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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和责任	

1.1	 通用信息

本手册包含了	Pundit	触摸屏的安全、使用和保养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请

在首次使用仪器前仔细阅读本手册。请安全保管本手册以备将来参考。

1.2	 责任

我们的“销售和交付一般条款”适用于所有情形。由于下列某种或多种原

因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我们不予担保，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  未按照本手册所述的使用方法使用该仪器。

•  错误地进行操作性能检查和对仪器及其组件进行不当保养。

•  未按照本手册的说明对仪器及其组件进行性能检查、操作和保养。

•  未经授权改造仪器及其组件。	

•  因异物、事故、故意破坏和不可抗力而造成的严重损坏。

Proceq	SA	出于善意提供本文档的所有信息，并相信这些信息正确无误。

对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Proceq	SA	不做任何担保，也不承担任何责

任。	

1.3	 安全说明

禁止儿童或任何服用酒精、毒品或药物制剂的人操作该设备。不熟悉本手

册的人员应在他人指导下使用该设备。

•  适时正确地对设备进行规定的保养。

•  保养结束后，应进行功能检查。

1.4	 正确使用

•  该仪器仅可按照本手册所述用于其设计用途。

•  仅可用	Proceq	原装组件替换故障组件。

•   只有在	Proceq	明确认可之后，才可将配件安装或连接到仪器上。如果

将其它配件安装或连接到仪器上，Proceq	 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产品保

修也随之终止。

除非在此处另有规定，否则以下声明适用于本手册中涵盖的产品。其他产

品的声明将列在随附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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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设备经测试证明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有关	B	类

数字设备的限制规定，并符合加拿大引起干扰的数字设备标准	

ICES-003	 的所有要求。这些限制旨在确保此设备在居住地区

使用时防止有害干扰。此设备会产生、使用和辐射射频能量，

如果未依照指示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通信产生有害干

扰。然而，在特殊安装时也无法保证不会发生干扰。如果此设

备确实会对收音机或电视机接收产生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

打开设备来确定），则用户应尝试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来

消除干扰：

•  重定向或重新安置接收天线

•  增大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和接收器连接到不同电路中的插座

•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收音机/电视技师以寻求帮助

本设备符合	FCC	第	15	部分的规定。

操作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并且	(2)	本设

备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的干扰。

此	B	类数字器件符合加拿大	ICES-0003。

2.	 技术规格
Pundit	触摸屏

显示屏 7”	彩色显示屏	800	x	480	像素

内存 内置	8	GB	闪存

区域设置 公制和英制单位，支持多种语言和时区

电源输入 12	V	+/-25	%	/	1.5	A

电池 3.6	V，14	Ah

电池使用时长 >	8h（标准操作模式下）

湿度 <	95	%	RH，非冷凝

工作温度 -10°C	至	+50°C

IP	等级 IP54

尺寸 250	x	162	x	62	mm

重量
~
1.5	kg（含电池）

标准和指令 CE	认证

污染等级 2

安装类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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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Model（型号） HK-AH-120A500-DH

输入 100	-	240	V	/	1.6	A	/	50/60	Hz

输出 12	V	DC	/	5	A

最高海拔 2500	m	海拔高度

湿度 <	95%

工作温度 0°C	-	40°C

环境 仅室内使用

污染等级 2

安装类别 2

Pundit	200	和	Pundit	200	Pulse	Echo

范围 0.1–7930	μs

分辨率 0.1	μs	(<	793	μs)，1	μs	(>	793	μs)

显示屏 7”	彩色显示屏	800	x	480	像素

脉冲电压	UPV 100	Vpp	–	450	Vpp

脉冲电压	UPE 100	Vpp	-	400	Vpp

接收机增益 1x–10’000x	(0–80dB)	[11	级]

接收器灵敏度 10	μV

接收器输入阻抗 7	kΩ

脉冲回波范围 0.1	–	1200	μs

传感器频率 50	kHz

孔径尺寸 2x25	cm2

带宽 20–500	kHz

Pundit	250	Array

接收器

增益 0	–	80	dB

模拟带宽 15	kHz	–	100	kHz

标称传感器频率 50	kHz	横波

范围 0	–	1000μs

分辨率 1	μs

传感器

脉冲电压 +/-150	V

脉冲波形 方波

脉冲延迟 8	ms	–	200	ms

电源

电池 6	x	NiMH，尺寸	AA，2300	mAh	
（用户可自行更换）

电池使用时长 >	7	小时

电源 12	V	–	15	V

工作时间 最短	7	小时

充电时间 大约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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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径

通道数 8（可升级为	16）

每通道传感器数 3

波形类型 横波，水平极化	

中心频率 大约	45	kHz

传感器带宽 80	%	–	100	%

通道距离 3	cm

孔径尺寸 21	cm	x	5	cm

杂项

重量 ~	3	kg

工作温度 -10°	–	50°

湿度 <	95	%	RH，非冷凝

尺寸 240	x	273	x	153	mm

激光 用于定位支持

摄像头 240	x	320	像素

3.	 使用
本手册中提供的信息涵盖	Pundit	触摸屏支持的所有应用。

3.1	 入门指南

Pundit	触摸屏电池安装

为了将电池装入	 Pundit	 触摸屏装置中，如

图示抬升支架。插入电池，然后用螺钉固定

到位。

有两个状态	LED	灯 1 （参见第	11	页），其上方是光传感器。上方	LED	

灯在充电时显示红色，充满时变为绿色。另一个	 LED	 灯根据具体应用而

定。

注意！只能使用厂家提供的电源。

•  完全充满需要大约	9	小时（仪器未运行）。

•  仪器在使用时充电时间要长得多。

•   可以使用选配的快速充电器（产品编号	 327	 01	 053）给备用电池充

电，或在仪器外部给电池充电。在这种情况下充满耗时大约	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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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可根据需要在“系统/电源”下面对节能进行设置。

连接传感器

(G)

用	 BNC	 适配器线和	 BNC	 电缆连接传感器和	

Pundit	 触摸屏装置。确保将螺钉拧紧在	 BNC	

适配器线上。

USB	主机：		

连接鼠标、键盘或	U	盘：

USB	主机
USB	设备

以太网
电源

USB	设备：		

连接至电脑。

以太网：		

连接用于固件升级。

电源：		

通过此连接来连接电源。

按钮	

掀起护板。

屏幕的右上角是三个按钮 2 （参见第	11	页）。

开机/关机	-	按下开机。长按不放则关机。

软键	-	打开	pdf	文档（例如，操作说明）或切换全屏显示。

后退按钮	-	返回上一个屏幕。

Pundit	Array	传感器电池安装	

松开两颗螺钉并拉出电池组，从	Pundit	Array	传感器上拆下电池组。必

须通过拧下两颗螺钉来拆除下面的一块板，才可接触到电池盒。

		

注意！将六节	AA	NiMH	可充电电池装入电池组中，确保按照

正确的极性，然后装入	 Pundit	 Array	 传感器中。在首次使

用之前，使用随附的充电器为电池充满电。在电池充电时，

状态	LED	为绿色。当完全充满电时指示灯会熄灭。充满电需

要大约	2.5	小时。

按住燃油表按钮可查看实际充电状态。每个	LED	代表	20%	电

量，因此全部	5	个	LED	亮起即表示电量已充至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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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仪器可使用任何	AA	电池，但仅当使用建议的	NiMH	电池时，燃油表才

会正确显示。	

警告！	

如果使用了标准碱性电池（不可充电），请不要连接充电器，

这很重要，因为这样会导致仪器损坏。

3.2	 主菜单

启动之后，设备会显示包含	6	个图标的主菜单。	

测量：	 具体应用的测量屏幕。	

设置： 具体应用的设置。

资源管理器：		 具有文件管理器的功能，可以查看保存在仪器上
的测量结果。

系统： 系统设置，例如语言、显示选项、电源设置。

信息： 用于设备信息和操作说明。

退出： 关机。	

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访问所有功能。按下“后退”按钮或触摸屏左上方的

返回图标（箭头），返回上一个菜单。

3.3	 Pundit	200	

食指在屏幕上上下滑动，滚动屏幕。当前设置显示在右侧。点击一个项

目，对其进行调整。

传感器

已连接的传感器

选择将要使用的传感器频率。自定义的传感器设置允许将非标准传感器频

率调高至	500	kHz。如果选择该选项，则还需输入传感器频率。

注意！当选择了传感器频率时，自动为该传感器加载出厂设

置（基于	1.5m	电缆）。一般而言，这样获得精度足以应对大

部分应用，因此，使用此配置时不需要归零。

传感器归零

为了提高精度或处理不同电缆段时，Pundit	200	应归零。

输入校准棒上标定的预设校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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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超声波耦合剂耦合传感器和校准

棒，然后紧紧按压在一起。

点击“启动”图标，进行归零。	

在完成之后，屏幕将显示“归零成功”字样。	

点击返回设置菜单。

点击返回归零启动屏幕。

恢复传感器出厂设置。此设置满足多数测量精度，至于精

确归零，可按上述步骤进行。此设置的精度足够应对大部

分测量，但如需精确归零，请执行上述程序。

测量设置

测量范围

短距离（默认）。适用于距离不超过	800	μs	左右的测量。这对应于普通

混凝土约为	3m	的路径长度。这可以产生最高为	0.1	μs	的测量分辨率。

对于更大物体，请选择长距离。长距离的测量分辨率为	1	μs。	

如果测量范围超界，则测量屏幕显示	(---	μs)。

脉冲重复频率

可以选择	5Hz	-	40Hz	的脉冲重复频率（PRF）（每秒测量次数）。只有仪

器用于测量大尺寸物体（高接收器放大倍数）时，才应选择大数值。在这

种情况下，选择大数值有助于增大显示屏上的更新速度。对于一般混凝土

或陶瓷材料的检测，通常采用	10-30Hz	的脉冲重复频率。	

仪器随附的传感器没有阻尼，因此被发射器激活之后会产生较长的衰减时

间。当脉冲重复频率设为大数值时，衰减时间可能会超过脉冲发射间隔，

即之前的脉冲在下一个脉冲到达时仍在衰减。当测试内部阻尼较低的短路

径距离试样时，这种作用就会导致出错。如果出错，请减小脉冲重复频

率。

线性扫描

线性扫描可以沿着线性网格，以相等的间隔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时，传

感器之间的距离可能会变化对不规则对象的（见“3.4.2	测量模式”	-	线

性扫描）。	

测量序列

设置将要测量的次数，或使其为无限多次。

测量间距

设为间距。

单位
选择脉冲速度或传输时间作为测量结果图形显示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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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单位
选择公制或英制。

振幅单位

选择以百分比或像素形式显示接收信号振幅。

抗压强度单位

选择抗压强度相关性的单位。

弹性模量单位

选择弹性模量计算的单位。

弹性模量密度单位

选择弹性模量密度计算的单位。

触发

振幅触发
如果选择振幅触发，则用户可以设定触发临界点。

水平拖动光标至所需的触发水平。缩放功能适用于设定特定触发临界点。

	
跟随触发如果选择此选项，触发出现的位置始终在屏幕中心，不管测得

传输时间是多少。但不适用手动触发或双光标触发的情况（见“3.3.1	测

量屏幕”）。	

注意！可以同时选择两种触发选项。如果不选择任何一个选

项，则正常情况下默认自动触发。

修正

温度修正	UPV
脉冲速度测量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混凝土含水量和温度是两个关键因

素。下表显示根据标准	BS	1881:Part	203	中的建议应键入的修正系数。

温度 干混凝土 湿混凝土

10	°C	–	30	°C 1.0（无修正） 1.0（无修正）

60	°C 1.05 1.04

40	°C 1.02 1.02

0	°C 0.99 0.99

-4	°C 0.98 0.92

修正系数用于计算脉冲速度。测得传输时间不受影响。

振幅分析

标记
选择后会激活一个标记，这样就可以记录接收信号的振幅（见”3.3.5	 用	

Pundit	PL-200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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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扫描

光栅	X：设定	X	轴的网格间距。

光栅	Y：设定	Y	轴的网格间距。

测量计数	X：设置将要在	X	方向测量的次数。

测量计数	Y：设置将要在	Y	方向测量的次数。

颜色方案：选择颜色方案（以后可在资源管理器中调节）。

结果：选择想要显示的测量参数。

自动颜色范围：开或关。如果未选定，则用户可为颜色范围定义最小值和

最大值设置，以后可在资源管理器中调节这些设置。也可将最大值设置为

低于最小值，从而反转颜色方案。

数据记录模式

间隔：选择测量之间的间隔。（最小间隔为	1	分钟。）

事件数量：直至测试完成。（最大事件数为	3000。）

平均；确定要获取的读数个数以及每个间隔测量的平均数。	

结果：选择传输时间或脉冲速度。

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如果已选择脉冲速度作为测试结果单位，则必须设定

此设置。

3.3.1	测量屏幕

显示标准测量屏幕。可以直接从测量屏幕上进行所有设置。

缩放

放大方法是在测量屏幕上，先将拇指和食指放在一起，然后使

其分开。测量时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进行缩放。

缩小方法是在测量屏幕上，先分开拇指和食指，然后使其靠拢

在一起。

平移

拖动图像从左移至右边。	

1

1 2 3

4

5

67

89

10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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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屏幕控制

1 		文件名：输入文件名后按“返回”。保存的测量结果将存储在此文

件名下。如果多个测量结果存放在相同的文件名下，则在每个测量后面设

置递增的下标。

2 		测量模式：选择将要实施的测量类型（见“3.4.2	测量模式”）。

3 		显示屏右上方显示了当前所选的传感器、当前时间和电池状态。

4 		增益：调节接收器增益，从	1x	调高到最大	10000x。

5 		电压：调节发射器电压。为了获得最佳结果，最好从低发射器电压

和低增益设置开始。然后逐渐增大，直到达到稳定信号水平。应避免信号

切断。

6 		连续/突发传输：	

连续传输会在按下“停止”图标前一直传输。	

在检测到稳定信号之后尽快记录测量结果。

7 		设置：进入设置菜单。

8 		停止/保存：

停止当前测量。

保存当前测量。

保存当前序列，继续进行测量。

9 		启动/快照：	

开始测量。

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当前测量结果，继续进行测量。

10 		光标选择：	

自动触发。

注意：在数据记录模式下，触发始终是自动的，但可在	

PL-Link	中手动调节。
手动触发。左右拖动，手动设置光标位置。还可以在任务

管理器的保存波形上调节触发位置。

双光标。仅传输时间模式。两个光标必须手动设置。第

二个光标在使用横波传感器测量时尤为有用。在弹性模

量模式中测量时，自动选定双光标。

11 		缩放：

缩放当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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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基本测量模式

传输时间

指传感器之间测量的传输时间。

距离

输入试验材料的脉冲速度。	

结果是传感器之间的传输时间和距离。

脉冲速度

输入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结果是试验材料的传输时间和脉冲速

度。

抗压强度

在进行测量之前，必须在	 PL-Link	 中创建对混凝土有效的转换曲线，并

将其上传到仪器中。	

选择相关性曲线。

输入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如果选择	SONREB	曲线，则输入在脉冲速

度测量位置确定的回弹值。

SONREB	 是一种结合超声波脉冲速度和回弹值测量的综合测量方法，用于

提高估算抗压强度的精度。

结果是试验材料的传输时间和抗压强

度。

3.3.3	特殊测量模式

裂纹深度

利用	Pundit	PL-200	进行的裂纹深度测量采用标准	BS	1881:Part	203	所

述的方法。	

输入屏幕示图中的距离“b”。

放置屏幕“第	1	步”所示的传感器。

测量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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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屏幕“第	2	步”所示的传感器。

测量	t2。

结果显示传输时间	t1	和	t2	以及裂纹

深度‘d’。	

可删除不正确的	t1	或	t2	测量值并在

继续前重复测量。	

为无效测量显示错误消息	(t2	<	t1	或	

t2	>	2	x	t1)。	

注意！若要通过这种方法产生良好结果，裂纹必须和表面垂
直。同时还必须清除水分或杂质，这些物质会使波速通过裂纹
传播。裂纹必须足够宽才能防止波速轻易通过裂纹进行传播。
此外裂纹附近不得出现钢筋。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结
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看起来裂纹深度要比实际情况浅得
多。

表面速度

利用	 PL-200	进行的表面速度测量采用标准	 BS	 1881:Part	 203	所述的

方法。	

发射器处于固定位置。接收器按照固定间隔移动。	

输入屏幕示图中的距离“b”。

输入将要实施的测量次数。

测量距离“b”处的传输时间。

记录距离“b”处的首次测量值。

使接收器移动距离稍远于“b”，然后再次测量。继续测量直到完成整个

测量序列。

	
脉冲速度根据曲线斜率进行计算。

注意！如果记录的点位显示不连续，则说明可能存在表面裂

纹或表层质量粗劣。此时测得速度不可靠。	

弹性模量

可通过测量纵波和横波脉冲速度来确定材料（例如混凝土或岩石）的动态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方法在下面的两个标准中说明，且同样适用于混凝土

或其他固体：

ASTM	D	2845	-	实验室测定岩石脉冲速度和超声波弹性常数的试验方法。	

ISRM–Aydin	 A.，ISRM	 推荐的用超声波脉冲传输技术测定声速的方法：	

Rock	Mech	Rock	Eng	(2014)	47:255-259，DOI：10.1997/s00603-013-

045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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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标模式自动激活。	

使用第一个光标标记纵波分

量的开始位置。	

使用第二个光标标记横波分

量的开始位置。	

为了计算弹性模量，需要输

入材料的密度。	

当下载到	PL-Link	时，也

计算材料的泊松比。

P-波和	S-波对比

在	 P-波（纵波）中，颗粒位移平行于波速传播方向。颗粒在其平衡位置

附近来回振动。在	 S-波（横波）中，颗粒位移垂直于波传播方向。颗粒

在波速经过的平衡位置附近上下振动。

用	S-波传感器测量

横波（S-波）检测需要采用波形显示，以手动定位横波回波开始位置，这

是因为前面总是存在一个可以通过自动触发进行检测的弱纵波分量。

横波在一维平面内传播。当传感器对准时，信号最强。可以通过该属性正

确检测接收信号的横波分量。当使用	 250	 kHz	 横波传感器进行测量时，

关键是要使用特殊的横波耦合剂，否则剪波无法正确发射到被测对象中。	

偏离	90°弱横波分量

弱横波分量，传感器

错位。

沿着对准方向旋入和旋出传感器，观察横波分量的增减情况。	

对准强横波分量

当传感器对准时，横

波分量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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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多测量模式

线性扫描

在“设置”菜单中输入距离“a”。

将传感器置于开始位置，然后输入距离	

x1。（如果仅测量传输时间，就不需要

输入距离）。

按下开始图标开始测试。

按下“快照”图标记录首次测量。如果选择突发模式，

则会自动记录。

使传感器移动距离“a”，到达网格中的下一点。

如果距离“x”没有变化，则再次按下“快照”图标，进行第二次测量，

以此类推。

按下该按钮保存当前序列。如果距离“x”在新位置发

生了变化，则可能要输入一个新值，然后继续扫描。

输入新距离“x”。

按下继续扫描。

用该图标删除最后一次测量。

按下保存当前序列，然后重置仪器测量新序列。	

面积扫描

利用面积扫描可根据脉冲速度、传输时间或距离测量实现元素的	 2D	 显

像。测量网格在‘设置’中定义。如果测量参数的预期变化未知，则选

择‘自动颜色范围’。以后可在资源管理器中调节此设置。如果预期范围

已知，则可通过设置最大值和最小值来定义颜色范围。例如，印度标准	

IS	13311	定义了混凝土质量分类的脉冲速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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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m/s：极好

3’500–4’500	m/s：好

3’000–3’500	m/s：中	

<	3’000	m/s：不能确定

将最大速度设置为	4’500	m/s，最小速度设置为	3’000	m/s，即可为需注

意的结构区域提供简单显像。

光标位置指示下一个测量的位置。确保此位置与测试结构上绘出的网格对

齐。

您可将光标拖移到网格上您要开始测量的

位置。箭头指示进行测量的方向。

可以将光标拖移到网格上的另一个位置以

避开障碍物等。也可以将光标拖回之前的

测量并删除它或再次测量。在下面的示例

中，指示的是第	71	号测量，可删除或重

新测量它。如果按快照按钮重新测量，则

之前的值会被覆盖。通过将光标拖移到待

测量的下一个位置即可排除黑色区域。

数据记录

“数据记录”模式允许用户对测试顺序编程。此模式的典型应用是跟踪脉

冲速度随着混凝土集而发生的变化。参数必须在“设置”中设置。信息框

最初显示当前设置。在测试过程中，倒计时器指示进入下一个测量的剩余

时间、已经进行的测量数以及测试结束的时间。

可随时按	 	图标停止测试。

可按‘i’按钮显示和隐藏信息屏幕。波形随每个测量值一起保存，并可

通过轻触标记来查看。一旦数据已导出至	 PL-Link，如有必要，可手动调

节触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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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用	Pundit	PL-200	测量

常用的传感器布局有三种。

直接发射：最佳配置，信号振幅最

大。脉冲测定最为精确。路径长度为

各传感器中心之间的距离。

间接发射：信号振幅约为直接发射

信号振幅的	 3%。路径长度可能不确

定。用表面速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脉冲速度会受到混凝土表面区域的影

响。如果可以，可比较间接发射和直

接发射的测量结果，以消除不确定

性。

半直接发射：敏感度介于其他两种方

法之间。路径长度为各传感器中心之

间的距离。	

准备	

每种应用场合的基本准备工作都一样。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路径长度）应

尽可能测量准确（除非在传输时间模式下进行测量）。	

在所有超声波脉冲测试中，有必要在传感器表面和试验材料之间采用某种

形式的耦合剂。如若不然，就会因为声波耦合不足导致信号损失。当用于

混凝土或具有平滑表面的其他材料上时，所提供的超声波耦合剂可以产生

良好的耦合效果。还可以采用硅脂、中型轴承润滑脂或肥皂水产生良好的

效果。对于比较粗糙的表面，建议采用稠液润滑脂或凡士林。	

有时候，在准备时可能还需要通过打磨使测试面平滑。如果无法打磨，应

考虑采用指数传感器（产品编号	325	40	170）。

为了进行线性扫描，应在测试面上画出测试网格。

振幅分析
振幅分析是上海同济大学开发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广泛用于混凝土结构比

较测试。为了记录振幅，必须在“设置”菜单中设置“振幅分析标记”。

设置后，振幅和传输时间记录在一起，作为测试结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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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段质量已知的混凝土进行基准测量。	

t
0
：	基准传输时间	

A
0
：	基准接收水平	

用后续的结构测量结果和这两个值进行比较，然后据此对混凝土质量进行

推测。	

一共确定了六种不同情况，用户可以据此对混凝土质量进行描述。

优质	-	高强度。

高细骨料含量。低粗骨料含量。

高粗骨料含量。低细骨料含量。

表面缺陷。耦合不良。

	
通过钢筋进行测量。

	
缺陷、蜂窝、空隙。

3.3.6	传感器选择指南

物理因素对传感器选择的影响
为应用选择适合的传感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骨料/颗粒大小和测试对象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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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大小影响
不均匀的混凝土（例如，骨料颗粒、空隙）会影响超声波脉冲的传播。它

们会导致信号分散。如果骨料尺寸大于等于超声波信号波长，则影响会很

大。可以选择脉冲频率显著减小这种影响，这样的话波长至少是骨料尺寸

的二倍。	

但是如果异物尺寸小于一半波长，就很难检测到。

对于岩石和陶瓷片、木材等其他细粒材料，粒度要小得多。对此类材料，

待测物体尺寸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木块材料利用	54kHz	的信号获得了最佳结果。

对于陶瓷材料，试样尺寸小，颗粒细，频率	 250kHz	 或	 500kHz	 更为适

用。

试样尺寸的影响

如果横向尺寸（与传播方向垂直）小于波长，就会显著降

低脉冲速度。	

信号频率越高，颗粒边缘的分辨率就越好，因此就更容易确定接收信号

的开始位置。但是信号更容易受到颗粒分散的影响。500kHz	 信号的波

长约为	 7mm（假设声波速度为	 3500	 m/s），这种信号会受到混凝土粗骨

料的严重分散，导致发射波长最多不过几厘米。24kHz	 信号的波长约为	

150	 mm，这种信号基本上不受颗粒分散的影响。最大传输距离可能达数

米。	

传感器波长
波长可能比较容易计算：

波长	=	超声波脉冲速度/频率

对于混凝土，超声波脉冲速度介于	3000	m/s（劣质）和	5000	m/s（优质）

之间。普通混凝土脉冲速度为	3700	m/s（纵波）和	2500	m/s（横波），	

目前采用二者平均值计算测试对象的波长、最大骨料尺寸和最小横向尺

寸。	

注意！对于岩石超声波测量，ASTM	 D2845	 建议至少选择		

5	 倍于波长的横向尺寸。此外还建议波长至少为平均粒度的

三倍。例如，NX	核心试样直径为	54.7	mm。这种尺寸的试样

建议采用	250kHz	或	500kHz	的传感器频率（这取决于待测石

块类型的脉冲速度）。最大粒度分别为	5	mm	或	2.3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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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波传感器	

测试对象限制 应用

波长 最大粒度 最小侧面尺寸

24	kHz

产品编号	325	40	026

154	mm ≈77	毫米 154mm 混凝土：	
非常粗的骨料，大型物体（尺寸达几米）

54	kHz

产品编号	325	40	131

68.5	mm ≈34	毫米 69	毫米 混凝土，木材，岩石

150	kHz

产品编号	325	40	141

24.7	mm ≈12	毫米 25	毫米 细粒材料，耐火砖岩石（NX	核心）

250	kHz

产品编号	325	40	177

14.8	mm ≈7	毫米 15	毫米 细粒材料，耐火砖岩石，小试样

500	kHz

产品编号	325	40	175

7.4	mm ≈3	毫米 7	毫米 细粒材料，耐火砖岩石，用于小试样，受传感器尺寸限制

指数传感器

54	kHz

产品编号	325	40	170

68.5	mm 	≈34	毫米 69	毫米 混凝土：粗糙表面，圆形。（无需耦合剂。）	
木材、岩石（文物现场）

信号强度不如标准传感器，因此建议采用这种具有高接收增益的传感器，

并利用波长显示检验触发点。

横波传感器

250	kHz

产品编号	325	40	049

≈5	毫米 大于测试对象的厚度。 用于测定弹性模量、混凝土、木材、岩石（仅小试样），需要专用横波耦
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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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undit	200	Pulse	Echo

已连接的传感器

如果脉冲回波传感器已连接，则将被自动识别。

测试传感器

可测试每个干耦合传感器的功能是否正常。

屏幕右侧的图形显示将要测试的传感器组（蓝色突出显示）。如图所示，

在每组传感器上按下脉冲回波接触测试板。

绿色突出显示的传感器组表明测试成

功。

要测试的下一组突出显示为蓝色。

继续测试所有传感器组。

如果一个触点对的测试失败，则在继续

之前可重新测试。

A-scan	分析

回波跟踪

需要快速读取水泥板厚度时，这特别有用。

对于包含内部缺陷、管道和钢筋的复杂物体，建议执行完整的	B-Scan。

启用门

门功能用于在	 A-scan	 的特定部分搜索正确的回波。它用于“距离”、	

“脉冲速度”和“面积扫描”测量模式。请参阅“3.4.2	测量模式”。

过滤器

过滤器用于过滤掉不需要的噪音，以便于识别正确的回波。	

•  关闭	–	未使用过滤器。原始信号已显示。

•  正常	–	对收到的信号应用中带过滤器。

收到的信号以后置过滤保存，因此，此后就无法更改过滤器。关闭过滤器

以允许查看原始数据。

时间增益补偿

当打开时，放大器信号进一步远离传感器。

面积扫描

光栅	X：设定	X	轴的网格间距。

光栅	Y：设定	Y	轴的网格间距。

测量计数	X：设置将要在	X	方向测量的次数。

测量计数	Y：设置将要在	Y	方向测量的次数。

颜色方案：选择颜色方案（以后可在资源管理器中调节）。

结果：选择想要显示的测量参数。

自动颜色范围：开或关。如果未选定，则用户可为颜色范围定义最小值和

最大值设置，以后可在资源管理器中调节这些设置。也可将最大值设置为

低于最小值，从而反转颜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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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an

测量间距

设置测量间距。为了使图像有良好的分辨率，建议的间距为	1	cm。使用

更粗的间距可加快初始扫描，例如，与脉冲回波传感器上的间距标记相对

应的	2.5	cm。当搜索分层等较大物体或厚度变化时，可使用更粗的网格

间距，例如	10	cm	及更大的间距。

2.5	cm

SAFT

激活后，原始数据应用合成孔径聚焦技术，以生成更清晰的图像。

SAFT	 使用路径长度和定位信息修正图像。最终图像的质量取决于测量间

距。	

Envelope（包络）

激活此设置时，它使用	A-Scan	包络层生成	B-Scan	图像。这也有助于生

成更清晰的	B-Scan	图像。

颜色范围和颜色方案

颜色范围可以是自动或手动。当设置为手动时，颜色增益图标	 9 	显示

在测量屏幕上。

可根据首选项选择四种不同颜色方案。

原始	–	用于生成	B-Scan	的原始信号。

包络–用于生成	B-Scan	的包络信号。

单位

选择公制或英制

3.4.1	测量屏幕

标准测量屏幕显示在page	24。可以直接从测量屏幕上进行所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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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

放大方法是在测量屏幕上，先将拇指和食指放在一起，然后使

其分开。测量时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进行缩放。

缩小方法是在测量屏幕上，先分开拇指和食指，然后使其靠拢

在一起。

平移

拖动图像从左移至右边。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1

1 2 3

4

56

78

910

2

测量屏幕控制

1 		文件名：输入文件名后按“返回”。保存的测量结果将存储在此文

件名下。如果多个测量结果存放在相同的文件名下，则在每个测量后面设

置递增的下标。

2 		测量模式：选择将要实施的测量类型（见“3.4.2	测量模式”）。

3 		显示屏右上方显示了当前所选的传感器、当前时间和电池状态。

4 		增益：调节接收器增益，从	1x	调高到最大	10000x。

5 		电压：调节发射器电压。为了获得最佳结果，最好从低发射器电压

和低增益设置开始。然后逐渐增大，直到达到稳定信号水平。应避免信号

切断。

6 		设置：进入设置菜单。

7 		停止/保存（传感器上的右按钮）：

停止当前测量。

保存当前测量。

保存当前序列，继续进行测量。

8 		开始/快照（传感器上的左按钮）：	

开始测量。

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当前测量结果，继续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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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

	
9 		光标选择

自动触发。

手动触发。左右拖动，手动设置光标位置。以后还可以

在任务管理器或	PL-Link	的保存波形上调节触发位置。

仅在传输时间模式中可用。允许对第二个回波设置标

记，并显示两个回波之间的差异。

手动调节色彩强度。

10 		脉冲速度的自动估算

此设置在“距离”和“B-Scan”模式下可用。对已知厚

度的物体执行控制测量后，可手动输入脉冲速度。或

者，也可直接在测试物体的表面上预估脉冲速度。轻触

此按钮，并在表面上按下传感器进行测量。可多次测量

并计算平均值轻触	 	即可应用脉冲速度设置。以后

可在资源管理器或	PL-Link	中的保存文件上调整脉冲

速度。

注意！混凝土的典型横波脉冲速度在	 2000	 -	 2500	 m/s	 范

围内

3.4.2	测量模式

传输时间

发射与接收之间测量的传输时间。

距离
输入正在测试的材料的脉冲速度，或按上章中所述执行“脉冲速度自动估
算”。

结果就是回波来源的水泥板厚度或到内部物体的距离（例如，空隙、分
层）。

脉冲速度

输入正在测试的物体的厚度。

结果是正在测试材料的传输时间和脉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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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扫描
利用面积扫描可根据脉冲速度、传输时间或距离测量实现元素的	2D	显像。

测量网格在‘设置’中定义。如果测量参数的预期变化未知，则选择‘自

动颜色范围’。以后可在资源管理器中调节此设置。

如果预期范围已知，则可通过设置最大值和最小值来定义颜色范围。

例如，用于隧道内壳厚度无损评估的德国指引	 RI-ZFP-TU	 将测量网格指

定为	80	cm。该测试的目的是确定隧道外壳厚度减小的区域，以及找到隧

道外壳和岩石表面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隙。	

将结果设定为距离让厚度减小区域更容易识别。

光标位置指示下一个测量的位

置。确保此位置与测试结构上

绘出的网格对齐。您可将光标

拖移到网格上您要开始测量的

位置。箭头指示进行测量的方

向。

可以将光标拖移到网格上的另

一个位置以避开障碍物等。也

可以将光标拖回之前的测量并

删除它或再次测量。在下面的

示例中，指示的是第	71	号测

量，可删除或重新测量它。如

果按快照按钮重新测量，则之

前的值会被覆盖。通过将光标

拖移到待测量的下一个位置即

可排除黑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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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an
提供与平面中扫描表面垂直的测试物体的剖视图像，通过该平面收集单次	

A-scan。

A-Scan	之间的间距在“设置”菜单中输入。

将传感器放在起始位置。

按下开始图标或传感器上的左按钮，即可开始。

记录第一个测量值。按下传感器上的左按钮，也可记录

测量值。

•   传感器上的	 LED	可看出测量已成功执行。同时，显示装置发出响声。

响声的音量可在系统设置中调整。

•  将传感器移至下一扫描点。执行第二次测量并继续。

•  当前	A-Scan	显示在屏幕的右侧。

•  B-Scan	的当前状态显示在屏幕的主要部分。

按下此图标或传感器上的右按钮，即可保存当前		

B-Scan。	

按下此图标或传感器上的右按钮，即可继续当前	

B-Scan。

用该图标删除最后一次测量。

按下保存当前序列，然后重置仪器测量新序列。

只需拖动就可将绿色光标（十字光标）移至	B-Scan	上的任一点。实际的

光标位置显示在轴上。A-Scan	随着光标位置而变化。图形顶部的	A-Scan	

编号以及测量屏幕右侧的	A-Scan	显示屏均会指示此情况。此功能在资源

管理器或	PL-Link	中保存的	B-Scan	上均可用。

门功能
门功能用于在	A-scan	的特定部分搜索正确的回波。它用于“距离”、	

“脉冲速度”和“面积扫描”测量模式。如果没有门功能，就可能导致回

波跟踪功能所检测到的回波不是从测试对象后壁接收到的回波。当门功能

启用时，“门”将在测量屏幕显示为一条绿色带，且回波跟踪功能将仅查

找正确回波所定义的区域。

扫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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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和“脉冲速度”模式中，它在测量屏幕的顶部。在“面积扫

描”模式中，它位于屏幕右侧的	A-scan	窗口中。

按住并拖动门的任一端以调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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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适合的范围，建议先执行自动脉冲速度估算，然后执行快速		

B-scan	以确定后壁的范围。	
在此示例中，后壁为	0.3m，传输时间为	255	μs。如果目标是查找厚度变

化，应将门设置在	200	μs	和	300	μs	之间。

在距离模式中，也可使用屏幕顶部的距离标尺作为辅助来设置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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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用	Pundit	PL-200PE	测量

注意！用脉冲回波技术进行测试需要对测试对象和应用特点

有深入了解。Proceq	 提供全面的超声波培训研讨会，传授这

方面的知识以及	Pundit	仪器的所有功能和特征。Proceq	建

议	 Pundit	 PL-200PE	 用户参加超声波成像应用程序高级培

训。详情可在	Proceq	网站上找到。	

准备
•  使用脉冲回波传感器进行测量，几乎不需要什么准备。

•  耦合传感器在不使用任何耦合剂的情况下就可确保获取叫良好信号。

•   触点有弹性，允许表面变形达	 7mm	 深，因此，也不十分要求表面光
滑。

•   为了进行面积扫描和	 B-Scan，应在测试面上画出测试网格。或者，可
将	Proceq	提供的校准卷尺（产品编码为	327	010	71）卡在表面上进
行测试，测试完毕再取下。

•   为了让距离、脉冲速度和面积扫描测量获得最佳效果，请确保在“设
置”中激活“回波跟踪”和“启用门”。

校准

根据测试材料校准仪器后，就可获取最准确的结果。

•  对已知厚度的结构执行脉冲测量，即可实现此目的。

•  或者，按第	3.4.1	节中所述执行脉冲速度自动估算。

测量的物理影响
不均匀的混凝土（例如，骨料颗粒、空隙）会影响超声波脉冲的传播。它

们会导致信号分散。如果骨料尺寸大于等于超声波信号波长，则影响会很

大。当波长至少为骨料的两倍时，可大大降低此影响。但是如果异物尺寸

小于一半波长，就很难检测到。

脉冲回波传感器是横波传感器，频率为	50	kHz。

假定典型脉冲速度为	2500	m/s，波长为	50	mm。这意味着，小于	25	mm	

的异物将不可见。

试样尺寸的影响

物体的几何形状对获取良好的结果非常重要。

•   最大穿透深度取决于混凝土的质量以及钢筋的数量。最大发射深度通

常在	50	cm	(19.7”)	至	1m	(39.4”)	之间。

•   一般而言，最小侧向尺寸应为物体厚度或您在尝试检测的异物的深度

的两倍。原因在于，如果物体太窄，侧壁的的反光将干扰后壁的回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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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B-Scan	分析
请参阅单独手册中的	

Pundit	PL-200PE		

B-scan	测量示例。

资源管理器提供的多种工具可协助	B-Scan	分析。

•  将十字光标拖至目标点。（例如，此处所示为样品的后壁）

•  物体厚度（例如	0.3m）显示在	Y	轴上。

•  物体离扫描起点的位置显示在	X	轴上。

•  当前	A-Scan（例如	#22）显示在	B-Scan	上方以及	A-Scan	窗口中。

•  当前传输时间显示在屏幕的右侧。

•  拖动位置显示框，也可调整光标位置。

•  可在设置中打开/关闭	SAFT	和包络。

•  脉冲速度可更改。

•  测量间距可更改。

•  颜色方案可调节。

•  对扫描做出的任何修改均可保存。

•  将文件下载至	PC	后均可在	PL-Link	中更改。

3.5	 Pundit	250	Array
按下电源按钮大约	1	秒开启传感器。启动需要大约	20-25	秒。

当准备就绪时，将显示启动屏幕，该屏幕还会显示有关

传感器序列号以及硬件和固件版本的信息。

进入“设置”菜单后，会出现一个显示各种设置/操作的屏幕：

连接传感器

使用随附的电缆将	Pundit	Array	传感器连接到	Pundit	触摸屏装置的	

12	针连接器。触摸屏会自动识别	Pundit	Array	传感器。

注意！如果您购买了部件号为	327	30	130	的升级套件，则需

要输入随附的激活密钥，然后	Pundit	触摸屏才可识别	Array	

传感器。为此，请进入“系统/功能/输入激活密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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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传感器

可测试每个干耦合传感器的功能是否正常。在开始测试程序之后，Pundit	

触摸屏装置上的图形指示待测试哪个传感器行（以蓝色突出显示）。	

如图所示，将	Pundit	Array	接触测试板按在传感器行上。以绿色突出显

示的传感器行表明测试成功。要测试的下一行突出显示为蓝色。继续测试

所有传感器行。

如果一行测试失败，则在继续之前可重新测试。如果测试继续失败，请联

系	Proceq	服务中心。

A-scan	分析

A-scan	演示	

确定	A-scan	如何显示。在以下项中选择：信号、包络或信号和包络。	

A-Scan	显示在测量屏幕的右侧，如下所示。信号以黄色显示，包络	

（如已选择）以红色显示。

B-scan

所有这些设置都可从已保存的扫描中应用或删除。	

表面波删除	

从显示的	B-scan	中删除表面波分量。	

B-scan	稳定器	

使信号强度标准化以补偿应用到个别传感器元素的压力变化。这样无需用

力按压在测试对象上即可获取	B-scan	图像。

颜色方案	

提供四种不同的颜色方案。

全景	B-Scan

使用两种设置来创建图像以及使之与待测结构元素匹配。

B-Scan	叠层	

设置在创建全景	B-scan	时各个扫描所重叠的数量。叠层范围为从	

0.21m（相当于一个完整传感器叠层，仅适用于	16	通道配置）到	-5m	的

负叠层。叠层会在“测量模式”章节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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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全景偏移

此设置让用户能够使全景	B-Scan	与结构图纸匹配。

在此示例中，扫描可对齐到：

•  A	点，在这种情况下水平全景偏移将设置为	1.5	m

•  B	点，在这种情况下水平全景偏移将设置为	-8.5	m

修正

信号归零偏移

此功能让用户能够处理深度测量的包络峰值。这样比尝试找到脉冲的开始

处容易得多。默认值为零。为了使用此功能，请输入在使用回波估算脉冲

速度时确定的偏移（以微秒为单位）。（参见“3.5.2	测量模式”，按回

波估算）。

时间增益补偿

此功能可放大进一步远离传感器的回波，以便提供更平衡的	B-scan。	

在执行	B-scan	时，用户可在设置中或直接在传感器上调节放大量。	

（参见“传感器控制”。）

数据采集

脉冲延迟

默认值为	8ms。在执行实时	B-scan	时，这样的设置可实现最快的屏幕刷

新率。

对于窄对象和几乎没有衰减的对象，可增大脉冲周期之间的延迟。这样可

降低来自侧壁等处的反射的噪声效应。

单位

选择公制或英制。

传感器能量设置

传感器背光

打开和关闭辅助显示屏的背光。

3.5.1	测量屏幕

1 2 3

4

5

678

9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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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屏幕控制

1 		文件名：输入文件名后按“返回”。保存的测量结果将存储在此文

件名下。如果多个测量结果存放在相同的文件名下，则在每个测量后面设

置递增的下标。

2 		测量模式：选择将要实施的测量类型（见“3.5.2	测量模式”）。

3 		显示屏右上方显示了当前所选的传感器、当前时间和电池状态。

4 		增益：在	0	–	62	dB	范围内调节接收器增益

5 		设置：进入设置菜单。

6 		删除最后一个测量值

7 		停止/保存（传感器上的右按钮）：

停止当前测量。

保存当前测量。

保存当前序列，继续进行测量。

8 		启动/快照：	

开始测量。

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当前测量结果，继续进行测量。

9 		光标选择

手动调节色彩强度。

10 		脉冲速度的自动估算

参见章节“3.5.2	测量模式”

11 		B-scan（实时）光标显示深度和水平位置

12 		A-scan（带包络）

小键盘控制

增益可直接在传感器上调节。准直激光也可随时打开和关闭。

手柄控制

手柄上有三个按钮。中央按钮相当于	Pundit	触摸屏上的按钮	7	和	8。

外部按钮用于调节增益。功能汇总在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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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小键盘 单手柄 双手柄左 双手柄右

8

启动/快照
按一次 按一次

7

停止/保存
按住 按一次

调节增益

调节端部增

益	(TGC)

切换准直

激光

注意！一旦全景	B-scan	已启动，则增益调节会锁定。

3.5.2	测量模式

脉冲速度估算

Pundit	250	Array	提供了两种不同方法来估算脉冲速度。	

按	 	键可显示脉冲速度估算屏幕。

按表面波估算

当测试对象的厚度未知时，应使用此选项。信号行进至靠近混凝土表面时

的脉冲速度得以确定。在表面上按下传感器进行测量。在不同位置使用快

照键可多次测量并计算平均值。	

轻触	 	即可应用脉冲速度设置。



© 2017 Proceq SA  36

按回波估算	

如果测试对象的厚度已知，应使用第二个和更准确的选项。

必须手动输入物体的厚度。

然后在表面上按下传感器以开始测量。理想状况是有多个后壁回波可见。

使用光标来标记第一个和第二个后壁回波的位置，使用	A-scan	包络来识

别峰值。	

传输时间从峰值间计算，如下面的屏幕截图所示。偏移显示在测量屏幕

的右上角（在此示例中为	 23us）。此值可在“信号归零偏移”设置中输

入，让用户能够处理深度测量的包络峰值。

对于较厚的物体，并不一定能始终看到第二个后壁回波。在此情况下，仍

可按回波估算脉冲速度，但估算程序稍有不同。

第一个光标仍在‘0’位置，第二个光标移动至后壁回波的位置。但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使用	A-scan	而不是根据峰值确定脉冲的开始。下图显示

了传输脉冲的形式，即方波。接收的格式显示在左侧。了解何时尝试查找

扫描中的物体的深度，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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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扫描显示了如何使用脉冲的开始来正确识别后壁回波。如果“信号

归零偏移”已正确确定，则可使用包络的峰值作为替代。

在执行脉冲速度估算程序“按表面波估算”时，传感器上的辅助显示屏显

示进行的测量数、最后三次测量以及平均脉冲速度。

当使用程序“按回波估算”时，它仅显示根据回波计算的脉冲速度和用户

输入的物体厚度。

发射脉冲

脉冲开始 脉冲开始 通过混凝土/空
气分界处的反射
实现脉冲反向

接收波形	
(A-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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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面波估算 按回波估算

B-scan

提供与平面中扫描表面垂直的测试物体的剖视图像，通过该平面收集单次	

A-scan。B-scan	的宽度与孔径的宽度相对应，即，宽度	=	(通道数-1)	x	

3	cm。

Pundit	Array	传感器为	8	通道传感器。一个通道发送，其他七个通道接

收回波。每个通道轮流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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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周期包含	28	个	A-scan。这些	A-scan	用于创建	B-scan，实时

显示在测量屏幕上。如需在结构的任意点执行快速抽检而无需保存任何数

据，则此功能非常有用。定位到感兴趣的区域之后，即可按照下一章节所

述进行更广泛的扫描。

光标可拖移到	B-scan	上的任意点，且对应的	A-scan	将显示在右侧窗口

中。

随着光标绕着	B-scan	移动，左侧标尺显示光标的定位深度。底部标尺显

示光标相对于传感器的左侧所处的位置，右侧标尺显示传输时间。	

正确的深度指示取决于脉冲速度设置的精度。如果脉冲速度已知（例如，

在本例中为	 2357	 m/s），可手动输入，也可以按照前面章节中所述自动

估算。

如前所述，通过	A-scan	分析帮助正确识别后壁回波。

也可通过使用传感器上的控件调节增益和端部增益（用于时间增益补偿），

以便实时优化	B-scan，如“设置”部分所述。

B-scan	辅助显示屏	

在执行	B-scan	时，辅助显示屏提供有关当前设置的有用信息。

全景	B-Scan

通过一起切换各个	 B-scan	 来制作全景	 B-scan，从而生成更大的图像。	

扫描始终从左至右执行。

“归零叠层”表示传感器移动一段完整的传感器长度，从而生成下一个	

B-scan。在执行全景	B-scan	时，辅助显示屏显示叠层、进行的扫描数以

及与原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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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AFT	算法会产生边缘效应，使用“归零叠层”创建的图像会在边缘

处分离。为此，最好使用叠层。为获得最佳效果和易于对准，在执行扫描

时，最好将叠层设定为通道的总数。	

在本示例中，叠层设定为	3	cm，对应于单个通道叠层。

在执行典型应用（例如，尝试确定大型结构上的分层程度）时，最好在	

B-scan	 之间留出间隙，以便减少工作量。可通过设置负叠层来实现，如

下图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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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叠层设定为	-10	cm，因此当执行扫描时，在一个	B-scan	的结尾至

下一个	B-scan	的开始处留出	10	cm	的间隙。

在保存扫描时，图像在测量屏幕上循序生成。

此图像是根据	8	个单独	B-scan	而生成，带有	6	cm	叠层（对应于两个

通道）。

A-scan	从屏幕上消失，以便为图像提供更多空间。如需看到	A-scan，请

轻触屏幕右上角的双箭头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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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Pundit	250	Array	模块化
单手柄	Pundit	250	Array	传感器。标配（部件

号	327	30	110）。

双手柄	Pundit	250	Array	传感器。

需要双手柄套件配件（部件号327	30	

370）。

Pundit	250	Array	传感器–16	通道。需要以下配件：

•  Pundit	Array	传感器（部件号	327	30	100）

•  Pundit	Array	传感器延长套件（部件号	376	30	377）

•  双手柄套件（部件号	327	30	370）

从一种型号更改为另一种型号可在现场执行，非常简单。有关如何更改的

说明随延长套件提供。	

4.	 资源管理器文档处理
从主菜单中选择资源管理器，查看保存的文件。

如果已创建文件夹，则文件夹显示在从顶部开始的第一条线中（参见下

图）。

•  点击已保存文件将其打开。

•   按下“返回”按钮，返回资

源管理器列表。

•   若要删除文件，请在文件左

侧的复选框中点击，将其删

除。

•  轻触	 	以访问存储在其中的文件。

•  要创建新文件夹，轻触	 ，写下名称并轻触	 	

•   要剪切/复制文件，请轻触文件左边的	 ，使之变成	 ，然后轻

触	 / 	

•  要插入/复制文件，请轻触	 	以打开文件夹，然后轻触	 	

如果文件存储在错误文件夹中或特定文件夹仅在文件已存储在主层次之后

才会创建时，剪切和插入功能很有用。

下面的子文件夹“Inclined	Rebar”打开

文件夹名称（在主层次中，仅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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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触名称为“..”的第一个	 ，返回上层文件夹

将测量文件下载到	U	盘：

•  将	USB	盘连接到	Pundit	触摸屏左侧的	USB	设备插口

•  单击待下载的每个文件的复选框，然后单击	

•  已下载文件的名称为“PM-产品版本_年_月_日_时间”

从	U	盘上传	PDF	文件：

•   在	U	盘的根目录（不是另一个文件夹中的子文件夹）创建“PQ-

Import”文件夹，并将待上传到	Pundit	触摸屏的所有	PDF	文件放入

其中

•  转到	Information/Documents

•  将	USB	盘连接到	Pundit	触摸屏左侧的	USB	设备插口

•  单击	 ，然后通过单击	 	来确认	

已上传的	PDF	文件显示在文档列表的底部。

5.	 订购信息

5.1	 单位

产品编码	 产品描述

327	10	002 不带传感器的	Pundit	触摸屏包括	Pundit	触摸屏主
机、BNC	适配器线、电源、USB	线、带软件的	DVD、	
文档、背带和手提箱

327	10	001 Pundit	PL-200	包括	Pundit	触摸屏主机、2	个		
54	kHz	的传感器、2	根	1.5	m	的	BNC	电缆、	
耦合剂、校准棒、BNC	适配器电缆、电源、USB	线、	
带软件的	DVD、文档、背带和手提箱

327	20	001 Pundit	PL-200PE	包括	Pundit	触摸屏主机、	
Pundit	脉冲回波传感器包括电缆、接触测试板、	
电源、USB	线、校准卷尺、带软件的	DVD、文档、	
背带和手提箱

327	30	110 Pundit	250	Array	包括	Pundit	触摸屏主机、	
Pundit	Array	传感器、Pundit	250	Array	软
件、Pundit	Array	12	针	1.5	米电缆、Pundit	Array	
接触测试板、6x	可充电	AA	NiMH	电池、电池充电
器、USB	线、校准卷尺、带软件的	DVD、文档、	
背带和	Pundit	Array	手提箱

327	30	130 Pundit	250	Array	升级套件包括	Pundit	Array	传感
器、Pundit	250	Array	软件、Pundit	Array	12	针	
1.5	米电缆、Pundit	Array	接触测试板、6x	可充电	
AA	NiMH	电池、带软件的	DVD、文档和	Pundit	Array	
手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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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传感器

产品编码	 产品描述

325	40	026S 2	个传感器	24	kHz

325	40	131S 2	个传感器	54	kHz

325	40	141S 2	个传感器	150	kHz

325	40	177S 2	个传感器	250	kHz

325	40	175S 2	个传感器	500	kHz

325	40	176 2	只指数传感器	54	kHz，含校准棒

325	40	049 2	个横波传感器	250	kHz，含耦合剂

327	40	130 脉冲回波传感器，包括电缆、接触测试板和文档

5.3	 Pundit	Array	传感器零件和配件

产品编码	 产品描述

327	30	370 双手柄套件

327	30	100 Pundit	Array	传感器

376	30	377 Pundit	Array	传感器延长套件

327	30	337 Pundit	Array	传感器全套电池组

327	01	085 1.5	米	Pundit	Array	12	针电缆

327	30	381 Pundit	Array	接触测试板

5.4	 配件

产品编码	 产品描述

327	01	043 背带

325	40	150 传感器固定器套件

327	01	049 适用于	Pundit	PL-200	的	BNC	适配器电缆

325	40	021 带	BNC	插头的电缆，1.5	米（5	英尺）

325	40	022 带	BNC	插头的电缆，10	米（33	英尺）

710	10	031 超声耦合剂	250	ml

325	40	048 横波耦合剂	100	g

327	01	033 电池组

327	01	053 快速充电器

710	10	028 Pundit	PL-200	适用的校准棒	25	μs

710	10	029 Pundit	PL-200	适用的校准棒	100	μs

327	01	070 BNC	适配器电缆适用铁芯*

327	01	051 Pundit	脉冲回波电缆

327	00	027 Pundit	脉冲回波接触测试板（完整）

327	20	002 Pundit	PL-200PE	UPV	套件包括	BNC	适配器电缆、2	条

长度为	1.5m	(5ft)	且带	BNC	插头的电缆、超声耦合剂

（一瓶	250ml）、2	个	54	kHz	传感器和校准棒

327	01	071S 校准卷尺（5	件套）

*	如果半径	10	米内的接收设备受到干扰，可以订购铁氧体材料以安装到	BNC	适配
器电缆。这可以进一步减少该仪器产生的电磁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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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养和支持

6.1	 保养

为了保证一致、可靠和准确的测量结果，每年应对仪器进行校准。然而，

客户可根据其自己的经验和使用情况确定保养间隔时间。

不要将仪器浸入水或其他液体中。始终保持外壳清洁。使用一块软湿布擦

拭污染物。不要使用任何清洁剂或溶剂。不要擅自打开仪器的外壳。

6.2	 支持理念

Proceq	承诺通过其全球服务和支持机构为该仪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

务。我们建议用户在	www.proceq.com	上登记产品信息，以便获得最新的

可用更新。

6.3	 保修信息

所有仪器都可享受标准	Proceq	保修或可选择延长保修期。

•  仪器电子部分：24	个月

•  仪器机械部分：6	个月

6.4	 废物处置

不得将电器与家庭废物一起处置。为了遵守有关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

以及根据国家法律对其实施处置的欧洲指令	2002/96/EC、2006/66/EC	

和	 2012/19/EC，到达其使用寿命后的电动工具和电池，必须单独收

集，并交给环保回收机构。

7.	 PL-Link	软件

7.1	 启动	PL-Link
在您的电脑或	CD	上找到文件“PL-Link	Setup.exe”并单击

它。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确保选中“启动	USB	驱动器程序安装”。

USB	驱动程序将安装一个与	Pundit	触摸屏装置通

信的虚拟	COM	端口。

双击桌面上的	PL-Link	图标，或通过“开始”菜单启动	PL-Link	。

PL-Link	启动后出现一个空白列表。	

应用程序设置
用户可以使用菜单项“文件	 -	 应用程序设置”选择所使用的语言和日期

时间格式。

连接至	Pundit	触摸屏装置
连接	Pundit	触摸屏装置和	USB	端口，然后选择以下图标从	Pundit	触

摸屏装置中下载数据。	

系统弹出以下窗口：选择“USB”作为连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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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	>”。找到	Pundit	触摸屏

装置后，其详细信息将显示在屏幕上。

单击“完成”按钮以建立连接。

选择一个或多个测量，然后单击“下载”。

7.2	 查看数据	

设备存储的测量文件将显示在以下窗口：

选择一个或多个测量，然后单击“下载”。

Pundit	触摸屏装置的所选测量结果将显示在屏幕上：

单击第一列中的双箭头图标查看更多详情：

注意！单击“添加”为对象附加注释。

可在左侧看到文件夹结构。点击文件夹以查看其中存储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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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右键单击文件夹部分以创建新文

件夹。

可使用剪切和粘贴功能在文件夹之间

移动测量值。

使用右键单击测量值或文件夹以查看

可用选项。

7.2.1	数据记录

将指针移至特定测量值上以查看波形。使用滚动条或鼠标滚轮在表格中滚

动。点击测量值以选定它并在测量图中突出显示。

7.2.2	面积扫描

当选中	1:1	复选框时，可以使用鼠标滚轮缩放扫描。

使用鼠标右键点击以将光标移动至新位置。

按住鼠标左键拖

动可在缩放图形

内移动。

点击	 	符号在单独窗口中显示更大的扫描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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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调整设置

测量序列时	Pundit	触摸屏装置中的每一次设置可以随后在	PL-Link	中

调整。可直接右键单击相应列中的数据，或者单击测量对象详细列表中的

蓝色设置项来完成此操作。	

在每种情况下，将出现一个具有设置选项的下拉选择框。	

手动触发

A-scan	 的触发点可手动调节，只需拖移光标即可。如果触发点已经调

节，则它将用星号来指示。

可通过点击	[Reset	Time1]	来重置原始传输时间

7.4	 B-Scan	分析

PL-Link	提供的多种工具可协助	B-scan	分析。

•  使用缩放框放大	B-scan。另一个缩放框可用于当前选定的	A-scan

•  按住鼠标左键，沿着	X	和	Y	方向拖	B-scan。

•  按住鼠标左键，沿着	Y	方向拖	A-Scan。

•  使用鼠标右键将十字光标拖至目标点。位置详情显示在右侧。

•  当前	A-scan（例如	#22）显示在表格中。

•  所有蓝色文本设置均可根据需要调节

•  所有复选框设置均可根据需要激活或停用以获得最佳图像。

调整日期和时间	
在“日期和时间”列中单击右键。

仅为所选序列调整时间。

在“数据记录”模式下为测量时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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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导出数据

通过	 PL-Link	 可导出所选对象或整个项目，以便在第三方程序中使用。

单击您希望导出的测量对象。它将突出显示，如下所示。

单击“导出为	 CSV	文件”图标。将此测量对象的数据导出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逗号分隔文件。可在下面的窗口中

选择导出选项：

选择“导出波形数据（如果可用）”选项以导出所有保存的波形数据，以

供在第三方软件中进行分析。

单击“导出为图片”图标以打开以下窗口，通过它可选择各种

导出选项。	

在两种情况下，预览窗口都会显示当前输出选择的效果。	

单击“导出”完成该操作，并选择文件位置、命名文件，如果为图片输

出，还需要设置输出图片的格式：.png、.bmp	或	.jpg。

7.6	 更多功能

通过屏幕顶部的图标提供以下菜单项：

“PQUpgrade”图标	 -	可通过	 Internet	或从本地文件升级

您的固件。

“打开项目”图标	–	可打开以前保存的	.pql	项目。	

“保存项目”图标	-	可用于保存当前项目。	

“打印”图标	-	可用于打印项目。如果您想要打印全部数据

或只打印所选数据，可以在打印机对话框中进行选择。

单击“自动比例”将波形显示的缩放参数调整为最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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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转换曲线

Pundit	触摸屏装置允许使用脉冲速度测量值或脉冲速度结合回弹值进行

抗压强度估计。

为此，必须创建转换曲线并将此曲线上传到仪器中。

转换曲线更针对于待测混凝土，在文献中有许多示例。

Pundit	 触摸屏装置允许对多项式曲线或指数曲线编程，在组合超声波/回

弹值测量的情况下，可以输入基于	 SONREB	 (SONic	 REBound)	 方法的曲

线。	

选择菜单项“转换曲线”

在这里，您可以查看计算机上存储的

现有曲线，复制现有曲线进行修改，

或者：

创建新曲线。

输入曲线参数，然后单击“创建”。

新曲线现在将出现在下拉列表中，并

可以加载到	Pundit	触摸屏装置上。

7.8	 弹性模量计算器

输入纵波和横波脉冲速度以计算泊松比。此外，输入材料的密度以计算弹

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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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A Morningstar Centre
Singapore 536202
电话	+65-6382-3966
传真	+65-6382-3307
info-asia@proceq.com

Proceq Rus LLC
Ul. Optikov 4
korp. 2, lit. A, Office 410
197374 St. Petersburg
Russia
电话/传真	+ 7 812 448 35 00 
info-russia@proceq.com

Proceq Middle East
P. O. Box 8365, SAIF Zone,
Sharjah, United Arab Emirates
电话	+971-6-557-8505
传真	+971-6-557-8606
info-middleeast@proceq.com

Proceq SAO Ltd.
Rua Paes Leme, 136, cj 610
Pinheiros, São Paulo 
Brasil Cep. 05424-010 
电话	+55 11 3083 38 89
info-southamerica@proceq.com

Proceq China
Unit B, 19th Floor
Five Continent International Mansion, No. 807
Zhao Jia Bang Road
Shanghai 200032
电话	+86 21-63177479
传真	+86 21 63175015
info-china@proc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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