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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纸厚度测定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接触法测量卫生纸及其制品厚度、表观层积紧度和松厚度的厚度测定仪（以下简

称“厚度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0739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 13306  标牌 

GB/T 14253  轻工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GB/T 24328.2—2020  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2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积紧度和松厚度的测定 

QB/T 1588.5  轻工机械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328.2—202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要求 

4.1 工作环境 

厚度仪工作环境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在 GB/T 10739规定的标准大气条件环境下工作； 

b) 置放于坚实稳固并且台面平整的工作台上； 

c) 工作环境清洁、干燥、无振动、无腐蚀性介质和较强电磁场干扰； 

d) 工作电源电压为交流（220±22）V，频率为 50 Hz。 

4.2 测量系统 

4.2.1 测量系统由两个相互平行的平面和测量指示装置组成，用于支持试样的下平面（量砧侧的接触

面）固定，上平面（测量头侧的接触面）可在垂直于量砧的方向上下移动。 

4.2.2 量砧的尺寸应比测量头直径至少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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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测量系统的分辨力应不大于 0.001 mm。 

4.2.4 两测量面的平面度，应不大于 0.001 mm。 

4.2.5 两测量面间的平行度，最大允许误差为 0.006 mm。 

4.2.6 测量头的接触面积和测量头的接触压力应按表 1规定。 

表1 接触面积与接触压力 

接触面积 接触压力 

公称值 允许误差 公称值 允许误差 

10.0 cm
2
 ±5 mm

2
 2 N ±0.1 N 

注：测量头直径（计算参考值）φ （35.7 mm±0.1 mm）。 

4.2.7 测量指示装置的零点稳定性，仪器回零误差应不超过给定的分辨力值。 

4.2.8 示值准确度应按表 2规定。 

表2 示值准确度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值 示值重复性误差 

±0.003 mm 或读数的±0.5%， 

取较大值 

±0.003 mm 或读数的±0.5%， 

取较大值 

4.3 测量头升降系统 

4.3.1 测量头的升降控制机构应灵活、可靠，操作方便。 

4.3.2 测量头应有稳定的上升速度，下降速度应为(2.0±0.2) mm/s。 

4.3.3 测量头升起高度应符合 GB/T 24328.2—2020 中 5.1 关于开口距离的规定。 

4.3.4 厚度仪在工作过程中不应有异常声响，噪声声压级应不超过 60 dB(A)。 

4.4 座体 

4.4.1 厚度仪座体应采用稳定性好的刚性材料制造。 

4.4.2 厚度仪座体的几何尺寸应不受工作环境变化影响。 

4.5 辅助功能 

如厚度仪具有自动计算功能，应能设定层数和定量，并能自动计算试样的表观层积紧度和松厚度。 

4.6 加工、装配和外观质量 

厚度仪的安全卫生、加工装配、外观质量要求应按 GB/T 14253规定。 

4.7 电气设备 

4.7.1 电气设备绝缘电阻应符合 GB/T 5226.1—2019中的 18.3规定。 

4.7.2 电气设备耐压试验应符合 GB/T 5226.1—2019中的 18.4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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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在4.1的工作环境下进行。 

5.2 试验用标准器和工量具 

厚度仪检验时使用的标准器具和工量具包括： 

a) 6级以上工业天平或其他称重工具； 

b) 2级及以上标准量块一套； 

c) 1级及以上精度，长度为75 mm或125 mm的刀口形直尺； 

d) 秒表，分辨力0.1 s； 

e) 50分度游标卡尺； 

f) 2级声级计； 

g) 通用量具和工具。 

5.3 测量系统 

5.3.1 检验项目顺序 

检验按以下项目顺序进行： 

a) 两测量面平面度检验； 

b) 两测量面间平行度检验； 

c) 接触面积和接触压力检验； 

d) 零点稳定性检验； 

e) 示值准确度检验。 

5.3.2 两测量面平面度 

5.3.2.1 厚度仪总装前，两测量面平面度用刀口形直尺检验。 

5.3.2.2 厚度仪总装后，按 GB/T 24328.2—2020附录 B中的 B.4规定检验。 

5.3.3 两测量面间平行度 

按GB/T 24328.2—2020附录B中B.3规定检验。 

5.3.4 接触面积和接触压力 

5.3.4.1 接触面积通过使用游标卡尺检验测量头接触面直径是否符合直径(35.7±0.1) mm的方式检验。 

5.3.4.2 接触压力按 GB/T 24328.2—2020附录 C规定检验。 

5.3.4.3 接触面积在厚度仪总装前进行检验，接触压力在厚度仪总装后进行检验。 

5.3.5 零点稳定性 

调节厚度仪零点，操作仪器使测量头升起再落下，观察零点变化情况，并读出偏离零点的数值，重

复做五次，五次中零点偏离的最大值即为零点稳定性误差。 

5.3.6 示值准确度 

示值误差和示值重复性误差按以下步骤测量： 

a) 当两个受压测量面相互接触时，厚度仪的读数为零，在随后的测量过程中不重调零点。 

b) 取一块符合GB/T 24328.2—2020中5.2要求的厚度量块，置于两测量面之间，然后将测量面紧

靠在量块上，记录厚度仪的读数，重复这一步骤至少五次。 

c) 将其余量块逐一置于两测量面间， 重复b)步骤。量块单个使用，不能组合使用。 

d) 在厚度仪上读取每一量块的测定数值并计算： 

1）测量示值的重复性误差即五个或更多个读数的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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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示值误差即五个或更多个读数的平均值与量块之间的差值。 

5.4 测量头升降系统 

5.4.1 先使测量头上升到升起高度，测量厚度仪两个测量面间的距离，然后启动厚度仪，用秒表测定

测量头下降到底部的时间，并按式（1）计算下降速度。 

t

l
v  …………………………………………………………………（1） 

式中： 

v——下降速度，单位为毫米/秒（mm/s）； 

l ——下降前两测量面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t ——测量头下降到底部的时间，单位为秒（s）。 

5.4.2 启动厚度仪，用 2 级声级计实测噪声。 

5.5 辅助功能 

取一个试样测试，根据输入的层数、定量和测得的厚度值按式（2）、式（3）计算表观层积紧度值

和松厚度值，检查是否与厚度仪自动计算得到的结果一致。 

1000


bt

g
x ………………………………………………………..（2） 

g

t
y b 1000
 ………………………………………………………….（3） 

式中： 
x ——表观层积紧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3
）； 

y ——松厚度，单位为立方厘米每克（cm
3
/g）； 

g ——单个成品层定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
2
）； 

bt ——层积厚度，单位为毫米（mm）。 

5.6 加工、装配和外观质量 

按GB/T 14253规定的方法进行。 

5.7 电气设备 

按GB/T 5226.1—2019中18.3和18.4规定的方法进行。 

5.8 其他 

4.2.2、4.3.1、4.3.2、4.4.1、4.4.3、4.5.1、4.5.2各项按要求目测检验或通用工量具检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厚度仪制造完成后，应按本文件和图样的规定进行检验。检验分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见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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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检验项目一览表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类别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1 两个测量面的平面度 4.2.4 5.3.2 √ √ 

2 两个测量面的平行度 4.2.5 5.3.3 √ √ 

3 接触面积和接触压力 4.2.6 5.3.4 √ √ 

4 零点稳定性 4.2.7 5.3.5 √ √ 

5 示值准确度 4.2.8 5.3.6 √ √ 

6 下降速度 4.3.2 5.4.1 √ √ 

7 噪声 4.3.4 5.4.2 √ √ 

8 辅助功能 4.5 5.5 √  

9 加工、装配和外观质量 4.6 5.6 √ √ 

10 电气设备 4.7 5.7 √ √ 

11 其他 

4.2.2、4.3.1、4.3.2、

4.4.1、4.4.3、4.5.1、

4.5.2 

5.8 √ √ 

6.2 型式试验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产品连续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 出厂检查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2.2 型式试验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要求。 

6.3 出厂检验 

6.3.1 每台厚度仪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 

6.3.2 出厂检验项目为表 3中规定的要求。 

6.3.3 厚度仪出厂检验主要项目的实测数据应记入随机文件，总装前检验项目应注明。没有证明产品

质量合格的文件，产品不能出厂。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每台厚度仪应在明显位置固定标牌，标牌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至少有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商标和所在地； 

b) 产品名称和执行标准号； 

c) 产品编号及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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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测量范围。 

7.2 包装 

包装应符合QB/T 1588.5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GB/T 191的规定正确选用。包装箱内应附有：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d) 必要的随机备件和工具。 

7.3 运输 

厚度仪在包装状态下可采用任何种类的运输方式，搬运和运输过程中不应摔跌、撞击、倒置、侧置

并采取相应防潮措施。 

7.4 贮存 

厚度仪应贮存在干燥、通风、防雨的场所并应平稳放置。贮存期一般为半年，贮存期内不应发生锈

蚀现象，超过贮存期的厚度仪应开箱检验，必要时重新进行防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