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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nS 系列微型拉拔仪是北京海创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 主要

用于锚杆、钢筋、膨胀螺栓等锚固件的锚固力检测 , 是锚杆施工支护工

程检测的必备仪器。 

HC-VnS 系列微型拉拔仪主要由手动泵、液压油缸、智能压力数值显示

器及带快速接头的高压油管等部分组成。使用时用快速接头将手动泵与

液压油缸连接即可。

1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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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性能特点

1.2.符合标准

2.8 寸高清彩色液晶触摸屏；

屏幕触摸与按键相结合的操作方式；

荷载 - 时间（F-t）曲线、力值同屏显示，检测过程数据完整记录；

加载时有速度显示，便于控制加载速度；

满足持荷 5 分钟，降荷值小于 5% 的规范要求；

数据峰值保持，自动折线修正；

大存储容量，可存储 4000 条数据；

新增蓝牙模块，支持数据上传至 APP；

内置大容量锂电池，可工作大于 48 小时；

采取过载保护结构 , 在空载超过量程时不会使油缸损坏 , 可尽管放心

使用。

GB50367-2013《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50330-2013《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JGJ120-2012《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CECS 22：2005《岩土锚杆（索）技术规程》

GB50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第一章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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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步骤

JGJ 145-2013《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GB50550-2010《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2011《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第一章 概述

1.3.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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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测量范围 油缸中心孔 油缸行程 精度 分辨率 锚具 重量

HC-V1S 0~10kN

18mm 50mm

±1%

0.001kN Φ6-12

手动泵

3.1kg，

液压油

缸 2.1kg

HC-V1.5S 0~15kN

HC-V2S 0~20kN

HC-V2.5S 0~25kN

HC-V3S 0~30kN

HC-V3.5S 0~35kN

HC-V4S 0~40kN

HC-V4.5S 0~45kN

HC-V5S 0~50kN

HC-V6S 0~60kN

HC-V7S 0~70kN

HC-V8S 0~80kN

HC-V9S 0~90kN

HC-V10S 0~100kN 27mm 60mm 0.01kN Φ6-20

手动泵

3.5kg，

液压油

缸 5.5kg



2.2 排气

液压系统连接好后，储油筒、油管及液压油缸中常混有空气，为使液压

系统正常，这些空气必须排掉。方法：拧松注油孔盖，以便储油筒内空

气排出。将手动泵放在比液压油缸稍高的地方，顺时针拧紧卸荷阀，压

手动泵，使液压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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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液压油缸活塞没有完全退回到缸体内 , 应首先通过油管连接至手动

泵，然后将卸荷阀扳到卸压位置 , 使液压油缸中的液压油排回到手动泵

的储油筒中。从手动泵的尾部拧开注 油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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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检查油量

第二章 操作步骤 第二章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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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nS 系列微型拉拔仪结构示意图如下 :

手动泵的高压油管快速接头连接液压油缸进油口 ,加压时 ,将卸荷阀扳到加压位置 ,
卸压时 , 将卸荷阀扳到卸压位置。

1. 液压油缸  2. 高压油管  3. 数显压力表  4. 单向阀  5. 卸荷阀   6. 储油筒  7. 压杆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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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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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状态下有峰值保持功能；参数设置状态有数值增大功能。

：测量状态下有显示数值清零功能；参数设置状态有数值减小功能。

长按 1s 仪器侧面板【 】，仪器开机 
伴随蜂鸣器“滴”的提示音，开机界面

如图 3-1 所示。

开机 3 秒钟后，自动跳转进入测量界面，如图 3-2 所示。先按【 】
将仪表显示数值清零，然后开始加压，按峰值键后最大值将实时保持，

字体红色显示，方便读数。如图 3-3 所示。 

图 3-1

按键功能说明

：长按约 1 秒，开机或关机；仪器测量状态有短按存储功能。

3.1 仪器显示操作面板

3.2.开、关机

3.3.力值测量

3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参数



3.5.数据删除

3.6 系统设置

3.4.数据浏览

在主界面点击“删除数据”选项，进入

数据删除界面，如图 3-5 所示。按“确定”

按钮，将所有保存的数据删除。删除完成，

蜂鸣器响一下后回到主界面。若不删除

数据，按“取消”或“返回”回到主界面。

在主界面点击“系统设置”选项，进入系

统设置界面，如图 3-6 所示。点击需修改

的参数，屏幕下方显示编辑框，修改完成，

点击“OK”保存修改。

当仪器显示数值与标准力值呈单调上升的

非线性时，需要进行修正，可使用仪器的

折线修正功能。 

单调上升是指在输入信号范围内，输入信

号增加，显示数据也增加。不会出现输入

信号增加，显示数据反而下降的情况。 

由于最新版仪器采用高精度传感器，并且

采用串接测量方式，测量数据的线性度很

好，不需折线修正即可满足常规检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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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参数 第三章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参数

测量完成后，按存储键保存数据，仪表将记录此次测量结果，屏幕右上

方显示已存储的数据条数，点击此处可直接进入数据浏览界面。此仪表

可以存储 4000 条数据，方便用户更有效的存储、保护数据。记录时间

超过 100s 后，力值时间曲线分页显示，可左右滑动翻页查看。

在主界面点击“浏览数据”选项，进入数

据浏览界面，如图 3-4 所示。点击“上一

个”“下一个”按钮或上下滑动屏幕查看

上一条或下一条数据。点击“ ”，可
删除该条数据。左右滑动，即可翻页查看

曲线数据。

图 3-5

图 3-6

所有数据删除后无法恢复，请慎用此功能。

图 3-2 图 3-3

图 3-4



4 锚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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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能压力数值显示器参数

3.7.仪器标定

零点调校 , 通过零点修正参数

将手动泵泄压阀松开 , 逆时针转动泄压阀使油缸复位 , 待显示器数

值稳定后记下显示数值 , 如果显示数值不为零 , 可以修改零点修正

参数值。

零点修正值 = 此时的显示值

满度调校 , 通过满度修正参数

将手动泵泄压阀顺时针拧紧。慢压手动泵压把 , 使油缸活塞慢慢升

起 , 当置于活塞上的标准传感器将要接触到测试台时 , 将显示器数

值清零加压到选定的力值 , 记录下显示数值。

满度修正值 = 标准力值 ÷ 显示数值

为了保持检测仪的稳定性 , 保证工程检测的检测精度 , 应定期对仪器进

行校验。通过零点修正参数和满度修正参数可以进行调校 , 具体步骤如

下 : 

调校前 , 先连接好手动泵和油缸 , 连接好压力数值显示器和传感器 , 开
机预热 5 分钟。

在系统设置界面，将操作密码设置为 1111，即可进行零点修正、满度

修正等参数的设置。

1

2

仪器需要标定时请到具有计量检定资质的计量局等单位进行标定 , 用户请勿自行标定。



第四章 锚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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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图将液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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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卸荷阀顺时针拧紧 , 慢压手动泵使活塞杆伸出约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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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的锚具并固 定可靠 , 打开智能数据处理器按峰值键 , 在液晶显示屏

的右上角出现“峰值”, 再按清零键 , 这时即可检测了。均匀压动手动

泵 , 压力增加直至增大到最大值 , 停止加压 , 表上显示的数值即为钢筋

抗拉的最大值 , 用完后将仪器关闭。拧松卸荷阀 , 活塞可自动缩回到液

压油缸内 , 在必要状态需时 , 可敲打锚具锚环 , 使夹片脱落锚环 , 然后

卸下液压油缸即可。

A B

1. 被测锚杆（螺纹钢）  2. 液压油缸   3. 锚具   4. 进油口  
5. 被测锚杆（圆钢）  6. 底座    7. 螺母    8. 加长杆

1 2 3 5 6 7 8

4

5 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1、拉拔仪严禁用于与锚杆检测无关的其它检测。 
2、应保持液压系统清洁。油缸用完后应将活塞缩回 , 并应经常将活塞 
      杆内外径上加油 , 防止生锈。油嘴接头应经常注意防尘防磕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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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的机油应清洁无杂质。 
5、做拉拔检测时 , 油缸周围严禁站人 , 注意安全。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压力表无压力显示

油筒内缺油 打开注油阀加油

卸荷阀没拧紧 顺时针拧紧

接头漏油 拧紧接头

手动泵没水平放置 放水平后再加压

压力表损坏 取下检查或标定

压力达不到

手动泵内缺油 加油

接头漏油 检查接头及密封圈

使用油质不对或油脏 换油

液压油缸漏油 缸体内密封圈损坏 更换密封圈

压力表读数明显下降

接头处严重漏油 拧紧或换密封圈

密封圈失效 更换同类密封圈

油质太脏
用煤油清洗油筒、泵体
油管、油缸后换油

泵体内各单向阀密封不良 送回厂检修

压力表有读数但液压

油缸无压力

油缸堵塞 疏通胶管

接头堵塞 清洗接头

第五章 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5.1 注意事项

5.2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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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C 拉拔系列
检测数据处理软件



此款数据分析软件是由北京海创高科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用于粘接强

度和拉拔强度检测数据处理的多功能分析软件，可实现对电动粘结强度

检测仪和 HC-VnS 系列微型拉拔仪的检测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及

导出等操作。

该软件可运行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分辨率 1024*768（及以上）的

计算机上。

单击【下一步】进入图 6-3，如需修改

安装路径，可单击【…】修改路径

选择好路径后，单击【下一步】，系统

显示如图 6-4 所示的安装确认界面

单击【安装】，显示进度条，安装完成

后，系统显示如图 6-5 所示的提示页面，

单击【退出】，则退出安装。

图 6-3

图 6-4

图 6-5

双击“分析软件 .EXE”图标，弹出如

图 6-1 所示安装界面

单击立即安装按钮后，弹出如图 6-2 所

示安装界面

图 6-1

图 6-2 数据处理软件的操作方法及界面形式完全符合 Windows 风格，已经熟

悉 Windows 操作的用户会很容易掌握本软件的使用方法。

第六章 HC 拉拔系列检测数据处理软件 第六章 HC 拉拔系列检测数据处理软件

6.1.概述

6.3 软件使用说明

6.2 安装

17 18



1、标题栏：显示当前系统名称和打开的文件；

2、菜单栏：单击每个菜单项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各对应一组功能；

3、工具栏：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单击按钮可以实现对应的功能。

4、树状菜单列表：用于显示当前打开的文件中所有的数据目录，鼠标

左击，右侧的数据显示区突出显示相应的内容。

5、数据显示区：显示数据列表、参数信息、曲线图形等。

图 6-6

第六章 HC 拉拔系列检测数据处理软件 第六章 HC 拉拔系列检测数据处理软件

6.3.1.软件界面介绍 导入仪器数据

当连接仪器，单击【导入仪器数据】，系统弹出浏览文件夹界面，选择

保存路径、输入文件名称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将文件保存。

另存为

将打开的数据文件另存为一个新的数据文件。单击【另存为】菜单后，

系统弹出“另存为”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框中输入

文件名，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文件另存，单击【取消】按钮，则

不另存文件。

另存所选数据

在数据列表中选中一条或多条数据，单击【另存所选数据】，系统弹出

“另存为”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框中输入文件名，

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文件另存，单击【取消】按钮，则不另存文件。

导出CSV格式

可导出所有的或部分数据，单击【导出 CSV 格式】后，系统弹出“选

择文件”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框中输入文件名，单

击【保存】按钮，可将数据导出，单击【取消】按钮，则不导出。

导出文本格式

可导出所有的或部分数据，单击【导出文本格式】后，系统弹出“选择

文件”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框中输入文件名，单击

【保存】按钮，可将数据导出，单击【取消】按钮，则不导出。6.3.2.文件菜单

打开

单击【打开】菜单后，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从中选取要打开的数

据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将文件打开。

保存

单击【保存】菜单后，弹出提示对话框，提示保存成功！单击【确定】，

关闭对话框。

6.3.3.编辑菜单

删除数据

单击【删除数据】，系统弹出删除确认提示框，单击【确定】，被选中

的数据会被删除。

注意，数据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19 20



6.4.2.数据的操作

鼠标单击左侧树状菜单中的“检测数据”，数据显示区突出显示该条数

据。单击任意一行数据列表，界面右侧显示对应的测量曲线。如图 6-7
所示，当鼠标停留在曲线上的任意一点时，显示该点的精确力值和时间。 
。单击【导出曲线图片】按钮，将该条数据的曲线以图片形式导出。

6.4.3. 云数据

云数据功能可将仪器上传到服务器的数据下载到上位机，并进行分析处

理操作，包括云数据选项和已下载云数据。

云数据操作

单击【云数据—云数据操作】，系统弹出对话框，可对云服务器中的数

据进行操作；包括仪器管理、查询、全选、下载、删除功能。

1) 仪器管理：进行仪器注册和删除已注册仪器。

2) 查询：按照设置的查询条件对云服务器中的数据进行查询。

3) 全选：选择全部所查询的云端数据。

4) 下载：下载所查询的云端数据。

5) 删除：删除所查询的云端数据。

在数据列表区鼠标右击，弹出菜单，可另存所选数据、删除数据，如图

6-8 所示。

图 6-7

图 6-8

第六章 HC 拉拔系列检测数据处理软件 第六章 HC 拉拔系列检测数据处理软件

6.3.4.帮助菜单

单击【关于】，系统弹出提示框，显示软件名称、版本号信息。 

6.4 数据处理操作步骤

6.4.1.导入、打开检测数据

可使用【打开】、【导入仪器数据】获取检测数据，具体操作参考 6.3.2
中打开、导入仪器数据功能的使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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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下载云数据

单击【已下载云数据】，系统弹出对话框，可对存储在本计算机中的数

据（仅包括下载自云端服务器）进行管理，包括筛选、分析、删除、另

存为、导出数据库和导入数据库六个功能。

1) 筛选云数据：可按照时间、月份、仪器编号等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2) 分析：勾选或双击数据列表中的某数据行，将选中的数据在系统中

打开并进行分析查看。

3) 删除云数据：删除选中的本地云数据。

4) 另存数据：可将选中云数据另存为一个新文件。

5) 导出数据库：将本地云数据数据库另存为一个文件，扩展名为 .db。

6) 导入数据库：将扩展名为 .db 的文件导入软件本地云数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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