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aMet® – 让硬度测试变得轻松自如

• 仅需点击 4 次就可以完成序列自动化测试
• 通常测试自动化程度越高， 前期需要设置
或操作的复杂性也越高。 而 DiaMet 打破
了这一惯例， 其提供了快速而简单的操
作， 因此操作者稍加培训就可以轻松使用
它， 但同时具有专业用户所需的灵活性及
高等级功能的特点。 一旦程序设置好， 任
何操作者只需要点击/触碰 4 下， 就可以使
用该程序进行一系列的维氏或努氏硬度测
试。

• 抗碰撞的压头和物镜
• 防撞系统可以在测试过程中保护压头或物
镜。 如果在测试路径中检测到障碍物， 设
备会立即停止移动， 不仅为操作人员提供
安全保障， 同时防止设备损坏， 减少停机
时间和维护成本。

自动化

安全性

• 5 秒或更短的自动对焦和自动测量
• 由于由同一团队开发， 因此 Wilson 系列
硬度计和 DiaMet 软件具有很好的兼容
性。 其具有最快的测试周期、 最快的自动
对焦以及最快的自动测量等特点。 因为能
够提供更快的精确测量结果， 所以可以更
准确地控制内部程序或者可以在相同的时
间内进行更多的测试。

快速

• 可用于维氏/努氏/洛氏/布氏
• DiaMet 非常适合评估宏观维氏、 显微
维氏、 努氏、 洛氏、 表面洛氏、 布氏甚至
K1c 断裂韧性， 并完全满足 ISO 和 ASTM

标准要求。 DiaMet 还可以自动对维氏和
努氏压痕进行对称性计算， 并给予清晰视
觉指示， 有助于确保结果符合标准要求。

通用性



设计简洁和简单直观的操作界面使得 DiaMet 软件功能切换非常方便。 屏幕顶部的选项
卡可以让你在首页测试页面和报告之间自由切换。 底部状态栏可以全面反馈进程状态并
清晰有效地追踪测试人员的使用情况。 由于在设计中兼容了触摸屏的使用， 因此在实际
操作中更为简单和智能。

选项卡接口
无需复杂的菜单， 就可轻松实现程序到
测试、 报告的切换。

可定制
所有的窗口、 工具和控制都可以根据使用人员的喜
好进行调整和重新设置， 使工作流程更快、 更直观。

使用触摸屏可以节省您的实验室空间， 只需要进行
简单的轻敲、 滑动即可完全操控硬度计。

触摸屏操作优化

放大倍数
可直接访问所有放大倍数。 也可在每一
个程序中对用于观察和测量的物镜进行
设定。

概述
全景相机和概述窗口均有测试图案覆
盖， 可以准确显示压痕位置及其相对尺
寸。

XYZ控制
在进行测试点定位时， 除了通过定义
点的位置和箭头方向移动工作台， Di-
aMet 还可以使用点击定位， 或手指/鼠
标在屏幕上滑动引导移动路径。

状态栏
可以同时读取硬度计工作内容、 程序运
行情况、 测试和分析剩余时间以及试验
力/压头状态。

附加功能

触摸优化



1. 选择程序

3. 测试和测量

2. 定位

4. 数据评估

程序可以存储测试的所有参数， 包括标
尺、 保压时间、 曲线类型、 转换值和报
告模版等。

移动自动平台， 调整焦点与照明并进行
测量和得出计算结果都可以通过一次
点击完成。

DiaMet 可以将压痕图案叠加在全景相
机视图和轮廓上， 便于布置点位。

生成报告可以提供测试结果、 全景图、
压痕图、 曲线、 转换值和数理统计等
结果。

操作简便



快速测试
• 需要快速读取样品的硬度吗？ DiaMet QuickTest 模
式绕过了编程和设置位置， 让您直接操作硬度计。 全
手动控制允许操操作员按需进行测试。

• 经常使用的程序可以直接放在登录屏幕上作为快捷
方式， 使操作人员可以立即打开测试任务并开始工
作。 管理员和监督员的密码控制可以保护系统不被不
当使用， 并简化实验室的工作流程。

自动测量

图像化的测试模型

• 清晰的亮度和对比度： DiaMet 自动照明功能可在任
何样品的任意位置上智能调节到合适程度， 且适用于
任何材料（铸铁、 工具钢、 硬质合金、 涂层等）。

• 快速自动聚焦： DiaMet 无缝自动对焦系统能迅速固
定焦平面，捕捉到清晰的压痕图像， 以获得准确的硬度
值， 在横移和平台移动过程中能补偿不平整的样品表
面。

• 精确的测试结果： DiaMet 自动识别高分辨率的压痕
图像， 并检测和测量压痕的大小和对称性。 对可疑或
超出范围的测量结果添加特殊标识， 以便操作人员检
查， 进行手动调整和重新测量。 每个样品的平均值、 范
围、 最大/最小值、 CHD 和 cPk 统计数据都会自动计
算。

• 创建有意义的测试模式： DiaMet 允许用户在多个位
置创建任意数量的图案， 以创建横截面、 地图和表面
硬度深度图。 结合不同的几何图形、 测试载荷和相对
位置， 所有这些都是在样品上设置的关键位置。 当你
构建图案时， 可以看到它们在样品上的确切位置。 保
存程序模板以自动放置已知样品几何形状的压痕图
案。

软件功能



轮廓图和全景图

个性化的用户界面

• 快速而直观地导航： DiaMet 轮廓扫描可以映射出
样品的形状， 允许自动放置测试图案。 全景图像拼
接使操作者可以通过直观的点击、 触摸和拖动控制
来轻松设置测试位置。 DiaMet 可以按照样品的形
状自动在轮廓曲线、 图形网格或从表面到芯部的导
线上放置压痕点以便于自动测试。

• 定制外观以简化测试： DiaMet 使用模块化的窗口
和控件， 可以以任何方式移动、 调整大小、 停靠和
取消停靠、 堆叠和取消堆叠， 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屏
幕空间。 支持多个显示器， 使操作者可以扩展控制，
趋势图、 硬度图和实时摄像头视图， 使 DiaMet 的
使用变得快速而简单。

实时视频叠加
• 查看压痕放置的位置： DiaMet 会在实时视频和全
景扫描窗口上向操作员显示压痕的位置、 大小和形
状。 这有助于对多个测试行进行相对定位， 并确保
压痕的位置一致和正确。 点击一个压痕位置， Di-
aMet 会自动将平台移动到该位置， 以验证位置。

软件功能



多样品测试
• 在 VH3000 系列和 UH4000 系列全自动硬度计上
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 使用多样品夹具， 一次可重
复地测试多个样品。 预先编程的多样品测试模式减
少了操作时间， 简化了工作流程， 提高了生产率。

• 直接将程序拖到多样品测试模板上， 给样品贴上单
独的测试任务标签， 然后一键开始测试所有样品。

• 完全自定义的多样品测试模板用于用户定制的样品
夹具。

• 可选择预设的 4 个或 6 个多样品测试模板， 或创建
您自己的多样品测试模板。

• 定义起始坐标： 对于每个样品， 可以设置中心或任
何 X、 Y、 Z 坐标， 并用于导航或自动放置模板。

• 简单的导航： 点击样品夹具模板内的样品， DiaMet
将测试平台移动到所需的位置。

• 全景浏览： 当扫描轮廓线或全景图像时， 夹具模板
会显示每个样品的全景图像， 以便快速、 方便地进
行参考。

• 简单的测试工作流程： 清除已测试的样品架， 并立
即开始下一批测试。

高级分析工具
• 表面硬化层深度 (CHD)                               

  •  内置热处理表面硬化层深度和公差的测定

• 焊缝测试                                                            
  •  按 ASME 规定的焊接测试模式

• 端淬测试                                                                 
  •  按 AMS 规定的端淬测试模式

• 齿轮测试                                                                  
  •  自动测试冠部、 侧面、 根部和芯部的硬度以进行
脱碳处理

软件功能



共享的数据库
全新的 DiaMet 2.0 共享数据库功能可帮助简化实验室的硬度测试流程。 实验室中所有的威尔逊硬度计都可以通过联网共
享程序和数据。

VH1202VH1102VH1150

UH4250 RH2150 VH3300

VH3100

内部网络远程 DiaMet 工作站

共享数据库图示

提升实验室效率 多名测试人员可以同时使用相同的程序、 模式、 模板和报告。

简化样品测试流程 不同硬度计通过不同标尺测得的数据可以自动整合成一个测试任务。

简化报告 报告可以从不同硬度计中提取， 包括图像、 测量数据、 2D 和 3D 图形、 CHD 计算以及趋
势分析。

提高生产力并减少停机时间 通过 DiaMet 工作站， 可以在您的电脑上远程访问设备， 读取数据、 生成报告并确认结果
的一致性。

减少数据管理工作量 通过共用一个 SQL 数据库远程原理和归档数据， 简化了网络备份和数据库维护工作， 并
保障了安全性。



技术规格

DiaMet 版本 手动版 基本版 半自动版 全自动版 企业版

适用硬度计型号 VH1000 系列 UH4000 系列
RH2150 系列 VH1000 系列 VH1000 系列

VH3000 系列
VH1000 系列
VH3000 系列
UH4000 系列

编程模块
CHD 计算
端淬测试
焊缝测试
齿轮测试
自动测量
数码变焦
自动调节亮度
XY 自动平台
多样品测试
自动聚焦
边缘检测
轮廓描绘、全景扫描及图像拼接
硬度彩色分布图
多样本模板
共享的数据库 所有硬度计可选配   编号：W1001D201

远程工程站 远程 DiaMet 系统（完整版）   编号：W1001D210
远程 DiaMet 软件（仅软件）   编号：W1001D212

远程工作站系统规格

DiaMet 测量系统可以完全控制硬度计并据实际使用情况设置不同的自动化级别， 所有硬度测试的相关参数包括力值、 保
压时间、 焦距以及硬度值转换都非常容易设置。 可以在极少的人为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完成序列程序的运行， 包括自动测
试、 自动对焦、 自动测量、 自动生成报告等。

操作系统 处理器（CPU） 内存 硬盘 显卡 接口 显示器 输入配置

Windows 10 
x64

Intel Core 
i7-8700

16 GB DDR4
512 GB SATA 
固态硬盘 Intel集成显卡

(4) USB3.1 
高速 Cat-5e 
RJ45 以太网
接口

24” LCD 
触摸屏

键盘、鼠标、
鼠标垫

具体规格可能会有变化



Wilson® 硬度计

多功能硬度计

洛氏硬度计

VH1102 & 1202

UH4250

RH2150

UH4750

VH1150

VH3100

VH3300

显微维氏/努氏硬度计 
0.01 - 2 kgf 
ASTM E92、 E384; 
ISO 6507、 4545

多功能硬度计
0.5 - 250 kgf 
常规 & 表面洛氏、 维氏、
努氏及布氏测量

洛氏硬度计
所有常规及表面洛氏标尺
ASTM E18、 D785、 B295; 
ISO 6508、 2039; DIN 51917 

多功能硬度计
3 - 750 kgf
常规 & 表面洛氏、 维氏及
布氏测量

宏观维氏硬度计
0.3 - 50 kgf
ASTM E92; E384、 
ISO 6507

自动化显微维氏/努氏硬度计
0.01 - 10 kgf
ASTM E92、 E384; 
ISO 6507、 4545

自动化显微维氏/努氏硬度计
0.01 - 50 kgf
ASTM E92、 E384、 E10、 
ISO 6507、 4545、 6506

维氏/努氏硬度计



传统硬度计升级

符合条件的硬度计

手动版套装
W1001P30

Wilson 402 
MVD/SVD

Wilson 432 
MVD/SVD

Wilson 452 
MVD/SVD

基础版套装
W1001P31

Wilson Tukon 
1102

Wilson Tukon 
1202

Buehler 
MicroMet 
5100 系列

Buehler 
MicroMet 
6000 系列

Wilson 402
MVD/SVD

Wilson Tukon 
1102/1202

Buehler MicroMet
6000 系列

Buehler MicroMet 
5100 系列

Wilson 432/452 
MVD/SVD

访问 www.buehler.cn 或致电 400 111 8683 与我们的销售代
表取得联系， 了解您所用硬度计是否提供升级套装； 也可访问 
http://www.buehler.com/diamet-hardness-software.php

升级套装包含 USB3.0 数码摄像头、 摄像头线缆和电脑。 针对
不同的传统硬度计， 我们可提供更高级的由 DiaMet 软件控制
设备进行硬度测试的升级套装。

您需要做些什么？

升级套装包含哪些内容？

为何应该升级？
• 为您的硬度计配备数码摄像头和 DiaMet™ 硬度测试软件
• 数字化测试数据和报告，让您的企业为工业 4.0 做好准备
• 可以对测试程序和测试作业进行分类和追踪， 便于内部和
外部审核

• 节省时间， 软件可自动完成测试

订货信息

数字化升级您的硬度计
每台配有 C 接口的硬度计均可升级为带有数码摄像头和 DiaMet™ 测试软件的自动化硬度计。

符合条件的 Wilson 硬度计

系统配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x64 Windows 10 x64

处理器（CPU） Intel i5 或以上 Intel i7 / Xeon 或以上
内存 8 GB DDR4 16 GB DDR4

硬盘 512 GB HDD 机械硬盘 1 TB SSD 固态硬盘

空间占用 软件: 2 GB
数据存储位置： 根据需要可更改

显卡 集成显卡 GPU 卡
接口 (2) USB3.0 高速 Cat-5e RJ45 以太网接口 (3) USB3.1 高速 Cat 5e RJ45 以太网接口
显示器 24” LCD 显示器或触摸屏 双显示器

预装软件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 或后续版本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x86, x6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9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18 或后续版本 (仅共享数据库需要)

DiaMet 软件系统配置需求

自动化显微维氏/努氏硬度计
0.01 - 50 kgf
ASTM E92、 E384、 E10、 
ISO 6507、 4545、 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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