试验机）是纸和纸板抗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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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924／2《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 第2部分：恒速拉伸法》和 GB／T12914

《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法（恒速拉伸法）》等标准规定。试验机主要适用于纸和纸板抗张强度、伸长率、

裂断长和抗张能量吸收值的测定，也可用于其它低抗张强度、低伸长率片状材料的抗张性能试验。 

 

2.主要技术特性 

2.1试验机主要技术参数 

参 数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测量范围 1~500N 

示值准确度 示值误差±1%，示值变动性≤1% 

伸长量测量范围 （0～360）mm（在180mm 标准试验长度下） 

伸长量测量准确度 ±0.1mm 

试验速度调节范围 （5.5～180）mm/min 

（5.5～10）mm/min：±1mm/min 
试验速度误差 

（10～180）mm/min：±5% 

夹间距（试验长度） 可调（标准夹间距为180mm） 

夹间距定位误差 ±0.5mm 

动夹头复位误差 ±0.1mm 

外形尺寸 490mm×370mm×940mm 

整机质量 约60kg 

 

2.2试验机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 



仪器操作指南 

东莞市勤达仪器有限公司 www.dgqinda.c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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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试验机后部，用于控制电源通断。 

 

3.2操作按键 

试验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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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位”键——用于仪器回到初始位置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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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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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得到抗张指数时纸张克重的设定。 

“△”和“▽”键——用于手动控制上压板运动以及上下移动光标。 

“速度”键——用于试验速度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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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操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4.1拆箱与安装 

4.1.1 拆开试验机包装箱上盖板，取出随机技术文件和附件。 

4.1.2 拆下四周箱板，卸掉底板上固定试验机的螺栓，取下试验机。 

4.1.3 去除各部的包装捆扎物，擦净油污和灰尘，将试验机置放在平整稳固的工作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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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试机 

4.2.1 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开关，通电预热30min。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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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间距（试验长度）设定 

试验机夹间距可自行调节，通过操作面板上的“设定”键进入“试样设定”进行选择。当显示屏显示需要的

夹间距时，按“测试”键确认，试验机动作，动夹头运动到设定位置，蜂鸣器鸣响。 

开机时，在动夹头自动对位过程中，可以按“停止”键终止动夹头运动，重新设定夹间距。 

 

4.4试样定量的设置 

4.4.1 按“定量”键，进入置数状态。（或在设定界面选择“试样设定”） 

4.4.2 通过数字键，置入被测试样定量。 

4.4.3 按“测试”键确认并退出置数状态。 

注：试验机预置定量为120g/m
2
，如不加设定，试验机将据此预置定量进行抗张指数和抗张能量吸收指数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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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试验速度的设置 

4.5.1 按“速度”键，进入置数状态。（或在设定界面选择“速度设定”） 

4.5.2 通过数字键置入所需的试验速度（试验机预置的试验速度为15mm/min）。 

4.5.3 按“测试”键确认并退出置数状态。 

 

4.6测试 

4.6.1 打开电源，依照提示进入待测试状态。 

4.6.2 测试前先设定好试样的克重和速度，然后在上夹头上夹入一条或多条试样。 

4.6.3 用10N 左右的力拉直试样，将靠近固定钳口一侧的一条试样夹入下夹头钳口内。 

4.6.4 按“测试”键，试验机自动完成一次工作循环。 

4.6.5 更换试样进行下一次试验，直至一组试验完毕。 

 

4.7测试数据的提取、删除和打印输出 

4.7.1 显示及打印参数代号说明 

符号 代表的参量 符号 代表的参量 

F 抗张力 F(—) 抗张力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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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抗张强度 φ 伸长率（相对伸长） 

l 伸长量 I 抗张指数 

LB 裂断长 Z 抗张能量吸收值 

W 试样定量 IZ 抗张能量吸收指数 

L 夹间距（试验长度） B 试样宽度 

4.7.2 提取 

 一组试验完毕，按查看键，可提取各个数值。 

4.7.3 删除 

一次试验完毕后，按“删除”键，选择您要删除的数据序号，按测试键确认。 

4.7.4 打印输出 

一组试验完毕，按“打印”键，仪器自动打印所有数值。 

 

4.8内存数据的清除 

4.8.1关断电源重新开机，系统重新进行初始化，清除全部内存数据。 

4.8.2 在待测试界面，按“清除”键，清除内存中的所有测试数据，按查看键确定数据是否全部清零。 

注1：采用以上方法清除内存数据，用户置入的试样定量、试验速度和夹间距均不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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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及时打印输出或清除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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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一组试验完毕并打印输出后，如不清除内存，则以后试验的数据将加入上一组数据中进行计算，因此

请注意及时清除内存。 

注 4：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请参见相关试验方法标准。 

 

5.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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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保持试验机清洁，长期不用时应加罩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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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机传动丝杠部位应不定期加注少量润滑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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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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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故障排除与维修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分析 排除与维修 

无显示，按键失灵 
保险管烧坏、电源开关损坏、

电源线接触不良或松脱 

更换保险管、更换电源开关、检

查修理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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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后或使用中乱显示，按键

不起作用 
系统“死机” 关断电源重新开机 

按“打印”键打印机不动作 

1.打印头连线脱落或接触不良

2打印灯没亮  3.打印头损坏  

1.检查打印线路 

2打开打印机指示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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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间距设定失控 光电对管损坏 
更换光电对管，重新调整遮光片

位置 

 

 

7.外形图 

 

 

 

 

 

 

 

8.打印机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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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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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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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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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操作指南 

东莞市勤达仪器有限公司 www.dgqinda.cn 
 

1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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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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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随时在创新及改良产品，本册之例举、图解及规范，概以本册发布时之机种型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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