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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操作指南

！注意：

 如您使用的测厚仪无“穿透涂层”测量模式，请确认

被测物为裸材，如被测点表面有油漆等，请将其打磨

干净！

 如您使用的测厚仪有“穿透涂层”测量模式，在被测

点表面有涂层时，请选择此测量模式，但需确保被测

厚度在“穿透涂层”测量模式的量程内！

第一次使用或者更换探头开机时，操作如下：

1) 连接探头：将探头两个插头插入测厚仪主机顶端的两

个插孔内，无需分左右，但请确定完全插入。

注意：在插入探头前,请检查探头插头是否拧紧,如未拧紧

请拧紧！

2) 开机：按 键开机。

3) 调节声速：如已知材料声速，方法参考 3.2.1，如未

知材料声速，但已知材料厚度，方法参考 3.2.2。

4) 校准零点（参考 3.1），穿透涂层型无需校零点。

5) 测量：在被测点上涂抹耦合剂，将探头与被测点耦合

紧密，厚度值稳定后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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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首先感谢您使用本公司生产的超声波测厚仪，在您使用本仪器之前请详细阅

读本手册。本手册主要对仪器的功能、技术指标、设置、操作、校准等进行

描述，目的在于让操作人员在短时间内了解如何使用本仪器。

1.1 技术指标

大量程、高精度、穿透涂层型：测量范围 0.65mm～500mm, 3.0～25mm（穿

透涂层），显示精度 0.01mm，数据存储（带 USB接口型）

测量下限

(曲面模式)

Φ15mm×1.0mm(7.5MHz，Φ6mm 探头)

Φ10mm×1.2mm(7.5MHz，Φ6mm 探头)

显示精度
0.1mm/0.01i

nch

0.01mm/0.001inch

或 0.1mm/0.01inch

0.01mm/0.001inch

或 0.1mm/0.01inch

材料声速 509～18699m/s

测量精度 ±（0.5%H+0.05）mm （钢，材料不同精度也不同）

接收带宽 1MHz～10MHz(-3dB)

测量频率 2～20次/秒（可设置）

电 源 3VDC(两节 AA 碱性电池)

工作时长 280小时（背光自动），100小时（背光打开）

显 示 屏 128×64 点阵 LCD

外形尺寸 136（L）×72（W）×20（H）mm

重 量 176g（含电池）

工作温度 -10℃～﹢50℃（使用高温探头，工作温度：＜300℃）

工作湿度 20%～90%RH

1.2 主要特点

 测量范围达 0.65mm～500mm (与产品型号、探头型号、被测材料有关)

 可适用多种类型的探头

 声速确定：已知声速菜单选择或人工直接输入、不知声速单点已知厚度

试块测试自动设定或两点已知厚度试块测试自动设定

 多种测量模式：标准、扫查、报警、差值、高温（配高温探头）、均值、

曲面、穿透涂层（穿透涂层一型、二型具有，不需打磨去涂层就可测基

材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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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曲面测量模式适用于管材壁厚测量，提高曲面

厚度测量精度

 适合于多种材料的厚度测量,如：金属、玻璃、塑料、橡胶等，测量精

度高、范围大

 多种探头可选，可配合测厚仪满足不同测厚应用，包括灰口铸铁等粗晶

粒材料和高温环境测量（温度最高可达 300℃）应用

 大容量数据存储（带 U 的型号）：数据存储量可达 2000组

 日常测厚检测只需操作面板功能键就能完成，简单直观易学，不需要进

入菜单操作

 公/英制可选：单位可在毫米和英寸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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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置

标准配置

序号 名称 数量

1 测厚仪主机 1

2 标配探头 1

3 耦合剂 1

4 电池 2

选配 1

探头类型 规格 测厚范围 探头直径 频率 适用温度

普通型

（适合于穿透涂层）
5M，Ф10

0.7～400mm

3.0～50mm(穿透涂层)
10mm 5MHz -10～+50℃

小管径型 5M，Ф6 0.70～60mm 6mm 5MHz -10～+50℃

普通型 2.5M，Ф12 3.0～500mm 12mm 2.5MHz -10～+50℃

微径型 7.5M，Ф6 0.65～25mm 6mm 7.5MHz -10～+50℃

高精度型 7.5M，Ф10 0.65～250mm 10mm 7.5MHz -10～+50℃

高温型 ZW5P 4.0～80mm 12mm 5MHz -10～-300℃

铸铁专用型 2M，Ф22 3～50mm（铸铁） 22mm 2MHz -10～+50℃

选配 2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USB 数据线 1 带 USB 口测厚仪

2 上位机软件 1 带 USB 口测厚仪

备注：测量范围取决于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探头的性能、材料的组织

情况和材料的表面状况等，耐高温温度高低取决于探头、耦合剂等。由于我

公司生产的该型号系列超声波测厚仪能够自适应探头的性能参数，故匹配合

适的探头能够满足用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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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整机及键盘简介

2.1 整机介绍

测厚仪主机如下图所示。

图 2-1 主机

5920m/s



服务热线 4006001410 新发展 合作共赢

2.2 键盘介绍

测厚仪键盘如图 2-2所示。

图 2-2 键盘

下面分别介绍每个键的功能：

：用来开关仪器，同时执行仪器自检功能。在菜单或其他子菜单状态

下，按该键，直接返回到待测量状态。在待测量状态下长按该键执行关机。

：在待测界面执行或取消保存功能,在主菜单中执行翻页功能。

：在待测界面中，按该键进入到声速选择界面。在调值状态下，执行光

标向左移位。在主菜单界面，执行向左选菜单项。

：在待测界面中，按该键打开仪器的测量模式菜单。在调值状态下，执

行光标向右移位。在主菜单界面，执行向右选菜单项。

：在待测界面中，执行单点校准声速。在调值状态下，增大数值。在主

菜单界面，执行向上选菜单项。

：在待测界面中，执行两点声速校准。在调值状态下，减小数值。在主

菜单界面，执行向下选菜单项。

：在待测界面中，执行背光打开与关闭。执行其他操作后的确认。

：启动菜单，返回上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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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操作简介

3.1 零点校准

如果没有正确校准零点，一个固定值将会导致该仪器所测量的所有值出现错误。当

正确校准零点时，仪器可以测量到该固定误差值，并且自动纠正随后所有的测量值。

在这一点上，仪器已经成功地计算了内在误差因素，并且会在随后的测量中补偿该

值。即使以后为了做实际测量，输入了一些其他材料声速，本仪器还是利用内置仪器中

的试块的声速执行零点校准。尽管本仪器将会记录上次校准的零点值，无论何时打开仪

器，或者是任何使用不同探头的时候，都执行零点校准还是有必要的。

注意：更换不同的探头时，需要进行零点校准，对同一探头长时间不进行零点校准，测

量误差大时，仍可进行零点校准。

零点校准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按 进入到主菜单, 通过 翻页， ， ， 或 选择“零

点校准”，按 ，输入试块厚度；

第二步：通过 ， ， 或 输入试块厚度,按 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擦净探头表面，在与输入的试块厚度值相应的试块上涂耦合剂；

第四步：将探头耦合在试块上，几秒钟后，完成校准，仪器自动返回到待测量界面。

3.2 声速设置或校准

为了使仪器的测量值更准确，必须将被测材料声速设置准确，不同材料有不

同的声速，例如，45#钢声速是5920m/s，不锈钢声速是5663m/s。如果没有

正确设置声速值，仪器的测量值将会是错误的。本仪器提供了三种设置声速

的简单方法。

3.2.1 已知声速时声速设置

本仪器内置了九种材料的声速。在测量状态下按快捷键 调出声速表，通

过 和 键设置声速值。也可在任何状态下按 键从主菜单中打

开声速表,菜单中的操作详见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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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知道更准确的声速，还可以输入准确声速并确

认。

3.2.2 已知厚度校准（单点校准）

材料声速未知情况下选择与被测材料相同，厚度接近被测材料的厚度并且厚

度已知的试块按下列步骤进行材料声速校准。

第一步：在测量状态下，按 进入输入试块厚度界面

第二步：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输入试块厚度,

按 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通过耦合剂将探头耦合到与输入试块厚度相应的试块上，4 秒钟后，

校准完成，仪器自动返回待测界面

注：校准后的材料声速会显示在厚度测量界面的顶部。

3.2.3 两点校准

两点校准需要与被测物体材料相同的薄、厚两块试块并且待测物体厚度在两

试块厚度范围内。此校准方式可减少非线性的测量误差，得到高精度的测厚

结果。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测量状态下，按 进入输入薄试块厚度界面

第二步：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输入薄试块厚

度,按 确认，同时进入输入厚试块厚度界面

第三步：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输入厚试块厚

度，按 确认，同时进入测薄试块界面

第四步：擦净探头接触面，在与输入的薄试块厚度值相应的试块上涂耦合剂

第五步：把探头耦合在薄试块上，4秒钟后，薄试块校准完成，同时进入测

厚试块界面

第六步：把探头耦合在与输入的厚度值相应的厚试块上，4秒钟后，厚试块

校准完成，同时自动返回待测界面

注意：确保探头与试块耦合紧实。

3.3 基本操作流程

本节以标准测量模式为例介绍仪器使用的一般操作流程，具体操作步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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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第一步：开机

按 键，依次进入开机界面和测量界面，测量界面如图 3-1所示。

图 3-1 标准测量界面

第二步：声速设置或校准

在测量前请设置正确的材料声速(从声速表选择或直接输入)或进行

声速校准，具体操作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3.1 中合适的方式进行。

第三步：零点校准（通用型/大量程、高精度型）

详细步骤请参考 3.1 节。

注意：穿透涂层型测厚仪使用穿透涂层功能时，无需进行零点校准。

第三步：测量

将探头放置于涂有耦合剂的被测物体表面上，在保证探头与被测物

体耦合良好的情况下读数。

第四步：保存

如果想保存测量数据请参见 4.6 的详细说明。

第五步：上传数据(适用于带 USB的测厚仪)

如果想将已保存的数据上传到计算机中进行后续处理，那么请按如

下操作步骤操作。

1) 按 ，进入主菜单界面

2) 通过 、 、 、 和 选择“数据存取”菜单项

3) 按 ，进入“数据存取”菜单，再通过 、 、 和

选择“上传”



服务热线 4006001410 新发展 合作共赢

第七步：查看已保存数据

如果想查看已经保存到本仪器内存中的测量数据，那么请按如下步

骤操作：

1) 按 ，进入主菜单界面；

2) 通过 、 、 、 和 选择“数据存取”菜单项；

3) 按 ，进入“数据存取”菜单，再通过 、 、 和

选择“查看”。

3.3 管材测量

管材的测量直径下限取决于探头接触面直径，当需要测量直径较小的管壁厚

度时请选用直径较小的探头进行测量。测量方法如下:

1) 将被测管材涂上足够的耦合剂

2) 保持探头探测面上声垒材料线与管材中轴线垂直，如图 3-5所示

3) 其他操作同 3.2

图 3-5 管材测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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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菜单功能及设置
本章将详细介绍本仪器的菜单功能及各项设置。

4.1 仪器菜单

主菜单的进入方式：在待测界面中，按 进入仪器主菜单，如图 4-1所示

穿透涂层型测厚仪主菜单，其他型号略有不同：

图 4-1 仪器主菜单

注意：直接使用 按键进入到菜单中，当找不到您需要设置的功能时，请

使用 翻页。

测量模式菜单的进入方式：在待测界面中，按 打开测量模式菜单，如图

4-2所示穿透涂层型测厚仪测量模式菜单，其他型号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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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测量模式菜单

4.1.1 穿透涂层

要测量表面有油漆层的材料厚度，请选择此测量模式。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

“穿透涂层”，按 完成设置并返回主菜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面，

如图 4-2 所示：

图 4-3 穿透涂层测量界面

4.1.2 数据存取

该菜单项包含：“查看”、“上传”、“保存设置”、“全部删除”和“删除一组”。

该菜单项的选择方法：通过 、 、 和 和 选择。

查看：在数据存取菜单中，通过 、 、 、 和 选择“查看”

项，再通过 或 浏览要查看的组数和测量值。

上传（带 USB测厚仪特有功能）：

本型号测厚仪拥有 USB接口，能够通过 USB 数据线将保存于仪器内存中的测

量结果传送到用户的计算机中。本型号测厚仪配有专用上位机软件，可以对

上传数据作进一步处理并可以文本格式保存（.txt），便于用户保存和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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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处理。

操作方法：

第一步：在 PC上安装驱动

第二步：通过 USB 连接测厚仪和 PC

第三步：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单击“管理”——在左窗格点击“设

备管理”，检查并记住额外端口

第四步：启动可执行程序，选择上一步记忆的端口号

第五步：在数据存取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上传”，

按 进行上传,界面依次显示上传连接和上传进度

注：上位机软件的安装及使用方法在安装光盘中有详细说明。

保存设置：在数据存取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保存设

置”项，按 进入保存设置界面，再通过 、 、 和 调整每

组保存的数据个数，按 确认，默认值为 5。

保存的使用方法如下：

1) 首先完成“保存设置”

2) 按 回到测量界面后，按 键,此时屏幕右边显示“SV：05 和 NO：

00”

3) 测量第一个数据，此时屏幕右边在屏幕右边“SV：05”的下方显示“NO：

01”

4) 测量第二个数据，此时在屏幕右边“SV：05”的下方显示“NO：02”

5) 达到预设保存个数后或者取消保存，屏幕右边保存标志消失

6) 如果想进行下一组数据的保存，请再次按 键重复上述操作。此时单

组数据保存量为上次设置值

注：在保存状态下测量完一个数据后，必须等到耦合不良标志出现后再测量

下一个数据。

全部删除：全部删除选项可将仪器内存中存储的数据，一次性全部删除（被

删除的数据不可恢复）。在数据存取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全部删除”项，按 删除。

删除一项：选择删除一项选项可以选择性删除某组数据（被删除数据不可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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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操作同“整体删除”，按 确认后，通过 、

、 和 调整组号，按 删除。

4.1.3 报警

本仪器可以通过设置测量的上限和下限，开启报警功能。设置方法：进入主

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通过 、 、 和 选择“报警”，按 进

入设置界面，再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设置上

限值（测量界面上显示为 HIG:），按 ，屏幕出现下限，再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设置下限值（测量界面上显示为 LOW:）。

按 完成设置并返回主菜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面，如图 4-2 所示：

图 4-4 报警测量界面

4.1.4 单位

本仪器的测量单位设置方法：进入主菜单，通过 、 、 和 选

择“单位”，按 确认，再通过 或 和 切换 mm 和 inch。

4.1.5 扫查

在保证探头耦合良好的情况下，沿被测物体表面拖动探头，此时在界面正中

显示被测范围厚度最大值（测量界面上显示为 MAX:）和最小值（测量界面

上显示为 MIN:）。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

“扫查”，按 完成设置并返回主菜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面，如

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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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扫查测量界面

4.1.6 差值

差值用于测量被测物体厚度与参考值之间的差值。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

“差值”，按 进入输入参考值界面，再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输入参考值（测量界面上显示为 REF:，该值下的数

据为减薄率），再按 完成设置并返回主菜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

面，如图 4-4所示：

图 4-6 差值测量界面

4.1.7 高温

选择耐高温探头可以测量高温物体厚度（温度小于 300°C），能够测量物体

的温度取决于探头的工作温度范围。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

“高温”，按 进入设置温度界面，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设置被测物体环境温度（测量界面上显示为 TEM:），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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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设置并返回主菜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面，如

图 4-5 所示：

图 4-7 高温测量界面

4.1.8 均值

均值适用于测量多点数据的平均值，取平均数据的个数可根据用户需求在

2～99 之间选择。

设置方法：

在主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均值”，

按 进入平均值组数设置界面，通过 、 、 和 设置平均值

组数（测量界面上显示为 AVG:,NOW:指当前测量值为第几个），按 完成

设置并返回主菜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面，如图 4-6 所示：

图 4-8 均值测量界面

注：测完每个数据后必须抬起探头后再测量下一个数据。

4.1.9 标准

标准是用于测量被测物体厚度时，在屏幕上显示标准测量值。通常用于常规

平面厚度测量。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中，通过 翻页，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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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选择“标准”，按 完成设置并返回主菜

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面，如图 4-7 所示：

图 4-9 标准测量界面

4.1.10 精度

所谓精度即显示精度，该项可调，分别为 0.1和 0.01（当前单位为 mm 时）

或 0.01和 0.001（当前单位为 inch时）两种显示精度。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翻页，使用 、 、 和 选择

“精度”，按 进入精度设置界面，再通过 或 和 完成 0.1和

0.01（当前单位为 mm 时）或 0.01 和 0.001（当前单位为 inch 时）之间的

切换。

4.1.11 频率

频率即测量频率，可在 2～20次/秒之间选择，步长为 2。设置方法：通过

翻页，使用 、 、 和 选择“频率”，按 进入频率设置界

面，再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设置频率，按

确认设置的值。

4.1.12 自动关机

本仪器出厂设置默认在 3分钟之内无操作自动关机。为方便用户，本仪器允

许用户更改自动关机时间，范围 3—54分钟。用户还可以将仪器设置为“不

自动关机”。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翻页，使用 、 、 和 选择

“自动关机”，按 进入设置界面，再通过 或 （增减数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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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关机时间，步长为 1 分钟，可以通过 选择“不

自动关机”。

4.1.13 出厂设置

本仪器提供恢复出厂设置功能。当仪器出现反应速度慢，经过校准后测量数

据不准确时，用户可以选择出厂设置选项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翻页，使用 、 、 或 选择

“出厂设置”，按 执行出厂设置。

4.1.14 对比度

对比度项用于调节屏幕显示对比度。

出厂默认：5

调节范围：1～10

步 长：1

注：在低温条件下工作时可将对比度向下调节，保障良好的视觉效果。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翻页，使用 、 、 或 选择

“对比度”，按 进入设置界面，再通过 （增减数值）和

（移动光标）设置对比度值，按 完成设置。

4.1.15 零点校准

仪器在更换不同频率探头后请先进行零点校准，以便实现探头与仪器的匹

配，提高测量准确性。操作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翻页，使用 、

、 或 ，选择“零点校准”，按 执行该功能。

4.1.16 手动选择探头

操作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翻页，使用 、 、 或 选择

“手动选择探头”，按 进入手动选择探头界面，通过 、 、 或

和 选择探头的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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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 声音设置

本仪器给用户提供了按键声音功能，用户可以在主菜单中，通过 、 、

或 选择“声音设置”，按 进入设置界面，再通过 或 和

执行声音开关的切换。

4.1.18 屏幕旋转

操作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 、 或 选择“屏幕旋转”，

并按 完成设置。此时，原屏幕上的所有显示旋转了 180 度。此功能有利

于倒挂仪器检测。

4.1.19 单点校准和两点校准

单点校准指探头耦合在一个试块（厚试块）上进行的声速校准。两点校准是

将探头先后耦合在薄厚两个试块上进行的声速校准。

除使用快捷键进行单点校准和两点校准外，菜单中也可以进行。

单点校准操作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 、 或 选择“单点

校准”，其他操作步骤同 3.1.2.1 中单点校准的第二步到第五步。

两点校准操作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 、 或 选择“两点

校准”，其他操作步骤同 3.1.2.2 中两点校准的第二步到第六步。

4.1.20 声速表

本仪器内置了九种材料的声速。使用快捷键调出声速表的方法已经在

3.1.2.3 节陈述。

另一种操作：在主菜单中，通过 、 、 或 选择“声速表”，

按 进入声速表。

4.1.21 背光

背光选择项可设置仪器的显示方式，分别为打开，关闭和自动三个子项。

打开：液晶屏背光始终处于打开状态。

关闭：液晶屏背光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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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仪器自动控制液晶屏背光的开启或关闭。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中，通过 、 、 或 选择“背光”，按

进入背光设置界面，再通过 或 设置背光方式，按 确认。

另外，仪器在测量状态下可通过 进开启和关闭背光功能。

4.1.22 曲面

曲面通常用于管壁厚度或表面带有一定弧度材料厚度的测量。

设置方法：在主菜单或测量模式菜单中，通过 、 、 和 选择

“曲面”，按 完成设置并返回主菜单，按 或 返回待测界面，如

图 4-7 所示：

图 4-10 曲面测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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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维护和保养

5.1 使用注意事项

 请不要使本仪器接触强酸或强碱类化学物质

 请不要用尖锐物体刻画显示屏

 在更换探头时，请捏住探头电缆插头插拔，不要直接拉扯探头电缆

 在日常清洁时请避免用湿布擦拭仪器及其附件

 探头接口处和 USB接口处请勿接触液体

 探头表面切勿在粗糙物体表面刮擦

5.2 日常维护和保养

 请定期清除仪器表面污垢

 在清洁时请用半湿布擦拭仪器表面

 请使用中性去污剂清洁仪器表面

 在长期不使用的情况下，请将电池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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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故障分析和排除
故障现象 排除方法

无法测量数据

1. 查看被测物体厚度是否超出仪器测量范围

2. 查看探头与仪器是否接触良好

3. 如果接触良好，请更换探头后重试

4. 恢复出厂设置后重试

5. 上述操作后仍然无法测量，请联系我们

无法开机

1. 查看电池安放是否正确

2. 查看电池是否电量用尽

3. 上述检查后均正常时，请联系我们

测量精度下降
1. 重新进行探头零点校准操作

2. 重新进行材料声速校准

附录：常用材料声速表
由于材料实际声速受成分、晶向、孔隙、温度等的影响，所以下列常用材料

声速仅供参考。

材料 声速（m/s） 材料 声速（m/s）

水（20℃） 1480 不锈钢（304） 5663

甘油 1920 黄铜 4640

水玻璃 2350 铜 4700

尼龙 2620 玻璃 5440

醋酸树脂 2670 镍 5630

丙烯酸（类）树脂 2730 钢 330 5600

锡 3230 钢 4330 5850

金 3240 铁，钢 5920

磷青铜 3530 钛 6070

银 3600 镁 6310

锌 4170 铝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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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支持将有助于我们改善并提高服

务的水平和质量！

请联系我公司销售部或售后服务部：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00-1410

销售电话：010-62958310，62958710

传真电话：010-6295189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悦秀路99号1号楼（100085）

北京时代创合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将尽快为您解决。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姓 名 电 话

产品型号 购机日期

传 真 电子邮件

存在问题

产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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