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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第一章.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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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简介

1.2 性能特点

 HC-CK103 裂缝测宽仪可用于桥梁、隧道、建筑物、混凝土路面、金

属表面等裂缝宽度的定量检测。

HC-CK103 裂缝测宽仪采用彩色液晶屏、触摸屏、高清摄像显微探头，

测量时程序自动扫描捕获裂缝并在显示屏上实时显示裂缝的宽度数值，

并可以对需要的裂缝进行拍照。裂缝照片导出格式为海创分析软件专用

格式或标准的 PNG 格式，方便用户进一步地分析图像或打印存档。

汉字化：全汉字显示，在不同的界面下有相应的中文提示。

数字化：可将图像保存为通用格式的图片，无需安装任何软件便可浏览。

自动化：自动扫描裂缝并显示实际宽度。

准确度：自动判读精确到 0.01mm。

容量大：无需扩展可保存 1 万张裂缝图片，并可随时转存到 U 盘。

可触摸：通过触摸屏可对仪器进行操作，按键可进行部分的辅助操作。

测量精度：0.01mm
量程：0mm-10mm
工作温度：-10℃ ~55℃
电池：7.4V 25.2Wh 锂电池，可连续工作 8 小时

图片格式：PNG、HC 专用格式

图片大小：1280*720
图片存储数量：10000 张

LCD 显示屏：5 寸 (1280x720)

1.3 技术指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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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操作说明

2.1 系统构成及面板说明

整套仪器由以下部分构成：

1、主机

2、摄像显微探头

3、充电器，数据传输线

2.1.1 仪器构成

2.1.2 按键说明2 键  名 功能说明 

电源

存储

拍照、确定

返回

左右测量线切换

上

右

下

左

第二章.仪器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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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片界面中点击【重拍】按钮可重新拍照；点击【重命名】可对工程、

构件名称进行修改；点击【自动计算】将光标恢复到中间水平位置，且

重新计算裂缝宽度值；点击【存储】保存当前构件；点击【黑白图】切

换原始图和黑白图；点击【返回】按钮或按               按键，不保存当前

构件并返回首页；按              按键切换光标，也可通过触摸屏切换光标；

长按、短按                    按键可调整光标位置，也可通过触摸屏直接进

行调整。

第二章.仪器操作说明

图 2-3 

图 2-4 

长按     ，可启动或关闭仪器。（开机状

态下按     ，仪器处于休眠模式。）仪器

启动时，显示开机动画，几秒后跳转到

主界面，主界面如图 2-1 所示。

2.2 软件介绍及功能描述

电池供电状态：
未使用按键、未充电状态下指示灯不亮。

充电状态：
仪器红色灯常亮，充电完毕后仪器上红色指示灯关闭。

休眠模式 ( 背光关闭 )：
蓝色灯常亮。

2.1.3 指示灯状态

2.2.1 开机及功能界面

图 2-1

图 2-2

界面的上方是标题栏，显示日期与时间，

以及电池的电量；中间显示仪器的型号和

名称；下方为功能入口。可通过触摸屏

直接进入功能界面；也可通过按         按
键进行切换后，按              按键进入对

应功能页面。

点击首页“测量缝宽”图标进入测量缝

宽的功能界面，如图 2-2 所示。

点击首页“数据管理”图标进入数据管

理的功能界面，如图 2-4 所示。

上方为标题栏，显示功能名称、电量；

左侧为工程列表；右侧为构件列表。可

通过触摸屏切换工程，也可对工程、构

件进行删除或转 U 盘操作；单击右侧任

意照片，可将照片扩展为全屏展示，如

图 2-5 所示。

2.2.2 测量缝宽

2.2.3 数据管理

界面左上方显示测量时间、工程名称、

构件名称、该工程下已保存的构件数量、

当前裂缝宽度值；界面下方为刻度尺、

界面右侧为按钮区。

点击【返回】按钮或按              按键返

回到首页。点击【拍照】按钮进行拍照，

也可按              键或摄像头上的按钮进

行拍照，拍照后的界面如图 2-3 所示；

第二章.仪器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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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也可通过触摸屏直接进行调整；点击【上一张】、【下一张】
按钮可切换照片；点击【自动计算】将光标恢复到中间水平位置，且

重新计算裂缝宽度值；点击【存储】保存当前构件；点击【黑白图】
切换原始图和黑白图；点击【返回】按钮或按  按键，不保存

当前构件并返回数据管理界面。

第二章.仪器操作说明 第二章.仪器操作说明

点击首页“仪器标定”图标进入仪器标

定的功能界面，如图 2-6 所示。

上方为标题栏，显示功能名称、电量；

中间显示标定的结果。可直接在文本框

中输入测量值，也可点击【标定】按钮

进入标定界面，如图 2-7 所示；按【恢
复默认】按钮将测量值恢复为默认。

点击首页“系统设置”图标进入系统设

置的功能界面，如图 2-9 所示。

在“参数设置”界面可对按键声音、背

光亮度进行设置。通过按                    
按键可切换菜单，也可直接通过触摸屏

进行切换，切换到“时间设置”后，如

图 2-10 所示。

2.2.4 仪器标定

在上图中，左侧显示标准值、测量值，

右侧为按钮区域，点击【返回】按钮

或按             按键返回到仪器标定界

面。点击【拍照】按钮进行拍照，也

可按            按键或摄像头上的按钮进

行拍照，拍照后的界面如图 2-8 所示。

在上图中，可调整裂缝宽度；点击【返
回】按钮或按             按键返回到仪器

标定界面；点击【标定】按钮保存当

前的测量值并返回到仪器标定界面。

2.2.5 系统设置

在此界面中左上方显示 测量日期、工程

名称、构件名称、当前工程下已保存的

构件数量、裂缝宽度；下方为刻度尺；

右侧为按钮区域。查看照片时可对裂缝

宽度进行调整，按   按键切换

光标，也可通过触摸屏切换光标；长

按、短按   按键可调整光标

图 2-5

图 2-6

图 2-8

图 2-9

图 2-10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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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概述3 
在“检定设置”界面可对检定时间、检

定周期、检定提醒进行设置，当检定提

醒为开时，到检定日期时，每次开机提

示。切换到“系统升级”后，如图 2-12
所示。

在“系统升级”界面，需先插入 U 盘，

当系统识别出 U 盘后，界面会提示“U
盘已插入”，然后再点击“U 盘升级”，

界面弹出安装包列表，如图 2-13所示。

选择需要安装的安装包，点击【安装】
按钮或按  按键进行安装；点击

【返回】按钮或按  按键关闭弹

框。“关于仪器”界面如图 2-14 所示。

在“关于仪器”界面显示公司名称、网

址、电话、仪器编号、硬件版本、系统

版本、剩余空间。

图 2-12

图 2-13

图 2-14

第二章.仪器操作说明

在“时间设置”界面可对日期、时间、

背光时间进行设置，当勾选图像上显示

日期及时间，在测量图片上会显示测量

时的日期和时间，否则，不会显示。设

置完成后首页的时间会自动更新以及按

照设定的背光时间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切换到“检定设置”后，如图 2-11所示。
图 2-11



11 12

3.4 软件界面介绍

裂缝测宽处理软件是由北京海创高科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 Windows 应

用软件，主要用于对桥梁、隧道、墙体、混凝土路面、金属表面等裂缝

宽度进行检测数据的处理。

本处理系统操作界面简单方便，能够读取裂缝测宽仪采集的数据，具有

数据显示、分析计算、打印数据、生成报告等功能。

本处理系统涉及不同类型的文件，如表 1 所示：

安装本处理系统所需文件在随仪器附带的 U 盘中，也可访问我公司官

网（http://www.bjhcgk.com），在“相关下载”下载安装包。

双击海创高科数据处理系统 .exe 文件运行安装程序，出现如图 3-1 所

示程序安装界面，按照界面中的操作步骤提示，完成程序安装。

裂缝宽度数据处理分析软件的操作方法及界面形式完全符合 Windows
风格，已经熟悉 Windows 操作的用户会很容易掌握本软件的使用方法。

第三章.分析软件概述 第三章.分析软件概述

图 3-2

3.1 简介

3.2 文件类型

3.3 程序的安装与运行

安装完成后，在桌面或者菜单中点击

快捷方式海创高科数据处理系统，即

可使程序运行

图 3-1

1) 标题栏中从左到右显示软件图标、软件名称、以及三个标准 Window 
应用程序按钮。这三个标准 Windows 应用程序按钮的功能分别是最小

化、最大化、关闭程序。

标题栏

菜单栏

工程信息

构件
列表区

图片
操作区

构件
信息区

工具栏

类型 扩展名 说明

图片文件 BPM、PNG、JPG 裂缝图片文件

Word 文档 doc 裂缝图片图文混排报表

Excel 文件 xls 裂缝宽度信息和裂缝深度
信息列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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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报表
将当前数据或所选数据生成 Word 或 Excel 文件保存到本地。

6. 退出
关闭当前数据文件并退出程序

图 3-3

3.5 菜单命令

1. 导入工程
打开裂缝测宽检测时生成的工程文件。打开工程后，在图 3-2 所示的窗

口中的各区域都会显示相应的数据或信息。

3.5.1 文件菜单

2. 导入文件
打开裂缝测宽生成的数据文件（扩展名为 .CK）。打开文件后，在图 3- 
2 所示的窗口中的各区域都会显示相应的数据或信息。

3. 保存文件
将分析处理结果保存到当前数据文件。

4. 打印图片
设置需要打印图片的内容，如图 3-3
所示，设置包括常规内容、打印内容、

页眉页脚。

打印预览：根据打印设置的内容，将

打印的真实效果显示在屏幕中。

直接打印：需对打印内容和打印机进

行设置，完成设置即可打印输出。

2) 菜单栏由 4 个下拉菜单项：文件、查看、判读、关于组成，以及图片，

如图 3-2 所示。单击每个菜单项都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各对应一组功

能。这 4 个菜单项的子菜单项涉及了本软件的所有功能。

3) 工具栏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如图 3-2 所示，每个按钮可以实现常用

功能，菜单命令中已经包含了这些命令，通过工具栏按钮来实现较方便。

4) 工程信息区：不可编辑状态，用于显示当前打开的工程中的工程名称、

构件总数、最大缝宽和最小缝宽，如图 3-2 所示。

5) 构件列表区：用于展示工程的所有构件名称及裂缝宽度，可对构件

进行右键操作，包括全选或删除动作；用鼠标左键单击裂缝图片文件，

将打开该文件并在图片显示区显示。

6) 图片操作区：用于显示当前打开的图片并对裂缝宽度进行手动或自

动判读，可对图片进行放大或者缩小，一键黑白图，切换构件图片等操

作。

7) 构件信息区：用于展示构件信息的详情数据，可查看构件名称，裂

缝宽度；可对浇筑日期，检测日期进行修改；可在备注栏添加对构件的

相应备注。

第三章.分析软件概述 第三章.分析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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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具栏

3.5.3 判读菜单

3.5.4 关于菜单

1. 自动计算
点击自动计算之后，将光标恢复到中间水平位置，且重新计算裂缝宽度

值。

1. 关于
查看公司名称、软件名称及版本号等信息。

3.6.1 图片另存
设置需要保存图片的类型、格式，如图

3-4 所示，确定：设置保存本地路径，

将图片保存本地。

3.6.2 删除构件
对构件列表展示的构件选中后，点击按

钮弹出对话框，提示用户，确定将选择

的构件删除，或者在构件信息列表点击

鼠标右键，可进行全选和删除构件操作。

图 3-4

图 3-5

1. 缩小
图片操作区的图片进行缩小。

2. 放大
图片操作区的图片进行放大。

3. 黑白 / 原始图
图片操作区的图片进行黑白图和原始图片的切换。

3.5.2 查看菜单

第三章.分析软件概述 第三章.分析软件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