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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20 棉结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USTER® LVI 920 棉结测试仪基础配置

整体配置 功能 测量原棉包纤维、筵棉、条子、粗纱中的棉结及棉结尺寸。

交付时包括 – USTER® LVI 920 测试单元

– 校准材料

– 配件

应用范围 天然 (白色、天然淡黄色) 彩色 100% 纯棉样品，可以是棉包或经

过开松和除杂处理后的棉 (筵棉)、条子和粗纱。废棉不能在 
USTER® LVI 920 上检测。这样做可能会损坏仪器组件，导致仪器

及其组件的保修失效。

天然彩色合成纤维可以与棉纤维混合，最高比例为 50/50%，以

条子和粗纱的形式进行测试。 

乌斯特技术公司不能保证 100% 合成纤维的检测结果。最大纤维

长度：2 英寸(约 5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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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20 棉结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综合

一般环境条件 室内环境 根据 ISO 139 标准，为了获得可重复和可比较的测试结果，实验

室必须维持以下的环境条件：

– 温度：20±2 ºC；65 ºF 到 72 ºF
– 相对湿度：65±2 % 

为了确保测试结果的一致，纤维试样应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实验室

环境中放置24小时。为使棉样能在该环境中充分地调湿平衡，应

从塑料袋中取出试样应并在实验室里敞开放置。

乌斯特技术公司推荐实验室使用专用空调系统以获得上述条件。

乌斯特不推荐使用任何喷雾系统，因为它们会对仪器造成损害，

引起实验室环境的波动，并可能造成不稳定的测试结果。所有乌

斯特认证的实验室均使用专用空调系统。

安装条件 电源 带有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

电源电压 200 – 240 V

电源频率 50 – 60 Hz

功耗 最大600 VA

尺寸 长 69 cm, 宽 40 cm, 高 25 cm

基本配置的重量 净重：约 31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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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30 长度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USTER® LVI 930 长度测试仪基本配置

整体配置 功能 测量原棉包纤维和筵棉的平均长度、上半部平均长度、整齐度、

短纤维重量。

测量棉条的平均长度、上半部平均长度、整齐度。

安装条件 交付时包括 – USTER® LVI 930 测试单元

– 校准材料

– USTER® LVI 192 纤维取样器

– 配件

应用范围 天然 (白色，天然淡黄色) 彩色 100% 纯棉样品，可以是棉包或经

过开松处理后的筵棉和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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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30 长度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综合

一般环境条件 室内环境 根据 ISO 139 标准，为了获得可重复和可比较的测试结果，实验

室必须维持以下的环境条件：

– 温度：20±2 ºC；65 ºF 到 72 ºF
– 相对湿度：65±2 % 

为了确保测试结果的一致，纤维试样应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实验室

环境中放置24小时。为使棉样能在该环境中充分地调湿平衡，应

从塑料袋中取出试样应并在实验室里敞开放置。

乌斯特技术公司推荐实验室使用专用空调系统以获得上述条件。

乌斯特不推荐使用任何喷雾系统，因为它们会对仪器造成损害，

引起实验室环境的波动，并可能造成不稳定的测试结果。所有乌

斯特认证的实验室均使用专用空调系统。

安装条件 电源 带有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

电源电压 110 – 240 V

电源频率 50 – 60 Hz

功耗 最大 220 VA

尺寸 长 58 cm，宽 27 cm，高 18 cm

基本配置的重量 净重：约 12.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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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60 颜色/杂质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USTER® LVI 960  颜色/杂质测试仪基本配置

整体配置 功能 测量原棉包纤维和筵棉的反射率、黄度、色泽等级 (USDA)、杂

质数量、杂质面积、叶屑等级。

交付时包括 – USTER® LVI 960 测试单元

– 校准片 
– 样本重量

应用范围 天然 (白色，天然淡黄色) 彩色 100% 纯棉样品，可以是棉包或经

过开松处理后的筵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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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60 颜色/杂质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综合

一般环境条件 室内环境 根据 ISO 139 标准，为了获得可重复和可比较的测试结果，实验

室必须维持以下的环境条件：

– 温度：20±2 ºC；65 ºF 到 72 ºF
– 相对湿度：65±2 % 

为了确保测试结果的一致，纤维试样应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实验室

环境中放置24小时。为使棉样能在该环境中充分地调湿平衡，应

从塑料袋中取出试样应并在实验室里敞开放置。

乌斯特技术公司推荐实验室使用专用空调系统以获得上述条件。

乌斯特不推荐使用任何喷雾系统，因为它们会对仪器造成损害，

引起实验室环境的波动，并可能造成不稳定的测试结果。所有乌

斯特认证的实验室均使用专用空调系统

安装条件 电源 带有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

电源电压 110 – 240 V

电源频率 50 – 60 Hz

功耗 最大 110 VA

尺寸 长 39 cm，宽 26 cm，高 27 cm

基本配置的重量 净重：约 17.4 千克 (加 2.2 千克的样本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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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75 马克隆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USTER® LVI 975 马克隆测试仪基本配置

整体配置 功能 测量原棉包纤维和筵棉的马克隆值。

交付时包括 – USTER® LVI 975 测试单元

– 校准塞

– 校准材料

应用范围 天然 (白色，天然淡黄色) 彩色 100% 纯棉样品，可以是棉包或经

过开松处理后的筵棉。



技术参数 9

USTER® LVI 975 马克隆测试仪

棉纤维分析系统

综合

一般环境条件 室内环境 根据 ISO 139 标准，为了获得可重复和可比较的测试结果，实验

室必须维持以下的环境条件：

– 温度：20±2 ºC；65 ºF 到 72 ºF
– 相对湿度：65±2 %

为了确保测试结果的一致，纤维试样应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实验室

环境中放置24小时。为使棉样能在该环境中充分地调湿平衡，应

从塑料袋中取出试样应并在实验室里敞开放置。

乌斯特技术公司推荐实验室使用专用空调系统以获得上述条件。

乌斯特不推荐使用任何喷雾系统，因为它们会对仪器造成损害，

引起实验室环境的波动，并可能造成不稳定的测试结果。所有乌

斯特认证的实验室均使用专用空调系统。

安装条件 电源 带有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

电源电压 110 – 240 V

电源频率 50 – 60 Hz

功耗 最大 220 VA

尺寸 长 58 cm，宽 27 cm，高 18 cm

基本配置的重量 净重：约 12.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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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40 控制系统

棉纤维分析系统

USTER® LVI 940 控制系统基础配置

整体配置 功能 校准和操作单个 USTER® LVI 检测装置。收集、评估和存储测量数

据。配置、查看和打印检测数据的编辑器。具有过滤功能，可快

速检索数据和编写报告。

交付时包括 – USTER® LVI 940 软件

– 计算机/监控器

– 键盘

– 鼠标

– 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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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40 控制系统

棉纤维分析系统

应用软件

报告 报告类型 应用报告

– 环锭纱临界棉结尺寸

– 转杯纱临界棉结尺寸

– 去除效率

控制图表

– 单值控制图 (参数)
– 多参数控制图 (参数)

数据报告

– 各个单独的直方图

– 纤维照影长度分布图

– 长度分布图

– 单个棉结直方图

– 汇总直方图

– 色征图

– 汇总棉结直方图

– 汇总纤维照影长度分布图

– 汇总长度分布图

– 汇总表

– 汇总表

数字输出结果 棉结

– 棉结总数

– 总棉结尺寸 (平均)

长度

– 数量

– 平均长度

– 上半部平均长度

– 整齐度指数

– 短纤维 (重量，12.7 mm 或 16.5 mm，仅棉包/筵棉)

颜色/杂质

– 反射率

– 黄度

– 色泽等级 (USDA)
– 杂质数量

– 杂质面积

– 叶屑等级

马克隆值

– 马克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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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40 控制系统

棉纤维分析系统

统计分析 统计值 – 平均值

– 标准偏差

– 变异系数 CV
– 置信区间 (Q99)
– 最小值

– 最大值

图形输出 棉结直方图，

纤维照影长度

分布图，

长度分布图

基于测量值或计算值，将每一个值放在一个类别中。

色征图 将每个单独测得的颜色值 (Rd/+b) 绘制在 USDA 颜色图表中以显

示色泽等级的分布。

语言，单位 对话和报告语言 英文，中文

可能单位 – 重量单位：g (克)
– 织物单位：1/g (count/g)
– 长度：mm (毫米)，μm (微米)，in (英寸)

自测试 功能测试 – 装置接通电源后会自动启动。

– 可以随时通过诊断菜单启动全面的功能检查和特殊检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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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LVI 940 控制系统

棉纤维分析系统

综合

操作配置 计算机软件 USTER® LVI 940 控制系统软件有一个菜单驱动设计，允许快速访

问和选择检测、设置、校准和数据管理功能。这些功能包括：

– Windows 10 操作系统，带有基于图标的软件

– 简单的用户界面

– 错误信息，用于故障排除

– 网络功能

计算机硬件 计算机系统由以下组件组成：

– 键盘

– 鼠标

– 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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