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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 2000 软件

DIO 2000 一般功能
 该系统的超声通道设计为独立的超声插入单
元（模块），每个模块都有独立的微处理器控制
和信号处理功能。插入单元（尺寸为100 x 160
毫米）位于框架中。每个框架可插入16个单元。
四个框架可组成一个19寸的机架，并配有内置电
源。通过这种方法，系统最多可容纳64条通道。
 为了确保超声测试的可靠性，可以在系统中安
装一个同步单元，并在被测试样品的表面安装一
个探针定位单元。
 该装置的输出可以控制一个缺陷标记器，且
根据客户的选择，还可以进行声音及光学信号发
射。实际上，在材料测试中，还可以安装打印设
备（喷墨打印或激光打印）来记录缺陷的分布情
况（B及C扫描、厚度或公差）及/或在间隔期间
进行检查。根据客户的要求，也可以使用声学报
警。

DIO 2000 通道单元
基本DIO2000插入单元的特点
 每个通道都是由一个独立的模块构成（带电路
的卡片），其中包括所有的部件，如完整的超声
缺陷探测仪，且有。
-  且有可调整的脉冲重复品率。
-  可调放大器增益及频带滤波器；
- 数字信号处理DSP（数字滤波器、平均及进一步 
 的功能）
- 带设置警报的三个入口
- 回声最大高度、最小高度、平均高度、回声程 
 度的测量以及图形处理
- 2个C扫描的模拟输出（振幅和时间）
- 多频道运行1-64频道
- 免费授权软件
- 带 可 调 时 间 转 移 的 外 部 及 内 部 同 步
- 可将外部电源发射器连接到每一条通道
- 可 使 用 带 内 部 提 前 放 大 器 的 探 针

脉冲发生器

脉冲发生器类型: 可调方波、负峰激发、突发
脉冲发生器电源: 257 V (400 V PP)
脉冲重复频率: 10 Hz – 20 kHz
脉冲宽度: 15 – 5000 ns
衰减: 50, 57, 200 及 1 000 欧姆

接收器
增益控制: 111 dB in steps 6 dB, 1 dB, 0,5 
dB, 0,1 dB 
整流: RF, Full, 正 HW, 负 HW – 30 MHz (-3 
dB)
振幅测量: 0 – 150 % FSH滤波器: 1 MHz, 2 MHz, 
2,25 MHz, 2,5 MHz, 4 MHz, 5 MHz, 10 MHz

输入/输出
传感器电缆接头: BNC
通讯接口: USB, RS232
B扫描输入: 开始、编码器、A及B脉冲、 TTL 5V
Analog output: 0-5 V Amplitude, 0-5 V Time
模拟输出: 0-5 V 振幅, 0-5 V 时间

System DIO 2000
工业测量系统的完整解决方案



DIO 2000
自动毛坯超声测试设备

 STARMANS DIO 2000毛坯自动超声测试设备是一种
自动化的系统，可以对圆形和方形的毛坯进行超声
测试。超声测试是通过线性移动完成的。毛坯穿过
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浸入池。第一个部分用来检测纵
向裂缝，第二个部分用来检测横向裂缝。可以在静
态和动态模式下进行校准。该系统负荷下列国际标
准：EN12668-1、EN 12668-2、EN12668-3、EN 10308
、ASTM A388、ASTM E428、EN 583-2及其他标准。

结构：
该系统结构耐用，包括两个刚性框架。一个用于
测量圆形毛坯，另一个用于测量方形毛坯。根据要
求，可以在该系统上安装标记装置。
      

电子装置：
STARMANS DIO 2000毛坯自动超声检测系统的电子部
分控制所有的功能及处理来自探针的超声信号。所
有的电子元件和UT卡都是模块化设置，可以连接到
电箱中。

控制与软件：
该系统通过西门子PLC进行控制（触摸屏）。该设备
能够与公司的现有网络相连。DIO2000软件可以用于
控制和显示，且具有下列功能：设置、测量、监督
数据以及校准。该设备便于使用。可以快速修改参
数和进行系统调整。

记录：
该系统可以为进一步的评估、大数据基础和打印进
行分析、数据统计和报告。

上述信息来自于标准的供应设备。STARMANS可以设
计并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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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参数

尺寸 100x100-300x300毫米

材料 圆钢及方钢

表面 无优质及机械破损的热轧钢

长度 最小4米

表面质量 没有凸起及变形

缺陷敏感性 1毫米FBH，0.7毫米SD

测试速度* 最高为1.5米/秒（建议0.5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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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 2000
螺旋焊接管道自动超声测试设备

 STARMANS DIO 2000螺旋焊接管道测试设备可以
用来检查螺旋焊接管道的主体以及焊缝。该设备符
合API5L的要求以及相对应规定的要求。多通道超声
检测系统是专门为需要大量传感器及高密度数据处
理的自动设备设计的。超声检查系统可以配备两个
测试头，每个测试头都可以安装10到18个超声传感
器——取决于管道的外径和壁厚。传感器的设置灵
活，可以进行所有的K、X、I配置或其组合，以便于
进行焊接检查。通过线性激光束和CCD摄像机，PLC
可以对螺旋移动（旋转速度）进行修正，从而保持
UT探头与焊接中心线的相对静止。

结构：
该设备包括：焊接追踪系统（通过安装伺服电机的
水平线性轨道与探头一同移动）、焊接查询系统（
可以通过旋转管道自动搜索焊缝）、在UT探头中受
保护的传感器、在管道直径上使用可调机械系统为
不同管道直径进行传感器定位的装置。
      

电子装置：
STARMANS DIO 2000螺旋焊接管道的电子装置控制所
有的机械功能以及并处理探针发出的超声信号。所
有的电子元件和UT卡都是模块化设置，能够连接到
电箱中。所有的超声参数都能够为每条通道进行单
独设置。

控制与软件：
该系统使用西门子PLC进行控制（触摸屏）。另外，
该设备还能够连接到公司网络中。DIO 2000的软件
可以用来进行控制和显示，并具有下列功能：设
置、测量、监督数据和校准。该设备便于使用。

记录：
该系统可以为进一步的评估、大数据基础和打印进
行分析、数据统计和报告。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对报
告进行安排

STARMANS可以设计并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来
满足客户的要求

气缸测试的一般范围

直径 324-820毫米

长度 8-18米

壁厚 5-13毫米

焊接角度 23°-45°

条带宽度 680-1230毫米

测试部分 焊缝、HAZ、管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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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车轮自动超声测试设备

 STARMANS DIO 2000火车车轴自动超声测试设备
尅用来管理火车车轴的超声检测。该系统完全自动
化。可以检查实心轴以及在轴向和径向上都有钻孔
的轴。检查可以通过脉冲回声超声方法完成。连接
器浸入水中。该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无论车轴的形
状如何都能进行检测。该设备的设计符合火车车轴
检测的国际标准要求，如ISO 5948——铁路轨道车
辆；EN 13261——铁路设备：车轮组及转向架、车
轴、生产要求；E BN918275——机动火车车轴；DB 
907.0101——新车轮组空心轴的超声检测。STAR-
MANS DIO 2000火车车轴自动超声检测设备能够降低
成本和检测时间。

结构：
该设备结构紧凑耐用，可以按照四个班次运行。将
测试轴在顶端固定主，并根据轴的尺寸进行调整。
所有与水接触的部件都用不锈钢制作。测试浴池配
备了排水通道，可以将水吸到其他浴池中。

控制与软件：
该系统使用西门子PLC进行控制，并由操作人员进
行操作。另外，该设备可以与公司现有的网络相
连。DIO 2000软件便于使用。DIO 2000的软件是为
控制、测试结果显示开发的，且具有下列模式：设
置、测量、监督数据以及校准。该熊能够为信号发
生（声光）和缺陷标记进行输出

记录：
该系统可以为进一步的评估、大数据基础和打印进
行分析、数据统计和报告。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要
求对报告进行安排

上述信息来自于标准的供应设备。STARMANS可以设
计并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要
求。

般说明

主轴直径 70-190毫米

底座直径 最高270毫米

轮盘直径 200-1000毫米

边缘宽度 最高200毫米

重量 最高8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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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车轮自动超声测试设备

 STARMANS DIO 2000火车车轮测试装置是一种自动
系统，可以对火车车轮进行超声测试。该测试装置
可以用来测试新车轮和重新压型的车轮。使用该装
置，您能够获得在缺陷敏感性、探测和减少信号-噪
音比方面更好的结果。在一次循环中，将测试整个
车轮——轮边、轮辋、轮毂。因此，该设备可节约
时间和成本。STARMANS DIO 2000火车车轮测试装置
完全自动化，孩子需要较少的操作人员干预。该设
备符合火车车轮超声测试的国际标准，如：EN13262
、AAR M-101-90、UIC811-1。

结构:
该设备结构紧凑耐用，可以按照四个班次运行。该
设备包括刚性框架、测试罐、转动车轮用的辊子以
及可拆卸的传感器支架。所有会与水接触的部件均
用不锈钢制作。
      

控制与软件:
该系统使用西门子PLC控制，并由操作人员操作。另
外，该装置可以与公司的现有网络相连。DIO 2000
软件便于使用。DIO2000的软件可以用于控制、测试
结果显示，且具有下列功能：设置、测量、监督数
据和校准。 

记录:
该系统可以为进一步的评估、大数据依据和打印进
行分析、数据统计和报告

上述信息来自于标准的供应设备。STARMANS可以设
计并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要
求。

般说明

外径 700-1250毫米

轮辋直径 100-350毫米

轮盘直径 200-1000毫米

边缘宽度 最高200毫米

重量 最高800kg



计并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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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测试用自动超声检测装置

 STARMANS  DIO  2000气缸测试装置是一种自动化
系统，可以用来对气缸和压力容器进行超声检测。
我们的标准固定测试装置适用于自动化生产线（线
内测试）和手动或维护期的气缸重新鉴定（线下测
试）。使用我们的设备，您能够在探测壁厚分离、
裂缝和壁厚 调整不足方面获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
STARMANS DIO 2000气缸测试装置可降低检查成本和
时间。

标准:
该设备的设计符合气缸及压力容器测试的标准要
求，如ISO 11439及EN 1964 1（使用超声测试压力
容器）、EN ISO 9809、EN 10246-6、EN10246-7、BS 
5054、SEP1915、SEP 1918。

结构:
该设备内凑耐用，且包括刚性框架、测试容器以及
气缸加载/写在区域、旋转气缸用的辊子、探针支
架、水和压力气体系统。

电子装置:
STARMANS DIO 2000气缸测试装置的电子部分负责控
制所有的机械功能以及探针超声信号的处理。所有
的电子元件和UT卡都是以模块方式构成的，并连接
到电柜中。所有的超声参数都能够为每条通道进行
独立设置。

控制及软件：
该系统是用西门子PLC进行控制的（触摸屏面板）。
另外，该设备可以连接到公司网络中。DIO 2000的
软件可以用于控制和显示，且有下列功能、设置、
测量、监督数据和校准。该设备易于使用。

记录：
该系统可以为进一步的评估、大数据基础和打印进
行分析、数据统计和报告。可以根据用户的特殊安
排对记录进行设置。

上述信息来自于标准的供应设备。STARMANS可以设

气缸测试的整体范围

直径 120-400毫米

长度 400-2200毫米

重量 最高200kg

底部形状 凸面、凹面、平面

容量 1-6个探头

测试循环 50秒-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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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模 拟的最终结果，将最终开发和制作出探
针。
 
 传统探针是单独——一个元件——和双重（
两个元件探针），可以用来测量纵向及横向波。
根据波束的方向，有直探针和角波束探针。这两
种探针如图中所示。对于特殊用途，如水泥、迷
彩或曲面样品的检测，我们开发出了特殊聚焦探
针。
 角探针主要用于测量横向（剪切）T波，如铁素
体焊接检查。最常用的角度为35°、45°、60°
、70°和80°。也可以选择不同材料的表面波探

针。奥氏体焊接需要使用L波。也可以订购此类探
针。
 另外，STARMANS还可以提供一些特殊的探针，
如串联和LLT探针以及木材和水泥检测的特殊探
针。根据客户的特定要求，我们开发出了聚焦探
针。
 也可以选择空气耦合和EMAT探针（传感器）。

空气耦合传感器是在两个独立外壳中的双元件传
感器

相位阵列超声探针（传感器）
 手动测试的探针一般情况下不适用于通过多通
道装置进行的自动和机械化测试。Starmans公司
的实验室正在设计和开发适用于规定用途的探针

空心火车车轴测试用的顶部连杆探针



C扫描软件

C扫描软件、硬件、运动及应用：
• 探针运动
• 每个探测位置的数据记录和A扫描
• 额外的数据处理

手动和自动测试的超声探针

 探针（传感器）是超声NDT设备非常重要的部
件。
 Starmans主要使用在其自己的实验室中开发
的超声探针，并在其他一些特殊应用中会使用其
他生产商生产的探针连接到本公司的设备上，如
DIO2000。
 在最终决定探针构造之前，会使用数学方程式
进行理论模拟。

超声波束模拟

STARMANS
electronics s.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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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视图: A扫描、B扫描、C扫描
峰值保持: 冷冻峰值回声包络
自动门: 厚度
DAC: 20 个点，加4条子曲线
TCG: 20 个点
曲率校正: 自动
彩色图: R-G-B

数字数据处理
评估: 使用内置微处理器、振幅和时间对比、特
定入口的引导边缘或峰值评估、干扰的数据消
除、数据压缩、A扫描
噪音抑制器: 0到80 %的屏幕高度
入口: 3
阀值: 每个入口1个——可调
控制门触发:通过发射器或选择的回声先导边缘同
步 (“echostart”)

DIO 2000 设备版本

SF
DIO2000 19” 1-16 CH SF 是最常用的类型，频
率带为1-15MHz，包括4个框架，每个框架有16条
通道，也就是说该类型可以扩展到64条通道。在
DIO2000中，为钢条检查、铝块检查、火车车轴和
Cheung的检查配备了自动装置（见下文

HF
DIO2000 19” 1-16 CH HF 是高频率版本，频带
为15到60MHz，主要用于检查薄部件或进行厚度测
量。

LF
DIO2000 19” 1-8 CH LF+BP 配备了功率发射器，
主要用于检查复合材料、木材、水泥、陶瓷及其
他材料。同样，四个框架也可以安装四个通道。
因此，可以进行32个通道的低频应用，频带为
1kHz到1MHz。

DIO 2000 连接与外壳

小尺寸版本

 如果需要更少的通道，则可以使用外壳。因
此，可以选择只有3条通道的DIO2000版本，或1到
16个通道的紧凑版本。

DIO 2000 软件

 17寸的大屏显示器可以同时显示多个A扫描以及
参数和频道窗口，如下所示。

B扫描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