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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的约定内容 

1． 带灰色背景的文字表示屏幕上的一个按钮或菜单或键盘上的一

个按键，如 取消 ，如果是键盘上的按键，在按钮后会加上一

个“键”字。 

2． 白色背景带黑色方框的文字表示屏幕窗口中控件（如选择框、

输入框等）名称。如    跨距控件表示成 跨距。 

3． 视图区域名称用粗体字表示，如 单道波形区 。 

4． 本手册中所用到的导出图片功能，导出的均为位图格式，后缀

为*.bmp。 

5． 本手册中的截图均在 Windows 10 平台下截取，在其他兼容平

台下的主题可能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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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MC 系列沉渣厚度检测仪是由铭创科技自主研发的工程无损检

测类仪器，本仪器界面友好，操作方便，功能强大，用户体验极

佳。经过不断地改进和增加实用功能，基本做到用户需求全部覆

盖，集数据处理，报告自动化生成于一体，可极大的降低客户的工

作量，达到快速处理、生成检测报告的效果。 

 系统采用非接触式位移感应器，精度可以达到 0.1mm，同

时独创的托盘检测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沉渣仪对检测环境的依赖； 

 系统采用锂电池供电，同时采用无线传输技术，可以同时配

合我司生产的 MC 系列成孔质量检测仪使用，也可以单独匹配平板

电脑使用，方便灵活。 

 采用工业级工控主板，内部自建通信协议，稳定可靠，无线

传输距离可达 100m，系统采用宽温设计，可以适应各种工作环

境。 

2.1 仪器外观与连接 

仪器主要由 2 部分组成：沉渣探头与通信主机。 

沉渣探头：主要由伸缩探头和通信线缆组成，伸缩探头主要通

过托盘的位移检测沉渣厚度，同时内置角度、倾斜、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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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这些数值得知探头的位置、是否倾斜，甚至可以计算出桩

底的承载力；通信线缆同时具备承重和通信的目的，通过对各种传

感器的采集，将数值传递至主机。 

 

图 探头与通信电缆 

仪器主机：主要提供用户查看测试数据，对测试过程进行控

制，分析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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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仪器主机 

仪器一体化设计，无需连接任何电缆。 

2.2 仪器开机 

将信号电缆盘的电源开关打开后，仪器主机开关打开，选择沉

渣检测软件，系统默认会自动连接，当信号电缆盘的所有指示灯不

闪烁时，主机右下角指示灯均为绿色时，设备连接成功，此时可以

将沉渣探头放入孔中，开始检测。 

3 快速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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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提供用户正常使用沉渣厚度检测仪说明，不需要进行过多

设置，快速使用仪器目的，如下图所示。 

 

图 主界面 

3.1 测试前准备工作 

测试前需要先打开探头开关和主机开关，等待连接完成。 

接着上下移动托盘，检查托盘是否移动顺畅，如果移动不顺

畅，请用水冲洗光轴表面，检查光轴表面是否存在划痕或者细小颗

粒，如果存在，请打磨或者清洗后再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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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置仪器的连接 

点击连接设置，手动设置沉渣仪器的连接。沉渣仪器名称为

MC-8130。当显示已连接或者主界面探头的灯转为绿色，表示主机

与探头连接上了，如下图所示。 

 
图 连接设置界面 

SSID:仪器名称 

检查网卡：获取当前无线网卡的信息； 

获取当前网络：判断沉渣仪器是否连接； 

获取可用列表：刷新当前范围的沉渣无线信号； 

连接密码：沉渣仪器的无线密码，默认 1234567890； 

连接 Wifi：连接成渣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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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置沉渣参数 

点击软件的参数按钮，设置工程名称、孔槽名称、设计深度、

施工深度等信息，点击确定后即可进行测试，如下图所示。 

 

图 参数设置界面参数设置 

工程名称：输入成孔对应的工程名称； 

孔槽名称：输入对应的成孔编号； 

设计深度：输入对应的成孔孔深，需要输入准确，后续计算需

要用到； 

施工深度：输入对应的成孔孔深，需要输入准确，后续计算需

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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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开始测试 

先检查探头是否连接，点击参数设置工程。 

点击开始测试按钮后，可以将探头放入成孔中，下放沉渣探

头，此时可以观察，当前压力和当前倾角的变化情况，如果连接深

度计数装置，还可以检测线缆下放深度。 

当探头接触沉渣后，沉渣厚度显示为非零时，表示探头已经进

入沉渣内部，此时沉渣图形开始绘制，图形中 X 轴表示沉渣厚度，

Y 轴代表当前压力和当前倾角的变化情况。 

如果当前倾角变化明显并且当前压力变化变小或者不变，表示

探头已经接触孔底，测试完成。 

3.5 测试完成及保存 

测试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对当前测试数据进行保

存。。 

3.6 关闭仪器 

测试完成后，点击仪器屏幕的关机按钮，待系统关闭完成，屏

幕变为纯白色，点击仪器绿色电源按钮，仪器主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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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出沉渣探头后，对探头表面进行清洗，以备下次使用，关

闭线缆盘的电源。 

4 功能介绍 

 

4.1 无线计数轮的连接 

点击参数按钮，点击选择计数轮状态，如下图所示。 

 

图 参数设置界面系统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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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传感器校正 

点击参数按钮，可以对传感器进行校正，如下图所示。 

 

图 参数设置界面传感器校正 

行程：滑杆可移动的最大距离 

开始校正/结束校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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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沉渣校正中探头的操作 

4.3 文件管理 

点击文件按钮，可以对已经测试的数据进行查看、删除、传输

等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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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文件管理界面 

选中孔槽名称后，点击打开按钮，可以对已经测试的数据进行

查看。 

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对已经选中的孔槽或者工程进行删除操

作，删除后，文件自动加入回收站中。 

点击回收站按钮，可以对回收站进行管理，如果清空回收站，

所有删除数据将彻底删除。 

点击数据传输按钮，可以将选择的数据或者工程传输到 U 盘

中。 

点击软件升级按钮，可以对 U 盘中的升级包进行升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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