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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使 用 说 明 书

济南朗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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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和特点
LRDGN-40型多功能检测仪用于检验建筑工程饰面砖、马赛克与墙体或地面的

粘结强度及混凝土强度。
该仪器是一台小型液压测力装置，由穿心式千斤顶、手摇泵、三角底盘及测力装

置等部件组成，具有一机两用、结构新颖、体积小巧、操作方便、功能齐全等特点。
检测仪油泵采用手动方式加载，摇杆丝杠不用提前反向摇出来，具有驱动力矩

小、摇向舒适合理、加载连续均匀的特点。采用单片机为核心智能数据处理器，机内
电池可充电，具有全数字显示、峰值保持选择、可存储500条数据及超量程显示等功
能。

本产品附件主要有：
⑴螺纹试块 40x40x8(mm)及95x45x8(mm) 各3块；
⑵标准块拉杆及镊手螺母；
⑶检测混凝土强度用锚具1套，共6件；
⑷电动磨槽机1套；工具箱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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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技术参数
检测仪最大拔出力             40 KN                               底盘支点内径   120mm
数显分辨率                          0.01KN                             示值误差      ≤±1%F.S
质量（主机）                           4.3 Kg

第三章  结构特征及工作原理
⑴ 检测仪构件   见图1、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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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检测仪工作状态示意图

1、螺旋加压油泵
2、压力传感器
3、数显压力表
4、涨簧锚固件
5、三点式支腿
6、拉杆
7、千斤顶
8、注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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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检测仪主机俯视图

⑵ 饰面砖检测附件  见图3

图3 拉杆连接示意图

1、饰面砖拉杆（M12）

2、捏手螺母

3、标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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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混凝土强度检测仪配套打孔及磨槽机具   见图4

1、钻头      2、定位盘    3、导管    4、进水口   5、定位钻杆    6、磨头

图4  钻孔机及磨槽机连接示意图

（4）锚具组成  见图5  

1、胀簧  2、胀杆  3、冲头  4、拉杆及捏手螺母（M14）  5、退杆及螺母（M10）  6、退套

图5   锚具附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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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检测仪工作原理
         如图1所示，转动摇把，推动泵体内活塞移动，液压油压入内置油路。分别压入相
互连通的压力传感器和千斤顶。从而推动活塞上升，带动螺母及拉杆标准块施加拉
力。随着手柄的转动，对标准块的拉力逐渐增大，当饰面砖剥离时，油压迅速降低回
零。由于传感器所受的压力与千斤顶内的压力相等，所以可通过传感器与数显电路
组成测力装置，将对应压力值显示出来。在饰面砖剥离瞬间，电路将最大油压记录下
来。

         4.1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及
使用方法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主要由压力传感器
和测量显示电路组成，通过数据连接线连接。
压力传感器受力产生电压信号，通过20位A/D
转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经单片机处理后由
液晶显示器显示压力值。

第四章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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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按键功能说明

设置键

左键
查询

存储键

在测量状态下：长按下2秒则进入密码状态
在密码状态下：密码为2222时，长按2秒则进入设置
状态，否则退回测量状态
在标定状态下：长按2秒则返回到测量状态
在设置状态下：长按2秒则返回到测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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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称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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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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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修改、标定。

减小键

增加键

开关机

在测量状态下：切换上排显示内容：储存位置编号/当前
实时测量值/MPa换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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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状态下：向上切换参数

在测量状态下：长按2秒则对测量值清零，将当前测量
值作为零点
设置状态下：向下切换参数
在查询状态下：向下查看后一个记录

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执行开机和关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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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仪表的使用方法
5.1操作使用说明
按【左键（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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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测量值大于0.500KN时，上下两行数值同步显示当前的测量值，

当前测量值回落至0.500KN以下时，上排显示测量值，而下排显示峰值，此时按【存储
键】手动保存压力值。屏幕左侧显示的记录保存号自动加1，如果显示501时意味着已
经保存了500条数据（全满）。

◇ 本机极限压力为40KN，请勿超压使用
在测量状态下，若测量值在允许清零范围设定值以内时(本仪器出厂设定为

0.300KN)，按【下键】2秒，可对测量值清零，并将当前测量值作为零点。
在测量状态下，当测量值在零位跟踪范围设定值以内时（本仪器出厂设定为

0.030KN），为消除内阻的扰动，仪表自动零位跟踪显示成“0”。
在查询状态下，可以查看峰值数据记录，按【上下键】翻页查看全部记录。
在查询状态下，按【存储键】2秒，删除所有记录数据并返回测量状态。
◇ 注意：数据删除不能恢复，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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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面积参数设定
         面积参数修改：在测量状态下，长按【设置键】进入密码状态，输入密码1234，再
长按【设置键】进入。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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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①长按【设置键】进入密码状态，输入密码1111然后长按【存储键】2秒进入

显示单位：OFF：无
                      no ：KN
                       F0 ：MPa/KN转换，100x100mm
                       F1 ：MPa/KN转换，45x95 mm
                       F2 ：MPa/KN转换，45x45mm
                       F3 ：MPa/KN转换，Φ50mm
                       F4 ：MPa/KN转换，自定义面积(cm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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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状态。②仪表上排显示“0%”，此时要确保仪器没有加压，压力处于零时，按【存储
键】一次，仪表上排显示为“10%”。③然后转动手柄开始加压，加压到测力环显示为
4KN时按动【存储键】一次，液晶上排显示为“20%”。然后再加压到8KN时再按【存储
键】。④依次类推完成全量程10个折线点标定。在最后完成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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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定时不用看液晶下排显示值是什么，只要保证这个显示值稳定就可以。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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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折线功能：如将0mV、2mV、4mV、6mV、8mV、10mV分别对应于0%、20%、
40%、60%、80%、100%，调至任意两标定值中间所对应的输入（mV）位置也应在两标
定值所对应的输入值的中间附近（偏差不得超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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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检测仪操作方法
          6.1 用前检查
           将三个支脚安装于底盘上，顺时转动检测仪油泵摇把，千斤顶活塞应缓慢上升，
当摇不动时，油泵行程达到极限，千斤顶活寒位移应达到8mm，否则应加注液压油。
          加油方法是：拧开注油孔，将机油滴入油孔内，并缓慢逆时转手柄，使油吸入，不要
进空气，当达到最大行程后再顺时轻摇手柄，使管路中气体从油孔中排出(油孔中出
油即可)。以上过程应反复几次，使油加满并让液压系统内空气充分排出，然后将油孔
螺钉拧紧。
          将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打开电源开关，液晶显示字符应正常。电池电压过低影响
仪表使用时，当液晶显示“LoBt”字样时请及时为电池充电。
          6.2 检测饰面砖粘结强度使用方法
          将螺纹为 M12 的拉杆与预先设定好的标准块连接，装上检测仪。打开智能压力数
值显示器。顺时转动手柄，活塞上升约2mm,当与拉杆螺母快接触但未受力时，若显示
值有所变化不为零时，应按【下键】将液压系统内磨擦力值减去。旋转手柄，逐步增加
对标准块的拉力，当达到极限拉力时标准块脱离被测体，此时最大拉力值被保持。按
键选择保存该值被存储在仪表中，检测完成后，反转手柄，使活塞缩凹，取下拉杆及标



12

准块。
          6.3 检测混凝土强度操作方法
          首先应选定好检测部位，然后将电钻的卡头与钻孔机连接，带动薄璧钻头打孔，将
打孔机定位盘紧压在被测混凝土表面上，保持相互垂直，由进水口通过胶管送入清水，
均匀用力推动电钻，直至钻杆上的限位深度。
          将配套的磨槽机上的金刚石磨头放入钻孔内，由进水口送入清水，手握磨槽机，使
定位盘紧靠在混凝土表面上，沿钻孔四周缓慢均匀回转，此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定位盘
与钻孔垂直。当磨头中心杆与孔壁相碰，则可停止磨槽，并将孔内残渣清除干净。
先将图 5 中所示胀簧放入成型孔内，然后再将冲头旋入胀杆，用小锤敲打冲头将胀杆
打入胀簧腔中，使胀簧膨胀，当冲头上的限位端面与胀簧接触上时，可取下冲头，将拉
杆 (M14) 旋入胀簧并拧紧。
          安装检测仪，使拉杆与活塞对中，装上拉杆螺母，使其与活塞相距约 2mm，以下步
骤同检测饰面砖操作方法。
           检测完毕后，拧下拉杆上的螺母，将拉杆由胀簧上卸下，再将退杆与胀簧内的胀杆
连接，装上退套及螺母，用板手旋转螺母，将胀杆从胀簧中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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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
          ⑴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属精密仪器，使用中注意防震、防潮。
          ⑵ 每个传感器之间均有离散性，本台检测仪的传感器与主机已经配套标定，不得
与其他传感器或主机互换。
          ⑶ 经常保持检测仪及附件清洁，必要时可在转动部位加注润滑油。液压系统应加
注干净的N46抗磨液压油或指标相近的机油。
          ⑷ 在混凝土上打孔、磨槽时，必须加水冷却，否则将严重影响钻头、磨轮寿命。
          ⑸ 检测仪出厂已经经过标定，使用过程中可根据具体情况，每年标定一次。

1、胀杆      2、胀簧     3、腿套     4、螺母     5、退杆



14

        ⑹电池电压过低影响仪表使用时，当液晶显示“LoBt”字样时请及时为电池充电。
所配充电器为大电流充电器，充电2小时完全充满。充满后及时拿下充电器，以免造成
电池过充影响电池使用寿命。
          ⑺ 为保证检测仪的正确使用，请认真阅读该说明书中各项条款，并参照有关技术
标准正确选择检测方案。产品保修一年，我们随时为你提供技术咨询、仪器维护及标定
等服务，并真诚的希望您对产品提出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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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