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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请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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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HD91 一体式楼板测厚仪，是一种便携式智能无损检测设备，用于

测量现浇楼板、混凝土或墙、柱、梁、木材以及陶瓷等其它非金属厚

度。主机操作人员通过方向指示和位移快速定位发射探头位置。发射端

增加信息同步显示器，便于发射端操作人员实时了解主机的测量状态及

数据。较之国内外常用的楼板测厚仪 , HC-HD91 有如下特点 :

1.1 主要性能特点

• 主机一体式设计，体积小巧，重量轻，方便携带。

• 实时定位功能，实时显示发射探头位置，通过方向指示和位移快速

定位发射探头位置，操作简便。

• 支持仪器标定，可有效解决温度等因素造成的厚度偏差。

• 具有存储、浏览、删除等功能，可存 200 个工程、1000 个构件或 
22 万测点。

• USB 数据传输，可将存储数据通过 USB 连接线上传到计算机。

• PC 机专业数据分析软件，数据处理及报告生成轻松完成。

• 2.8 寸高分辨率彩色液晶屏 (320x240 像素 )。
• 主机、发射探头和同步显示器分别内置大容量锂电池，低功耗设计。

主机电池充满后测量状态下可工作约 24 小时，发射探头电池充满

后可工作约 64 小时，同步显示器电池充满后可工作约 48 小时。

• 抗钢筋干扰，增加判钢筋功能。

1.2 注意事项 

仪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 工作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10℃ ~40℃

相对湿度：<90%RH

第一章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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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长时间阳光直射

• 存储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20℃ ~50℃

相对湿度：<90%RH
• 避免进水

• 未经允许，请勿擅自打开仪器机壳

1.3 测厚技术指标

方向指示范围：

X 方向 0.2~1.5m；

Y 方向 0.2~1.2m；

不同厚度误差范围：

量程 量程

20-350±1

351-600±2

601-900±3

误差 mm

第一章 概述



2  仪器操作说明



4

2.1 仪器构成及面板说明

2.1.1 仪器构成

整套仪器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1. HC-HD91 一体式楼板测厚仪主机（图 2-1）

2. 同步显示器（图 2-2）

3. 发射探头（图 2-3）

4. 充电电源、信号电缆、延长杆及其他辅件

图 2-1

第二章 仪器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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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图 2-3

显示屏

按键

充电口

第二章 仪器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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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标识 功能说明

长按：打开或关闭仪器；

短按：厚度检测存储数据。

对当前选择的参数或菜单项进行确认。

返回上次菜单。

向上移动光标；设置数字增大。  

向下移动光标；设置数字减小。

向左移动光标。

向右移动光标。

2.1.2 按键板说明

2.1.3 外接插孔

符号 形状 功能

USB 插孔 连接计算机，数据传输

2.2 充电说明

主机、发射探头和同步显示器充电器通用，外接 5V 直流电源进行充电。

主机充电时红色指示灯 ( 仪器正上方的指示灯 ) 常亮，发射探头充电时

按键下方的红色指示灯亮，4 个灯全亮代表充电已充满。

发射探头和同步显示器在关机状态下连接电源，仪器将会自动开机，这

属于正常现象。

第二章 仪器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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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HC-HD 系列非金属板测厚数据处理分析软件是由北京海创高科科技有

限公司推出的用于楼板测厚数据处理的多功能分析软件，可实现对仪器

检测数据进行后期处理，生成报告及打印数据等操作。

3.1 简介

3.2 安装

该软件可运行于安装了 Windows 操作系统，分辨率 1024*768（及以上）

的计算机上。

双 击“ 楼 板 厚 度 检 测 数 据 分 析 软

件 .EXE”图标，弹出如图 3-1 所示安

装界面

单击立即安装按钮后，弹出如图 3-2 所

示安装界面

3.2.1 程序安装

图 3-1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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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单击【下一步】进入图 3-3，如需修改

安装路径，可单击【…】修改路径

选择好路径后，单击【下一步】，系统

显示如图 3-4 所示的安装确认界面

单击【安装】，显示进度条，安装完成

后，系统显示如图 3-5 所示的提示页面，

单击【退出】，则退出安装。

图 3-3

图 3-4

图 3-5

楼板厚度检测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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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软件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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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3.3.1 软件界面介绍

1、标题栏：显示当前系统类型和当前打开的文件；

2、菜单栏：单击每个菜单项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各对应一组功能；

3、工具栏：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单击按钮可以实现对应的功能。

4、树状菜单列表：用于显示当前打开的工程中所有的文件目录，鼠标

左击，右侧的数据展示区域显示相应的内容。

5、数据显示区：显示数据列表、参数信息、构件图形等

6、状态栏：显示当前操作的结果。

图 3-6

3.3.2 文件菜单

打开

单击【打开】菜单后，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从中选取要打开的测

厚数据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将测厚文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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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单击【保存】菜单后，弹出提示对话框，提示保存成功！，单击【确定】，

关闭对话框并保存数据。

另存为

将打开的测厚数据文件另存为一个新的测厚数据文件。单击【另存为】

菜单后，系统弹出“另存为”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

框中输入文件名，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文件另存，单击【取消】

按钮，则不另存文件；

另存所选构件

在构件数据列表中选中一条或多条构件数据，单击【另存为所选构件】，

系统弹出“另存为”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框中输入

文件名，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文件另存，单击【取消】按钮，则

不另存文件；

生成位图

单击【生成位图】后，系统弹出图 3-7
所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可选

择保存路径。当选择单个构件时，生

成的位图是一张单构件图形；当选择

多个构件时，每个构件对应的单构件

图形存储在文件夹内；当选择单个批

量时，生成的位图是一张批构件图形；

当选择多个批量时，每个批量对应的

批构件图形存储在文件夹内。
图 3-7

导出文本文件

可导出所有的单个构件数据，单击【导出文本文件】后，系统弹出“另

存为”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框中输入文件名，单击

【保存】按钮，可将文本导出，单击【取消】按钮，则不导出文本文件。



21

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导出 CSV

可导出所有的单个构件数据，单击【导出 CSV】后，系统弹出“另存为”

对话框，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框中输入文件名，单击【保存】

按钮，可将文本导出，单击【取消】按钮，则不导出文本文件。

合并文件

单击【合并文件】菜单，弹出如图 3-8 所示的“合并文件”对话框，

单击【选择文件】按钮，系统弹出 “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文件后，

单击【打开】按钮，所选文件的路径会显示在待合并文件列表中，再

单击【合并】，系统弹出“另存为”对话框，输入文件名称后，单击

【保存】，系统将所选文件合并并保存。单击图 3-8 中的【清空】按钮，

待合并文件列表中的内容会全部清空。

图 3-8

打印

单击【打印】，系统弹出打印的对话框，可自行设置打印机、打印范围、

打印份数等，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执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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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预览

单击【打印预览】，页面如图 3-9，可进行打印、翻页、放大、缩小等操作。

图 3-9

打印设置

单击【打印设置】，系统弹出如图 3-10
的对话框，可对常规、打印内容、页眉

页脚进行设置。

最近打开的文件

鼠标悬停在【最近打开的文件】菜单上

时，，右侧展开最近打开文件路径列表，

可单击其中一条，将在数据信息区打开

此文件对应的文件信息。
图 3-10

退出

关闭当前数据文件并退出。关闭之前，如文件已更改，则提示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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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编辑菜单

图 3-12

新建构件

单击【新建构件】，弹出如图 3-11 所

示的对话框，带 * 为必填项，填写完成

后，单击【确定】，系统自动进入该构

件的数据页面。

添加构件

此功能用于将其他文件中的部分或全部

构件添加至当前文件中，以便进行统一

管理。

单击【添加构件】后，系统弹出如图

3-12 所示的对话框，单击【选择文件】,
从弹出的“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测

厚数据文件，单击【打开】按钮后，在

构件列表中会显示出该文件下所有的构

件，用户可勾选需要添加的构件，单击

【添加】，将所选构件添加到当前文件中。

删除构件

单击【删除构件】，系统弹出删除确认

提示框，单击【确定】，被选中的构件

会在构件回收站中显示。            

图 3-11

恢复删除构件

该功能仅可在构件回收站中使用。

在构件回收站列表区，选择一条或多条数据，单击【恢复删除构件】，

被选中的构件会恢复到检测数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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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构件

注：清除后的构件不可恢复！

新建批量

单击【新建批量】，系统自动进入新增的批量界面。

删除批量

此功能仅可在批量界面中使用。

单击【删除批量】，系统弹出删除确认提示，单击【确定】，删除所选

的批量。

新建报告

单击【新建报告】，系统自动进入新建的报告界面。

生成报告

此功能仅可在报告界面使用。                                                                

单击【生成报告】，系统弹出如图 3-13
所示的“报告设置”提示框，报告模板

选择完成后，单击【确定】，系统弹出“另

存为”对话框，用户可选择保存的路径、

输入文件名称，单击【确定】，系统自

动生成报告。 图 3-13

能 构

在构件回收站列表区，选择一条或多条数据，单击【清除构件】，系统

弹出清除确认提示，单击【确定】，清除被选中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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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报告

此功能仅可在报告界面使用。

单击【删除报告】，系统弹出删除确认提示，单击【确定】，删除所选

的报告。

导入数据

单击【导入数据】，系统弹出如图 3-14
所示的对话框，勾选一条或多条工程数

据，勾选任意一条工程为默认打开，单

击【导入】，系统提示导入完成，同时

系统打开的是默认打开的工程。单击【另

存为】，系统弹出另存为界面，选择保

存路径、输入文件名称后，单击【保存】

按钮，即可将文件保存。

本地数据管理

单击【本地数据管理】，系统弹出如图

3-15 所示的对话框，可根据导入的时

间对工程进行筛选，筛选的结果在左侧

显示，可对筛选结果进行勾选后删除，

也可单击【导入】打开对应的工程。此

功能仅可在报告界面使用。

单击【删除报告】，系统弹出删除确认

提示，单击【确定】，删除所选的报告。

图 3-14

图 3-15

注：一次只可打开一个工程。

3.3.4 工具菜单



26

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报告界面设定

单击【报告界面设定】，系统弹出如图

3-16 所示的对话框，可对工程信息、

检测信息、人员信息、仪器信息、附加

信息页面中有效的内容进行设置，设置

完成后单击【确定】，勾选后的信息在

“检测报告”页面方可生效。
图 3-16

3.3.5 云数据

云数据功能可将仪器上传到服务器的数据下载到上位机，并进行分析处

理操作，包括云数据选项和已下载云数据。（目前仅 HC-HD851、HC-
HD91 支持该功能）

云数据选项

单击【云数据选项】，系统弹出如图 3-17 所示的对话框，可对云服务

器中的数据进行操作；包括仪器管理、查询、全选、下载、删除功能。

1) 仪器管理：进行仪器注册和删除已注

册仪器。 

2) 查询：按照设置的查询条件对云服务 
器中的数据进行查询。 

3) 全选：选择全部所查询的云端数据。

4) 下载：下载所查询的云端数据。 

5) 删除：删除所查询的云端数据。 图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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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语言菜单

3.3.7 帮助菜单

已下载云数据

单击【已下载云数据】，系统弹出如图 3-18 所示的对话框，可对存储

在本计算机中的数据（仅包括下载自云端服务器）进行管理，包括筛选、

查看、删除、另存为、导出数据库和导入数据库六个功能。

1) 筛选云数据：可按照时间、月份、仪器编号等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2) 查看云数据：勾选或双击数据列表中的某数据行，将选中的数据在

系统中打开并进行分析查看。 

图 3-19

3) 删除云数据：删除选中的本地云数据。 

4) 另存数据：可将选中云数据另存为一

个新文件。 

5) 导出数据库：将本地云数据数据库另

存为一个文件，扩展名为 .db。 

6) 导入数据库：将扩展名为 .db 的文件

导入软件本地云数据数据库。

支持对软件的语言进行设置，语言包括中文和英文，默认显示中文。

图 3-18

单击【关于】，系统弹出如 3-19 所示

的对话框，显示公司名称、软件名称、

版本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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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3.4 数据处理操作步骤

3.4.1 导入、打开检测数据

3.4.2 信息设置

可使用【打开】、【导入】、【本地数据管理】获取检测数据，具体操

作参考 3.3.2 和 3.3.4 中打开、导入、本地数据管理功能的使用描述。

检测机构信息管理

单击树状菜单中的“检测机构信息管理”，页面如下图 3-20 所示，由

检测单位信息、人员信息管理两部分组成，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

按钮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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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构件的操作

检测构件数据

鼠标单击树状菜单中的“检测构件数据”，数据显示区以列表形式显示

该工程下所有的构件。

鼠标右击树状菜单中的“检测构件数据”，系统弹出菜单，如下图 3-21
所示。单击【新建构件】，系统弹出对话框，详见 3.3.3 节。鼠标右击

树状菜单中的“检测构件数据”，系统弹出菜单列表，可对所选构件进

行删除、另存、生成位图、打印预览、打印操作。

双击任意一行构件列表，系统进入对应的构件界面。

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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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构件

在构件界面显示构件的基本信息、数据列表、检测结论、位图，如图 3-22
所示。

在树状菜单处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新建构件、添加构件、删除

构件、打印预览等。

在数据列表区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添加数据，插入数据、删除

数据。

在单构件图形区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生成位图。

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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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数据

鼠标单击树状菜单中的“批量数据”，数据显示区以列表形式显示该工

程下所有的批量。如图 3-23 所示。

鼠标右击树状菜单中的“批量数据”，系统弹出菜单，可新建批量。

在数据列表处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删除批量、生成位图、打印

预览、打印。

双击任意一行批量列表，系统进入对应的批量界面。

3.4.4 批量的操作

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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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单个批量

在批量界面显示批量的基本信息、数据列表、检测结论、位图，如图 3-24
所示。

在树状菜单处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新建批量、删除批量、打印

预览。

在批构件图形区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生成位图。

在构件数据列表区域，可选择该批量的构件组成成员。



33

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3.4.5 报告的操作

检测报告

鼠标单击树状菜单中的“检测报告”，数据显示区以列表形式显示该工

程下所有的检测报告。如图 3-25 所示。

鼠标右击树状菜单中的“检测报告”，系统弹出菜单，可新建报告。

在数据列表处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对报告进行删除。

双击任意一行报告列表，系统进入对应的报告界面。

图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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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图 3-27

单个报告

在报告界面显示报告的基本信息、数据列表等，如图 3-26 所示。

在树状菜单处鼠标右击，系统弹出菜单，可新建报告、删除报告、生成

报告、打印预览。

在报告信息模块，可单击【复制

信息】，系统弹出对话框，如图3-27
所示，可将所填写的信息复制到

其他构件中。

在报告的批量、构件列表区域，

可选择报告的组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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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当报告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工

具栏中的【生成报告】按钮，系

统弹出报告模板对话框，如图 3-28
所示，可根据需要选择报告模板，

选择完成后单击【确定】，系统

弹出保存路径，当保存路径选择

完成并已输入文件名称后，单击

【保存】，系统自动生成报告。

第三章 机外数据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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