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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TIME 3100表面粗糙度仪是一种袖珍式表面粗糙度仪，具有操作简单、便于携带、工作稳定等特点， 

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金属与非金属的加工表面的检测，该仪器是传感器主机一体化的袖珍式仪器，具有 

手持式特点，更适宜在生产现场使用。 

该产品符合下列标准 

JJF 1105-2003 触针式表面粗糙度测量仪校准规范 

GB/T 3505-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术语、定义及表面结构参数 

特点 

 外形设计精致、美观，操作方便、舒适； 

 采用了两个 OLED 点阵显示器，具有很好的可视化效果； 

 采用锂离子充电电池，充电时间 3.5 小时左右； 

 具有电压指示、充电指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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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积小，重量轻。 

2 工作原理与结构特征 

2.1 工作原理 

当传感器在驱动器的驱动下沿被测表面作匀速直线运动时，其垂直于工作表面的触针，随工作 

表面的微观起伏作上下运动，触针的运动被转换为电信号，将该信号进行放大，滤波，经 A/D 转换 

为数字信号， 再经 CPU 处理，计算出参数值并显示。 

2.2 结构特征 

2.2.1 基本配置：(见图 1) 

主机 一台 

充电器 一个 

标准样板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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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样板 主机 充电器 

图  1 

2.2.2 主机结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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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启动键 ⒉大液晶屏幕 ⒊选择键 1 ⒋选择键 2 ⒌电源键 ⒍测头保护门滑动键  

⒎测试区域 ⒏小液晶屏幕 ⒐充电插孔 ⒑测针位置指示 ⒒复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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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性能指标 

3.1 主要技术参数 

 测量参数： Ra、Rz 

 扫描长度（mm）： 6 

 取样长度（mm）： 0.25、0.80、2.5 

 评定长度（mm）： 1.25、4.0、5.0 

 测量范围（µm ）： 

Ra： 0.05 ~ 6.5 

Rz： 0.1 ~ 50 

 示值误差： ±15% 

 示值变动性： ＜12% 

 传感器触针针尖圆弧半径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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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尖圆弧半径： 10.0±2.5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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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度： 90   
10 

 传感器触针静测力及其变化率： 

触针静测力： ≤0.016N 

测力变化率： ≤800N/m 

 传感器导头压力： ≤0.5N 

 OLED 显示器 

 电池： 3.7V 充电锂电池 

 电源适配器： 输入 AC：100 V～240V，50/60Hz 

输出 DC：5V ，1A 

 充电时间：3.5 小时左右 

 外形尺寸：116 mm×86 mm×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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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约 200g 

3.2 主要功能 

 可选择测量参数 Ra、Rz； 

 可选择取样长度； 

 具有校准功能； 

 自动检测电池电压并报警； 

 可同时在主视及俯视两方向显示测量结果。 

3.3 使用环境 

 工作环境条件 

温 度： 0°C ～40 °C 

相对湿度： < 90 % 

周围无振动、无腐蚀性介质 

 存储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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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度： －20°C ～60 °C 

相对湿度： < 90 % 

流通条件： 三级 

4 测量操作 

4.1 测量前准备 

a．打开传感器测头保护门 

从仪器的包装中取出仪器，此时传感器测头保护门应是关闭的（如图 3 所示）。向右推 

动测头保护门滑动键，打开传感器测头保护门，露出传感器测头准备测量（如图 4 所示）。 

示意了测头保护门滑动键的两个位置及传感器测头的使用和保护状态。滑动键 

位于左端时，保护门关闭，测头处于保护状态 ；滑动键位于右端时，保护门打开，测头处 

于可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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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保护门关闭 图 4  保护门打开 

b．开机 

按电源键 开机，显示型号、名称、版本号、产品序列号，然后进入测量状态，显示如下： 

TIME3100 

表面粗糙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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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1.0 

A26600000000 

 L2 

Ra 0.40  μm 

c．检查电池电压 

出现低压指示时，应尽快充电。 

电池电压提示符的意义： 

表示电压正常，可进行测量操作；符号内部的黑色部分代表电池容量； 

表示电压过低，需尽快充电； 

表示正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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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 

开机后，进入测量状态。测量参数，取样长度将保持上次关机前的状态。 

用户在启动传感器前选择好所关心的测量参数 Ra、Rz 以及合适的取样长度 2.5、0.8 或 0.25。 

按选择键 1 将依次选择测量参数 Ra 、Rz ，按选择键 将依次选择取样长度 L1、 

L2、L3(0.25、0.80、2.50)各档。 

选择好测量参数以及取样长度后，将仪器正面测量区域指示 和侧面测针位置指 

示 对准被测区域，轻按启动键，传感器移动，在“嘀、嘀”两声后，测量结束，屏幕显示 

测量值。 

注意事项： 

 在传感器移动过程中，尽量做到使置于工件表面的仪器放置平稳，以免影响该仪器测量精度； 

 在传感器回到原来位置以前，仪器不会响应任何操作，直到一次完整的测量过程以后，才允许 

再次测量。 

 取样长度值选取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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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长度（mm） Ra(µm) Rz(µm) 

0.25 ＞0.02～0.1 ＞0.10～0.50 

0.80 ＞0.1～2.0 ＞0.50～10.0 

2.50 ＞2.0～10.0 ＞10.0～50.0 

4.3 校准 

当发现仪器测值超差，可用标准样板对仪器进行校准。可用于校准的标准样板 Ra 值为：0.1µm 

~3.5µm。 

方法为： 

在米制、关机状态下，按住选择键 1 ，同时按电源键 开机，听到“嘀”的一声后，松开选 

择键 1 ，此时进入校准状态 ，在屏幕上方显示“CAL”，数值部分显示随机校准样板的R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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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使用另外的校准样板，那么按住选择键 1 ，使Ra 值递增，或按住选择键 2 ， 

使 Ra 值递减 ，直到显示你所使用的标准样板 Ra 值。接着，将仪器置于该样板上，按下启动键， 

在“嘀、嘀”两声之后 ，校准结束 ，屏幕显示校准后的 Ra 测量值 。（此时，新的标准样板值将 

取代旧的标准样板 Ra 值存入仪器）待传感器回到起始位置后，可以进行正常测量。 

 标准样板的选择 ：推荐选用 Ra 值为 2.0µm~3.5µm 的样板，用户也可根据自身常用的测量范 

围选择样板； 

 在进入校准功能后，如要放弃校准，则可以直接关机。在校准后，显示“－ E －”则表示校 

准超限，此次校准失败。此时可重新调整 Ra 值，再次进行校准； 

 用户根据自身常用的测量范围选择样板进行校准，可显著提高测量精度。 

4.4 米制/英制转换 

按住选择键 2 持续 5 秒左右，则可进行米制/英制转换。 

4.5 限界设置 

 按住选择键 1 持续 5 秒左右，进入限界设置，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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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0 0 .4 8 μm 

下限 0 0 .3 5 μm 

 按启动键选择上限、下限设置； 

 按选择键 1 设置值递增，按选择键 2 设置值递减； 

 设置完成后，按启动键持续 5 秒左右，退出限界设置； 

 当测量值大于上限时，屏幕上方显示“↑”； 

↑ 
L2 

0.50 
μm 

Ra 

 当测量值小于上限时，屏幕上方显示“↓”。 

 ↓ 

L2 

0 
 

μm 



30 .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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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机 

自动关机：在无任何操作后，每隔 30 秒，蜂鸣一声，提示 3 次后自动关机。 

手动关机：按电源键 关机。 

4.7 低电压报警 

当显示屏上方显示“ ”时，表示电池电压已低落，应充电； 

4.8 充电 

 将充电器插入充电插座中，充电时间 3.5 小时左右； 

 充电时，显示屏上方显示“ ”； 

 充电完成后，再进行测量。 

4.9 复位 

当仪器工作不正常时，轻触复位键，即可重新开机。 

5 保养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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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保养 

 避免碰撞、剧烈震动、重尘、潮湿、油污、强磁场等情况； 

 每次测量完毕，要及时关机，以保持电池能量，并应及时地对电池进行充电； 

 传感器是仪器的精密部件，切记精心维护。每次使用完毕，要将仪器的保护盖轻轻盖好。避 

免对传感器造成剧烈的振动； 

 随机标准样板应精心保护，以免划伤后造成校准仪器失准。 

5.2 维修 

本仪器如出现故障，由生产厂家负责维修。用户请勿自行拆卸、修理。送回生产厂家进行检修 

的仪器 ，应随同附上保修卡及随机配备的校准样板，并说明故障现象。 

请随时注意与我公司销售部门或代理商保持联系。 

16



用户须知 

一、用户购买本公司产品后，请认真填写《保修登记卡》并请加盖用户单位公章。请将《保修登记卡》 

和购机发票复印件寄回本公司用户服务部，也可购机时委托售机单位代寄。手续不全时，只能维修 

不予保修。 

二、本公司产品从用户购置之日起，一年内出现质量故障（非保修件除外），请凭“保修卡”或购机发 

票复印件与本公司各地的分公司维修站联系，维修产品、更换或退货。保修期内，不能出示保修卡 

或购机发票复印件，本公司按出厂日期计算保修期，期限为一年。 

三、超过保修期的本公司产品出现故障，各地维修站负责售后服务、维修产品，按本公司规定核收维修 

费。 

四、公司定型产品外的“特殊配置”（异型探头，专用软件等），按有关标准收取费用。 

五、凡因用户自行拆装本公司产品、因运输、保管不当或未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正确操作造成产品损 

坏，以及私自涂改保修卡，无购货凭证，本公司均不能予以保修。 

非保修件清单 

机壳、传感器、电池、键膜、标准样板 

（注：由于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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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3100 表面粗糙度仪 

装 箱 卡 
序号 名称 数量 序号 名称 数量 

1 主机 1 15 

2 充电器 1 16 

3 校准样块 1 17 

4 使用说明书 1 18 

5 合格证 1 19 

6 保修卡 1 20 

7 质量反馈意见书 1 21 

8 22 

9 23 

10 24 

11 25 

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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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高技术产品 

令人放心的质量 

让您满意的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28 号 

用服电话：010-62989867  

用服传真：010-82782201  

邮编：10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