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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ZP－TDY10型纸杯纸碗挺度测定仪（以下简称仪器）是
餐用纸制品（纸杯、纸碗）挺度检测的专用仪器，本仪器根据

QB/T 

2294－2006《纸杯》标准对仪器的基本要求和JJG157－1995《
非金属拉力、压力和万能试验机》的通用技术要求设计，是

纸杯纸碗生产、使用单位和相关科研、质检部门必备的物理

性能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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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N，分辨力0.01N
示值准确度 示值误差±1%，示值变动性≤1%
试验速度 （50±2.5）mm/min

测头相对移动距离 （9.5±0.2）mm
测头对中性 ≤0.2mm

两测头开距（可更换测

头）
（40～120）mm，（54～134）mm

外型尺寸（长×宽×高） 500mm×270mm×340mm



2.2 仪器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

2.2.1 室温：20℃±10℃。
2.2.2 

电源电压：AC220V±22V，50Hz，5A，电源应可靠接地。如电
源电压波动超出上述范围，则应使用电源稳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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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仪器背面，用于控制电源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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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系统初始化和系统“死机”时恢复功能。

“走纸”键——
控制打印机走纸，按动本键打印机走纸，再按则停止走纸；

打印过程中按住本键可终止打印。

“打印”键——打印指令键。
“校准”键——

用于仪器准确度校准和线路调校，控制系统进入跟随测量

状态（用户一般不使用本键）。

“删除”键——用于删除含有明显粗大误差的测试数据。
“提取”键——

用于提取显示任意一次试验的测试数据、一组测试数据中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及一组测试数据的标准偏差和变异系数

。

“平均”键——用于提取显示一组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测试”键——

测试指令键，控制仪器自动完成一次工作循环。

“停”键和“返回”键——用于控制测头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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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净各部灰尘和油污，将仪器置放在平整稳固的工作台面

上。

4.1.4 

从附件盒中取出传感器测头（铝制件），从仪器U型内侧面右
侧的孔内伸进旋入传感器螺孔，以旋转到位为度，切忌用

力过猛，以免损伤传感器。

注：仪器配备两组测头，较长的一组测头用于纸杯（包括较

小直径纸碗）的挺度试验，另一组适用于较大尺寸纸碗的挺

度试验，其对应的测头开距分别为（40～120）mm和（54～13
4）mm。使用时应根据被测试样的尺寸选择适宜的测头。
4.1.5 

从附件盒内取出试样压块和压块杆，试样压块大面朝下，将

压块杆旋入压块组合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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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除复位键外的任意键，仪器进入待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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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初始位置的设定

4.3.1 从一组试样中任取一个试样，在其2／3高度上划线。
4.3.2 

按“测试”键或“返回”键，调整两测量头间的距离，使之略大
于试样2／3高度上的直径，并按“停”键停止测头动作。
4.3.3 

将划有高度线的试样放入试样托盘，松开试样托盘下部的

滚花螺钉，调节试样托盘高度，使测头对正所划的高度线，

锁紧滚花螺钉。

注1：当试样尺寸发生变化时，必须重复以上步骤进行测试
初始位置设定，否则将不能进行测试。

注2：本仪器试样托盘包含了φ52、φ62、φ72三种底部直径
定位尺寸，如果被测试样底部直径不符合以上尺寸之一，则

应向本厂提出特殊订货，选配与被测试样底部直径相符的

定位套环，以确保试样位于两测量头对称中心。



4.4 测试
4.4.1 

将被测试样放入试样托盘，并将试样压块放入被测试样中

部。

4.4.2 

按“测试”键，两测头相对运动，至测头接触试样、传感器开
始受力，仪器开始自动记录测试力值及两测头相对位移，相

对位移达到9.5mm时，测头自动停止动作并返回初始位置（
自受力起始点后退一定距离），完成一次测试过程。

4.4.3 

取出试样压块，更换试样，进行下一次测试，直至一组试验

完毕。

4.5 测试数据的提取、删除和打印输出

4.5.1 提取
4.5.1.1 

一组试验完毕，重复按动“提取”键，可提取显示每次试验的
测试数据、一组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及该组测试数据

的标准偏差和变异系数。

4.5.1.2 按“平均”键，可提取显示一组测试数据的平均值。
4.5.2 删除
4.5.2.1 

一次试验完毕后，按“删除”键，可删除当次测试数据。



4.5.2.2 

一组试验后，按“提取”键，找到欲删除的测试数据，再按“删
除”键，可删除任意一次的测试数据。
4.5.3 打印输出
一组试验完毕，按“打印”键，可对该组测试数据进行打

印输出，打印输出内容中的参量代号和含义见下表。

符号 代表的参量 符号 代表的参量
Fi 单次测试力值 V 变异系数

Error! 力平均值 Fmax 力最大值
σ 标准偏差 Fmin 力最小值

4.6 内存数据的清除

4.6.1 

按“复位”键或关断电源重新开机，系统重新进行初始化，清
除全部内存数据。

4.6.2 

对一组试验数据打印输出后，按“测试”键，仪器将提示是否
清除内存数据，选择清除，可以清除全部测试数据。

注1：仪器最多可以存储99次试验的数据，如果试验次数超
过99次，将自动清除前99次的试验数据，请注意及时打印输
出。

注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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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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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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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详见随机技术文件《更换打印纸及

色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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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头运行过

程中发生阻

滞现象

1.导向轴与轴承间有异
物进入

2.两侧导向部位运动不
同步

查明故障部位，进

行相应调修

传动系统出

现异常噪声

电机支架移位，主从

动轮中心距变大
调整位置并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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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复位”键或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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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仪器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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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足
4.锁紧螺钉
7.试样托盘

2.标牌
5.打印纸卷
8.显示屏

3.打印机
6.测量头
9.操作按键

仪器外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