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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仪器简介

1.1 简介

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是一款对钻孔进行全面检测的高科技设备，产品集钻孔拍照、

窥视(录像)、成像、轨迹测量和自然伽马检测等功能于一体，一次测试，完成以前五次测试的

工作量，同时可以获取钻孔动态录像视频、局部高清照片、全孔壁展开平面图、钻孔空间轨迹

和煤岩识别，高效快捷。仪器以低功耗嵌入式双核处理器为核心，配以高清高线数摄像机和军

工级高精度空间角度测量器件，辅之以先进的控制算法和图像处理算法等软件系统，同步实现

全部功能。产品设计充分考虑煤矿井下实际工作环境，力求操作简便，系统性能稳定，简单可

靠。

1.2 主要用途

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是根据煤矿井下的工作环境特别设计的钻孔检测设备，可实现

以下功能：

1） 对钻孔进行全孔壁成像，孔内录像，关键部位抓拍图片等；

2） 测量钻孔在空间的轨迹和钻孔的实际深度；

3） 从成像平面图上量测煤层或各种构造的厚度、宽度、走向、倾向和倾角等；

4） 区分矿体、岩体、煤层、夹矸、土层等各种地质结构体；

5） 观测和定量分析揭露地层的岩性、厚度、含水性及孔壁结构特征（包括分层性、厚度、岩

层软硬程度、岩石孔隙、裂隙、出水点特征、顶板离层情况及断层等）；

6） 测断层裂隙产状及发育情况；

7） 观测含水断层、溶沟溶洞、含水层出水口位置等。

煤矿顶板地质构造、煤层赋存、工作面前方断层构造、上覆岩层导水裂隙带等的探测。

适合于各种形状和功能的钻孔的检测，如水平孔、垂直孔、倾斜孔等；如锚杆锚索孔、瓦

斯抽放孔、抽排放水孔和地质勘探孔等。

钻孔成像轨迹检测装置既具有钻孔窥视仪和成像仪的功能，同时具有钻孔轨迹测量、煤岩

识别的功能。不仅能对钻孔内的水流等动态画面进行实时直观地观测录像，又能对钻孔内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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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进行成像并展开成平面图、岩性柱状图，而且可生成虚拟岩芯三维柱状图，可以生动直观地

再现孔内结构体并进行定量分析。可以有效探测煤层产状、厚度等赋存情况，指导合理科学地

组织生产；通过对同一钻孔的周期性对比观测成像，可以揭示煤层巷道围岩节理、断层和裂隙

等发育变形情况，预测巷道顶板离层垮冒、巷道失稳等潜在灾害的发展趋势，为采取科学有效

的预防处理措施提供参考，降低开采风险和生产成本；可以对巷道的支护设计、围岩注浆加固

及巷道修复等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提供真实有效的技术依据，提高煤矿井下生产的安全性。

对于瓦斯抽放孔、排水导水孔等功能性钻孔，可以检验实际孔位、走向和深度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观测煤层和岩体的破碎程度和出水口的位置，评价瓦斯抽放效果，评价抽排放水的效

果。

1.3 产品类型与规格

1.3.1 产品型号及说明

Y H C J 90/360 倾角 90°/方位角 360°

井

测

本安型

仪器仪表

图1-1 产品技术特性代号

1.3.2 产品组成与关联

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由YHCJ90/360-Z（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主机）、YHCJ90/360-T

（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探头）、ZKXG100-S（矿用钻孔成像轨迹检测装置深度编码器）等组

成，其防爆型式均为“Exib I Mb”。

主机与探头通过长度为100m的矿用专用电缆连接，主机与测深器通过长度为3m的电缆连接。

仪器组成设备明细表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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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配

序号 名称 产品 数量

1 主机 1

2 Φ37探头 1

3 线盘 1

4 深度编码器 1

5 不锈钢推杆 1

6 软件 1

7 说明书、合格证 1

8 安标证、防爆证 1

表1-1 组成清单

1.4 产品使用环境条件

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1） 环境温度：0℃～+40℃；

2） 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

3） 大气压力：80kPa～106kPa；

4） 无显著振动和冲击的场合；

5） 煤矿井下有甲烷和煤尘爆炸性混合物，但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1.5 安全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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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在煤矿井下使用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的充电器，数据通讯必须在地面安全场所

进行。

1.6 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

1.6.1 仪器工作机理

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主要包括YHCJ90/360-Z（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主机）、

YHCJ90/360-T（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探头）、ZKXG100-S（矿用钻孔成像轨迹检测装置深度

编码器）等主要部件，以及视频传输电缆、信号电缆和推杆等附件。测深器用来记录探头在钻

孔内行进的深度。YHCJ90/360-T矿用钻孔测井仪探头内置LED白光发光二极管（带亮度调节电

路）和摄像机，用来摄取孔壁图像，内置高性能三维电子罗盘，用来测量探头所在位置的钻孔

方位角和倾角。内置高性能GR探测器探测以仪器为中心、半径为30～50cm范围内岩石中放射性

同位素发射的伽玛光子的辐射量。探头内的综合信息、控制信号通过矿用本安型通讯电缆传到

主机，主机接收探头信号和测深器的深度脉冲信号，计算探头所在的深度位置，并对视频信号

进行图像录像、匹配拼接等处理。录像装置可以全孔录像，也可以局部录像。录像与图像匹配

拼接同步进行。随着探头不断往孔内行进，整个孔壁就会自动匹配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平面展开

图。

主机在对图像进行处理的同时，显示实时监视图像、拼接后的展开图和孔内GR放射强度，

对保存的数据可以进行回放浏览。与PC机连接后，仪器可以作为U盘使用，很方便地进行文件

传输（复制粘贴）。

1.6.2 装置组成

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系统由“井下”和“室内”两部分组成,“井下部分”是主要

包括YHCJ90/360-Z（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主机）、YHCJ90/360-T（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探

头）、ZKXG100-S（矿用钻孔成像轨迹检测装置深度编码器）等主要部件，以及矿用电缆和推

杆等附件，井下设备均为本质安全型设计，并通过了行业相应机构的防爆性能检测,“室内部

分”是由微型计算机（主频1GHz以上）、打印机、专用充电器和资料分析及处理软件组成，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像采集与信号分析处理系统，其任务是把现场采集的图像进行计算、显示、

存贮、通信、处理分析和打印成图。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系统结构如图2-1所示。

室内部分的所有配套设备严禁在井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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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系统组成方框图

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主要由主机、探头和测深器组成，主机主要由内部系统、对外

接口和电池组组成。外部接口包括探头端口、测深器端口、操作控制旋钮接口和充电器接口等，

内部系统主要有ARM双核处理器、数据存贮单元和图像显示单元，内部系统通过外部接口与外

部组件连接，主机内软件系统的控制下，实现图像采集、显示、存贮和数据传输等功能。仪器

原理框图如图2-2所示。

图2-2 主机结构方框图

自然伽马（GR）岩性识别原理：

自然伽玛测井划分岩性是钻孔测井技术中普遍采用的一个重要参数，是测井技术中最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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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可靠和最为基础的一条测井曲线。它根据岩石中所含的放射性同位素U、Th、40K离子等天

然放射性差异来区分岩性，如下表1-2所示，这就是用自然伽码测井法的依据。探测以仪器为

中心、半径为30～50cm范围内岩石中放射性同位素发射的伽玛光子的辐射量，来定量划分岩层

厚度，确定沉积岩中砂岩、泥岩类的岩性，如图2-3所示。充分应用自然伽码测井曲线是做好

测井资料综合解释、提高煤田测井地质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

岩性 泥岩 煤 砂岩 生物灰岩 石灰岩 白云岩 石膏 盐岩

GR含量 高值 低值 低值 低于砂岩 低于砂岩 低于砂岩 最低 最低

表1-2 伽马放射性差异表

图2-3 岩性分析图

针对用单一的自然伽玛曲线难以区分的砂岩与煤层、灰岩，在本仪器可以结合视频、展开

图进行与自然伽玛测井曲线的同步分析实现。

1） 探头

探头是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YHCJ90/360-T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探头内部：摄像机、光

源、三维电子罗盘、GR探测模块和单片机控制单元（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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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探头原理框图

探头内的辅助光源发光照亮孔壁，摄像机对孔壁摄像，视频信号通过视频电缆传输到主机。

探头内的单片机系统接收调光RS485端口接收主机的调光命令，实现光源亮度的调节，通过

RS485端口传到主机显示。

2） 主控单元

主控单元包括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硬件部分采用了集成度高、可靠性好、技术成熟和具

有实时响应能力好且能代表当今发展趋势的ARM嵌入式系统。控制软件具有操作界面友好，可

操作性好，实时控制可靠。

从图2-2主机结构方框图可以看出，在主控单元的软件控制下，图像采集单元、图形显示

单元、数据存贮单元、人机接口单元和数据传输等各部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完成整套功能。

3） 人机接口单元

通过操作控制按钮实现操作人员与主机内软件系统的信息输入，包括设置工程参数和图像

采集参数、发送控制指令、保存及打开实测图像等主机可实现的所有功能。

4） 图形显示单元

以图形方式生动呈现仪器工作时需要输入的参数，可实现的功能菜单，以及将采集到的图

像显示。

5） 数据存贮单元

在主机软件的控制下，将实时采集的图像存贮到TF卡中，或打开存贮在TF卡中的数据，或

将存贮在TF卡中的数据传输到PC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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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部接口

外部接口包括接探头的信号输入端口、接测深器的深度端口、接PC机的数据USB端口及接

充电器的充电端口。数据传输端口不仅实现将主机内存贮的数据传输到PC机上，也可以实现将

主机内的新软件下载到主机内，对主机内的软件进行更新。

1.7 主要技术特性

1.7.1 YHCJ90/360-Z（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主机）

1） 额定工作电压：DC11.1V（由锂电池组供电）。

2） 工作电流：≤1.2A。

3） 电池组参数：电池组标称电压DC 11.1V，容量5000mAh（电池组由单节标称电压3.7V/5000

mAh的PL195568锰酸锂电池3节串联，内置保护板，整体浇封），电池组开路电压：≤12.6V，

电池组短路电流：≤1.5A，电池供电工作时间：≥6 h。

4） 基本配置：

 显示屏：7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

 标称存储容量：32GB。

5） 两路输入信号：

 视频电信号：1路PAL制正极性彩色视频信号输入，视频有效信号(0.9±0.3)V（75Ω 不平

衡负载），同步信号(0.4±0.1)V（75Ω 不平衡负载）；

 脉冲信号：2路电平型脉冲信号输入，输入高电平时应不小于3V，输入低电平时不大于0.5V；

占空比50%±10%；相位差90°±45°，脉冲数量范围0～144000（对应0～100m）。

6） 两路本安直流输出

第一路给深度编码器供电：

 输出电压范围：4.5V～5.5V；

 额定输出电流：50mA。

第二路给探头供电

 输出电压范围：10V～12.6V；

 额定输出电流：35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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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S485信号参数：

 接口数量：1路；

 传输方式：双极性，半双工，RS485；

 传输速率：19200bps；

 信号工作电压峰峰值：2V～10V；

 传输距离：100m（MHYVRP 1×7(32/0.20mm)煤矿用聚乙烯绝缘编织屏蔽聚氯乙烯护套通信

软电缆）。

8） 功能：

 可以接收深度编码器输入的信号，显示电缆长度（0～100m）；

 可以接收视频电信号，能够采集图像并拼接成平面图，便于显示、存储和回放；

 可以通过RS485接收探头的方位角及倾角值；

 在地面上具有和计算机USB通信的功能。

1.7.2 ZKXG100-S（矿用钻孔成像轨迹检测装置深度编码器）

1） 额定工作电压：DC5V；

2） 工作电流：≤50mA；

3） 测量范围：（0～100）m；

4） 测量误差：≤2.0%FS；

5） 输出信号：2路电平型脉冲信号输出，输出高电平时应不小于3V（拉出电流2mA），输出低

电平时不大于0.5V；占空比50%±10%；相位差90°±45°，脉冲数量范围0～144000（对应0～

100m）；

6） 功能：当电缆线通过编码器的滚轮时，编码器输出脉冲信号。

1.7.3 YHCJ90/360-T（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探头）

1） 额定工作电压：DC11.1V；

2） 工作电流：≤350mA；

3） 辅助光源照度：最大为100Lux(距镜头2cm处) ；

4） 图像质量：

 水平清晰度：不小于500电视线（检测卡距镜头2c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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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度鉴别等级：不小于7级（检测卡距镜头2cm处）。

5） 输出信号：

 PAL制正极性彩色视频电信号；

 视频有效信号（75Ω 不平衡负载）：(0.9±0.3)V；

 同步信号（75Ω 不平衡负载）：(0.4±0.1)V。

6） RS485传输参数：

 接口数量：1路；

 传输方式：双极性，半双工，RS485；

 传输速率：19200bps；

 信号工作电压峰峰值：2V~10V；

 传输距离：100m（MHYVRP 1×7(32/0.20mm)煤矿用聚乙烯绝缘编织屏蔽聚氯乙烯护套通信

软电缆）。

7） 角度参数及误差：

 方位角：测量范围0～360°，误差：±0.5°；

 倾角：测量范围±90°，误差：±0.5°。

8） 功能：具有辅助光源，能够测定方位角及倾角，输出视频电信号并可通过RS485与主机通

信。

9） 自然伽玛（GR）：统计起伏：＜10%，计数范围：本底-10000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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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场采集操作

2.1 钻孔准备

1） 探测孔孔径要大于探测头直径，不应小于30mm；

2） 钻孔的深度在100m之内；

3） 钻孔如在巷道侧部，要保证钻孔有一定的仰角，一般5°左右即可，为了让孔内水能够自

由流出；

4） 钻孔应保证合理掌握钻进压力，尽量保持平直，力求保持孔壁的完整性，避免出现台阶孔；

5） 打孔后，用高压气或水将孔冲洗干净，保证钻孔内没有积水与粉尘。钻孔打完后要放置孔

10～20分钟，待孔中雾气消失后再进行探测，以保证探头视窗上不会凝结水汽。

2.2 技术人员配备

进行深部巷道钻孔探测的现场操作人员至少3人，其中不包括钻孔人员。分别为探头操控

人员1名，负责使用推杆将探头慢速平稳推入钻孔；线缆操控人员1名，负责将电缆匀速通过深

度编码器；主机操控人员1名，负责操作主机。

2.3 设备连接

YHCJ90/360矿用钻孔测井仪主要由三部分组成：YHCJ90/360-Z（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主

机）、YHCJ90/360-T（矿用本安型钻孔测井仪探头）、ZKXG100-S（矿用钻孔成像轨迹检测装

置深度编码器），三部分之间通过电缆连接。整套设备连接过程如下：

1） 连接探头：电缆两端固结7芯防水插头，插头连接YHCJ90/360-T、并将插头紧固帽与探头

固定紧密。

图3-1 连接探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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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深度计数器：将三角支架平稳安置在孔口下方，将带有ZKXG100-S测深器的滑轮安装

在三角支架的固定座上，将探头电缆安装在滑轮上。

图3-2 安装深度计数器

3） 连接主机：将连接YHCJ90/360-T探头的7芯视频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YHCJ90/360-Z主机的

“信号”接口，用4芯连接线将ZKXG100-S测深器接口与主机的“深度”接口连接起来。

图3-3 连接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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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始检测前检查各部分连接是否正确牢固。

2.4 设备操作

2.4.1 开机自检

按下主机右侧开机电源按钮，等待几秒后，仪器会进行设备自检，等待10秒左右，仪器自

检完成，将进入主界面。

图3-4 开机主界面

在开机主界面可以查看设备固件版本、主机电压（波动范围11.1V～12.6V，电量低于11.6V

及时充电）、存储容量（标称容量32G，内存不足时及时清理内存）。

2.4.2 参数设置

开机主界按下“参数设置”，进入参数设置主界面，如图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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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参数设置

1） 钻孔编号：按钻孔实际信息输入钻孔编号，按照默认格式输入，钻孔采集完上一个钻孔后

编号会递增；

2） 孔直径：按钻孔实际信息输入钻孔直径；

3） 脉冲距离为深度计数器滑轮每转动1°探头前进的距离，缺省值（默认值）为0.345，其随

滑轮直径和线缆直径变化而变化。修正方法如下:从绞车上精确地量出一段1000cm长的线缆，

在线缆上做好首尾两处标记，让线缆穿过滑轮。接着，将线缆从事先做好标记的一端放至另一

端，观察屏幕上显示的深度数据的变化，记录线缆两处标记的两个读数相减后即为本机计量长

度如上图所示，假设为L。如L＝1000cm，则表示计量值准确，无需进行校准。否则，则应返回

到“参数设置”菜单，修改脉冲距离值，计算公式为：修改值＝预设值×1000/L；

4） 初始深度：按照探头实际位置输入，若在孔口则输入0；

5） 罗盘状态：钻孔角度大于75°，设为垂直模式；若钻孔角度小于75°，则设为水平模式(注

意：垂直模式不能显示轨迹)；

6） 中心X和中心Y：调整XY使十字中心与钻孔圆心大致重合；



YHCJ90/360

矿用钻孔测井仪

第 15 页

7） 内径和外径：调整孔壁拼接时所取图像中环形带的宽度，内外径之差保证在20-30之间；

8） 图像亮度：调节图像对比度；

9） 设置完成点击确认退出设置界面。

2.4.3 图像采集

开机主界按下“图像采集”，进入参数设置主界面，如图3-6所示：

图3-6 图像采集

1） 灯环亮度+/-：调节探头led光源亮度；

2） 开始拼接：采集钻孔平面展开成像和轨迹数据，生成TCD格式数据；

3） 开始录像：采集钻孔动态视屏数据，生成MP4格式数据；

4） 视屏截图：抓拍关键位置图片，生成BMP格式数据；

5） 返回：探头到孔底时，停止录像和拼接，点击返回退出采集，主机自动保存数据。

2.4.4 伽马曲线

采集主界按下“GR曲线”，进入伽马曲线界面，如图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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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伽马曲线

2.4.5 文件管理

开机主界按下“文件管理”，进入文件浏览器主界面，.bmp文件为窥视视屏截图片文件，.mp4

文件为窥视视屏文件，.tcd文件为岩性成像展开图和轨迹测量文件，如图3-8所示：

图3-8 文件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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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片浏览

选中.bmp文件右侧直接显示浏览图像，如图3-9所示：

图3-9 图片浏览

2） 视屏浏览

选中.mp4文件选转光标至 “打开文件”按下进入视屏播放界面，可“暂停”、“停止”、

“返回”如图3-10所示：

图3-10 视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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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像浏览

选中.tcd文件选转光标至 “打开文件”按下进入成像展开浏览界面，可选择方向、速度、

启动浏览、暂停浏览、返回。如图3-11所示：

图3-11 成像浏览

2.4.6 时间校准

开机主界按下“时间校准”，进入时间校准界面，设置好时间后按“确定”保存，如图3-12

所示：

图3-12 时间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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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软件分析操作

3.1 软件安装

打开软件U盘，双击“综合测井仪分析软件.exe”，根据安装步骤提示，选择安装位置等，

安装好分析软件，如图4-1所示：

图4-1 图像采集

3.2 打开文件

打开“综合测井仪分析软件”进入软件主界面，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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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软件主界面

在软件主界面点击在主界面点击 或者点击文件 → 新建数据库，如图4-3所示：

图4-3 新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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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界面点击 或者点击文件 → 添加钻孔数据，可添加对应钻孔文件数据到当

前打开数据库中，如图4-4所示：

图4-4 添加钻孔数据

双击数据表格栏里对应钻孔编号的文件，显示钻孔平面展开图和柱状图，如图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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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打开钻孔数据

3.3 岩性描述

3.3.1 产状量取

在软件快捷菜单栏按下“产状”按钮，钻孔平面图上鼠标左键单击产状最高点，再单击产

状最低点，此时平面图上显示产状示意图，“岩性描述信息”栏显示产状的方位角倾角等信息，

依次点击“添加至岩性描述表”、“更新至数据库”完成产状描述，如图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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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产状量取

3.3.2 缝宽量取

在软件快捷菜单栏按下“缝宽”按钮，钻孔平面图上鼠标左键单击裂缝一侧某点，再单击

垂直裂缝的另一侧某点，此时平面图上显示缝宽示意图，“岩性描述信息”栏显示裂缝宽度，

依次点击“添加至岩性描述表”、“更新至数据库”完成缝宽描述，如图4-7所示：

图4-7 缝宽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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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矩形体面积量取

在软件快捷菜单栏按下“矩形”按钮，钻孔平面图上鼠标左键单击矩形体左上角，再单击

矩形体右下角，此时平面图上显示矩形体示意图，“岩性描述信息”栏显示矩形体面积，依次

点击“添加至岩性描述表”、“更新至数据库”完成矩形体面积量取，如图4-8所示：

图4-8 矩形体面积量取

3.3.4 多边形面积量取

在软件快捷菜单栏按下 “多边形”按钮，钻孔平面图上鼠标左键单击多边形拐点一点，

再次点击下一点，直到形成闭合多边形，此时平面图上显示多边形示意图，“岩性描述信息”

栏显示多边形面积，依次点击“添加至岩性描述表”、“更新至数据库”完成多边形面积量取，

如图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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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多边形面积量取

3.3.5测井曲线标识

点击“显示测井曲线” 按钮，将出现如图4-10所示。点击测井曲线表示按钮 在

测井曲线图上鼠标左键单击一侧某点，再单击另一侧某点，将出现如图4-11界面：

图4-10 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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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岩性标注

双击编辑，出现如图4-12界面：

图4-12 岩性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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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单机更改图例，出现如图4-13，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即可。

图4-13 岩性图例

3.4 轨迹分析

在软件快捷菜单栏按下 “轨迹”按钮，显示钻孔轨迹立体图、平面图、和数据表格，如

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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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轨迹界面

在菜单栏选择“信息”→“轨迹参数设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用户根据钻孔信息修改设

计方位角、倾角、深度等基本信息，如图5-2所示：

图5-2 轨迹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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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完成，点击“确定”，软件自动计算“上下偏差”、“左右偏差”、“立体偏差”

如图5-3所示：

图5-3 轨迹偏差结果

3.5 报告生成

3.5.1 打印设置

点击快捷菜单 或者点击文件 → 打印设置，用户可以根据纸张和孔深选择合适的

“图像段设置”参数，根据实际工程信息输入“自定义工程参数”，如图5-4所示：

图5-4 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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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打印预览

点击快捷菜单 或者点击文件 → 打印预览，用户可以根据预览界面效果再次调

整打印设置参数，如图5-5所示：

图5-5 打印预览

3.5.3 报告生成

 点击快捷菜单 或者点击文件 →输出到图片，生成报告到图片，会在当前数据库

目录生成“PNG”目录，保存数据的所有PNG格式图片；

 点击快捷菜单 或者点击文件 →输出到图片，生成报告到word文件，会先导出图

片到PNG目录，自动生成word文件，自动插入图片到word文件内；

 点击快捷菜单 或者点击文件 →输出打印，选择打印机为PDF打印机，可生成PDF

格式报告。



YHCJ90/360

矿用钻孔测井仪

第 31 页

图5-6 成像打印

点击快捷菜单 或者点击文件 →输出到Excel，生成轨迹报告到表格，如图5-7

所示：

图5-7 轨迹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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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维护保养、使用注意事项

1） 探头外视窗口采用石英玻璃制成，受到撞击时易碎，应避免剧烈振动和受到撞击。使用完

毕后，请使用电缆绞车卷好电缆，然后将探头插入到电缆绞车的放置筒内。

2） 使用推杆推送探头时用力要均衡，避免探头偏斜，探头在钻孔内偏斜容易导致外视窗口上

存留杂物，遮蔽探头。

3） 使用推杆推送探头的过程中，不要一个方向转动推杆，这样会使电缆缠绕，增大阻力，在

推送过程中遇到阻碍时可以轻微的来回转动推杆，使探头能够平稳伸入。

4） 使用时不要将主机放置在上方有水淋或地面积水较多的地方，使用过程中请注意防护，应

及时清理掉主机面板上的积水。

5）推杆的两端有连接螺纹，在使用过程中和放置的时候都应保护好，否则会影响推杆的连接。

6） 本仪器为精密电子仪器设备，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护，轻拿轻放，否则容易损坏，影

响正常使用。

7） 电池在一次满充后大约能连续使用10小时左右，每次最好能使用到低于最低工作电压时再

进行充电，这样能减小电池记忆效应的影响，延长电池的正常使用寿命。

8） 所有的连接线，在使用时必须先连接好后再开机，在要断开连接线时，必须先关机，然后

再断开连接线。

9） 在使用USB传输完数据后，必须先断开与电脑的USB连接，再拔掉USB延长线，否则可能会

造成严重损坏。

10） 使用过程中有问题时请急时联系经销商或生产厂家，切勿自行拆开修理。

11） 电池的维护保养方法：在日常工作中，电池电量在接近耗尽时充电，充电结束时充电指

示灯熄灭，充电应在地面安全通风场所进行；仪器在长期存放不用时，每间隔15天要检查一次

仪器的电池电量，电量不足须立即充电。电池禁止在无电状态下长时间存放，否则严重影响电

池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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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包装、运输、贮存

5.1 包装

仪器采用纸箱包装，包装箱外应有“精密仪器，轻拿轻放”等标志。随机文件有：

1） 装箱单；

2） 产品合格证；

3） 产品使用说明书；

4） 防爆检验合格证复印件；

5） 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复印件；

6） 产品保修卡。

5.2 运输

包装后的仪器在避免雨雪直接淋袭的条件下，可适用于水运、陆运及空运等各种运输方式。

5.3 贮存

包装后的仪器应能在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90%的环境中储存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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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开箱检查及售后服务

6.1 开箱检查

1） 开箱检查应对照装箱单是否与物品名称、数量相符；

2） 开箱时应注意不得损坏设备，开箱后应对照装箱单核对箱内部件是否相符，如有问题，请

及时与厂家或经销商联系。

6.2 售后服务

在用户遵守保管及使用规则的条件下，自发货之日起一年内如性能低于产品标准的规定，

制造厂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对于超期使用损坏以及确因用户使用不当损坏的产品，应积极修

理，适当收取维修费用。仪器内已经无效的电池，公司负责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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