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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HP-MK1 型盲孔法应力测试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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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盲孔法测量残余应力简介 

1、盲孔法测量残余应力基本原理  

残余应力几乎在所有结构中都存在，它们可能是在制造工艺过程中形成或在结构服役寿命内产生，在许多

场合下，尤其是结构承受交变载荷或在腐蚀环境下工作时，残余应力是结构失效的一个主要因素，了解结构的

残余应力是非常有必要的。盲孔法应变测量技术是一种测定残余应力的有损测量方法。  

盲孔法测量残余应力是指在有残余应力的部位钻一个小孔，因小孔附近的残余应力被释放，孔区附近的残

余应力场发生变化，只要测出该局部区域的应变变化量，即可计算出钻孔处释放前的残余应力值。假定一块各

向同性的平板中存在某一残余应力，若钻一小孔，孔边的径向应力下降为零，孔区附近应力重新分布，如图 1

所示，阴影区为钻孔后应力的变化，该应力称为释放应力，由应变计感受其应变。通常表面残余应力是平面应

力状态，两个主应力和主方向角三个未知数，要求用三个应变敏感栅组成应变花进行测量，每个敏感栅的中心

布置在同一半径上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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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钻孔应力释放原理图                   图 2 钻孔时应变计敏感栅的布置图  

2、盲孔法测量残余应力方法概要  

（1）贴片、连线。  

将应变花粘贴在待测部位，放置 HP-MK1精密残余应力打孔装置，并用 HP-MK1上的测量夹头与对应的应变花的

引线接好。  

（2）连接应变仪、开机。  

把 HP-MK1上的测量电缆航空插头与应变仪屏蔽线航空插座相连接，并旋紧；开机启动应变仪。 

（3）钻孔。 根据被测试材料、应变花的种类，设置相关参数，预热、初值、测量、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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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数。 打孔完毕，数据完全稳定后观察读数，即可获得打孔处的残余应力值。  

 

二、HP-MK1 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简介 

盲孔法残余应力测量有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国际标准 ASTM标准：E837-81和中华人名共和国船舶行业标准

CB3395-92中都明确了，钻孔误差对残余应力测量会产生显著误差，为了尽量减少钻孔误差，应把所钻的孔的中心

和应变计测量圆的中心尽量同心，同心度应小于±0.015D.(钻孔直径)；如果钻孔直径为 1.5毫米，那么钻孔同心

度应小于 0.02毫米。 

HP-MK1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是盲孔法测残余应力的专用设备。采用光学对中装置，装置自带 LED冷光源，不

会对应变计产生温度蠕变。光学对中装置采用 160倍工具刻度显微镜，测量精度可达 0.006毫米，对中精度达 0.01

毫米。微型精密电钻采用一体化设计，自带动力驱动，转速可调，钻孔平稳无晃动，减少位置误差，钻孔精度小于

0.01毫米。即是两项误差累加，钻孔同心度最大也不会超过 0.02毫米，使钻孔的位置精度、深度、钻孔速度得到

很好的控制，从而使检测仪测出的结果更加精确。 

HP-MK1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适用于不同材料，可对平面、曲面、角焊缝、对接焊缝、拐角等处方便灵活的进

行钻孔测量。本装置有两种钻孔支架，一种适合平面或近似平面曲面以及直角面的钻孔，一种可以在 0-45度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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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适合角焊缝，拐角以及小零件表面的钻孔。使用该装置测量残余应力时，免焊接，使用快捷方便，易于掌握，

经全国三百多家单位使用反映普遍良好。  

 

三、主要技术指标 

HP-MK1 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主要技术指标 ： 

1) 高精度显微镜对准精度：0.01mm；  

2) 高精度自锁紧钻卡具同心度：φ0.005 mm；  

3) 钻孔垂直度（mm）：≤0.01mm 

4) 钻孔直径：0－3mm；  

5) 打孔深度（mm）：0-3mm 

6) 可打孔材料硬度范围：≤HRC48 

7) 调速范围（rpm）：3000-12000 

8) 供电电压（V）： 220V/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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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装置的结构 

HP-MK1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由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多用途钻孔支架、高倍工具显微镜、精密静音微型电

钻、HP-MK1精密调速器、角磨机、电烙铁和其他附件构成。 全套装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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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多用途钻孔支架、高倍工具显微镜、精密静音微型电钻、HP-MK1 精密调速器是整套装

置的主要部分。其中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适合平面或近似平面曲面以及直角面的钻孔，多用途钻孔支架可以在 0-45

度任意旋转，适合角焊缝，拐角以及小零件表面的钻孔。两种支架的结构如图所示： 

   

                 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                                多用途钻孔支架 

     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适用于平面或近似平面曲面以及直角面的钻孔，由 3个磁性地脚、3个支脚腿，一个带冷

光源测量底座、一个对准导向座，3个微调旋钮、以及 6个测量探头和连接电缆构成。对铁磁性材料可直接吸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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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表面即可，对无磁材料可用 502粘接在测量表面。 

      多用途钻孔支架可以在 0-45 度任意旋转，适合角焊缝，拐角以及小零件表面的钻孔，由磁性底座（带 V 型

槽）、一个可转向带冷光源测量底座、1 个角度调节螺丝、一个对准导向座，3 个微调旋钮、以及 6 个测量探头和

连接电缆构成。对铁磁性材料，磁性底座可字节吸附在平面、圆弧外表面、部分曲面上，还可在磁性底座下垫一

个铁块，对小零件和轻薄零件进行钻孔测量。对无磁材料可用 502粘接在测量表面。 

      高倍工具显微镜是该装置光学对中的核心部件，高倍工具显微镜由镜筒、目镜、物镜构成。光学放大倍数 160

倍，带激光刻度坐标，测量精度可达 0.006毫米，对中精度达 0.01毫米。 

 

     精密静音微型电钻采用一体化设计，自带动力驱动，转速可调，钻孔平稳无晃动。由微型钻夹、 

定位钻轴、手柄、开关、电源插座、电源指示灯、工作指示灯构成。内部电机采用静音大扭矩电机，增加了 EMC电

http://www.njhope.com/


南京贺普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966-1098        

www.njhope.com                                        - 10 -                                       

子元器件，电磁波干抗很小，有利于减少应变测量误差。 

 

HP-MK1 精密调速器是用来对精密静音微型电钻进行调速用的，对于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转速钻孔可减少钻

削应力和钻削热量，减少应变测量误差。调速器外形如下图： 

HP-MK1精密调速器的后面板有输入和输出线，前面板有电压表、调速旋钮、电源开关。HP-MK1精密调速器的

核心部分采用日本军工品质生产的模块，质量可靠、稳定性极高，自带散热器、自带过流保护功能，无需外接保险

丝，可以长时间满负荷工作，效率高，力矩大，散热极好、发热很小，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从原来的 5%-100% 之

间无极变化，用它给电机调速无噪音，扭矩大，极大的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 

HP-MK1 精密调速器的主要参数： 

->输入电压 ： AC220V                  ->输出电压 ：DC 0V – 24V 

->过流保护 ：2A                       ->输出功率 ：0.1W - 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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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速范围 ：3000-12000rpm            ->外形尺寸 ：14cm x 15cm x 10cm 

 

五、装置的使用方法 

HP-MK1 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要配合我公司生产的残余应力检测仪器一起使用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效能，发

挥它的最大便捷性。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 在测量前先用角磨机对测量点处的表面进行抛光，并抛平；再用细砂纸打磨光滑。 

2. 用酒精脱脂棉清洗测量表面后，按照检测仪使用说明书要求将应变片粘于工件上。 

3. 连接仪器和测量用支架，检查装置各部分连接是否牢固，然后根据应变片位置放置支架。 

4. 支架放置于应变片上方，装入放大镜粗略对准应变片上打孔点。 

5. 6 个测量探头按不同颜色分为三组，分别代表 0°，45°，90°三个方向的测量通道。按照角度表示分别接上

对应的应变栅，并在仪器上检查每路是否连接良好。并调零，观察仪器的稳定性，如果不稳可检查测量探头的

连接可靠性，直到稳定为好。 

6. 用锁紧螺钉调节偏心套使放大镜中心十字刻线中心对准应变片上打孔点。拧紧锁紧螺钉将偏心套锁紧，取出放

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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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钻孔用钻头装入精密静音微型电钻的钻夹（不要夹紧,钻头可以在里面滑动，但自己不会掉出）然后把精密

静音微型电钻的定位钻轴放到对中导向座的导向套中。在精密静音微型电钻与导套座之间放置钻深垫片（钻深

垫片视钻孔深度选择备选规格有 1mm/1.5mm /2mm）将钻头顶到应变片上来确定钻头的夹持长度。用钻夹扳手拧

紧钻夹，使钻头加紧。取出电钻。 

8. 将 HP-MK1 精密调速器的输入接到 220 伏电源上，输出插入精密静音微型电钻的电源插座中，打开调速器电源

开关，电钻电源指示灯亮，按住电钻开关，工作指示灯亮，电钻钻动。 

9. 根据测量材料选择转速，用转速调节旋钮调节，接好手钻与调压器，调好后放在一边待用。并对应变仪清零。 

10. 清零稳定后，把精密静音微型电钻再插入对中导向座的导向套中，按住电钻开关，钻到深度后取下电钻，等待

3 分钟后带应变仪测量数据稳定后，保存或记录数据。 

11. 测量完毕后将螺帽松开将装置取下，用手柄拧到地脚上将地脚掰下。将各部件擦干净放入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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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对准                       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钻孔 

http://www.njhope.com/


南京贺普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966-1098        

www.njhope.com                                        - 14 -                                       

   

                  多用途钻孔支架对准                            多用途钻孔支架钻孔 

 

    多用途钻孔支架多可以在 0-45 度任意旋转，适合角焊缝，拐角以及小零件表面的钻孔，以上是角焊缝测量时

的状态。对小零件和轻薄零件进行钻孔测量时，可以如图所示在磁性底座下垫一个铁块，铁块的高度根据被测零件

的高度选择，只要用对准时，能看清应变花打孔十字线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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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装置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 测量时选择哪种支架，要根据被测零件的形状和测点位置的情况灵活

应对，以方便实用为原则。 

2. 在测量准备时，根据所选支架大小抛光测量表面积，抛光面积和抛光

厚度都不要太大，一则费工，二则应力状态，影响测量结果。以能进

行正常的贴片和测量为准。 

3. 贴好应变片后应在应变面周遍及应变栅上用透明胶带做好绝缘，但要

注意留出安装支架的位置。 

4. 放置支架时要根据应变花上应变栅的位置放置，以便测量探头可以方

便连接。 

5. 用测量探头与应变栅引出丝（很细）连接时，要特别注意，不要使劲拉，容易拉断。并做好每根线之间的绝缘，

不要短路和断路，并用应变仪检查接线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6. 支架放置后，一定要检查地脚的稳定性，旋紧各个螺母。 

7. 对非磁性材料，在粘接垫脚之前先将工件上垫脚接触部分除锈磨平。502 胶水要将垫脚周围全部涂上防止粘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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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 

8. 用 502胶水粘住垫脚后，一定要将垫脚上的螺帽拧紧，防止在打孔过程中装置不稳，影响打孔精度。用完后要即

时清除底面的胶质。 

9. 电钻插入导向套时要对好位置再插入，为了保证钻孔位置精度，导向套内孔和电钻定位轴的配合比较小，间隙很

小，初次使用可能会感觉生疏，熟练了就好了。 

10. 钻头装入钻夹中不要将钻头夹紧，将钻头伸出较长一些，装入导向套座后,钻头顶到应变片后会回顶进钻夹一

部分，以此来确定钻头的夹持部位，如果你买的钻头较长，可将钻头长的改到 30mm以内。 

11. 在钻孔前先把电钻安装到支架上，为了不影响测量精度，可将电钻用稍厚的钻深垫片垫起，让钻头离开应变片，

在清零。 

12. 打孔时不要用力下按，让电钻靠自重匀速下钻，以减少钻削应力。 

13. 钻套与导套座使用后其表面涂少许机油，机油应当干净、较稀，防止生锈。 

 

七、装置的维护和保养 

HP-MK1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是保证残余应力测量准确性和稳定性的关键，在使用和放置过程中要注意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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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养和维护。 

1. 装置适合在一般的工业环境下使用，避免化学腐蚀，高粉尘，水下、高强磁场，基地温度下使用。 

2. 装置严禁剧烈撞击，甩砸，影响装置的精度和使用。 

3. 每次使用前检查各部件及各部件连接线及电缆的完好性，并清点数量，保证配置的完整性。 

4. 每次使用后，用干净带油的布擦拭各部件表面，防止生锈，并按照图 1 的装箱要求装好各部件。 

5. 使用中出现生锈、卡壳，损坏，请及时与厂家联系，我们的售后服务电话：025-86474323. 

 

八、装置配置清单 

1. 平面和直角钻孔支架                                                 1台   

2. 多用途钻孔支架                                                     1台 

3. 支架地脚加力杆                                                     1根 

4. 高倍工具显微镜                                                     1套         

5. 精密静音微型电钻（带 0-4mm 钻夹）                                   1把  

6. 钻夹扳手                                                           1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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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P-MK1精密调速器 （输入 220V/50HZ）                                  1台      

8. 高速钢钻头（φ1.5*28）                                             3只 

9. 钻深垫片（1.0,1.5,2.0）                                            3片 

10. 角磨机 （带工具扳手）                                              1套 

11. 角磨机用砂轮片                                                     2个 

12. 电烙铁（25W）                                                      1把 

13. 焊锡丝                                                             1米 

14. 砂纸                                                               5张 

15. 酒精脱脂棉                                                         1袋 

16. 502 胶水                                                            1瓶 

17. 透明胶带                                                           1卷 

18. 剪刀                                                               1把 

19. 镊子                                                               1把 

20. 一字螺丝刀                                                         1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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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品合格证                                                         1份 

22. 产品质量保证书                                                     1份 

23. 产品使用说明书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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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HP-MK1 型盲孔法应力测试仪使用说明 
 

 

 

 

 

http://www.njhope.com/


南京贺普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966-1098        

www.njhope.com                                        - 21 -                                       

一、 技术规格 

⒈   测点数：3点应变读取 

⒉   测量频率：1HZ   

⒊   测量范围：±16000 

⒋   分辨率：  1 

⒌   灵敏系数： 0-9.99线性可调  

⒍   补偿类型：公共补偿 

⒎   电源输入：交流 220V/50Hz 

⒏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不大于 80%，温度 0-40℃ 

⒐   仪器自带内存，存储深度 128M，保存间隔 0-99 秒任意摄者，可通过 U 盘直接导出。 

⒑   仪器自配无线鼠标，可触屏或鼠标操作 

 

二、 使用注意事项 

⒈   使用前请检查输入电压，确保交流 220V。如误接 380V，将彻底烧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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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   接线端子应保证连接牢固，并保证在测量过程中不再触碰（包括导线和接线端子），以避免人为造成数据漂移。

补偿片和工作片尽量处于相同的温度环境下，避免阳光直射和空气剧烈流动造成的测量不稳定。 

三、 应变片连接方法 

应变片粘贴质量是应力测量结果准确与否的关键，要求试验人员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主要过程如下： 

⒈用干净棉纱蘸上丙酮单向擦拭表面，直至清洁。所有丙酮应是新鲜的，不可采用回收的旧丙酮。 

⒉缺人周围没有明显的灰尘干扰，在准备好的专用应变片的背面均匀涂抹一薄层新鲜的 502快干胶（建议采用

北京化工厂的），对准测试部位放好，必要时用镊子轻轻移动和触摸应变片调整位置。 

⒊将聚乙烯薄膜放在应变片上方，再用大拇指滚压 1-2分钟 

⒋等待 10分钟左右，可沿切向轻轻揭开塑料膜，观察应变片应没有任何翘起（否则应在翘起部位渗入一点 502

胶水，再放上塑料纸按压一会）。然后再应变片引出线附近粘贴接线端子。 

⒌在距离打孔 1-2mm范围内用刀各划一刀，以切断应变片基片与打孔处的联系。观察此时割痕附近的基片有无

翘起，一旦发生此种情况应考虑重新渗胶再按压应变片。 

⒍应变仪后面有上面有四个通道，前面三个通道对应显示界面上的三个值。下面一排为补偿通道，补偿片连接

好接到本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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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测量仪介绍 

⒈  软件运行 

      接通电源设备自动进入测量界面，或通过双击桌面的快捷方式“残余应力测试仪.exe”进入。运行后的软件

界面如下： 

 

⒉  软件操作 

    进入到软件界面后，要预热 10 分钟，待数值稳定后在进行操作。首先新建文件，用于保存数据用。新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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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要选择 NANDFlash，存在硬盘里。在参数界面选择好要测量的材料，选择应变片类型，根据应变片的灵敏系数

来确定灵敏系数。保存间隔是数据多久保存一次，单位为秒。 

新建：首先新建一个文件用于保存测量数据 

初值：粘贴好应变片后，要点击初值，相当于调零功能。 

应力：初值之后点应力，看调零情况，一般在 0附近。 

打开：打开保存的数据 

确定：在参数设置界面，修改完参数后，点确定来保存数据。 

退出：点退出，退出本次操作。 

⒊  钢种系数修改 

路径“我的设备\NANDFlash\盲孔法残余应力测试仪\data.txt”,这里保存的是钢种系数，程序运行时自动调

用此参数表。需要修改钢种系数时，只需修改这个文件的数据即可。修改方法：通过 U盘把数据拷贝到电脑中，在

电脑里打开此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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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钢种系数时，可以拷贝上一行到下一行，然后修改相应的值即可。修改完成后把这个文件在拷贝到上面路

径里并覆盖即可。 

 

 

http://www.njhope.com/


南京贺普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966-1098        

www.njhope.com                                        - 26 -                                       

五、 维护和保管 

⒈  仪器必须放在清洁、干燥及无腐蚀介质的环境中。 

⒉  移动时防止剧烈振动和冲击。 

⒊  仪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将仪器收拾好 

⒋  仪器长期不用时，应每季度通电试验一次，并检查仪器工作状态。 

⒌  仪器出现问题时，请与研制单位联系，禁止私自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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