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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tkramer DM 4系列
超声波测厚仪--方便、耐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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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

DM 4系列测厚仪—无庸置疑的选择
尽在掌握

具有穿透涂层功能

DM 4E、 DM 4与 DM 4DL满 足 您 超
声波厚度测量的一切所需。它仅重
225克，外形小巧，只有几个按键，
专为单手操作而设计。DM 4E能帮助
你完成大量的测厚任务，尤其是磨损
部件剩余壁厚的测量。

DM 4与DM 4DL拥有一项特殊功能：
穿透涂层测厚功能。例如在役的管
线或存储罐等金属壁厚能够在不去除
其表面涂层的情况下，得到准确而迅
速的测量结果。这一功能适用的涂层
有：油漆涂层、塑料涂层、纤维强化
塑料保护层等。耗时长、费用大的涂
层去除工作再也不需要了！

令人厌倦的仪器调整工作也同样可
以轻松跳过。DUAL MULTI运作模式可
以让操作无比简便：校准DM 4，按
下 DUAL MULTI按键，放好探头开始
测量，无需耗费时间和费用去除涂层
后再开始测量。DUAL MULTI运作模式
下，厚度的测量是通过测量基材的两
个连续的底波信号进行；来自涂层的
回波被巧妙地避开了。

DUAL MULTI穿透涂层测厚
双晶探头
基材

第一层金属
底波信号
(时间开始)

涂层

第二层金属
底波信号
(时间结束)

性能卓越，操作简便
获得现场确认的功能
不要被外表欺骗：虽然DM 4 E的操作
只需4个按键，DM 4 只需5个按键，
DM 4DL只需9个按键，但这些按键之
下是令工作轻松的强大功能。
THK，正常厚度测量和单点校准
模式下，厚度读数一直显示和保
留到下一次测量。单点厚度校准
在THK模式下运行 非常快捷。

2-Pt，两点校准允许根据材料的两
个已知厚度进行校准以满足特殊
的运用要求。

背光可选择“关闭”、“打
开”或“自动”，以适应检测区
域的照明条件。

VEL，材料声速模式能够显示仪器
的当前校准声速并且当材料的声
速已知时能进行简单校准。

探头零位，自动探头零位调整以
满足众多探头在不同测试条件下
的最佳参数设置—尤其是测量高
温物体或粗糙表面。在测试过程
中不断地进行零点校准，能够有
效地避免由于探头磨损或温度变
化等因素对测试结果产生的影
响，

MIN，最小值获取模式带逐渐增高
脉冲重复频率：先前被测物体的
最小读数总是被显示和保存。

数据管理 万事兼顾
DM 4与DM 4DL的扩展功能

更加灵活的操作

即使被测材料表面带涂层，
DUAL MULTI运作模式也能进行
精确壁厚测量。

DM 4DL能 完 成 更 进 一 步 的 数 据 处
理。使用我们特别设计的应用软
件，您能够：

DIF，差分模式，在此模式下测
量的厚度值与可调整的公称值相
比较，并显示出差值

将测试数据档案从测厚仪传送到
电脑上

HI/LO，可调整最小/最大限值，
如超过该限值，则发出警告信号
GAIN模式，容许使用者通过选
择自动（AUTO）、低（LO）、
中等（MED）或高（HI）来手动
调整仪器的增益，以满足运用要
求。
可选择接收带宽，给所使用的每
个探头带来最佳增益。
FLTR，选择LO或HI带通滤波器，
以匹配探头频率取得最佳性能。

DM 4DL可靠的数据储存
自带电路板数据记录仪及接口的DM
4DL拥 有 现 代 化 文 件 记 录 所 有 的 特
性：
多达5390次读数能够记录到数据
记录仪中

生成彩色报告、柱形统计图，
复制并粘贴到MS-Word和EXCEL中，比较档案，并使用自动
连接功能（UltraMATETM软件）
对测量数据进行评论和分析，在
数据库中对其进行管理，以及更
多…

多个档案—数据能够储存到1至
999个用户档案中
无需中断操作，直接存储数据
通过连接的打印机，能够迅速打
印测试报告

无论何处都能进行剩余壁厚测量
任何情况下

无可比拟—我们的探头

DM 4E 、DM 4和DM 4DL适用于易损
耗工件的多种测试任务:

众多的探头选择使得我们的仪器能
够得到广泛的运用。这些探头是专
门为DM 4量身定做的。

管线、压力容器、气瓶、储存
罐、化学处理用容器
材料处理系统、泵
桥梁、船体、起重机、造船设备
和钢结构工程

DIALOG智能探头能被仪器自动识
别，好处是参数设置迅速、性能
最佳并方便进行测试文件记录。
高温探头能够在蒸汽运行状态下
设备的高温表面取得稳定读数
通用探头适用于最常见运用（
如：工业管道和设备、管状工
件、盘子、锅炉管道、压力容
器、储存罐、船体等）

薄壁材料探头用于薄壁、小直径
管和薄片，以及点状腐蚀和极度
磨损管壁的探测。
粗晶材料或高衰减材料使用高穿
透性探头（例如：铸件；塑料、
FRP和橡胶等非金属）
微型3mm和5mm直径探头适用
于外凹点、小直径管件和难以接
近的区域
根据要求增加特殊功能。如：防
水功能，根据应用而特殊设计的
外罩。

DM 4E，DM 4，DM 4 DL – 仪器说明及附件
标准配置

显示屏

键盘

DM 4E 经济型测厚仪

4位LCD数显，带可调背光数字高度

防尘防水密封膜袖珍键盘

DM 4 标准型测厚仪

12.7mm/0.5”

外罩

DM 4DL 带数据记录的增强型
测厚仪，包括：
仪器箱
两节1.5V AA碱性电池

防震，IP54
测量刷新频率
最小值测量模式时为25Hz，标准测量模

尺寸

式下为4Hz

150mm x77mm x 33mm5.8” x 3.0” x 1.4”
(H x W x D)

耦合剂

增益（DM4, DM 4DL)

操作手册

重量

自动或手动（3档）可选

含电池255g；9 oz

工作原理

材料声速范围

双晶探头超声波脉冲/回波法

数据存储容量（DM 4DL）

1000 ~ 9999m/s，35000 ~ 393700 英寸/s

最多5390个读数，能划分成最多999个文

探头零点校准

探头频率范围

自动、手动两点校准；

0.8-10MHz

可选：耦合/非耦合状态
电源
V路径修正

两节1.5V AA碱性电池

自动

档（用户自选）
接口（DM 4DL）
RS 232C系 列 接 口 ， 带 T G D L 电 缆 线 ；
数据传输参数：8字节，1停止位，
1200/2400/4800及9600波特，无奇偶性

操作时间
测量范围

根据不同操作模式，碱性电池最长可使

在标准模式下为0.6-500mm；

用200小时（不使用背光）
自动关机
3分钟无操作后自动关机

应用软件（DM 4DL）
UltraMATE：用于测量数据的传输、储

数字分辨率
厚度小于99.99mm时为0.01mm厚度大于

使用环境温度

99.99mm时为0.1mm即厚度小于9.999英

-10ºC ~+50ºC；+14ºF ~ 120ºF，有特殊要

寸时为0.001”或者厚度大于9.999英寸时

求可达-20ºC/-4ºF

为0.01”

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
俄语、西班牙语

0.025”-20”（钢）；取决于所用探头、
被测材料和材料表面状况

报告打印语言（DM 4DL）

存、分析和编辑文档
其他附件
橡胶外套及现场背带；众多可供选择的

存储温度

特殊探头、探头电缆线、耦合剂及高温

单位

-40ºC ~ +60ºC；-40ºF ~ +140ºF,（不带

耦合剂DM 4DL：数据传输电缆，Seiko热

可选：mm毫米或英寸

电池）

敏打印机(电源和电池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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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创时代检测设备

ＤＭ ４Ｅ
超声波测厚仪
外形小巧
· 便携，掌握方便
YOUR PARTNER FOR QUALITY

· 重量轻，长时间使用无疲劳感
操作简单
· 自动探头识别
· 自动 Ｖ 声程校正
· 自动零点校准
· 四键操作
品质优良

ＤＭ４Ｅ 超声波测厚仪小巧简便、操作简

· 最小值测量捕捉模式

单，
德国Ｋｒａｕｔｋｒａｍｅｒ（Ｋ．Ｋ）公司在无损

· 两点校准在测量曲面时可提供良好的线性
· 高对比度、带背光的显示屏，易于读数

检测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仪器可靠、

· 坚固的仪器箱

卓越的性能和优良的品质。

测量原理

超声波脉冲 ／ 回波

测量范围

０．６４～３００ｍｍ（钢），取决于探头、被测材料、表面状况和温度

分辨率

小于 ９９．９９ｍｍ 时为 ０．０１ｍｍ 或 ０．１ｍｍ；大于 ９９．９９ｍｍ 时为 ０．１ｍｍ

声速范围

１０００～９９９９ｍ／ｓ

测量刷新速率

标准 ４Ｈｚ，最小值测量模式时为 ２５Ｈｚ

增益

自动

显示

４ 位 ＬＣＤ 数显，带背光

电源

两节 ５ 号电池，无背光时可使用 ２００ 小时。３ 分钟无操作后自动关机

操作温度

－１０～５０℃

尺寸

１４６ × ７６ × ３４ｍｍ

重量

２５５ｇ

北京天创时代检测设备公司
咨询热线：０１０－８２５６３５１１
上网查询：ｗｗｗ．１７１８．ｃｏｍ．ｃｎ

天创时代检测设备

ＤＭ ４／ＤＭ ４ＤＬ
超声波测厚仪
被检产品的质量
取决于检测设备的质量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公司的产品质量，极为依赖
于高精度等级的检测设备的原因。由于这一事
实，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制造厂商就愈来愈地决
定采用Ｋｒａｕｔｋｒａｍｅｒ（Ｋ．Ｋ）公司的仪器、探头和检
测机械设备，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测。
ＤＭ４／ＤＭ４ＤＬ 超声波测厚仪小巧简便、操作简
单，德国Ｋｒａｕｔｋｒａｍｅｒ（Ｋ．Ｋ）公司在无损检测领域
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仪器可靠、卓越的性能。其特
有的 ＤＵＡＬ－ＭＵＬＴＩ 模式 －－ 即测量穿过涂层的操作
模式，在被测物表面有油漆时，无需去除油漆而
测量材料的净厚度。

涂层穿透功能

多种操作模式
不要因为仪器仅有几个操作键就忽略了它强大的功能，模式
选择键可激活以下功能：
· ＴＨＫ，厚度测量和一点校准模式
· ２－Ｐｔ，两点校准模式
· ＶＥＬ ，显示和调整声速
· ＭＩＮ，最小值测量模式，显示一系列测量的最小值
· Ｂａｃｋｌｉｇｈｔ，可设置开关背光，或自动
· Ｇ Ａ Ｉ Ｎ ，可人为设置高、中、低增益，或自动
· ＨＩ／ＬＯ Ａｌ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可设置高低限报警
· ＤＩＦ，差值模式，显示与设置值的差值
· ＦＬＴＲ，可选择高低探头频率
外形小巧
· 便携，掌握方便
· 重量轻，长时间使用无疲劳感
操作简单
· 自动探头识别
· 自动 Ｖ 声称校正
· 自动零点校准
· 五键（ＤＭ４）和九键（ＤＭ４ＤＬ）操作
· 两节 ５ 号电池，无背光时可使用 ２００ 小时
· 高对比度、带背光的显示屏 ，易于读数
· 坚固的仪器箱
ＤＭ４ＤＬ特有功能
· 可存储 ５３９０ 格数据
· 可通过 ＲＳ２３２ 接口连接选配的打印机
· 可通过 ＲＳ２３２ 接口和选配的连接电缆和软件进行计算机数
据管理

技术参数
YOUR PARTNER FOR QUALITY

测量原理
超声波脉冲 ／ 回波

测量刷新速率
标准 ４ Ｈ ｚ ；
最小值测量模式时为 ２５Ｈｚ

探头零点校准
自动和两点校准

数据存储能力（ＤＭ４ＤＬ）
５３９０ 个

增益
自动或手工设置高、中、低

Ｖ声程校正
自动，微处理器控制

数据保存时间（ＤＭ４ＤＬ）
１０ 年

接收频带宽
１ＭＨｚ～１０ＭＨｚ

测量范围
０．６４～２００ｍｍ（钢）
取决于探头、被测材料、表面状况和温度

显示
４ 位 ＬＣＤ 数显
１２．７ｍｍ 字高，带背光

显示分辨率
小于 ９９．９９ｍｍ 时为 ０．０１ｍｍ 或 ０．１ｍｍ；
大于 ９９．９９ｍｍ 时为 ０．１ｍｍ

电源
两节 ５ 号电池

声速范围
１０００～９９９９ｍ／ｓ

数据文件数（ＤＭ４ＤＬ）
１～９９９（用户可自选）

输出（ＤＭ４ＤＬ）
ＲＳ２３２ 接口
操作温度
－１０～５０℃
尺寸
１４６ｘ７６ｘ３４ｍｍ

电池寿命
无背光时可使用 ２００ 小时
３ 分钟无操作后自动关机

重量
２５５ｇ（含电池）

ＤＭ４Ｅ／ＤＭ４／ＤＭ４ＤＬ探头参数
德国 Ｋｒａｕｔｋｒａｍｅｒ（Ｋ．Ｋ）公司 ＤＭ４Ｅ／ＤＭ４／ＤＭ４ＤＬ 根据不同用途，可配 Ｋ．Ｋ 公司多达几十种探头。
常用的探头如下表：
名称

型号

测量范围

频率

接触直径

工作温度

最小测量钢管直径

探头线型号

标准探头

ＤＡ３０１

１．２～２００ｍｍ

５ＭＨｚ

１２．１ｍｍ

＜６０℃

２５ｍｍ

ＤＡ２３１

超厚探头

ＤＡ３０３

５．０～３００ｍｍ

２ＭＨｚ

１６．２ｍｍ

＜６０℃

１２７ｍｍ

ＤＡ２３１

超薄探头

ＤＡ３１２

０．６～５０ｍｍ

１０ＭＨｚ

７．６ｍｍ

＜６０℃

２０ｍｍ

ＤＡ２３５

超薄探头

ＤＡ３１２Ｂ１６

０．７～１２ｍｍ

１０ＭＨｚ

３．０ｍｍ

＜６０℃

１５ｍｍ

自带导线

高温探头

ＤＡ３０５

４．０～６０ｍｍ

５ＭＨｚ

１６．２ｍｍ

＜６００℃＊

高温探头

ＨＴ４００

１．０～２５４ｍｍ

５ＭＨｚ

１２．７ｍｍ

＜５４０℃＊

ＤＡ２３５
５０ｍｍ

注：所示温度为厂家理想状态试验所得 ，实际温度会低于此温度。

北京天创时代检测设备公司
咨询热线：０１０－８２５６３５１１
上网查询：ｗｗｗ．１７１８．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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