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原本的 Mullen 設計
已有足夠重要性可以被容
納在博物館。但美國行業
標準局繼續認為 Mullen
是標準測量紙，紙板，
紡織品的測試儀。今天
Mullen 發展已經到了它
的發明者做夢也想不到的
應用了。

除標準造紙，紡織，和電
路板的纖維網，現在更可
測試陶瓷和非織布組成
網 - 如層壓纖維，金屬
箔，塑料和所有不同類基
板 構 成 網 等。Mullen 都
可以其準確和可靠性和全
自動功能滿足特殊的測試
要求，提供微調，並記錄
測試結果。
Mullen 使用在許多特殊
的情況，他們可測試食品
包裝的能力，塗層織物的
防水力，皮革的粒面開裂
和壓力敏感磁帶的爆裂強
度。對於幾乎每一個重要
的美國或國際測試標準來
說，Mullen 都 可 以 作 為
工作用具。

Mullen  頂破強度測試儀

服務
作為Mullen 的獨家生產廠家，自 1927 年以來，
Mullen 公司專業地準備
處理您使用上的需要。
所有維修是完全擔保的。如果您的測試儀已經用了 5
年或如果遇到以下任何情況：這可能是時候為您安排
維修了。

•	 不能保持壓力
•	 齒輪發出噪聲
•	 需要經常添加機油
•	 齒輪箱洩漏
•	 使用過時的雙叉插頭
•	 參差的電機 /齒輪箱耦合
•	 不穩定的結果

我們建議你把你的儀試儀每年寄回以重新校準，方法
是使用可溯源到NIST 的測試儀。測試 731/245972-
90，731	1244355-89 及 381	2。

MULLEN BURST TESTER 的運作
不論您使用的型號是否手動或是全自動的操作型號，
測試原則是相同的。要測試的樣品材料夾緊在測試儀
上兩個橫放扁平的圓板之間。	流體從一個腔室經活塞
恆定的移動率而流出，迫使一個沉重的橡膠膜擴大至
低盤開口，並施加一個不斷提升的壓力對抗沒有支撐
的樣品區域。在此同時，連接到氣缸的測量器表示的
壓力在氣缸內上升。瞬間樣品脹破，壓力下降，讓壓
力表指針靜止並指出把樣品脹破所需要的力。

脹破力量測試指出一種材料在受到瞬間衝擊的強度比
較。測試可以指出機織物中經紗和緯紗的相對強度，
或針織面料中各纖維的強度比較。它表示紙或非織造
布面料的纖維張力，並展示出即時或最終，物料使用
的染料，化學品或所有類型材料加工，從瓦楞紙板到
塑料薄膜的影響。	它顯示了磨損、老化和環境變化的
對材料強度的影響。

為了確定你需要的Mullen 破裂試驗機，你首先確定
所需的測試標準和測試目標，並選擇相應的型號。	你
會在本小冊子的第 4頁中發現選擇型號的有用資料。



MULLEN 及配件

對於 200	PSI 以下的壓力
C型，LC 型和 CA型被用於對於高達 200	PSI 壓力的紙，鋁箔，塑料，輕量
級紡織品，非織造布，針織物等材料上。
在所有型號的測試程序都是相同的，型號間不同的地方是在自動化的程度上。

對於從 200	PSI 到 1500	PSI 的壓力
A型和 AH型用於從 200	PSI 到 1500PSI 壓力，測試紙板，瓦楞板，重量級
紡織品等等。J 型是使用 500	PSl 壓力。在所有型號的測試程序都是相同的，
型號間不同的地方是在自動化的程度上。

靜液壓測試儀
靜液壓測試儀用於測試壓力逹到 1500	PSI 的液體
滲透測試，型號HA。

傾斜度測試儀
傾斜度測試儀用以測試皮革的膨脹和其他材料在
開裂爆破前的破裂。型號是AD。

儀表
Mullen 儀表顯示了 PSI，KPA，或 kg/cm2 每平
方厘米。全部的精度都校準至 0.5％，配有一個
外置的指針，儀表玻璃上有可用拇指調整的指針。
儀表的校準在最小讀數的 50％。避免使用兩端的
讀數。涉及量程太寬的測試時，就要使用Mullen
多隔距儀表。

膜片和高度儀表
膜片性能是良好的測試至關重要的，隔膜應定期
更換。Mullen 的膜片高度計，讓你可以測試膨脹
度，在有必要時可作出更換。

流體輸入器
Mullen 流體輸入器有一個活塞和切斷閥以注入流
體，並保持正確氣缸中流體的水平正確，作為一
個流體容器而運作著。流體輸入器方便了更隔膜
片的步驟，並增加測試精度。

歧管
歧管用於轉換使用任何計測試範圍型號，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儀表。每個計的歧管都配備了分離器
和關斷閥。

測試簿片
鋁測試箔片 (3 平方吋 ) 用於檢查Mullen 的準確
性。箔片可溯源至NIST。量程從 5到 170	PSI。
測試儀的校正是通過爆破一包共 10 張的簿片。
如果平均的數值介於指定範圍間，儀器就符合了
跟其他實驗室相同的性能。
注意：鋁箔測試並不等如重新校準，亦不符合
NIST，但是一個有用的檢查測量。

MULLEN DIGI-BURST
數碼數據採集系統
數碼數據採集系統以數字顯示頂端壓力並記錄該
壓力至記憶體中。
測試壓力然後就可以取消或打印出來。數碼打印
機可以打印每個測試的頂峰爆破壓力和列表出最
大壓力，最低壓力再次，平均壓力，和標準
偏差。
顯示器，根據壓力範圍，是校準於1至0.1	PSI間。	
壓力可以記錄為 psi 或 kPa 的單位。
數碼脹破運作於壓力傳感系統，並配上 RS-232
輸出。

壓力感器規格
請告知您的壓力範圍

運行電壓	 10 伏直流
非線性 0.35％ F.S.O.
遲滯 0.15％ F.S.O.
重複性 0.05％ F.S.O.
平衡 +	/	-	2.0％ F.S.O.
零點溫度錯誤 0.0045％ F.S.O./° F
量程溫度錯誤 0.0030％ F.S.O./° F
操作溫度 -100 至 325° F
安全超壓 150％的容量
爆破壓力 300％的容量
液體連接 1/4-18	NPT
電力連接 綠+輸出

白 -輸出
黑 -輸入
紅+輸入

標準規格
電動 110 伏特，60赫茲，SP
消費 650	MA
保險絲 -3/4	AMB	250 伏
變流器分辨率 4096 數
變流器精度+	I-1 計數
熱身時間 15分鐘

串行打印機
每個字符 7位無奇偶校驗位，1個停止位

儀器規格

機型 型號 號碼 夾型 操作型 尺寸 ( 吋 )
長           闊           高      重量 ( 磅 ) 付運重量 ( 磅 )

Mullen 頂破強度測試儀
CA
C
LC

8220
8215
8225

氣動
手動
手動

電動馬逹 115 伏 /60 赫茲單相 *
電動馬逹 115 伏 /61 赫茲單相 *

手動

33.5
28
28

32
28
28

28.5
25.5
25.5

85
60
35

112
85
58

Mullen 頂破強度測試儀
AH
A
J

8210
8205
8230

流動
手動
手動

電動馬逹 115 伏 /60 赫茲單相 *
電動馬逹 115 伏 /61 赫茲單相 *

手動

33.5
33.5
28

32
32
28

28.5
28.5
25.5

150
100
50

182
138
80

靜液壓測試儀
HAH
HA
HJ

8245
8240
8235

流動
手動
手動

電動馬逹 115 伏 /60 赫茲單相 *
電動馬逹 115 伏 /61 赫茲單相 *

手動

33.5
33.5
28

32
32
28

28.5
28.5
25.5

150
100
50

180
138
80

Mullen 傾斜度測試儀 AD 8275 手動傾斜度測試儀 電動馬逹 115 伏 /60 赫茲單相 * 33.5 32 25.5 110 145

* 其他不同操作模式的馬逹可供選擇



測試標準

標準 測試對象 機型 膜片
ASTM-D-774-67	(1977 年重新批準 )
ASTM-D-2529-74
ASTM-2738-71
ASTM-D-751-79

ANSI/ASTM-D-202-77

ANSI/ASTM-D-3656-78
ASTM-D-3393-75	(1981 年重新批準 )
ANSI/ASTM-D-3655-80
ANSI/ASTM-D-3662-78
ASTM-3786-80a
ASTM-D-2210-64	(1982 年重新批準 )

紙張脹破強度
紙版及墊版脹破強度
瓦楞紙張及硬纖維版脹破強度
塗層布料脹破強度
抗水性方法A
隔電用無加工紙張脹破強度
方法A	強度高達 200psi	1.4Mpa
方法 B	強度高達 200psi
塗層隔虫用百葉窗針織布脹破強度
塗層布料抗水性
男裝及女裝銀色針織大衣及外套布料
壓力敏感帶子脹破強度
針織布及非織布膜脹破強度
Mullen 測試皮料的脹破與延伸

CA,	C
AH,	A
AH,	A

CA,	C,	LC
HAH,	HA,	HJ

CA,C
AH,A

AH,A
HAH,	HA,	HJ
視乎需要
AH,	A

CAC,	C,	LC
AD

#214
#305-B,	#305-D
#305-B,	#305-D

#520
O	環

#214,	#305-B
#305D

#305-B.	#305-D
O	環

視乎需要
#305-B,	#305-D

#520
#305-D,	#305-B

TAPPI-T-403	os-76
TAPPI-T-807	os-75
TAPPI-T-810	om-80
TAPPI-Useful	Method	401
TAPPI-Useful	Method	467

紙張脹破強度
紙版及墊版脹破強度
瓦楞紙張及硬纖維版脹破強度
濕紙張強度 (Mullen)
紙版塗料 ( 強度減弱 )

CA,	C
AH,	A
AH,	A
CA,	C
CA,	C

#214
#305-B,	#305-D
#305-B,	#305-D

#214
#214

Fed.	Test	Method	Std.	No.	191A,	Method	5512
Fed.	Test	Method	Std.	No.	191,	Method	5122

塗層布的抗水性 ,	高壓法
布料脹破強度

HAH,	HA,	HJ
CA,	C,	LC

O	環
#520

IPC	2.4.2.	Date	3/76	Rev.	A 銅箔的延展度 AD #305-B,	#305-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	2759-1974	(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	2758-1974	(E)

紙版脹破強度
紙張脹破強度

AH,	A
CA,	C

#305-B,	#305-D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