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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DC-3000 系列智能型超声波测厚仪，采用微处理器技术，利用超声波

测量原理，即可以对金属及其他多种材料的厚度、声速进行测量, 还可以

穿透油漆层测量工件本体的厚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本系列仪器具有自动零点校准, 自动识别探头等高智能化功能,可以

最大限度的消除由于人为误操作造成的测量误差。 

    本系仪器列包含 DC-3000 和 DC-3020 两个型号。 

    DC-3000 通用型,不带存储功能。 

    DC-3020 通用型,可存储 5200 组测量值。 

    在仪器使用前，请详尽阅读本使用手册，以便了解仪器的功能，掌握

仪器的使用方法。 

二、技术参数 

    显    示 ：128X64 LCD 点阵液晶显示（带 LED 背光） 

显示位数：四位 

测量范围：T-E 模式下：0.65mm～400mm 

           E-E 模式下：3.0mm～25mm 

示值精度：±0.01mm 或±0.1mm 

测量精度：显示精度为 0.1 时:  

          0.7mm ～ 99.9mm     ±0.1mm 

           100.0mm ～ 400.0mm  ≤0.3%Hmm 

          显示精度为 0.01 时: 

           0. 65mm ～ 9.99mm     ±0.04mm 

           10.0mm ～ 99.99mm    ±(0.1%+0.04)mm 

           100.0mm ～ 400.0mm   ≤0.3%Hmm 

          注：H 为测量的厚度值 

声速范围：1000～9999m/s 

数据存储:  5200 组数据 （不适用 DC-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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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速度：普通测量 2 次/秒  高速测量 10 次/秒 

自动关机：1 分钟、3 分钟、5 分钟可选 

电    源：二节七号（AAA）电池，可连续工作不小于 48 小时。 

使用环境：使用温度：-20℃～50℃  存储温度：-20℃～50℃ 

外形尺寸：116mm（L）×64mm（W）×27mm（H） 

重    量：220g（含电池） 

三、测量原理 

    由探头将超声波脉冲透过耦合剂到达被测体，一部分被物体表面反

射，探头接收由被测体地面反射的回波，精确测量超声波的往返时间，并

计算出厚度，再用数字显示出来。 

四、整机、部件及内容 

【4.1】仪器整机 

 
 
 

 

 

 

 

 

 

 

 

①液晶屏 ②探头插座、识别插针③仪器标牌（背面）  ④电池仓（背面）    

⑤校准试块 ⑥USB 接口 （DC-3000 不适用) ⑦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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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显示部分 

 
 

 
 
 
 
 
 
 
 
 
 
 
 

 

①  测量数值 

  ②    电池电量满     低电压显示 

③  测量模式 

④   测量符号 

⑤  测量制式 

⑥  选择的探头 

⑦  仪器存储当前文件和地址 （DC-3000 不适用) 

⑧  当前选择的声速 

⑨  当前选择的仪器增益 

 

 

 

⑨ 

③ 

① ② 

⑤ 

⑥ 

④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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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键盘部分 

①   电源开关键，返回测量界面键 

②   仪器菜单键 

③   返回键，存储键（测量界面下，DC-3000 不适用) 

④   向上键、仪器背光键（测量界面下） 

⑤   向下键、零点校准键（测量界面下） 

⑥   向左键 

 ⑦   向右键 

五、测量前的准备 

【5.1】仪器准备 

    新购仪器请参照如下标准配置查对仪器及附件，如有缺失或仪器损

坏，请勿使用，并尽快与厂家联系。 

    主机       一台 

    探头 D5301   一只 

    耦合剂  一瓶 

    仪器箱  一只 

    使用手册  一份 

    保修卡  一份 

    七号电池  二节 

【5.2】探头的选择 

用户应根据测试条件、测试材料及测试要求选用符合条件的探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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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保证测试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下表给出仪器可选用探头的

名称、测量范围及适用温度。 

型号 频率 测量范围 温度 

D5008 5.0MHz 0.8mm～300mm <60℃ 

D5113 5.0MHz 2.0mm～200mm ≤350℃ 

D7006 7.5MHz 0.65mm～50mm <60℃ 

D7004 10.0MHz 0.65mm～20mm  <60℃ 

D2012 2.0MHz 2.0mm～400mm <60℃ 

D5301 5.0MHz T-E  1.4mm～200mm 

E-E  3.0mm～25mm 

<60℃ 

   D5008 型探头：多种情况均可选择此探头。如：测量表面为平面 

                 或较大弧度，另外被测体的厚度超过 50mm。 

   D5113 型探头：用于温度小于 350℃的材料的测量。 

   D7006 型探头：主要用于薄壁及小弧面的测量。 

   D7004 型探头：主要用于薄壁及小弧面的测量。  

   D2012 型探头：主要用于铸铁等粗晶材质的测量。 

   D5301 型探头：用于回波模式测量。 

【5.3】被测体表面的处理技术 

若被测体表面很粗糙或锈蚀严重，请用以下方法处理： 

1、利用除锈剂、钢丝刷或砂纸处理被测体表面； 

2、在被测体表面使用耦合剂； 

3、在同一点附近多次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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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仪器的功能应用 

【6.1】仪器开机 

插入探头后，按 键仪器开机。仪器显示：仪器编号、软件版本号，

然后进入测量界面。 

注：开机时没有插入探头，屏幕上会提示“请插入探头”， 此时只需

插入探头等待进入测量状态。 

    仪器进入测量状态，显示： 0.0mm 或 0.00mm（0.00in 或 0.000in 依

用户设置而定）、声速值、选定的探头、当前测量模式等多种信息。 

注：本机开机自动校准，请使用原厂探头。若使用其他探头，仪器无

法正常工作并显示“错误”。 

【6.2】测量方法 

    本机具有开机自动校零功能，无需人工进行校准。开机后，请首先在

被测工件的测量面涂上耦合剂（随仪器标配或自行购买均可），将探头放

置在工件表面并施以一定的压力，测量数据将显示在仪器显示屏中。只有

在测量符号 出现、且数据显示稳定时，才可认为此次测量是有效的测

量。 

【6.3】仪器的校准 

    仪器在使用初期或在使用的过程中均会出现测量偏差的问题，本章介

绍引起随机偏差、系统偏差及计算偏差的三种原因及不同的校准办法： 

1.随机偏差：由于使用不同的探头、探头的磨损以及环境温度对探头的影

响，均会构成测量偏差，此类偏差可以使用仪器提供的“自动校准”功能进

行消除。方法如下： 

  ①将探头擦拭干净，不要残留耦合剂，探头置于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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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按 键，自动校零后，进入测量状态。 

注：校准时，一定要保持探头表面的清洁。若有耦合剂或其他污物则会影

响校准时的精度。在测量环境的温度变化较大时，建议经常使用此功能，

以确保测量准确。 

2.系统偏差：由于更换新探头或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测量偏差，而且使用

“自动校准”功能也无法消除此偏差时（确信此偏差不是由于声速值的偏差

而引起的），使用“探头校准”功能可以将此偏差加以消除。使用的方法详见

6.4.2 

3. 计算偏差：由于材料的多样性，同一种材料不同含量、不同工艺都会

导致声速值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会最终引起测量出现偏差。若此偏差不足

以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则可以忽略；若偏差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就必

须要得到材料的准确声速值，此时就可以使用仪器提供的“声速测量”功能。

使用方法详见 6.4.3.2 

【6.4】仪器操作 

    本仪器提供测量、设置、存储、功能四个选项。按 键进入菜单，

按 、 、 、 键选择内容。按 键确认该选项。按 退

出菜单，并进入测量状态。菜单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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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测量模式 

    本仪器提供 2 种测量模式：发射-回波和回波-回波。 

 
 
 
 

1. 发射-回波模式 

    发射-回波模式适用于普通测量。在此模式下，本机提供六种不同的

测量方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测量方式。 

 

 

 

 

 

①按 键进入菜单；按 及 选择“测量“项 

②按 键及 键选定“发射-回波模式” 

③按 键进入该项目； 

④按 键及 键选定所需要的测量方式；按 键确认。 

下面介绍一下 6 种测量方式的应用： 

●标准测量：显示当前测量值，满足常用的检测要求。 

●最小值测量：在同一次测量过程中，只显示本次测量点的最小测量值。 

 本功能满足曲面测量或需要选择最小值的测量环境。多适用于测量管壁 

 厚度。注：对于铸铁和合金材料不建议使用此功能。 

●差分值测量：能准确的显示出与用户设定的参考值的偏差，并显示正负 

  偏差值。适用于规定在偏差内即为合格产品的测量工作。 

●平均值测量：提供 2-9 个点的测量，并显示平均值。适用于平面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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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 

●上下限设定测量：设定上下限，当厚度超出设定界限时进行显示和声音 

 报警，比差分值测量宽泛。 

●快速测量：以 10 次/秒的测量速度检测工件。一般应用于高温测量或 

 有快速测量要求的测量中。测量过程中不显示厚度值，有连续提示音提

示测量次数。测量结束后拿起探头，显示测量平均值。此功能多用于高温

检测或生产过程快速检测。 

2. 回波-回波模式 

    回波-回波的模式可以隔漆层检测基材厚度（漆层厚度小于 1mm）。

此功能只能使用原厂专用探头 D5301，其他探头不适用此功能。 

 

 

 

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选择“测量”项，按 键及 键选定“回波-回 

  波模式”； 

③按 键进入该项目，按 键确认； 

〖6.4.2〗仪器的设置 

   在设置功能中，给出三项对仪器精度有较大影响的选项,分别是：声速

设置、精度与制式、探头校准。 

 

 

 

①按 键进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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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 键及 键选择“设置”项； 

③按 键确认。 

1. 声速设置 

   对于用超声波原理进行的检测， 声速的选择和设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不同材料的声速不同，如果声速的设置发生错误，将会导致测量数据的错

误。对于一般精度要求的测试，使用已知材料的理论声速数值就可以满足

测量要求。但在较高精度的测试中，声速数值将对测量数据的准确度产生

较大的影响。为此在参考理论声速数值的基础上，一定要掌握正确测量材

料精确声速值的方法。本机提供了 3 种选择声速的方法： 

●材料选择 

 在此选项中，仪器预存了 9 种较为常用的材料声速值，可直接选用此 

方法简单直观，在一般测量环境中均可以使用。 

  

  

  

    选择 ，按 键和 键选择材料，按 键确认保存

并返回上一层菜单。 

●声速输入 

    如若使用其他材料的声速值，就需要利用此功能进行手动输入。更多

材料的声速值请参考本手册后面的附件。 

 

 

 

    选择 ，按 键和 键移动黑色箭头选择修改位，按

键及 键修改数字，按 键确认保存并返回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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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速测量 

    当对测量数据的精度有较高要求、或测量未知声速值的材料时，一定

要使用此功能。方法如下： 

① 取一块需确定声速值的材料（要使测量面与底面平行），用其他量具（比 

   如卡尺、千分尺等）测得此材料的厚度， 

②使用本仪器直接测量此材料，得到一厚度值。 

③进入 ，界面显示刚才的测量值。 

 

 

 

④按 键和 键移动黑色箭头选择修改位，按 键 键修改字， 

  使得测量值等于材料的真实厚度值，按 键确认。仪器提供了 4 个位 

 置可以存储新的声速值，选择其一，按 键确认保存。 

●声速存储 

   可以在此功能中调用自定义的四个声速值。这四个声速值既可以由声

速输入功能项中输入，也可由声速测量功能项中输入。 

 

 
 

2. 精度和制式 

   本仪器提供 0.1mm 和 0.01mm、0.01inch 和 0.001inch 选项。用户可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测量精度与测量制式。在选择高精度时，要求被测工件

的表面比较光滑，以便得到精确的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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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选择“设置”项，按 键及 键选定“精度和制 

  式”项目； 

③按 键进入该项目； 

④按 键及 键选定所需要内容； 

⑤按 键确认保存并返回。 

注：当选用 D5113 或 D2012 探头时，建议使用 0.1mm 或 0.01in。 

3. 探头校准 

    如果用户在正确校零后，并选择了正确的声速进行测量，但仍然会有

微小的误差显示，这可能是由系统误差产生的。这可以用本机提供的

进行修正。 

注：请用户咨询厂家后再使用此功能。使用不当会造成仪器系统零点偏移。 

〖6.4.3〗仪器的存储 （不适用于 DC-3000) 

    此选项提供了有关数据存储及数据输出的功能。 

 

 

 

 

1. 存储设定 

   本机所提供的存储空间，以英文字母＋数字的形式作为文件名。26 个

字母表示数据存储位置，用户可随意设置。后面的 4 位数字表示当前存储

的物理地址，开始于 0000 结束至 4999，每存一个数据自动累加一，不可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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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定好地址后，在测量时，需要每测量一次按 键一次以储存  本

次测量值，不按 不储存。 

 

 

 

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选择文件名，已经使用过的文件名将不再显示； 

③按 键确定并返回； 

2. 存储读取 

  此功能准许客户通过选择文件名和物理地址查看存储数据。 

 

 

 

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选择文件名 A-Z, 按 键 键查找物理地址，屏  

  幕同时显示当前地址的存储值； 

③按 键返回； 

3. 存储全部清零 

本功能提供给用户对存储器进行全部清零。确定清零时，存储数据将被全

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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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选择“确认”或“取消”， 

③按 键确认： 

4. 数据输出 

使用此功能，可以导出测量数据至电脑，并拷贝到 Word 或 Excel 软

件进行进一步分析。 

①开机，仪器进入测量界面； 

②使用标准配置中 USB 线连接机器与电脑，此时电脑端自动识别新硬件，

成功识别后提示用户打开 U 盘； 

③点击 DATA 文件夹，所有存储信息以.TXT 文件存储，只有存储数据的文

件将会显示在文件夹中；无存储数据文件不会显示； 

④双击用户想要查看的文件，并可拷贝到电脑保存或通过打印机打印。 

〖6.4.4〗仪器的功能 

    用户使用此项功能可以对仪器进行一些基本功能设定。 

 

 

 

 

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 键选择到“功能”项目； 

③ 键 键进行选择，按 键进入选定项目。 

1. 关机时间设定 

   提供给用户 1 分钟、3 分钟、5 分钟三种自动关机时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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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进行选择： 

③按 键确认并返回； 

2. 增益设定 

    用户在测量时，不同的被测材料、同种材料不同的状态均会对准确、

稳定的测量带来影响，为此就必须针对不同的检测对象、不同的检测环境

调整仪器的工作状态，以满足更多的测量。 

    对大多数材料及测量条件，可以使用仪器的自动增益调节方式。但针

对比较特殊的测量，就必须手动调节仪器的增益。为此仪器提供四种不同

的增益工作方式：自动、低、中、高。 

自动方式：匹配不同的探头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测量需求； 

增益低：针对高散射、小衰减的材料，可以使用此方式； 

增益中：可以针对多种测量使用； 

增益高：针对高衰减的材料使用。 

 
 
 
 
 

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进行选择： 

③按 键确认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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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比度设定 

提供给用户自行修改机器对比度，分为六档，初始值为“4”。 

 
 
 
 
 

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键，改变数字大小和进程条长度，对比度同时变化。 

③按 键确认保存并返回； 

 

4. 恢复原厂设定 

   当仪器出现用户不能解决的软件问题时，使用该项目使仪器自动恢复

到厂家的出厂设定，问题大多可以得到解决。 

 
 
 
 

①按 键进入菜单, 

②按 键及 选择“确认”或“取消”； 

③按 键确认,恢复出厂参数之后返回。按“取消”，直接返回，不执行 

  此功能； 

注：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后，仪器中所有储存的数据将删除，请用户提前做

好数据输出和保存工作。 

5. 厂商信息 

进入该项目用户可以查看到此机器的详细信息。显示公司网站、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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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软件版本号，探头出厂编号。 

七.仪器的快捷功能 

    仪器在测量状态时，提供几种快捷键功能分别是： 

1. 背光功能 

   按 键可以打开或关闭仪器的背光。 

2. 校准功能 

   按 键可以实现仪器的手动动校准功能，用以消除可能出现的测量

偏差。 

3. 数据存储功能 

按 键可将已测量的数据存储到仪器中。一个测量数据只允许存储一

次。 

八、测量应用技术 

【8.1】测量方法 

提供多种参考测量方法： 

1、单点测量法，在被测体上任一点，利用探头测量，显示值即为厚

度值。 

2、两点测量法，在被测体的同一点用探头进行二次测量，在二此测

量中，探头的分割面成 90 度，较小值为厚度值。 

3、多点测量法，在直径约为 30 mm 的圆内进行多次测量，取其最小

值为厚度值。 

4、连续测量法，用单点测量法，沿指定线路连续测量，其间隔不小

于 5 mm ，取其中最小值为被测体厚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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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管壁测量法 

测量时，探头分割面可分别沿管材的轴线或垂直管材的轴线测量。若

管径大时，测量应在垂直轴线的方向测量；管径小时，应在二方向测量，

取其中最小值为厚度值。 

九、维修及注意事项 

【8.1】电源检查 

电源电压低时，仪器显示低电压符号，此时应及时按要求更换电池，

以免影响测量精度。背光不能长时间打开，以免过快消耗电池电量。 

【8.2】注意事项 

〖8.2.1〗一般注意事项 

避免仪器及探头受到强烈震动；避免将仪器置于过于潮湿的环境中；

插拔探头时，应捏住活动外套沿轴线用力，不可旋转探头，以免损坏探头

电缆芯线。 

〖8.2.2〗测量中应注意事项 

①测量时，只有测量显示符出现并稳定时，才是良好测量。 

②若被测体表面存有大量耦合剂时，当探头离开被测体表面时，耦

合剂会产生误测，因此测量结束时，应迅速将探头移开被测体表面。 

③若探头磨损，测量会出现示值不稳，应更换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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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常用材料声速表 

材料 M/S IN/US 

铝 6305 0.250 

铋 2184 0.086 

黄铜 4394 0.173 

钙 2769 0.109 

铸铁 4572 0.18 (apprx) 

康铜 5232 0.206 

紫铜 4674 0.184 

环氧树脂 2540 0.100（apprx） 

白铜 4750 0.187 

玻璃 5664 0.223 

火石玻璃 4267 0.168 

金 3251 0.128 

冰 3988 0.157 

铁 5893 0.232 

铅 2159 0.085 

镁 5791 0.228 

汞 1448 0.057 

镍 5639 0.222 

尼龙 2591 0.102(apprx) 

石蜡 2210 0.087 

铂 3962 0.156 

有机玻璃 2692 0.106 

聚苯乙烯 2337 0.092 

陶瓷 5842 0.230(app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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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2388 0.094 

石英玻璃 5639 0.222 

硫化橡胶 2311 0.091 

银 3607 0.142 

普通钢 5918 0.233 

不锈钢 5664 0.223 

斯太立硬质

合金 

6985 0.275(apprx) 

聚四氟乙烯 1422 0.065 

锡 3327 0.131 

钛 6096 0.24 

钨 5334 0.210 

锌 4216 0.166 

水 1473 0.158 

注：所列的声速均为近似值，仅供参考。 

 

用户手册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若您在使用中出现问题，请速与本公司或当地代理商联系。 

本仪器的所有售后服务由制造厂商负责，请您填好保修单后寄本公

司。  

北京市德光电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百旺茉莉园 38 号楼 108   

邮编：100094 

电话：010-51659992    传真：010-62314006 

电邮：Instrument@dgc-ndt.com.cn 

网址：www.dgc-ndt.com.cn 

mailto:Instrument@dgc-nd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