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 器导 套直 径（1. 53 00 m）
采样 单元 通道 （2 -1 28通 道）
功能 代号 （现 已有七 种）
例：M TC /G B- F4 0型
通用 基础型 ，四 通道， 浮动 导套 直径40 mm
可测 钢丝绳 直径2 5－4 3m m，最 佳3 4- 38 mm

1. 安装
打开 传感器 搭扣 ，将传 感器 置于 被测钢 丝绳 起始
端， 悬浮固 定， 挂上保 险绳 索， 人扶传 感器 手
把。
2. 连接
用83 44信号 连接 传感器 ，AD转 换和笔 记本 电脑。
3. 打开
打开 电脑， 进入W 4C P程 序平 台， 依受测 钢丝 绳的
规
格， 选定“ 参数 设置” 中的 序号 ，按回 车键 确
认，
至“ 在线检 测” 按提示 ，命 名本 次检测 。
4. 启动
启动 绞车 ，钢丝 绳紧 贴传感 器导 套， 以每秒 小于
1. 0米的最 佳速 度移 动，电 脑屏 显光标 移动 。
5. 停止
当受 测钢 丝绳全 程运 行结束 停止 时， 按回车 键， 屏
显人 机对话 界面 。
6. 判别
红色 光点 将一一 显示 受测钢 丝绳 缺陷 的 状态 ，当
VP P的两个 数值 均大 于第一 门限D 1时 ，按 回车 键，
红色 光点则 确认 ，当VP P的两 个数值 中， 只要 有一
个小 于第一 门限D 1时 ，按 空格 键，红 色点 变为 黄
色， 则该点 被否 认。
7. 附加
根据 客户 要求， 从本 界面还 可以 定性 判定钢 丝绳 的
质量 、松股 、跳 丝、变 形、 材质 异化等 缺陷 。
8. 断丝
按回 车键 ，屏显 受测 钢丝绳 断丝 的位 置、根 数、 捻
距内 的累计 数和 检测总 长度 等直 接的数 值， 连接
打
印机 即可打 印。
9. 磨损
按左 右键 ，至“ 波形 分析” ，屏 显受 测钢丝 绳的 全
部缺 陷的 波形， 从右 行的数 值可 直接 读出受 测钢 丝
绳磨 损的 百分比 量， 按提示 打印 。

特检 院所 、检 测中心 钢丝 绳监察 单位
如同 医院 医生 临床诊 断用 三大领 域
受测 钢丝 绳直 径范围 比较 大
需要 配置 多个 传感器
供方 可为 其选 择最合 理型 号规格
煤矿、索道 、电 梯、港口等 钢丝 绳使 用
单位 如同 病人 自量血 压的 18 个 行业
受测钢丝绳品种规格大小单一
一个单位仅需要配置 一、二个传感器就可以
钢丝 绳直 径需 告之供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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