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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厚仪 - 便携小巧数字测量仪器，用来测量金属基体
表面的涂层厚度。金属基体可以是黑色金属材质，也可
以是有色金属材质。我们的产品设计非常精巧，用户单
手就可以操作。仪器还配有液晶背光屏幕，同时还有照
明功能和紫外线灯功能，同时还有自动关机功能（通常
设定时间为 60 秒）
。
仪器主要可以测量导电材质表面的涂层厚度，如果不按
说明使用仪器会损害仪器，您也可能会遇到危险，如：
短路、起火、电击等。严禁复制零件和改造我们的仪器。
如果出现故障或需要维修，需要咨询维修点的专业工作
人员。
在使用前请认真阅读使用安全说明书！

注意!

注意！

技术要求

● 不要将紫外线光线照射眼睛这样可能会给眼睛带来
损害。
● 在使用过程中不要将仪器靠
近有电磁静态辐射的地方，这
样有可能会干扰检测，影响检
测结果。
● 不要在侵蚀环境下或有气体
爆炸危险的环境下使用仪器，
因为可能会损害仪器。
● 仪器不得用于生产，生产商和
供货商对任何规定以外的结
果和其带来影响不负责任。
● 不要将仪器放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或在寒冷的条件
下使用，这会使仪器变形，破坏仪器绝缘性和影响仪
器测量精确度。
● 不要在高温处使用本仪器（高于 70℃），在高温下使
用可能损害仪器。
● 如果因为温度变化，仪器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将仪器
放置在常温下 30 分钟后再使
用。
● 如果仪器连续使用超过一分
钟，那么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
果，但是此结果还是属于可接
受范围（允许误差）
。
● 在温度变化时，感应器表面可
能会出现雾气，这时需要等待
10 分钟雾气消失后再测量。
● 仪器不防水和防尘，所以不能
在潮湿和灰尘的环境下使用
仪器。
● 仪器不能作为玩具，所以需要放置到儿童触及不到的
地方！
● 为了使仪器能在最佳条件下测量，需要使用随机提供
的测量片，除此之外为了使检测结果更加准确需要对测
量基体进行测量检查。电磁和涡流影响是我们仪器工作
的基本原理，而不同的材质在电磁和涡流影响下反应会
不同。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需要对每种检测材质
进行测量检查。

电磁干扰
本仪器利用电磁场原理测量金属基体表面的涂层测量，
如果测量环境中电磁量为 20mG (mini Gauss) 或高于这
个量时将影响仪器测量的准确度。

技术参数:

点磁场强度(※设备= mini Gauss)
辐射源
0cm
电话电池设备
50 ~ 500
笔记本电池设备
100 ~ 1000
显示器电子液晶屏
10 ~ 100
风扇
100 ~ 1000
台灯
400 ~ 4000
※ 人们应该注意使用任何带有变压器的设备
允许使用距离 ( >30cm)

30cm
<1
<5
<1
<5
< 10

适合测量金属范围:
含铁金属（铁、钢）
，以及其他金属，如：金属、铜、
锌、青铜、黄铜等。
黑色金属测量范围:
从 0 至 2000微米.
有色金属测量范围:
从 0 至 1000微米.
屏幕分辨率: 1微米.
黑色金属测量允许误差范围:
±3% 0 - 199微米
±(3%+10个单位) 200 微米 - 1000微米
±(5%+10个单位) 1001 微米 - 1999微米.
有色金属测量允许误差范围:
±3% 0 - 199微米
±(3%+10个单位) 200微米 - 1000微米.
反应时间: 1 秒.

技术数据
工作条件: -250С 至 500С, 湿度不超过 75%.
储存条件: -250С 至 600С, 湿度从0到80%，需要取下
电池保存。
温度误差比: 0.1 х 每一度 (< 18°C 或 > 28°C).
自动关闭系统: 60秒内无操作
待机模式下的使用»: < 6µA.
电池: 1.5V (型号 AAA) x 2个.
电池寿命:约 17 小时 (不间断使用，而且开背光).
” 这个图标说明电池电量低，已
指示器电量低: “
经影响正常工作。
尺寸: 120mm x 40.4mm x 29.2mm
重量: 大概 100克 (包括电池).
不允许使用距离 (<30cm )

说明
标准测量垫圈
铁和钢

非铁 (铝)

功能键
按钮
“

”

“ ” 键用于打开照明和手电、紫外线功能的转换：照
明→紫外线→关闭，使用方法同打开和关闭仪器。

“

”

“ ”键用于开关屏幕背光

“F/N”
“F/N” 用于测量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间转换: 方法 →
黑色金属 → 有色金属.
(自动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测量、默认黑色金属和有色
金属测量).

※在第一次使用时请摘下上面的磨砂膜。

“ ”
迅速按下 “0”键，然后马上松开 “0”键来对仪器归零。
按住 “0”键 2 秒来恢复出厂设置(reset)。

“CAL”
标准测量片
102 µm +/- 2 µm

1.在仪器打开的状态下，按住“CAL”键 2 秒以上，就可
以开始测量仪器了。
2. 在测量模式下按“CAL” 键来完成测量环节：

“▲”
1. 在测量模式下按▲键来增加数值。

“▼”
1.在测量模式下按▼键来减少数值。

使用方法
开机和关机：
在开机之前保持感应器的标准测量垫圈远离任何磁场
源。
仪器的感应器在靠近检测物时会自动开启，如果 60 秒
内使用者没有按下任何键，仪器将自动关闭。
测量方法:
将测量用的感应器放置在检测表面上，直到在屏幕上出
现厚度数值和金属类型时（有声音提醒），（当在自动
模式下辨别金属类型）。
如果屏幕上什么也没显示，
说明涂层厚度可能超过 2mm
(在黑色金属基体表面)，或超过 1mm（在有色金属表
面），或基体不是金属（塑料、木质等）。
如果测量出的值超出测量范围，屏幕上会显示 "----".

测量方法

使用

※ 在测量功能启动时，仪器的自动关机的功能将不会

1.保证仪器远离任何电磁源
2.用力按下感应器，感应器将开始靠近测量金属表面。
3.如果测量出的值超出测量范围，屏幕上会显示 "----".

被启动，如果现实屏幕上显示"----"，那么不能经行归
零、单点或点对测量。
※ 在测量时，最大数值是 1100 微米。
※ 在测量时，请摘下测量标准测量垫圈上白色保护壳，
然后准备出标准测量片。
※ 在测量时标准测量垫圈和 102 微米厚的标准测量片
可以用无涂层的测量面和已知厚度的标准片来代替。
测量只有在
模式下处于自动模式状态！

1. 将感应器按在金属测量头没
有涂层的一面等到测量的数值
出现在屏幕上（同时会有声音提
醒），然后将仪器从测量头上拿
下来，轻轻按下“ ”（按下时间
不超过 1 秒），在屏幕上就会出
现„0 μm“。
2. 将标准测量片放在标准测量垫
圈本体上，然后将感应器压在标准
测量片上，等到屏幕上出现数值
（同时会有声音提醒）
，然后将探
测头从仪器上取下来。
1. 按住“CAL“键坚持三秒，直到屏幕上出现“CAL“的
提醒。
2. 在测量时，按住▲键或▼来给 102 微米的测量片输入
数值。
5. 然轻轻按下 “CAL“键退出测量模式，屏幕上“CAL“
字样消失。
* 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请准备两个标准测量垫
圈，一个专门用于黑色金属，一个用于有色金属。

重新设定 / 自动测量
在开机状态下，按下 0 键直到出现
0000，这时松开按键。恢复出厂设
置。调试仪器，下面可以进入自动
控制状态，如果您对精确度没有更
高的要求，出厂数值已经非常接近
完美（可以在购买汽车时使用），
如果没有测量片时，这个功能还能代替标准测量功能。

维护
放置电池和更换电池

1. 仪器需要安装1.5V电池 (型号 AAA) 2个.
”标识说明电量低，需要更换
2. 如果屏幕上出现 “
电池上。
3. 小心地打开电池仓盖子，电池仓盖子打开的方向需
参照上面的标注。
4. 从电池仓中拿出电池
5.换上两枚新的AAA电池，注意电池仓上标注的电池的
摆放顺序。
6. 盖上电池仓盖子。
注意 :
长时间不使用仪器时，需要取出电池，然后把电池和仪
器分开放置，不要将仪器靠近高温和空气
湿润的地方。

清洁
定期用湿纸巾加除垢产品擦拭仪器，不能使用材质坚
硬的材料和溶液来擦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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