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 Instruments

       

 

 

操作手册

LD 300

LD 300 超声波测漏仪:

用于气动系统检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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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在使用产品前，请全面阅读并严格执行操作说明。

因不执行本手册的要求或实施与本册要求不符的操作而导致的任何损坏，制造

商不负有任何责任。

如果设备的损坏，是因为使用了本手册所述以外的其他操作程序和方法，将被

取消保修期，且免除制造商的责任。

该设备仅适用于所述的应用范围。

如果产品应用于其他目的，CS公司不对其适合性提供任何保证，担保，或书面

的陈述。CS公司及公司员工、分公司、授权公司、分销商等都不对其产品因运送，

功能及应用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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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项

请务必在开始使用产品前阅读！

警告：

● 开启仪器时不要配戴耳机，检查屏幕是否出现绿色条文,如黄色或红色条文

出现时，通过转动灵敏度轮减少灵敏度。

● 检测电气系统中的超声波信号时，确认你是处在足够安全的距离，以避免电

击！

● 不要将激光直接对准眼睛！

● 遵守所允许的储存、运输和操作温度。

● 如有不适当的搬动或对仪器施力，将被取消所有的保修。

工作原理

LD 300超声波测漏仪允许维修人员，通过对各种设备声音进行清楚的辨别，在

现场进行诊断确认。

这是通过被称为“外差法”的电子过程完成的，该过程准确地将仪器所感应到

的超声波转换成用户能通过耳机所听见的可听见频率范围。

超声波的高频、短波特性能使用户准确查明泄漏的位置或某种机器中的声音。

超声波测漏仪的基本优点是，它们能够容易地对泄漏进行定位，在即将出现机

械故障时发出预警并能够在喧哗、有噪声的环境下使用。

LD 300和镭射光指示能帮助从较远距离发现泄漏。

在非加压的状态下，可以使用超声波音频发生器，声音可从小孔中漏出，因而

非常细微的泄漏也可被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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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资料

 名称  订货号

LD 300测漏仪包括以下各部分： 0601 0103

LD 300测漏仪 0560 0102

超声波传感器 0605 0001

耳机 0554 0102

聚焦管和聚焦头 0530 0101

超声波传感器连接线 0553 0101

充电器 0554 0001

专业手提箱 0554 0101

以上套装里不含的其它配件：

超声波音频发生器 0554 0103

测量伸缩杆 0530 0102

超声波传感器 聚焦头

聚焦管

传感器连接线 

充电器

耳机

测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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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工作频率： 40 kHz ±2 kHz

插头：         1）耳机和充电器共用的四脚连接器充电器

2）用于传感器或传感器电缆连接的3.5mm立体声耳机插孔

显示屏： 三色黑掩膜液晶显示屏，10级

镭射光： 640 ... 660nm 波长

            0.4... 0.5mW输出功率

电源：         内置可充电镍氢电池

工作时间： 不使用镭射光时，约6小时

                使用镭射光时，约4小时

充电时间： 约1.5小时

充电操作温度: +10°C至+45°C

工作温度： 0°C至+40°C

储存温度： -10°C 至 + 50°C

重量：         2.5kg (整套)

注意：

    对于主机不易到达的空间，可以从LD 300测漏仪主机基座上拔出超声波传感器，

然后超声波传感器通过连接线与主机相连，就可以深入到主机难以到达的细小空间作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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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使用说明

图A: LD 300 操作指示图

Press

LD 300 is OFF

- LD 300 is ON
- LCD all segment ON for 2sec
- LASER pointer OFF

- After 2sec 
LCD all 

segment ON

- Toggle the LASER pointer  
ON and OFF

Press

- “LASER” ICON will 
show the LASER pointer 
status accordingly.

Press

or After 30min idle, the device 
will auto OFF.

User can use the “Sensitivity 
wheel” to change the sensitivity.

- LD 300开机状态
- LCD 全屏显示 2 秒
- 镭射光处于关闭状态

LD 300 关机状态

按此键开机

或开机状态下30分钟未有任
何操作，将自动关机

按此键关机

用户可使用“灵敏度调节轮”调节灵敏度。

按此键开关镭射光

屏幕上此图标显示镭射光开
关状态

LCD 全屏显示
2秒后,开始正
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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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电池用完后长时间没有给它充电，LD 300接上充电器后，可能没有充电状

态显示。这由于电池恢复模式在进行中，电池充电状态会在电池恢复后再次显示，这

过程最长需30分钟。

应用

在所有的设备中，大多数的泄漏和电气故障都会产生不同频率的声音。

这些声音中的高频超声波部分是波长极短的声波。

短波信号趋向于具有方向性。

Charger connection

1) Charger plug to the LD 300 for 
battery charging.

2) Battery ICON flash in pattern 
during charging.

3) Battery ICON show full level 
when battery charging finish.

图B: LD300耳机/充电器与主机连接图 图C: 电池充电操作图

Headphone connection

Charger connection

Either headphone or 
charger can be connected 
to LD 300 at a time .

耳机与充电器都是
通过主机上同一接
口与主机连接。

耳机连接

充电器连接

2）充电时，电池图标将在
显示屏上闪动显示充电状态

3）电池图标如图显示满格
即充电完毕

1）充电时将充电器接头插入
LD 300主机接口

充电器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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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很容易地将这些信号从工厂的背景声音中隔开，以确定它们的具体位

置。

此外，由于机械故障前的微小异常很难发现，但超声波中的方向性特点，使得

这些潜在的危险信号能够在故障发生前，被及时检测到。

LD 300的典型应用是对压缩空气测漏、真空测漏、蒸气疏水阀检验以及电气设

备中弧、追踪和电晕放电的检测。

超声波测漏仪可检测：

➢ 压缩空气系统中的空气泄漏

➢ 储罐的泄漏

➢ 汽车和火车的气压制动器泄漏

➢ 管道泄漏

➢ 医院的氧气栓泄漏

➢ 压力和真空系统中的泄漏

➢ 蒸气疏水阀的泄漏

➢ 泄漏的阀门

➢ 绝缘体的局部放电

➢ 门窗的密封性检测

➢ 一般气体泄漏

压缩空气系统中的测漏

压缩空气是最昂贵的能源之一。仅在德国，60，000个气 动系统每年就消耗电

能14，000，000，000 kWh。其中的 15%-20%可被节省（Peter Radgen, Frauenhofer

Institute, Karlsruhe）。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是由于压缩空气中的泄漏所造成的。压

缩空气未经使用就白白“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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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泄漏孔可很容易地被检测到（能听见嘶嘶声），但小于 1 mm2的孔人耳就

听不到了，从而未被检测到。设计 LD 300 的目的，正是为了检测出压缩空气系统中

此类细小的泄漏孔。

你可以将LD 300对准管道或者你要测量的部位。镭射光指示可帮助你在远距离

进行测量。然后，增加灵敏度直到你能听见泄漏处的特征声音。进一步靠近以判断出

泄漏的具体位置。如有必要，可调整灵敏度。

如要测量非常小的孔， 可将焦距管和焦距头装在超声波传感器上。

在应用中，如果 LD 300体积太大，难以到达需测量的地方，可以将传感器从主

机上取下。该套装中有一根传感器连接线，即用于连接传感器和主机。

非加压系统中的测漏

LD 300可以用于对门、窗和储罐的密封性检测。检测时，在房间或储罐内放置

一个超声波音频发生器（0554 0103）。如果有细孔存在，将会发出超声波，LD 300

即可容易地对细孔进行定位。

售后服务

我们对主机有12月的保修期，附件6个月的保修期。 在保修期内，如发现产

品有问题需维修，请及时联系厂家。 不适当使用或违反说明书操作造成的损坏将不

保修。 为了保障产品质量，请勿私自拆卸，如发现产品已开拆过、或产品序号被损

坏、 修改或被消除，恕不保修。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对CS产品的信任，您选择CS高质量的产品，将证明是明智的选

择！

客户永远是我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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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 咨询

● 销售

● 客户服务

● 培训

德国

Am Oxer 28c

D-24955 Harrislee

Tel. +49 (0) 4 61 - 700 2025

Fax +49 (0) 4 61 - 700 2026

E-Mail cs@messprofi.de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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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1209 hui huang internation,
Shangdi Information Industry Base,Haidian District,beijing

Tel.+86(0)10 - 82951585,82946733
Fax.+86(0)10 - 82915752

E-Mail: sales@1718sho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