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箱单
一台

2、外接电源线

一根

3、霍尔传感器

一支

4. 干电池

六节

5、使用说明书

一份

WT110C 数字高斯计说明书

1、WT10C 数字高斯计

使
用
说
明
书

华鸣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商丘市虞城钢卷尺城长江路北段东侧
电

话：18272665998

传

真：0370-4196655

0370-4196526

EMAIL： yiming08@126.com

华鸣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网

址：www.hmyes.com

WT10
WT10CC 数字高斯计
使用说明书
感谢您购买"华鸣"系列数字高斯计.本使用说明书简扼介绍了此机之各项
功能,让您操作自如,请您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WT10 系列便携式数字高斯计分为 WT10A、 WT10B 、WT10C、 WT10D、WT10E、
WT10F 六种类型可用于测量直流磁场、 交流磁场、辐射磁场、剩磁、地球磁场

二.工作原理
本系列仪器采用的是基于霍尔效应原理制成的传感器，即霍尔传感器。
传感器有横向、轴向二种，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或另配；电路采用低漂移的
放大器以及高稳定度的供电电源、由单片机控制、41/2 液晶显示屏显示测时
值。
一、霍尔效应原理
将金属或半导体薄片置于磁场中，当有电流流过时，在垂直于电流和磁
场的方向上将产生电动势，这种物理现像称为霍尔效应。

等等各类磁场的磁感应强度。该仪器可以随身携带（150mm×70mm×30mm），

霍尔效应原理的实质是固体材料中的载流子在外加磁场(B 与固体材料

量程范围宽，操作方便，液晶显示清晰，按键均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触摸式按键，

垂直)中运动时,因为受到洛仑兹力(FB )的作用而使轨迹发生偏移,并在材料

大大增强了其使用寿命和使用舒适度。电源为六节 5 号干电池，可连续工作 100

两侧(3.4)产生电荷积累形成垂直于电流方向的外加磁场方向的电场 ,最终

多个小时，也可在市电的情况下使用稳压电源.小巧便携,完善的质量保证，优

使载流子受到的洛仑兹力与电场斥力相平衡(F B=Fe)从而在二侧建立起一

质的售后服务，是您工作的理想选择。

个稳定的电势差即霍尔电压(VH).

高斯计是检测磁体磁感应强度的专用仪器，是磁性测量领域中用途最为
广泛的测量仪器之一。
WT10C 是由单片机控制的手持式数字高斯计，可用于测量直流磁场、交

其基本关系式为：V h=Kh Ih B
其中：
Ih：工作电流

流磁场、辐射磁场等各类磁场的磁感应强度。该仪器可以随身携带，量程范

B：磁通密度

围宽，操作方便，液晶显示清晰。有测量/峰值保持、MT/GS 单位转换、按键

Kh：元件灵敏度

式自动调零、200MT/2000MT 量程转换等多种功能。

Vh：霍尔电压

实际工作领域：
1. 永磁材料的表面空间的磁场分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测量表磁）；
2. 磁路结构内的间隙磁场;
3. 通过永磁或交直流电流产生磁场作用用于吸取铁磁材料的设备所产生的
磁场（例如：除铁器、磁选机、磁力吸盘、电磁铁。退磁器）；
4. 环境磁场（包括地磁场、铁磁物质的剩余弱磁场）；

三.传感器使用方法
以横向传感器为例
1、 传感器测量方法
被测磁场的磁力线方向垂直穿过
传感器前端的霍尔元件（如右图）

2、 手持传感器测量磁场的图示及说明
如右图所示，手握传感器，用传感
器前端霍尔元件的凹面（即有小圆
圈标识的一面）轻轻接触被测磁铁
的表面或所测空间磁场位置。

1、传感器连接口 2、液晶显示屏 3、置零按钮 4、峰值保持
3、 不正确的手持式传感器方法

流转换

将传感器的顶部使劲压到被测物体

五.主要技术指标

的表面（如右图），这样很容易损坏

1、量程范围：0~200mT~2000 mT

传感器。

2、频率范围：10Hz~200Hz

四.外观说明

3、准 确 度：0~100mT 1%，100mT 以上 2%（均匀磁场中测量）

5、交、直

6、mT/GS 转换 7、量程转换键 8、电源开关 9、外接电源插口

4、分 辨 力： DC×1 ：0.00～200.00mT

0.01mT

DC×10：0.0～2000.0mT

0.1mT

AC×1 ：0.00～200.00mT

0.01mT

AC×10：0.0～2000.0mT

0.1mT

5、被测磁场：直流磁场（静态磁场）
交流磁场（动态磁场）
6、功能说明：峰值保持功能
Gs（高斯）/mT（毫特斯拉）可自由切换
7、直流测量时有 N/S 极性显示。N 代表正极、S 代表负极
8、显示按键快速自动调零
9、环境温度：5℃~40℃
10、相对湿度：20%~80%（无凝露）

11、供电电源：六节 5 号电池

外接 9V 稳压电源

12、外型尺寸：150mm（L）×70mm（W）×30mm（H）
13、仪器重量：450g
14、显示方式：41/2 LCD

3、 选择直流/交流

15、显示单位：mT/Gs

当重复按直流/交流按键时，液晶显示屏会按下图交替变化。表示测量直流

六、操作步骤

磁场或交流磁场。（在测量直流磁场时，“N”或“S”表示极性）

1.将电池装入仪表后面的电池盒中然后盖上电池盖板；若使用外接电源，则
将外接电源的一端插入仪器左侧的电源插孔中，插头端插入 220V 插座即可。
2.安装传感器。将霍尔传感器插头插入仪表上方的传感器插槽中即可。
4、 选择显示单位
当重复按显示单位转换按键时，显示单位会在 MT 和 GS 之间转换。

5、 置零
在非保持的状态下将传感器远离磁场，如显示屏上显示不为 0，可按调
零/重置峰值按键使之为零。
1、按下面板上的“ON/OFF”按键，液晶显示屏会有如下显示。

注意：如测量中需要转换量程或转换交流/直流测量，都必须重新调零，
之后重新测量; 或者测量之前先全部调零。

2、选择量程
当重复按量程转换按键时，测量范围在 0~200MT 和 0~2000MT 间转换。

选择峰值保持功能
当重复按峰值保持测量按键时，可选择普通测量或峰值保持测量。

保修服务条例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关心和使用华鸣产品,您在使用华鸣产品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致
电华鸣产品当地技术支持中心,或致电 0370-4196526 享受产品的售后服务.华鸣
按照国家质量监督"三包"服务的相关规定,对您提供一年的质保的优质服务承

6、 测量
将霍尔传感器护套打开，然后使霍尔传感器有效位置（横向传感器）或
（纵向传感器）紧密接触被测材料表面（直流磁场）或被测的磁场位置（空
间交、直流磁场）进行测量，液晶显示即为被测磁场的大小。

诺.详细条例见以下文件.
一.. 保修服务条例
自销售后的第一年内,您在正常使用该产品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确属产品质量
问题,并且在正常的质保范围内的产品,最终销售者应当按"三包"相关规定为您

7、 重置峰值保持
在峰值保持测量状态的测量过程中，如需重新测定峰值，而此峰值预计
比原峰值小，则可按调零/峰值重置按键使之重新读入峰值。
因为当仪器进入峰值保持状态后必须有比现有显示值大的值时数据显
示才改变，如果所测数据比现有显示值小，刚显示值不改变。所以此时必须
按峰值重置。

提供相应的服务.
二.. 不在保修服务之内的情况
出现以下情况,华鸣将无法提供"三包"服务;
1.无故障的华鸣产品.
2.超出质保期的华鸣产品.
3.由于使用不当,出现诸如仪器外壳破损,烧坏等物理损伤的华鸣产品;

注意：此时仍处于“峰值测量”状态。

4.机身编码被涂改.覆盖.丢失.移动.或无法辨认等情况;

例：原峰值为 1500MT；当要测定新峰值预计新峰值<1500MT,如 800MT>。

5.由于人为原因疏忽或错误使用或因不可抗拒的外力造成损坏的华鸣产品.如
浸水.火灾.雷击及其它机械破坏等导致的华鸣产品损坏;未按说明书规定使用而
造成华鸣产品损坏等;
6.由于您在将故障件返回华鸣客户服务中心的过程中由于包装或运输操作不当
造成损坏的华鸣产品;

注意:仪器在测试完毕后，请将传感器上的护套插上,并最好将电池拿出来。
0.1MT=1GS

1T=10000GS.

7.由于您或第三方私自试图尝试拆装或更换组件而造成无法复原的华鸣产品;
注::华鸣保留对于华鸣产品的故障原因进行鉴别的权力以及对上述条款的最终
解释权
三.. 用户责任
若不能遵守以下操作方法，可能出现故障或错误运作。

出厂检定记录

◆ 请不要擅自对本产品进行修理、拆卸、改造。
◆ 本产品的供给电源必须是规定范围内的电源，规定范围以外的电源切忌连
接。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WT10C 高斯计

出厂日期

WT10C

◆ 请不要把本产品及配套传感器掉落地上或给予强烈冲击。

2010 年

月

检验项目及技术标准要求

◆ 传感器的探头及先端部位对机械性冲击比较敏感.因此,严禁用手触摸。严
禁对传感器加热、涂敷粘接剂、粘贴胶布等行为。
◆ 严禁在直射日光、高温多湿、水、油、粉尘、腐蚀性空气、震动等的场所

外观
检查

检验标准

检验结论

1、文字符号清晰

合格

2、无伤痕变形

合格

3、开关动作正常

合格

4、包装完好

合格

检验人员

使用或保存本产品。
◆ 请严格遵守使用温度范围及保存温度范围。
◆ 请避免在产品表面出现结露现象（从寒冷的地方急速转移到温暖的地方时
出现）时使用本产品。
◆ 为了尽可能减少外部磁场对机器的影响，在产生磁场的机器,特别是充磁
机、退磁机、微波炉、焊接机、电机等周围请不要使用。

零位

建议您定期进行校准工作。

漂移

四.维修及注意点
1.

当仪器在测量状态时，如调零不起作用或测量磁体无读数，则应首先检

基本
误差

30 分钟不超过±1 字

合格

±1%满度±1 字

合格
返修记录

查供电电源是否正常，其次检查传感器是否损坏，如传感器表面无损坏、
接线完好，则可能仪器内部出现故障，建议客户将仪器寄回本公司进行

送修

检修。

日期

2.

传感器切不可受力、撞击或受挤压，以免损坏。

3.

调零时传感器应放置在远离磁场的地方，否则会造成测量误差。

4.

仪器保修期为 12 个月。注：传感器为易损件不在保修范围。

5.

仪器应避免在不符合使用环境条件下使用。

6.

如在测量时发现测量数值确实有偏差，则可用工具旋转传感器手柄上的
电位器进行微调以达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故障描述

实际情况

修复日期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