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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阅读

感谢您选择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我公司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
产品和快捷的售后服务。在使用我公司产品之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中的内
容。

1、说明书在编制过程中力求对所包含内容及数据进行正确而又完整的描述，但
并不保证其中无任何错误或遗漏，对此所导致的任何后果恕不承担任何责任。

2、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保留随时更改说明书内容而毋须事先声明的权
利，恕不另行通知。

3、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仪器及相关故障导致数据偏差或不正确的
检测结论，由此带来的可能损失，恕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仪器一经使用，即意味着您已经全部阅读、准确理解了本说明中的全部条
款，并且您已经完全同意本说明中所有条款。

5、在非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直接参与的销售及服务过程中，所签订有违
背于本声明的协议内容，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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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用途和特点
 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LR-V系列微型锚杆拉拔仪，适用于锚杆、

钢筋、膨胀螺栓等锚固体的锚固力检测，是锚杆施工支护工程质量检验必备仪器之一。
该系列微型锚杆拉拔仪由手动泵、液压缸、智能数字压力表及高压胶管等部分

组成，手动泵为单柱塞设计，泵体采用硬质铝合金制造。使用时只需要用快速接头将
手动泵与液压缸连接即可，具有轻便耐用、结构紧凑、携带方便等特点。

 该仪器的性能特点如下：
 ◇ 段式液晶显示；
 ◇ 液晶蓝光照明功能；
 ◇ 峰值保持功能；
 ◇ 最多500条数据存储功能；
 ◇ 采取过载保护结构，可尽管放心使用。
 依据标准：
 ◇ GB 50367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 JGJ 14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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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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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主要参数 

液压缸中心孔    

 液压缸重量        

  活塞行程 

  测量范围 

   分 辨 率

  常用锚具

   加长拉杆                  

LR-V1        LR-V1.5       LR-V2          LR-V3          LR-V4          LR-V5

    转 换 头  

18mm

1.5kg

50mm

0~10 kN

0.001kN

18mm

1.5kg

50mm

0~15 kN

0.001kN

Ø6~12

M12

M6~10

Ø6~12

M12

M6~10

18mm

1.5kg

50mm

0~20 kN

0.001kN

Ø6~12

M12

M6~10

18mm

1.5kg

50mm

0~30 kN

0.001kN

Ø6~12

M12

M6~10

18mm

1.5kg

50mm

0~40 kN

0.001kN

Ø6~12

M12

M6~10

18mm

1.5kg

50mm

0~50 kN

0.001kN

Ø6~12

M12

M6~10



LR-V系列微型锚杆拉拔仪的结构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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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二章     操作步骤
2.1检查油量
如液压缸活塞没有完全退回到缸体内，应首先通过高压油管连接至手动泵，逆时

针方向拧动泵体上的卸荷阀，使液压缸中的液压油排回到手动泵的储油筒中。从手
动泵的前部拧开加油孔盖，检查油量，储油筒中应留有1/5的空间，如油不满,可加注
N32号耐磨液压油。

注：加油孔内油面距离泵体上表面距离在10mm左右为宜。
2.2排气
液压系统组装好后，高压油管及液压缸中常混有空气，为使液压系统正常，这些

空气必须排掉。方法是：拧松加油孔盖，将手动泵放在比液压缸稍高的地方，顺时拧
紧卸荷阀，压手动泵，使液压缸活塞伸出至最大行程，再打开卸荷阀，使活塞缩回，连
续几次即可。

2.3检查数字压力表
按住     1秒钟压力表开机，仪表自检2秒后，自动跳转到力值测量界面。电池电压

过低会影响仪表使用时，当电池电量显示为空格时请及时为电池充电。因电池容量
有限，每次测量完毕后应立即关断电源，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4



5

图2

1、被测锚杆（螺纹钢）   2、液压缸   3、锚具   4、进油口
5、反力承压压盘    6、螺母    7、被测锚杆（锚栓）    8、加长拉杆

第三章  锚杆检测
LR-V系列微型锚杆拉拔仪使用时将高压油管快速接头连接到油缸进油口。按图2

所示，将油缸与被测锚杆连接好，如锚杆为螺纹钢筋，可参照图A连接。如锚杆为圆钢
外露部分有螺纹，可参照图B连接。本仪器标配Ø6～Ø12规格4种锚具及M6-M10规格
3种转换头及M12加长拉杆。

将卸荷阀顺时拧紧，慢压手动泵使活塞杆伸出约10mm，其目的是避免安装锚具
敲打夹片时损伤活塞杆，也给退锚带来方便。安装与锚杆相配套的锚具或螺母并固
定可靠，按       打开智能数字压力表，按       打开峰值开关，在液晶显示屏的左上角出



现“峰值”字样再按        使当前压力清零，这时就可以检测了。均匀用力压手压泵，压力
增加直至达到最大值并随时保持，停止加压，仪表上显示的数值即为钢筋抗拉的最
大值，记录或按        储存压力表数据后将电源关闭。

检测完毕后拧松卸荷阀，活塞可自动缩回至液压缸内。在图2A所示连接状态需
拆卸时，可敲打锚具外壳，使夹片脱离外壳，然后卸下液压缸。在图2B所示连接状态
需要拆卸时，可先将螺母退下，然后卸下液压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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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能数字压力仪表的使用说明
数字压力表液晶面板



4.1 按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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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功 能 说 明

在测量状态下：按下则进入查询状态
在查询状态下：按下则回到测量状态
在密码状态和设置状态下：进入修改状态移动修改位

在标定状态下：按下则标定当前测量值为标定点值
在设置状态下：修改参数时，按下则保存修改值
在测量状态下：按下则保存压力值
在查询状态下：长按2秒则删除全部压力值记录
在密码状态下：密码为1111时按下则进入标定状态；否则无效

在测量状态下：打开与关闭峰值状态
在查询状态下：向上查看前一个记录
在密码和设置状态修改数值时：增大修改值

在测量状态下：长按2秒对测量值清零，将当前测量值作为零点
在查询状态下：向下查看后一个记录
在密码和设置状态修改数值时：减小修改值

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执行开机和关机操作



4.2 工作状态
仪表有5种显示状态，液晶屏幕左上角有相应状态的汉字标示，分别是：测量、查询、
密码、参数、标定。
4.3 操作使用说明
◇ 按      可在测量、查询状态间切换，测量状态为两行显示，查询状态为一行显示。
◇ 在测量状态下，力值超过“99999”时，显示“-oL”，峰值记录为“99999”。
◇ 在测量状态下，若测量值在允许清零范围设定值以内时，按      可对测量值清零，并
将当前测量值作为零点。
◇ 在查询状态下，可以查看存储数据记录，按      和      翻页查看全部记录。
◇ 在查询状态下，按      2秒，删除所有记录数据并返回测量状态。
◇ 本机电池为4.2V锂电池，需要充电时请使用随机配备的适配器，把充电插头接插到
仪器侧面充电孔。
4.4 仪器标定
标定设置受密码控制，密码是1111。密码核对不正确时，无法进入压力标定状态。误
进入可以关机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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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①按住       开机进入密码状态，输入密码1111然后按       进入标定状态。②
仪表上排显示“0%”，此时要确保仪器没有加压，标准测力仪显示值为零，按      一次，
仪表上排显示为“100%”，此时操作手动泵加压，至标准测力仪显示值为本仪器的满
量程压力值时按       完成对100%量程点标定。完成后仪表自动退出标定状态，标定精
度掉电也可以保持。如果仪表复测精度仍然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可以再重复上述步
骤，或进行分段折线修正（参考4.5章节）。由于本仪器采用高精度传感器和高精度AD
芯片，测量数据的线性很好，一般不需要折线修正既能满足常规检测要求，所以关于
折线修正的的功能说明可以忽略。

4.5折线修正
折线修正功能的原理：仪表接入传感器输入信号后，依转换值大小与各折线点的

标准转换值比对，在所处区间的折线上求出对应的测量值。在完成测量值标定后自
动启动折线修正功能。

在密码状态下，输入3333然后按下        进入折线修正状态。通过按        和       可以
调整至任一段需要修正的折线点，操作手动泵加压，当压力值和折线点相对应时，按                  

保存当前折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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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LR-V1型锚杆拉拔仪为例，此型号仪器满量程为10KN。如1KN-2KN段需要进行
折线修正。仪器进入折线修正状态仪表显示0%，按       调整至10%，然后加压到标准
测力仪1KN时，按下       仪表显示20%，然后加压到标准测力仪2KN时，按        仪表完
成此力值区间的折线修正，此时关机后重新启动仪器完成修正。

10

第五章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压力表无压力显示

压力达不到

油筒内缺油

泄荷阀没拧紧

接头漏油

手动泵没水平放置
压力表损坏

手动泵内缺油

接头漏油
使用油质不对或油脏

打开注油阀加油

顺时针拧紧

拧紧接头

放水平后再加压
取下检查或标定

加油

检查接头及密封圈
换油



第六章  安全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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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缸漏油 缸体内密封圈损坏 更换密封圈

压力表读值明显下降

压力表有读值
但液压缸无压力

接头处严重漏油

密封件失效

油质太脏

泵体内各单向阀密封不良

拧紧或更换密封圈

更换同类密封圈

用煤油清洗油筒、泵体、
油管、油缸后换油

送回厂检修

油管堵塞
接头堵塞

疏通胶管
清洗接头

1.锚杆拉拔仪的操作人员应对结构要求了解，对本说明书理解后才上岗操作。
2.使用前应对测力计进行空压加载，如有异常情况不得使用。
3.做拉拔检测时，油缸周围严禁站人，注意安全。
4.液压泵操作人员应缓慢升压。
5.液压泵的阀出厂时已调整好，使用时不得随便调整。



6.使用中出现渗漏油液等非正常情况应停机检查，经修理人员检查并排除故障
后方能使用。

7.储油筒内应加注干净的N32号抗磨液压油，注油量不得太满，应使油管内留有
一定空间（约留有1/5空间），以使空气排出。

         1.拉拔仪严禁超载使用，例如： LR-V5只能使用到50kN；否则会引起永久性损坏。
         2.应保持液压系统清洁。油缸用毕应拧松手动泵卸荷阀，将活塞缩回，并应经常
在活塞杆内外径上加油，防止生锈。油嘴接头应注意防尘和防磕碰。
         3.油缸工作时底部必须摆平放稳，垂直受力。不得超行程工作。
         4. 加注的液压油应干净。

         LR-V系列微型锚杆拉拔仪使用塑料密封箱包装，包装箱内附产品使用说明书、产
品合格证、装箱单和附件等，请注意查验。拉拔仪经包装后，可用常用交通工具运输，

第七章  注意事项

第八章  包装、运输与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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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仪器标准配置为：
         1.液压缸1个
         2.手动泵1台
         3.Ø6- Ø 12共4个锚具
         4.M6、M8、M10共3个转换接头
         5.M12加长拉杆1根。
         6.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各1份
         本产品在规定使用条件下保修一年，终身维修。产品出现问题，请及时与我单位
联系。

运输时应避免抛跌和雨雪淋袭。拉拔仪应放置在无雨雪浸入、空气流通的场所。

第九章  配件与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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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热线：400-117-5168   邮箱：lrkj@jnlrkj.com
网址：www.jnlrkj.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