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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尊敬的用户：

您好！ 感谢您选购 KODIN®HC3A 超声波测厚仪，为了规范

使用本仪器，请您在使用之前仔细阅读帮助手册。

如果您已经阅读完本使用手册全文，建议您将本使用手册进行

妥善保管，与仪器一同放置或者放在您随时可以查阅的地方，以便

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及时翻阅。

该产品使用手册在需要时我们会作适当的修改，公司保留随时

改进和革新仪器而不事先通知的权利。

本使用手册的著作版权归我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书面许可不

得以任何目的、任何手段复印或传播书中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欢迎登录 http://www.kedianyiqi.com 或来电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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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1.1 仪器特点

KODIN®HC3A 超声波测厚仪是科电仪器基于互联网技术倾力

打造的智能检测终端。本仪器基于安卓系统可根据现场操作、行业

标准定制检测方案；本仪器具备 4G\WIFI\蓝牙无线通信功能，可实

现远程音、视频数据交互；本仪器可通过云服务器实现实时专家诊

断、远程数据检测等功能；本仪器融入工业设计理念，机壳设计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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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人体工程学，符合工业现场操作习惯，机壳防护采用防水、防尘、

防摔的设计可适应复杂现场。

1.2 工作原理

超声波测厚仪通过超声波脉冲的反射原理为基础，对被测物体

的厚度进行测量，即当测厚仪探头发射的超声波脉冲通过被测物体

达到材料分界面的时候，脉冲被反射回探头，通过测定超声波在材

料中的传播时间，得出材料的实际厚度。

1.3 应用范围

超声波测厚仪根据超声波脉冲反射原理进行厚度测量，主要测

量硬质材料的厚度，如：钢铁、不锈钢、铝、铜、铬合金等金属材

料，塑料、橡胶、陶瓷、玻璃等非金属材料。该仪器广泛应用于石

油、化工、电力、锅炉、冶金、造船、航空、航天等领域。

第二章 仪器参数及功能

2.1 仪器参数

KODIN®HC3A 主机参数表

测量范围（45#钢） 0.65~500mm（根据范围选择具体探头）

声速范围 1000~9999m/s

显示位数 四位数字

示值精度
0.1mm（测量大于 100mm）

0.01mm（测量小于 100mm）

测量误差

（H 为测量的厚度值）

H<10mm ±0.05mm

H>=10mm ±(0.01+H/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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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 8dB-49dB

闸门 1-50

探头频率 2MHz-10MHz

可选探头

普通探头 PT-08（钢：0.8-200mm）

普通探头 PT-06（钢：0.65-150mm）

普通探头 PT-04（钢：0.8-50mm）

普通探头 PT-10（钢：0.8-200mm）

高温探头 GT-12（钢：1.5-200mm）

铸铁探头 ZT-12（钢：3-500mm）

显示方式 3.97 寸 IPS 高清彩屏，800*480 像素

数据接口 蓝牙，WIFI，4G，USB

数据报告 图表、图片、柱状图

显示语言 中文、英文

按键灯 开启和关闭背光

关机方式 按键关机、软件图标关机

防护设计 防尘、防水、防摔

使用温度 相对湿度：≤90% ； 温度：-10℃~+40℃

工作时间 约 6 小时（最小背光亮度下）

供电电源 内置 3000MA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主机尺寸 161mm(L)*73mm(W)*21mm(H)

整机重量 约 261g(不含探头)

2.2 主要功能

（1）常规模式。只显示测量数据的基本信息，能够满足用户基本的

测量需要。测量数据只显示，不存储。

（2）图表模式。可设置上、下限报警值，测量数据如果超限，最终

显示数值颜色变红，以示报警；可查看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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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等信息。用户可对测量数据选择性保存。

（3）报告模式。此报告可加入照片，并对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生成报表，以便后期存档。测量过程中，可对数据进行分组管理。

（4）录像模式。此模式下，用户可以在测量的同时录制现场视频，

用于情景复现，录制结束，用户可对测量数据保存或放弃。

（5）数据管理。不同测量模式下保存的数据，最后都可在功能界面

下的“数据”查看。标准项目包含视频、报告和测量值三项，图表

模式及报告模式下无视频数据。所有数据均可上传至云服务器（需

开通此项服务）。

（6）控制中心。用于远程指导或交流，使用者可边测量边音频、视

频通话，仪器自动保存视频数据，以便后期查看。

第三章 仪器操作

3.1 按键说明

（1）" "键：a、电源开关键。长按该键实现仪器的开启和

关闭；

b、息屏键。不操作时可以按短按此键息屏。

（ 2 ） " + " 键 ： a 、 音 量 加 键 。 通 话 时 按 此 键 音 量 加 大 ；

b、返回键。按此键，返回上一级菜单界面。

（3）"-"键：音量减键。通话时按此键音量减小。

（4）" "、" "、" "、" "键：方向调整键。

可以通过方向键来完成菜单的上下左右的选择。

（5）" "键：确认键。确认当前所选的功能 。

注："+"键，此键为返回键，可以返回上一级菜单界面，但在进入“超声

测厚”APP后，此键为音量加减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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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机主界面

图 1 - 开机主界面

（1）超声测厚：超声波测量 APP。

（2）科电云：可以把本地测量的数据、视频上传至科电云。

（3）科电产品：可以查看、咨询所有科电的产品和服务。

（4）关闭仪器：可通过实体键或软件 APP 关闭仪器。

（5）科电工具箱：系统自带的一些小工具。

（6）电量指示：在仪器屏幕右上角的位置，显示电池电量图标，提

示当前电池状态。

（7）设置：包含 WLAN、蓝牙、显示、安全、日期时间和系统等

方面的信息。

3.3 超声测厚 APP

点击“超声测厚”图标，进入超声测厚 APP，系统会进行初始

化设置，然后进入测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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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超声测量 APP 功能界面

3.3.1 校准

（1）设置声速。点击声速，有手动设置、选择材料、反射声速三种

设置方式，可根据现场需要选择一种设置方式。

（2）选择探头型号。点击探头型号，可进行选择。

（3）点击“ ”校准图标，系统会弹出校准子界面，然后将探头放

在校准试块上（充分耦合），等待提示“校准完成”，即可移走探

头。

3.3.2 常规模式测量

在超声测厚APP功能界面下，可以进行常规测量，方法如下：

（1）校准。见“3.3.1”。

（2）放置探头。将探头平稳地、垂直地放在被测物表面。

（3）观察数据。待显示屏上的数值稳定（显示值为绿色），用户即

可移走探头，显示的数值即为被测物的厚度。

 注意：测量过程必须保证充分耦合，及时使用耦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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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增益与闸门的选择。增益和闸门有默认值，能满足绝大部分

需求，但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可进行调节，例如，回波信号太小无法测量，

可以增大增益，若干扰信号太强，可适当提高闸门阈值，具体设置值，还

需结合现场情况进行设置。

3.3.3 图表模式测量

在图表模式下，测量的数据值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出来。通过设

置报警上下限，来实时监控测量数据的界限值。具体操作方法详见

使用手册。

3.3.4 报告模式测量

报告模式是一种带有专业测试报告格式的测量模式，每次测量

就是一个项目。具体操作方法详见使用手册。

3.3.5 录像模式测量

录像模式下用户可以边测量边录制现场的操作视频，把现场实

时的操作过程和测量数据同时记录下来，仪器的后置摄像头对准待

测工件，就可开始进行测量。具体操作方法详见使用手册。

3.3.6 查看数据

在功能界面下，点击“数据”图标，可以查看保存到本地的项

目数据，也可以把测量的数据同步至云并分享到手机端（仅限网络

版）。具体操作方法详见使用手册。

3.3.7 控制中心。

当显示界面上方的状态栏，显示“PC主机在线”和“设备上线”

后，可进行音视频的通话，点击绿色电话图标即可进行远程音视频

通话，点击红色电话图标为停止通话。本功能仅限网络版设备，具

体操作方法详见使用手册。

3.3.8 横屏

在横屏模式下屏幕会横向显示，此时的测量数据会全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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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操作者直接读取测量数据值。点击左上角向左图标即可退出横

屏模式。

3.3.9 设置

可以根据现场操作的需要开启相应的功能，向右滑动打开，向

左滑动则为关闭。

3.3.10 帮助手册

本仪器的所有操作说明都在本手册被详细介绍。打开路径为：

测量 APP>设置->帮助->帮助手册。

3.4 科电云 APP

进入科电云 APP 后，可以按照关键字或者日期的方式进行搜

索用户上传至云服务器中的数据。本功能仅限网络版设备，具体操

作方法详见使用手册。

3.5 科电产品 APP

进入科电产品 APP 后您将登陆到科电官方网站，可以查看到

科电仪器的产品与联系方式。

3.6 关闭仪器 APP

进入关闭仪器 APP 后您可以通过软件选择关机或者重启仪

器。本功能和侧面的实体关机键是一样的作用，长按侧面的” “键

也可以实现关机或者重启仪器的功能。

3.7 科电工具箱 APP

进入科电工具箱 APP 后您可以通过工具箱上面的小工具对仪

器的各个功能进行简单的检测，是仪器自检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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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系统 APP

进入仪器“主操作界面”后除了上面介绍的科电专用 APP 外，

还可以看到其它几款安卓系统的 APP。点击后即可进入，通过点击

仪器侧面的”+“实体键可以退出对应的 APP。

进入”设置“APP 后，可以设置仪器的 WIFI、蓝牙、亮度、电

量显示、语言、时间和日期、定时开关机等功能。

进入日历和计数器 APP 后可以应用相应的功能。

特别提示：进入安卓系统 APP 后如果虚拟按键没有打开，需要

通过点击侧面的”+“实体键可以退出对应的 APP。

第四章 保养和维护

4.1 保养

请用带水或温和清洁剂的软湿布擦拭仪器及部件。

注意：请不要用有机溶剂擦拭，更不能用金属刷或其他工具清

洁仪器和探头。

4.2 电源检查

电源电压低时，仪器显示低电压符号，此时应及时按要求充电，

以免影响精度。

4.3 维护

长时间不使用仪器，建议每1-2月给仪器充放一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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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注意事项

4.4.1 一般注意事项

避免仪器及探头受到强烈振动；避免将仪器置于过于潮湿的环

境中；插拔探头时，应捏住夹板沿轴线用力，不可旋转探头，以免

损坏探头电缆芯线。

4.4.2 测量中注意事项

（1）测量时，只有测量显示符出现并稳定时，才能良好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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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

合剂会产生误测，因此测量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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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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仪器及附件

1、KODIN®HC3A系列主机 1台

2、校准试块 1个

3、探头(φ8) 1支

4、耦合剂 1瓶

5、充电器、充电线 1套

6、使用手册 1份

7、保修卡 1份

8、合格证 1份

9、手提箱 1只

10、SIM卡针 1支

可选配件：
1、阶梯试块 1块

2、高温、铸铁、小管径等探头

3、KODINExpert200远程管理系统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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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材料声速表


	第一章 概论
	1.1 仪器特点
	1.2 工作原理
	1.3 应用范围

	第二章 仪器参数及功能
	2.1 仪器参数
	2.2 主要功能 

	第三章  仪器操作
	3.1 按键说明
	（1）超声测厚：超声波测量APP。
	（2）科电云：可以把本地测量的数据、视频上传至科电云。
	（3）科电产品：可以查看、咨询所有科电的产品和服务。
	（4）关闭仪器：可通过实体键或软件APP关闭仪器。
	（5）科电工具箱：系统自带的一些小工具。
	（6）电量指示：在仪器屏幕右上角的位置，显示电池电量图标，提示当前电池状态。
	（7）设置：包含WLAN、蓝牙、显示、安全、日期时间和系统等方面的信息。

	3.3 超声测厚APP
	3.3.1校准
	（1）设置声速。点击声速，有手动设置、选择材料、反射声速三种设置方式，可根据现场需要选择一种设置方式
	（2）选择探头型号。点击探头型号，可进行选择。
	（3）点击“”校准图标，系统会弹出校准子界面，然后将探头放在校准试块上（充分耦合），等待提示“校准
	3.3.2常规模式测量
	3.3.3图表模式测量
	3.3.4报告模式测量
	3.3.5录像模式测量
	3.3.6 查看数据
	3.3.7控制中心。
	3.3.8横屏
	3.3.9设置
	3.3.10帮助手册

	3.4 科电云APP
	3.5 科电产品APP
	3.6 关闭仪器APP
	进入关闭仪器APP后您可以通过软件选择关机或者重启仪器。本功能和侧面的实体关机键是一样的作用，长按侧
	3.7 科电工具箱APP
	3.8系统APP

	第四章  保养和维护
	4.1 保养
	4.2 电源检查
	4.3 维护
	4.4 注意事项
	4.4.1 一般注意事项
	4.4.2 测量中注意事项


	附一  仪器及附件
	1、KODIN®HC3A系列主机                 1台
	2、校准试块 1个
	   3、探头(φ8)                               1支
	   4、耦合剂                                 1瓶
	   5、充电器、充电线                         1套
	   6、使用手册                               1份
	   7、保修卡                                 1份
	8、合格证                                 1份
	   9、手提箱                                 1只
	 10、SIM卡针                          1支
	可选配件：          
	    1、阶梯试块                              1块
	    2、高温、铸铁、小管径等探头
	3、KODINExpert200远程管理系统         1套
	附二  材料声速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