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字超声  
始于中科院 一九八八·

欢迎使用H S 616e型数字式超声波探伤仪

前   言 

    检测设备本身质量的优劣对被检测产品质量的控制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公司秉持创新研制理念，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超声检测设备，相继推出了不同款型的高性能、高品质

的超声设备来满足市场不同的需求，HS616e便是其中一款TFT真

彩高性能仪器。公司现行企业标准已与国际接轨，并具备欧标

测试仪器性能实力。将欧标EN12668-1:2000引用为我公司企业

标准Q/WZC04-2007予以实施。

    本手册仅针对HS616e予以作业指导，请规范使用。

                            编    者

年 月于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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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H S 616e 型数字式超声波探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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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HS616e 的校准操作 

1 开机 

HS616e 型数字式超声波探伤仪采用交直流两用供电方式，只要仪器

有电源供电，按   键两秒钟左右，直到电源指示灯亮。仪器首先出

现“汉威”注册商标，按 键或转轮进行仪器自检，显示如图 1-1。 

 

               

              仪 器 自 检 

键    盘    „„„„„„„„„„ ＯＫ 

存 储 器    „„„„„„„„„„ ＯＫ 

综合性能    „„„„„„„„„„ ＯＫ 

电池状态    „„„„„„„„„„   

                     图 1-1 

仪器自检通过后，即进入开机界面状态，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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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起见，本章只介绍“自动调校”的使用方法，以使操作者快捷、准确完成调校

过程，体现数字超声的优势。 

 

2 选择仪器的系统状态 

 

    探伤仪的接收系统所处的组合状态的不同适用于不同的检测任务。对

于特定的要求，选取某种状态组合，将起优化回波波形，改善信噪比，获

得较好的分辨力或最佳的探伤灵敏度的作用。在仪器校准前，可选择最佳

组合的接收系统，以提高仪器的校准精度。同时预选好探伤参数通道的选

择。 

 

2.1 探伤参数通道选择 

 

 本仪器预置了 50 组探伤参数通道（分别以英文字母 A-E 五组，

每组从 1-10 十个通道），工作人员可根据需要修改各通道的参数。按通道

键对通道进行选择，此时显示屏上显示通道区出现反显。按

键或转动旋钮到通道栏选择通道序号。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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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2.2 检波方式选择： 

 

本机设有全检波、正、负检波和射频四种检波方式。对于检测任务来

讲，最通常运用的是全检波。但在某些特殊应用中，因其需达到的目

的不同，可能选择单极性检波会更有利。对于不同的应用，可选择适

当的检波方式，以达到改善分辨力，提高信噪比，增加灵敏度。 

操作： 

① 按中文面板 键进入参数或右转旋钮到参数栏单击，进入参

数列表。按面板 键或转动旋钮，移动光标到检波方式栏。 

                

      ② 按面板键或单击旋钮，选择所需的检波方式。 

③ 按面板 键或转动旋钮到退出栏单击旋钮返回探伤界面。 

3  仪器调校说明 

 

超声波探伤前必须与相关的探头、试块组合进行调校，以获得探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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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基本准备。 

  HS616e 型的校准是指探头的入射零点的校准和 K 值测量。 

    本仪器的距离校准操作有两种：设“手动调校”和“自动调校”。“手

调”距离校准与常规的模拟探伤仪的距离校准方法相同，由人工一步步操

作仪器来实现距离校准。这种校准方法主要是照顾熟悉模拟探伤仪操作人

员的习惯。“自动”距离校准是充分发挥了数字式超声波探伤仪的程序控

制和数据处理能力，由仪器自动完成最高峰值状况下的入射零点的调节。 

本仪器的操作指令方式分为两种： 

1.面板全中文热键完成所有功能和探伤的操作； 

2.数码飞梭旋钮完成所有功能和探伤的操作； 

本书将对上述两种操作模式同时结合介绍，操作者在开始接触本机使

用时，可先用任一种方式来操作，在熟练后也可相互交叉操作使用。 

 

 

3.1 直探头纵波校准 

3.1.1 入射零点自动校准 

为了对被检测缺陷精确定位，在检测前应先作距离校准，以保证探头

入射波处在被检体界面零位。为了方便用户，同时也充分发挥数字式探伤

仪的程序控制和数据处理能力，由仪器自动实现自动校准操作。下面以

CS-1-5 试块为例，介绍直探头纵波入射零点的自动校准。 

                               

准备：首先将需使用的探头与仪器连接，将探头放置在试块上，如图 3-1-1

所示 

操作： 

① 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参数栏单击旋钮 进入参数列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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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选探头的相关参数依次输入。例：按 键

或左右转动旋钮将光标移到探头频率栏按 键或单击旋钮

进入数字输入状态，使用 键或左右转动旋钮将

数字输入，再按 或单击旋钮。依照上述步骤，将其它数据

依次输入。参数输入完毕后按 或右转旋钮移动光标到

退出栏按确认键或单击旋钮退出参数列表 

② 按 热键或右转旋到自动调校栏后单击旋钮，进入自动校

准功能，此时，回波显示区的右上角显示“自动校准”的字样。

并且依次滚动出下面的相关校准参数： 

     ·请输入材料声速： 5940   m/s     或单击旋钮 

     ·请输入起始距离：50 mm  按 键或左右调节旋钮改为 225mm 

按  或单击旋钮 

     ·请输入终止距离：100 mm 按 键或左右调节旋钮改为 450mm 

按  或单击旋钮 

           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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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上述输入过程中，如发现上一步输入有误，可按击旋钮退回到上

一步重新输入。） 

        输入相关的校准参数后，仪器通过计算处理相关参数。并且将检

测范围改成输入的终止距离。根据输入的起始距离和终止距离计

算出闸门的起始位置。 

 

③  将探头放置在试块上深度为 225mm位置，观测屏幕上回波显示

位置，如有波形超出满刻度，则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自动增益栏，

单击旋钮即可，此时波形会下降到满刻度 80％（注此幅度可自设

定），当屏幕上大平底两波反射回波均出现在屏幕以内后，按 或

键，或右转旋钮移到确认栏，单击旋钮后仪器开始自动校准，

此时手按住探头不动，直至自动校准完毕 

④  校准完之后，滚动出一个提示信息。 

        “自动校准完毕！”   按  或单击旋钮结束校准工作 

  如图 3-1-3 所示。当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校准不出来的话，就

会有相关的信息 

  提示，如：  “ 闸门未锁定波，无法校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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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为使得回波在双闸门内，调节增益、零偏。此时用户

不能再改变检测范围了，否则会影响校准结果。如果用户

认为无须调节时可以省略这一步的操作。 

⑥  如需要更改输入的相关校准参数，必须重新校准。此

时仪器会提示您 

           “已校准过，是否要进行调校？” 

 用户按  键或单击旋钮，再重复①②操作即可。如果无

须再进行校准，则按 键或按击旋钮退出。 

3.1.2 直探头 AVG曲线制作 

本仪器中给用户提供 AVG曲线铸锻件探伤功能，用户可根据探伤范围

制作出相应长度的 AVG曲线，作了曲线后，仪器能根据缺陷波和曲线之间

的关系自动算出缺陷的当量直径即Φ值。 

制作 AVG曲线有多种方法，本机内根据波形采样对象的不同分为大平

底采样和平底孔采样两种方法 

大平底采样：此方法可用于缺少标准试块或只有现场实物采样时使

用，只需找出试块或实物的大平底反射回波作为采样点即可制作 AVG曲线。 

平底孔采样: 此方法适用于试块齐全，有标准平底孔的用户制作,以

相同大小不同深度的平底孔来采样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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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除采样对象不同外，其制作方法完全相同，下面以大平底

采样法为例讲述直探头 AVG曲线的制用流程。 

准备若干厚度不同的大平底试块或实物试块。按 进入曲线功能，

按制作对应的 ，仪器下方出现提示： 

请选择制作对象：大平底              

仪器提示：请使用闸门锁定测试点！提示信息消失后进入波形采样阶段。 

 

屏幕右上角显示“测试点：01”并闪动，将探头放在其中一个大平底

试块上，观察其回波，按 键移动闸门套住一次回波，按

将波形调整到满屏的 80%高度，按 锁定回波峰值，按 结束该点

的采样。 

此时屏幕右上角的提示变为“测试点：02”并闪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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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方法，将探头放依次放在每个试块上找出大平底的最强反射

并用闸门套住一次回波，按 将波形调整到满屏的 80%高度，按

锁定回波峰值，按 结束该点的采样。最后一点采样完成后，再按一次

仪器出现提示：确定完成曲线吗？按 结束曲线制作，按其它任

意键返回继续制作曲线。确定结束后，将绘制出整条曲线。在制作曲线过

程中若对上一个采样点重新制作可按屏幕下方调整栏对应的 ，删除上

一个记录的采样点重新采样。 

曲线完成后将得到一个大平底曲线，在探伤过程中根据标准可以在仪

器中设置一条Φ值曲线，操作如下： 

按 进入探伤列表，按 键将光标移动到进入曲线

Φ值栏，此处共可设置三条Φ值曲线根据需要进行设置。例如，探伤时以

Φ4 ㎜为探伤标准，则按 进入曲线Φ值输入，按 键将

初始值改为 4㎜，再按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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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返回探伤界面，可看到屏幕上出现一条相应的Φ4 曲线，按

键，再按 键将曲线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即可进行探伤，

探伤过程中发了缺陷波，仪器能算出该缺陷的当量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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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斜探头横波自动校准 

 

对于横波斜探头接触法检测而言，在执行任何检测任务前做距离校准

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商用斜探头的类型众多，结构尺寸各异，对不同的检

测对象要求的 K 值不同，因而在楔块中的声程的大小也不一样，即对每个

横波斜探头都要测量它的入射点，确定零偏值。斜探头在使用过程中随着

楔块的磨损，经过一段使用后也要重新校准。 

   下面以CSK-1A标准试块为例如图 3-2-1所示，介绍斜探头的校准程序。 

 

 
 

3.2.1 斜探头横波入射零点自动校准 

    

  操作： 

      1.  将探头与仪器连接好，如上图所示将探头放置在 CSK－1A 试

块上。 

2.  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参数栏单击，进入参数列表，按

键或转动旋钮将光标移到探头类型栏，按

或单击旋钮将探头类型改为斜探头。（如果参数中探头已经是

斜探头类型，则无需改变）按 键或转动旋钮到 退出栏

单击，返回探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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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行自动校准 

① 按 热键或右转旋钮到自动调校栏，单击旋钮，进入自

动校准功能，此时，回波显示区的右上角显示“自动校准”

的字样。并且依次滚动出下面的相关校准参数： 

                ·请输入材料声速： 3240   m/s  按  或单击旋钮 

                ·请输入起始距离： 50     mm 按  或单击旋钮 

                ·请输入终止距离： 100    mm 按  或单击旋钮 

*注：相关校准参数滚出后按 键或单击旋钮进入，按

键或 

左右调节旋钮输入该参数的大小。再按 键或单击旋钮进入

下一个校准参数。 

②  输入相关的校准参数后，仪器通过计算处理相关参数。并

且将检测范围改成 

    输入的终止距离。根据输入的起始距离和终止距离计算出

闸门的起始位置。  

③  将斜探头放置在 CSK-ⅠA 试块的 R50 和 R100 的圆心处，

来回移动探头，直到 R50 和 R100 的反射回波同时出现在波

形显示区内。此时寻找 R100弧面最高反射回波，（如果波形

不在屏幕内时可按范围对应的 键或单击旋钮，使范围变

为零偏，按 键或左右调节旋钮将波形移动到

屏幕内，当回波高度超出满刻度时可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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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增益栏单击旋钮反复上述直至确定最高反射波，此时

看 R50弧面的回波是否在屏幕上高于 10％。若低于此高度，

可将探头平行地向Ｒ50的弧面横向移动，直至 R50的弧面回

波高度在满刻度的 10%以上。 

④  再按 键或者 键或右转旋钮到自动调校栏单击开始

自动校准。校准完之后，滚动出一个提示信息。 

              “自动校准完毕！” 

     当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校准不出来的话，就会有相关的信

息提示，如： 

“ 闸门未锁定波，无法校准！！ ” 

 

⑤  完毕后手仍固定探头不动，用钢尺测量探头前端到 CSK－1A

试块 R100 端边的距离 X，然后用 100-X 所得到的数值就是探头

的前沿值。按参数键或右转旋钮到参数栏，单击旋钮进入参数

列表，用 或左右调节旋钮将光标移动到探头前沿

栏按确认键或单击旋钮进入参数修改状态，使用

或左右调节旋钮将前沿值输入后，按确认或单击旋钮完成参数

修改。最后按参数键，或左右转动旋钮将光标移动到 退出

栏单击旋钮返回探伤界面。如图 3-2-2 所示 

    

将探头前沿值改为实测数值 

3.2.2  斜探头“K”值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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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K 值或探头角度功能只对斜探头而言。横波斜探头的标称方式有

三种：一是以纵波入射角αL来标称；二是横波折射角βS来标称；三是以

K = tgβS 来标称。本仪器采用后两者。每只商用探头都有一组数据符号

来说明它的“身份”。例如：标识为 2.5P13×13K2-D 的探头，从标识上就

可以看出它是一只斜探头，K 表示斜率，其值为 2，βS=63.4°,所用晶片

尺寸为 13×13mm 的方片，频率为 2.5MHz。对于商用探头的标称值，特别

是 K 值都与实际值有一定的误差。为了在检测时精确定位缺陷的距离，所

以在入射点校准后必须测 K值或探头角度。 

本机型的 K值或探头角度测量，充分使用了数字仪器的数据处理能力。

可利用标准试块上的有效已知孔。采用孔径直接输入方式，仪器根据孔径

输入值自动计算补偿量，完全消除了由孔径带来的深度和声程误差，使测

量的 K 值或角度准确可靠。本仪器测量 K值或角度简单方便，利用对已知

孔径和孔径中心距离 H（离探头放置的一面）的孔进行测量。调节 K 值或

探头角度，使得数据显示区的垂直距离的值等于孔中心距离时，此时的 K

值或探头就是此斜探头的 K 值或探头角度。下面就利用 CSK-1A 标准试块

的 Ø50的孔为例（孔径为 Ø 50，离探测面的垂直距离为 30mm）对 K值或

探头角度进行测量。如图 3-2-3所示，将探头放置在试块上。 

                
操作：1.手动测试 K值 

      ①  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 调校 栏单击调校，进入功能菜单，将

范围调整到合适的值。使得 Ø50 孔的回波在显示区内。用

键或左右调节旋钮使闸门锁定此回波，将波高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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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80%左右（按 键或转动旋钮到自动增益栏单击）。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波峰记忆栏进入峰值搜索状态，前后移动

探头使得此回波达到最大波幅。当达到了最大波幅时 ，按住

探头不动，再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波峰记忆栏退出峰值搜

索。 

② 按 K 值相对应的 键或旋转旋钮到 K 值 栏单击旋钮，此

时该栏反显。如图 3-2-4 所示。同时滚出测量 K 值的相关信息： 

                     

 

• 请选择 K 值测试方式  手动   或单击旋钮 

 • 请输入测试孔孔径：50.0 mm  用 键或左右调节旋

钮将参数改为 50  

或单击旋钮 

再按 K 值相对应的 键，此时就进入探头角度的调节。 

③ 按 键或左右转动旋钮来调节 K 值或探头角度。

同时观察数据显示区的垂直距离显示。当垂直距离为30mm时，

此时的K值或角度就是此斜探头的K值或探头角度。如图3-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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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果知道探头 K 值或探头角度，用户也可以在参数列表中

直接输入。 

         

       2.自动测试 K值 

      ①  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 调校 栏单击旋钮，将范围调整到合适

的值。使得 Ø50孔的回波在显示区内。按 键或左右转动

旋钮使闸门锁定此回波，将波高调节到 80%左右（利用自动增益功

能）。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波峰记忆栏进入峰值搜索状态，前后

移动探头使得此回波达到最大波幅。当达到了最大波幅时 ，按住

探头不动，再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波峰记忆栏退出峰值搜索状

态。 

②  按 K 值相对应的 键或旋转旋钮到 K 值 栏单击旋钮，此

时该栏反显。如图 3-2-6 所示。同时滚出测量 K 值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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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6 

         • 请选择 K 值测试方式  手动    用 或转动旋钮 

提示信息变为： 

• 请选择 K 值测试方式  自动     按 或单击旋钮 

  •请输入测试孔孔径：50.0 mm   用 键或左右调节

旋钮将参数改为 50mm 按 或单击旋钮 

• 请输入测试孔深度：30.0 mm  用 键或左右调节旋

钮将参数改为 30mm 或单击旋钮（如果显示的数值与实际数值相符

则无需改动） 

③  此时如果已找到该测试孔的最高回波，则按 键或转动旋钮

到确认栏单击旋钮仪器将自动计算 K 值。如图 3-2-7。并在屏幕下

方出现提示： 

·所测为 K 值：X.XX 

                                            

图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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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或单击旋钮退出自动 K 值测试状态。 

3.3  距离—波幅曲线的应用 

 

     距离—波幅曲线是一种描述反射点至波源的距离、回波高度及当量

大小间相互关系的曲线。大小相同的缺陷由于距离不同，回波高度也不相

同。因此，距离—波幅曲线对缺陷的定量非常有用。本仪器可自动制作距

离—波幅曲线（DAC 曲线）。 

 

3.3.1 进入曲线制作功能菜单 

 

操作： 

      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曲线栏，进入曲线制作功能菜单。如图

3-3-1 所示。 

               

3.3.2 曲线的制作 

 操作： 

① 在曲线制作子功能菜单中，按制作相对应的 键或单击旋

钮，此时该栏反显，同时滚出一个提示信息：请用闸门锁定测

试点！信息消失后制作变为闸门移位，（此时按其对应的

键或单击旋钮可对闸门移位和范围两种功能进行切换便于曲

线制作中调节闸门位置和范围的选择。）在回波显示区的右上

角显示当前的测试点。且测试点后面的数闪动。如图 3-6-3 所

示。（注意：在制作曲线时，是单闸门操作，闸门不能上下移

动，只能左右平移）下面我们就用 CSK—IIIA 试块来制作 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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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注 AVG 曲线制作方法与 DAC 曲线制作方法相同，

选择相应的探头及试块即可） 

 

② 选择测试点： 

将探头放置在 CSK－IIIA 试块上，如图 3-6-2 所示，对准第一

个测试孔（10mm 深的孔），移动探头直到找出最高波回波。使

用 键或左右转动旋钮移动闸门锁定此回波，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自动增益栏单击，把该回波的幅度调到 80%

左右。再按 键锁定闸门内的最大回波（测试点后面的数字

固定不闪烁时，表示以锁定回波）；再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

确认栏单击，完成该点的测试。此时显示的测试点后的序号自

动向后顺延，并闪烁，表示进入下一个测试点的采样。按照上

面的步骤锁定下一个测试点（20mm、30mm、40mm„„）。依

照以上方法逐点采样。 

③ 制作波幅曲线的测试点最少要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最多只有

十个测试点可供选择。当您选择完测试点后，在新的测试点序

号闪烁时，直接按 键结束测试。同时仪器将针对刚才被选

择的测试点自动的连接成一条平滑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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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3 

④ 对于 DAC 曲线来说此时得到的曲线是 Ø1×6mm 的基准线，

根据探伤要求不同还需要根据相关标准来输入参数，从而得到

探伤时所需要的三条曲线。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参数栏单

击旋钮 进入参数列表，用 或左右调节旋钮将光标

移动到评定栏按确认键或单击旋钮进入参数修改状态，使用

或左右调节旋钮将数值输入后，按确认或单击旋

钮完成参数修改。依照以上方法依次输入定量、判废、表面补

偿的标准数值。最后按参数键，或左右转动旋钮将光标移动到

退出栏单击旋钮返回探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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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4                         图 3-3-5 

3.3.3 曲线的调整 

 

如果用户对已制作出的波幅曲线稍有拐点时，可利用调整功能做局

部的调整。 

 操作：在制作波幅曲线后（如果没有制作波幅曲线的话，仪器将会提示：

没有做波幅曲线！！）。 

① 按 键或右转旋旋钮到曲线栏单击先进入曲线制作功能菜

单，按调整相对应的 键或转动旋钮到调整栏单击进入曲线调

整功能，此时该栏反显，同时波幅曲线的第一个测试点上显示一

个大三角形。在回波显示区的右上角显示：测试点：1 的字样，说

明此点被选定为调整点。如图 3-3-6 所示。 

 

 

 

② 测试点的选择： 

再按调整相对应的 键或单击旋钮时，可选择其它的测试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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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调整点，被选择的测试点上显示一个大三角图形。当选择到

最后一个测试点时，再按 键或两次单击旋钮，又回到第一个

测试点，如此反复。 

③ 调整： 

当选定某一个测试点后，按 键或左右转动旋钮来调

整此测试点的波幅曲线的高度。 

④ 退出调整： 

当对想要的测试点调整完后，按 键或按击旋钮退出调整子功

能，并保存调整后的曲线数据。 

 

3.3.4 曲线的删除 

        当用户删除已制作的波幅曲线，或者想重新制作曲线时，就要利

用曲线的删除功能（如果没有波幅曲线的话，提示：没有做波幅曲线！！）。 

操作： 

   按 键或右转旋旋钮到曲线栏单击先进入曲线制作功能

菜单，再按删除相对应的 键或转动旋钮到删除栏单击旋钮，

进入曲线删除子功能，该栏反显。如下所示。同时滚动出 

                     

   提示信息：确定要删除波幅曲线吗？--。连续按两次 键或

两次单击旋钮，即可删除该波幅曲线。如果用户不想删除的话，

就按 键或按击旋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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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曲线的声响报警 

 

3.3.5.1 单闸门的曲线声响报警 

   在检测过程中，按 键或转动旋钮到报警栏单击打开报警功能，同

时在电池图标的上面出现喇叭形的图标。（默认状态下，声响不报警，且

没有喇叭图标显示） 用闸门锁定缺陷回波，闸门内的缺陷回波高于曲线

高度时，仪器就会连续发出“嘀嘀嘀”的报警声，告诉发现超标缺陷。如

要关闭报警功能，再按一次 键或转动旋钮到报警栏单击即可，此时

电池的上方出现不报警的图标，延时几秒钟就消失。 

 

3.3.5.2 双闸门的曲线声响报警 

   在检测过程中，按 键或转动旋钮到报警栏单击打开报警功能，同

时在电池图标的上面出现喇叭的图标。（默认状态下，声响不报警，且没

有喇叭图标显示）把闸门 A 锁定缺陷回波；闸门 B 锁定底面回波，并把

闸门 B 的高度调到底面回波的峰值处。移动探头检测缺陷时，当闸门 B

内的底面回波的幅度低于闸门 B 的高度是，即产生失波状态，可能是未耦

合好，这时仪器会发出报警声。当闸门 B 内的底面回波幅度高于闸门 B

时，而且闸门 A 内的缺陷回波幅度超过曲线高度，仪器也发出报警声，

发现超标缺陷。如要关闭报警功能，再按一次 键或转动旋钮到报警

栏单击即可，此时电池的上方出现不报警的图标，延时几秒钟就消失。 

 

3.3.6 距离补偿的应用 

 

超声波在工件中传播时，其声能量总是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减

的。对较大型工件或衰减较大的材料探伤时，往往要求仪器有较大的接收

灵敏度才能发现工件中的小缺陷信号。但当仪器的灵敏度太高时，近表面

的晶界反射和探头杂波会很高，这会造成近场盲区的增大。为克服这对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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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本仪器设计了距离补偿功能，即在近场分辨能力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只对远距离的信号进行灵敏度补偿，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仪器对远距离缺陷

的发现能力。使用距离补偿功能前，必须先作好距离波幅曲线。 

操作步骤： 

① 曲线制作完成后，按 键或转动旋钮到参数栏单击，进入参数

列表，用 或左右转动旋钮到距离补偿栏，按 或

单击旋钮打开距离补偿功能 

   

 

再按相对应的 键或单击旋钮后打开 

② 如图 3-3-7 可以看到打开距离补偿后，仪器自动将曲线范围内远

距离的回波增益到与曲线的第一个回波相近的高度。 

 

           图 3-3-8 

③ 重复操作步骤①即可关闭距离补偿。 

 

3.4 双晶直探头的校准 

 

双晶直探头与常规直探头校准方法略有不同，首先双晶探头是分割式

晶片，两个晶片一发一收，分工合作，因此近表面盲区小，切在一定区域

内有聚焦效果，更适合于薄板检测工作，由于有些双晶探头两个晶片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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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因此发射与接收端口有严格定义，在与仪器连线时应注意对应联

接。 

在探头上一般带有 或 标记的为发射端，应与仪器上对

应的发射端相联，带有 或 标记的为接收端，应与仪器上对应

的接收端相联。 

开机后按 键进入探伤参数列表，转动旋钮到工作方式栏，按

键将工作方式改为双晶工作模式 。按 键退出。 

返回到波形显示界面下，按调校键，再按声速对应的 键，此时仪

器上弹出提示： 

请输入校准距离  50mm 

按 ，将该数值改为用来调校的试块厚度，例如，用阶

梯试块的 18mm 大平底进行调校的话，就将该数值改为 18，然后按 。 

将探头放在试块上，然后按 键，再按零偏对应的 键，再按

键调整零偏， 直到试块上大平底的一次回波对齐屏幕上的第五格

线，完成后，按闸门键进入探伤状态。（注由于双晶探楔块较普通直探头

要厚，传播时间长，因此有可能一次回波不在屏幕内，但是通过调零偏都

可移到屏幕内显示） 

 

3.5 表面波探头的调节 

表面波探伤一般也是按声程调节扫描速度，具体调节方法基本上与纵

波相同。只是表面波不能在同一反射体上形成多次反射。调节时要利用两

个不同的反射体形成的两次反射波分别对准相应的水平刻度值来调节。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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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置于图示位置，将探头放在 CSK-IA 试块上距离端边 25mm 的位置。 

  

 

操作如下： 

①  按 键按 键或左右转动旋钮将光标移到探头类型

栏按 键，将探头类型改为表面波探头。按 退出参数列表 

②  按 键，进入自动校准功能，此时，回波显示区的右上角显

示“自动校准”的字样。并且依次滚动出下面的相关校准参数： 

     ·请输入材料声速： 3000   m/s      

     ·请输入起始距离：50 mm   改为 25 按   

     ·请输入终止距离：100 mm  改为 50 按   

        输入相关的校准参数后，仪器通过计算处理相关参数。并且将检

测范围改成输入的终止距离。根据输入的起始距离和终止距离计

算出闸门的起始位置。 

③  将探头放置在 CSK-IA 试块上对准棱角，观测屏幕上回波显示

位置，如有波形超出满刻度，则按 键或右转旋钮到自动增益

栏，单击旋钮即可，此时波形会下降到满刻度 80％（*注此幅度可

自设定），当屏幕上的梭角回波均出现在屏幕以内后，按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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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或右转旋钮移到确认栏，单击旋钮后仪器开始自动校准，

将 25和 50的棱角回波分别对齐第五格与第十格的刻度位置。此时

手按住探头不动，直至自动校准完毕 

④  校准完之后，滚动出一个提示信息。 

        “自动校准完毕！”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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