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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QD-3013 型微电脑程控压缩强度试验仪（以下简称仪器）是纸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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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2679.8《纸板环压强度测定法》、GB6546《瓦楞纸板边压强度测定法》、GB6548

《瓦楞纸板粘合强度的测定方法》和 GB2679.6《瓦楞芯平压强度测定法》等标准规定。 

仪器配备相应辅具可进行以下试验： 

——配备环压试验中心盘和环压专用取样器，进行纸板环压强度试验（RCT）； 

——配备边压（粘合）试样取样器和辅助导块，进行瓦楞纸板边压强度试验（ECT）； 

——配备剥离强度试验架，进行瓦楞纸板粘合（剥离）强度试验（PAT）； 

——配备平压试样取样器，进行瓦楞纸板平压强度试验（FCT）； 

——配备槽纹仪和辅助器具，进行实验室槽纹试验（CCT 和 CMT）。 

2 主要技术特性 

2.1 仪器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项目 技  术  指  标 

测量范围 （60～3000）N，分辨力 1N 

示值准确度 示值误差±1%，示值变动性≤1% 

试验速度 （12.5±2.5）mm/min 

上下压板平行度 ＜0.05mm 

上下压板最大距离 ＜50cm 

注：测试数据在 100N 以下（含 100N）时，示值准确度允许超出上表规定范围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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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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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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位”键——用于系统初始化和系统“死机”时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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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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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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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删除被选定的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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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压试验状态下用于置入试样定量，并据此计算压缩指数。 

“△”和“▽”键——用于于手动控制下压板运动。以及上下移动光标。 

“选择”键——用于选择试验项目。可供选择的试验项目包括环压试验（RCT）、粘合试验（PAT）、边压

试验（ECT）和其它试验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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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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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去除各部的包装捆扎物，擦净油污和灰尘，将仪器置放在平整稳固的工作台面上。 

4.2 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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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开关，仪器自校后进入待测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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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项目的选择 

仪器设定四种试验项目，通过操作面板上的“选择”键进行选择。不同试验项目执行不同的方法标准，具

有不同的强度计算公式，因此，必须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试验项目。 

仪器默认的试验项目为环压试验，按动“选择”键，可在环压试验、粘合试验、边压试验和其它试验之间

进行切换。 

在其它试验状态下，仪器只对试验力进行采集和处理，不进行强度计算。 

4.4 环压试验状态下试样定量的设置 

4.4.1 按“定量”键，进入置数状态。 

4.4.2 按数字键输入被测试样定量。 

4.4.3 按“测试”键确认并退出。 

注：前一次设置的定量将记忆保留至下一次被修改前，因此更换试样后应及时修改定量设置。 

4.5 测试 

4.5.1 开机  按照提示选择是否保留以前数据。 

4.5.2 按“△”和“▽”键，选择即将测试的类型；然后按“测试”键进入测试类型的测试状态。 

4.5.3 根据所选试验项目，用相应的辅具将试样安放在下压板中部。（取样操作在视频中会有具体介绍） 

4.5.3 按“测试”键，仪器自动完成一次工作循环，测试结果显示在显示屏上。 

4.5.4 更换试样进行下一次试验，直至一组试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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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仪器显示模式说明 

 

仪器有两种显示模式：曲线显示模式和数据显示模式。仪器开机时根据屏幕提示可选择显示模式；测试过

程中可通过“界面”键进行两种显示模式的切换。 

4.6.1 曲线显示模式 

此显示模式下有显示曲线，但显示字体较小。 

仪器在试验时实时显示时间（t）－力值（F）曲线，帮助用户分析试样试验时的受力情况。 

注：1当试样受力≥10N 时开始显示曲线； 

2 只能显示当次试验曲线，曲线不能存储和打印。 

4.6.2 数据显示模式 

此显示模式下无曲线显示，但显示字体较大。显示屏上显示当次测试的数据。 

 

4.7 测试数据的提取和打印输出 

4.7.1 查看 

4.7.1.1 一组试验完毕，按“查看”键，可提取显示每次试验的测试数据、一组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

及与试验项目相对应的强度计算值。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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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试验状态下打印输出内容中的参量

代号和含义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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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压   试   验 

符号 代表的参量 符号 代表的参量 

W 置入的试样定量 Fmax 力最大值 

Fi 单次测试力值 Fmin 力最小值 

F
—

 力平均值 NH 环压强度 

σ 标准偏差 NHr 环压指数 

粘   合   试   验 

符号 代表的参量 符号 代表的参量 

Fi 单次测试力值 Fmax 力最大值 

F
—

 力平均值 Fmin 力最小值 

σ 标准偏差 NZ 粘合强度 

边   压   试   验 

符号 代表的参量 符号 代表的参量 

Fi 单次测试力值 Fmax 力最大值 

F
—

 力平均值 Fmin 力最小值 

σ 标准偏差 NB 边压强度 

其   它   试   验 

符号 代表的参量 符号 代表的参量 

Fi 单次测试力值 Fmax 力最大值 

F
—

 力平均值 Fmin 力最小值 

σ 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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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内存数据的清除 

4.8.1 关断电源重新开机，系统进行初始化状态，按照提示通过“测试”键清除全部内存数据。 

4.8.2 或在测试界面直接按“清除”键，可以清除全部内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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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各种试验状态下的强度计算公式请参见相关试验方法标准。 

注 3：用以上方法清除内存数据，用户置入的定量均不会被清除。 

注 4：如需保存数据，可在重新开机时选择按键“1”保存原先测试的数据，或将数据打印出来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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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在升降套正面的加油孔内注入适量润滑油，升降套表面应涂适量润滑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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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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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机械系统一般性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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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分析 排除与维修 

上下压板平行度超差 

1. 传感器螺钉松动 

2. 传感器弹性体变形 

3. 上压板螺钉松动 

查明故障部位，进行相应调修 

传动系统噪声过大 减速箱齿轮磨损 更换减速箱 

限位保护装置不起作用 微动开关损坏 更换微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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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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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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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仪

器其它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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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按键不起作用 按键损坏 更换按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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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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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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