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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包装箱内包含的物件
n 1 个GlassBuddy
n 1 本安全证明文件
n 1 本操作规程简本  
n 1 个载有操作规程的USB 
         记忆棒和个人计算机软件 
n 1 根USB电缆 2.0 A /微型 B

02 GlassBuddy 基础版/ Glass-
Buddy  升级版的性能特点
n 即使在安装的时候，也可以对玻璃进行 
     无损分析
n 选择不同玻璃类型用于分析,具体可选类 
      型如下:  
 - “非ISO”（单片玻璃，单片夹层 
           玻璃或夹层安全玻璃），  
 -  “ISO”（ 除防火玻璃外的单层中 
           空玻璃）  
 - “ISO3”（ 除多夹层玻璃、防火玻 
            璃外的双层中空玻璃） 
 - “非ISO mlg”*（单片防火玻璃）
 - “ISO mlg”*（单层中空玻璃复合物 
            中的防火玻璃）
n 厚度为2.6毫米至19毫米的单片玻璃的测
量
n 分析总厚度达50毫米的夹层玻璃，夹层
安 
      全玻璃，多夹层玻璃，单层中空玻璃和双 
      层中空玻璃板（GlasBuddy升级版含防火玻 
      璃的总厚度达100毫米） 
n 精度：0.1毫米，偏差：1%的测量范围 
n 三种涂层的识别和涂层位置的测定
n PVB薄膜（最大有8层膜）的识别， 
     层数、厚度和位置的测定
n 存储空间可储存99个测量结果
n USB接口

n 简单的一目了然的菜单式操作
n 高品质的可充电锂电池

03 键盘
尽管GlassBuddy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只需
要使用其中若干个按键。用户界面非常直
观，很快而且也很容易就可以学会。本章
对单个键的功能进行介绍。

按钮 

n GlassBuddy  的开关  
n 测量启动按钮

n 保存测量后得到的结果 
n 确认输入

n 删除当前结果
n 退出菜单
n 中止针对已保存数据的删除操作
n 删除错误消息

n 菜单

感谢您	

购买GlassBuddy，该仪器具有一流的质量，是一种分析平板玻璃的测量装置。不管你是分
析简单的单窗格玻璃，夹层玻璃抑或是中空玻璃单元，不管玻璃有否被安装，你都可以对
单片玻璃，单层中空玻璃或双层中空玻璃进行处理——通过摁按钮，装置中的激光技术可
以在几秒内为你提供所有的诸如玻璃的厚度、面板的结构、低辐射涂层、PVB薄膜及其所
处的位置等信息，装置的精度为0.1毫米。请仔细阅读本操作规程，熟悉操作流程，进而使
你能够尽可能好的利用你新装置 GlassBuddy。

* 仅 GlassBuddy 升级版, **  参见图形 第13章 玻璃类型 / 测量范围 



66

  
n 滚动浏览结果
n 设置日期和时间
n 滚动浏览菜单
n 显示光的开关

04  显示
运用符号进行描述说明

4 或 4.2 玻璃厚度，层间膜或空气 
   层单位为毫米或英寸。
«   涂层位置,  
   箭头的指向指明具体的位置  
«   涂层位置,  
   箭头的指向指明具体的位置   
!    信号表明无法检测到所有的  
   属性  
   
G1, G2, ... 已标明具体位置的玻璃板 
G 1.1, G 1.2 在夹层复合物内的已标明具  
   体位置的玻璃板 
SZR1, SZR2, ... 空气层及其位置
Film 0.38  在复合物内的使用的膜的厚  
   度 
Gel 1.4  在复合物内的使用的消防  
   凝胶* 厚度  
Film 1.6  在复合物内的使用的层间膜  
   厚度

* 仅 GlassBuddy 升级版 

05  GlassBuddy  
      的第一次使用
设置使用的语言和计量单位

该 GlassBuddy 默认提供得是一个德语菜
单。如果你想要改变语言，请进行如下操
作：

使用附带的 USB 电缆将 GlassBuddy 连接到
您的个人计算机或者笔记本电脑。请您务
必使用附带的 USB 电缆。 
电池正在充电的同时你可以根据您的个人
需要重新设定 GlassBuddy 的语言和计量单
位（注意：如果不用个人计算机连接的方
式进行更改，一旦关闭设备, GlassBuddy 设
置将返回到默认设置状态）。

1. 按下  按钮大约2秒。 
      GlassBuddy会开启，显示屏会显示 
      下列词句： 
 PC-Verbindung .... Akku lädt 

2. 按下按钮 

3. 此时显示屏会出现 > Sprache

4. 按下按钮 

5. 移动箭头 > 使用箭头键  
 定位于您想要选择的语言并按下 
 按钮   进行确认。

6. 经过2-3秒，语言将被进行重新设定

7. 至于改变计量单位，移动箭头> 和 <到 
 单位子菜单，按下按钮  然后选择你 
 所需要的计量单位。再按下按钮   确 
 认你的选择便可。

8. 此时所有的变更都存储在GlassBuddy。 
 最后按下按钮  退出菜单并断开设 
 备与计算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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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GlassBuddy 软件的 
      安装和操作 
GlassBuddy 软件的安装必须对电脑进行管理
权限的设置和处理。随附的软件，适用于
装有Windows 2000或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
的个人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该软件可以
让你轻松的存储您的测量结果。 

安装

安装软件需要将附带的USB连接到您的电脑
然后启动资源管理器内的程序setup.exe。
该程序将被安装到你的电脑。安装后你需
要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

程序启动

双击桌面上的程序图标 GlassBuddy 启动 
GlassBuddy 程序。

程序描述

这个程序允许你将来自 GlassBuddy 的存储
数据转移到您的个人计算机上。你只要运
用提供的 USB 电缆将该设备连接到你的
个人计算机上即可。此外，您还可以使用
程序调用任何先前输入的数据而不需要与 
GlassBuddy 连接。

程序屏幕

一旦程序启动，你将看到一个包含下列内
容的空的程序屏幕：

窗格列表: 
来自 GlassBuddy  的测量数据按照顺序在此
列出。测量的日期、时间、玻璃结构的总
厚度以及测量模式也会在此显示。 

图形显示了在相应的列表中所选定的玻璃
的板面复合物。结果以不同的颜色加以显
示,玻璃（绿色），薄膜（蓝色），防火胶
（浅黄色）和夹层（紫色）。 
图形下面的区域显示了装置的下列信息：
名称（如适用），序列号和软件的型号。

联机状态： 
如果 GlassBuddy 没有连接到程序此区域为
深绿色，如果 GlassBuddy 连接到程序则显
示浅绿色。

组件的数量： 
在这里您可以为选定的测量指定组件的数
量。

玻璃板的尺寸： 
在这里你可以为选定的测量标明板的宽度
和高度。 

评论：
如果你已经从窗格列表中选择了一个测
量，您可以对该测量添加一个评论。

细节：
如果你已经从窗格列表中选择了一个测
量，所有的结果将在这里详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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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Buddy 数据传输

将储存在 GlassBuddy 里的数据转移到你的
计算机上，首先需要使用USB电缆将设备连
接到您的电脑上。使用 GlassBuddy 上的微
型USB插槽和你电脑上独立的的USB插槽。
然后打开 GlassBuddy 开关。
 GlassBuddy 上的显示屏将会显示“个人计
算机连接”。此时表明 GlassBuddy 已经成
功连接到你的个人计算机。 

现在启动 GlassBuddy  的个人计算机应用程
序。在程序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已连接”
的区域，显示为深绿色，表示该程序还没
有连接到 GlassBuddy 。你需要单击菜单
项“设备”，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更
新”便可以进行连接操作。

此时程序已经与 GlassBuddy 连接。一旦建立
连接，在程序屏幕内已连接字段的下面的区
域将会变成浅绿色。如果此区域未变成浅绿
色，则需要重新单击“设备-更新”。

将存储在 GlassBuddy 的数据进行传输，需
要单击菜单项“文件”，然后在下拉菜单
中选择“数据传输”。在数据被成功传输
之后，测量结果将会在窗格列表中显示。

传输的测量数据可以存储在您的个人计算
机上。为此你需要点击菜单项“文件”，
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保存数据”。然
后你可以将测量数据保存在您新建立或者
你指定的文件中，然后按 OK 确认保存数
据。

调用保存的数据

您可以调用保存在个人计算机上的数据。
为此，需要单击菜单项“文件”，然后在
下拉菜单中选择“打开文件”。 选择你需
要的被保存的测量数据然后点击OK进行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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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在菜单项“设备”下你可以找到一个子菜
单“更新”。如果你正在使用若干个设
备，这是一个打开多个不同 GlassBuddy 的
方法。但是在某个时间段只有一个 Glass-
Buddy 可以与程序交流。 

打印
打印数据你可以有很多选择项。

打印窗格列表： 
在这里，所有来自窗格列表的测量数据打
印后都会以列表的形式显示。

被标注的细节:  

如果你已从窗格列表中选择了测量数据，
你可以打印出关于这些测量数据的包括你
添加的所有评论的具体细节。

所有细节:
此选项允许你打印出所有在窗格列表中显
示的测量数据 包括各自特有的细节。每一
项测量都会产生一页打印纸，包含了细节
和评论。

语言
 
你可以在菜单“语言”中选择程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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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选项 
辅助菜单选项下，你可以找到以下条目：

发送固件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新连接到 GlassBuddy 
的软件（见第14点）。

发送许可   
该选项还没有被激活，所以此处不能做任
何更改。 

设备信息 
此处用户可以对 GlassBuddy 进行个性化设
置。

转移调试 
该选项还没有被激活，所以此处不能做任
何更改。 

07 首要步骤
关于 GlassBuddy 运作的基本信息。 

按下按钮  大约2秒.启动 GlassBuddy。
在四选项菜单显示中你现在可以选择你要
分析的玻璃类型（具体参见“玻璃类型”
菜单项下的以下信息）。 
选择好玻璃类型之后，GlassBuddy会通知你
当前的日期时间和所选择的玻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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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能，显示灯光在大约 60 秒之后会自
动关闭。但是显示灯可以通过按下按钮   
或者 重新打开。如果按键一段时间内没
有被操作，10分钟之后 GlassBuddy 会自动
关闭。

菜单项说明

通过按钮  可以打开菜单; 
而通过按钮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菜
单项：

关闭  
如果箭头>在菜单项“关闭”的前面显示，
那么你可以通过按钮  关掉 GlassBuddy。 

玻璃类型
如果箭头 > < 在菜单项“ 玻璃类型”的前
面显示, 那么你可以在选择之后通过按钮 

 来展开子菜单. 此时你便可以通过按键 
  来选择你所需要分析的玻璃类型，并

运用   进行确认。
           
n 非ISO玻璃 (菜单显示: 非ISO)
 - 针对厚为2.6毫米至19毫米的单窗格 
  玻璃的分析
 - 针对单片夹层玻璃及夹层安全玻璃的 
  分析（夹层和夹层安全） 
 - 单片夹层玻璃的分析（多夹层玻璃）， 
  防火玻璃除外。 

 注意：如果你运用这种设置测量其他类 
         型的玻璃，就会产生错误的测量 
        结果。

n ISO 玻璃 (菜单显示: ISO)
 - 由两块单片玻璃制成的单层中空玻璃  
   的分析 
 - 运用夹层玻璃分析单层中空玻璃 
 - 运用夹层安全玻璃分析单层中空玻璃 
 - 运用多夹层玻璃来分析单层中空玻璃， 
  防火玻璃除外 
 
 注意： 如果你运用这种设置测量其他 
          类型的玻璃，就会产生错误的 
        测量结果。

n ISO3 玻璃 (菜单显示: ISO3) 
 - 由3片单片玻璃制成的双层中空玻璃 
  的分析
 - 运用夹层玻璃分析双层中空玻璃 
 - 运用夹层安全玻璃分析双层中空玻璃

 注意：如果你运用这种设置测量其他 
         类型的玻璃，就会产生错误的 
          测量结果。

n 非ISO防火玻璃*  
 (菜单显示: 非ISO多夹层)
 - 作为防火玻璃的单片玻璃制成的夹层 
  玻璃(多夹层) 。 

 注意：如果你运用这种设置测量其他 
          类型的玻璃，就会产生错误的测 
        量结果。

n ISO防火玻璃*  
 (菜单显示: ISO多夹层)
 - 运用作为防火玻璃的多夹层玻璃分析 
  单层中空玻璃。 

 注意：如果你运用这种设置测量其他 
         类型的玻璃，就会产生错误的 
        测量结果。 
 

选定的玻璃类型设置会显示在菜单上。

注意：一旦设备关闭GlassBuddy 就会恢复到 
   默认设置状态。当再次打开时，你可 
      以重新分析玻璃类型。 

* 仅 GlassBuddy 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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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 
首先，选择合适的模式。一旦选定模式，
你就可以通过菜单项下的“平均”激活测
量数据的平均计算。在显示屏上显示的Ø
标志表明了已经选定合适的模式用于后
续的平均测量。多达19个单独的测量数据
可以用于平均测量进而产生一个平均测量
结果。单个测量数据可以通过重复的摁按
钮  进行逐个测量，并按字母顺序排
序。在完成2到19个单个测量数据之后，可
以通过摁按钮 . 计算算术平均值。为了区
分平均测量结果和单个测量结果，在“显
示数据”模式中的平均测量值的显示结果
会有差异：即紧跟2个数字之后的是一根下
划线（而不是一个字母）。而单个测量值
被连续命名并以“a”开头。 
示例：: 
03a310113_14:15
03b310113_14:16
03c310113_14:17
03_310113_14:18
前两个数字代表的是测量的序号。第三项
是一个字母，表示单个测量的序列。紧跟
其后的数字表示日期和时间。如果不是一
个字母而是出现了一根下划线”_”，这表
明测量值是一个平均测量值。 
因为所有单个测量值和平均测量值可以被
保存，因此可以提前检测到不真实的测量
值。

设置  
如果箭头 > < 被移到菜单项 “设置”，你可
以在作出选择之后通过按钮  达到子菜单. 
此时你可以调整以下设置:

语言
如果箭头 > < 被移到菜单项“语言” , 你可以
在作出选择之后通过按钮  达到子菜单。
此时你可以运用按键 。 更改设置。 
并通过按钮  来确认你所作的更改。 

注意: 待GlassBuddy关闭之后，它会自动回
复到默认设置状态。为了永久改变语言，
需要通过USB电缆将GlassBuddy连接到您的
个人计算机上（见第5节）。

单位（公制/英制）
如果箭头> <移动到菜单项“单位”，你可以
在作出选择之后通过按钮  达到子菜单。
此时你可以运用按键 更改设置。并通过按
钮 。 来确认你所作的更改 。
注意: 待 GlassBuddy 关闭之后，它会自动回
复到默认设置状态。为了永久改变单位，
需要通过USB电缆将 GlassBuddy 连接到您的
个人计算机（见第5节）。

版本
显示了设备的版本和编号。 

日期
如果箭头> <移动到菜单项“日期”，你可
以在作出选择之后通过按钮  达到子菜
单。此时你可以运用按键  更改设置。 
并通过按钮   来确认你所作的更改。 

时间 
如果箭头> <移动到菜单项“时间”，你可以
在作出选择之后通过按钮  达到子菜单。
此时你可以运用按键  更改设置. 并通
过按钮  来确认你所作的更改。 

字体大小 
如果箭头> <移动到菜单项“字体大小”，你
可以在作出选择之后通过按钮  达到子菜
单。此时你可以运用按键  。 更改设
置。并通过按钮  来确认你所作的更改。

注意: 待GlassBuddy关闭之后，它会自动回
复到默认设置状态。为了永久改变字体大
小，需要通过USB电缆将 GlassBuddy 连接到
您的个人计算机（见第5节）。

注意: 对于中文、日文、韩文和俄语，不能
再缩小字体。 

关于设备的信息 
诸如公司名称和地址等条目可以保存在设
备内作为个性化的信息显示项。为此需要
运用USB电缆将 GlassBuddy 连接到您的个人
计算机（见第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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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 
如果箭头> <在菜单项“删除数据”前面显
示，你可以通过按钮  来删除所有数据条
目。设备会问你是否真的想删除所有的测
量结果。通过再次按下按钮  , 所有被保
存的测量结果都会被删除。如果不想删除
数据摁下按钮  返回到菜单界面。

显示数据 
如果箭头> <在菜单项“显示数据”前面显
示, 你可以通过按钮 。将以前保存好的测
量值以列表的形式显示。 运用箭头> 来选
择你想要的测量结果并按下按钮  显示测
量结果。

08 运用 GlassBuddy 
     进行玻璃分析       
     
该玻璃必须始终保持清洁和干燥。即使一
个指纹也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折射以及不
正确的测量结果。
玻璃应该被平放在一个黑暗的、无反射的
底座（如黑毡布）上进行分析，因为在具
有反射性的底座上会产生不正确的结果。

对于已被安装好的中空玻璃板，可以在其
边缘区域更好地获得分析结果。 

启动GlassBuddy，选择玻璃类型 (见第5点)
，并将其放置在玻璃表面的顶部，并保
证所有塑料脚接触玻璃表面以防止设备滑
动。 
按下按钮 。显示光关闭，GlassBuddy 
的显示屏上会显示“正在测量-请等待”测
量结果显示在屏幕上。。 

注意: 在测量过程中不应该移动GlassBud-
dy，因为移动装置可能会导致测量误差。
1-2秒之后，显示光会再次打开，你可以从
玻璃上移除 GlassBuddy测量结果会在屏幕
上显示。

运用按钮   来滚动浏览测量结果。在
完成所有的单个测量之后，会显示所有的
测量值（精确到0.1毫米）。之后玻璃板的
结构会以图形的形式进行显示。图形表格
将会显示出由GlassBuddy通过玻璃板由左到
右测量结果。测量结果会以滚动形式进行
显示。 

运用按钮  可以撤销测量结果。 

当按下按钮  时, 你可以在下列选项中进
行选择： 

保存 
如果箭头> <移动到菜单项“保存”，通过
按钮 。当前的测量结果就可以保存在
GlassBuddy 里。结果会以数字命名进行保存
并显示在 GlassBuddy 的左上方。

撤销 
如果箭头> <移动到菜单项“撤销”，你可
以按按钮 。删除当前的测量结果。你还
可以通过按钮  直接删除结果。

09 读取测量结果
在完成上述的测量步骤之后，GlassBuddy 会
在发光显示屏上显示结果。你可以运用按
键  向上和向下按行浏览测量结果。 

第一行
在第一排，GlassBuddy 显示了测量结果的储
存位置（这里是位置08；共有99个记忆空
间可用）。在这之后你能看到测量的日期
和时间。
第二行 
在第二排，GlassBuddy 显示了测量对象的总
厚度的实际测量值。

从第三行起往下显示得是单个测量结果，
紧随其后的是玻璃结构的图形显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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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滚动显示。 

10 错误和警告信息
GlassBuddy 使用许多信息通知你操作上存
在的错误或者提醒你电池状态。所有的信
息都是以纯文本形式显示，你可以按下按
钮 。

n "测量不可行"
 - 如果你的测量对象不产生任何的反 
  应，即 GlassBuddy 无法转换到阅读模 
  式时，就会出现这条信息。 
 - 当玻璃板的总厚度小于2.6毫米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条信息。 
 - 如果GlassBuddy从测量过程中收到零 
  散的反射数据，这条信息也会出现。
  原因: 例如有色玻璃，只能表面产 
   生反射，激光无法穿透玻璃 
   板。    
  原因:  一个非常浅颜色的底座可以 
   产生额外的反射。
  解决方案:  把用于分析的玻璃放在一 
    个深颜色没有反射的底座 
    上。 

n 不是“非中空玻璃” Not „not ISO“ 
glass
 - 当你的设定为“非中空玻璃 
  （not ISO）”，而被分析的玻璃结构 
  不是“非中空玻璃”时，就会出现这 
  条信息。 
  
  解决方案:   请核查设置，如果有必 
     要请更改设置 。  

n 不是“单层中空玻璃” Not „ISO“ 
glass
 - 当你的设定为“单层中空玻璃 
  （ISO）”，而被分析的玻璃结构不 
  是“单层中空玻璃”时，就会出现这 
  条信息。 
  
  解决方案:   请核查设置，如果有必 
     要请更改设置 。 
 
 n 不是 “双层中空玻璃”
 - 当你的设定为“双层中空玻璃 
  （ISO3）”，而被分析的玻璃结构 
  不是“双层中空玻璃”时，就会出 
  现这条信息。 

  解决方案:    请核查设置，如果有必  
      要请更改设置 。  



n 电池耗尽
 - 如果电池的充电状态显示低于5%就 
  会出现这条信息。
  解决方案:  请充电。为了能够保证测 
     量的持续性，只要充5至10 
    分钟便可以继续使用。  

n 玻璃反射太强
 - 在分析具有强反射性的玻璃时候会 
  出现这条信息。
  解决方案:   并不是所有强反射性或 
     者镜面玻璃都可以接受 
     测量。 
     可能来自玻璃背面的测 
     量是成功的。  

n 储存空间已满
 - 当所有99个记忆空间都已经被写满的 
  时候就会出现这条错误提示 
  信息。
  解决方案:  在保存更多的数据之前， 
     你应该将存储的测量结果 
     传输到您的个人计算机 
     上，然后删除所有保存在 
     GlassBuddy 的数据 
    （见第7节）。

n 玻璃不在测量范围内
 - 如果玻璃板完整的结构超过了50毫 
  米的测量范围，就会出现这条错误 
  提示信息。（这消息只在 GlassBuddy  
   基础版上出现。）
解决方案: 进行软件更新升级至 GlassBuddy 
          升级版。

n 错误
 - 如果在 GlassBuddy 有一个内部错误就 
  会出现这条错误提示消息。
  解决方案:   如果该错误提示信息重 
     复出现,那么 GlassBuddy 
     应该退回生产商进行检 
     查。

n 数据不存在
 - 如果储存空间内不存在可显示的数据 
  就会出现这条提示信息。

n “在基础版模式中的测量不可行”
 - 如果需要被分析的玻璃类型只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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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ssBuddy  升级版来进行测量，就 
  会出现这条错误提示信息。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软件升级到  
  GlassBuddy 升级版

11  电池充电
当电池充电完成时，该装置可以持续工作8
个小时。在充电后，电池在正常使用的情
况下通常可以持续一到两周。在大约还有
10%的电量的时候就会出现显示消息“请
充电”。此时测量仍可以进行但是应尽快
给GlassBuddy充电以确保其无故障运行。

使用附带的USB电缆将GlassBuddy连接到您
的个人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在运用电源电
池或车内电池进行充电时，我们还会有一个
USB电源装置可作为附件（BO 5164751）
；这包含多个国家通用的插头（欧盟/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 
开车从一个建筑工地到下一个建筑工地的
同时你可以使用汽车适配器给GlassBuddy 充
电。

当电池电量快耗尽的时候，需要充大约
120分钟的电使电量重新达到100%（如
果GlassBuddy在充电过程中保持启动状态
则需要延长充电时间）。当充电过程结束
时，GlassBuddy 会发出指示。显示屏会显
示“个人计算机连接-电池充电完成”。然
而，必须打开 GlassBuddy 才能显示这条消
息。 

GlassBuddy 包含一个固定安装的高质量的锂
充电电池，具有很长的使用寿命。如果随
时间的推移电池的性能降低，玻勒可以更
换电池。 

12 护理和保养
为了避免GlassBuddy 的损坏或者功能故障，
请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n GlassBuddy必须存储在附带的安全箱内， 
 因为这是有效预防损坏的唯一办法。
n 为了避免损坏，GlassBuddy必须而且只能 
 在0°C和40°C之间的温度下进行操作和 
 /或存储。
n 避免Glassbuddy受到振动或冲击。
n 只能用干燥清洁的软布来清洁显示屏窗 
 口和外壳。不要使用清洁液或细化剂。
激光开口和传感器狭缝可用干燥清洁的软
毛刷和/或用干净的压缩空气来进行清洁。

n 只能由制造商来进行维修；如有需要请 
 联系您的经销商。  
 
测量范围根据板与板之间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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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取决于板间间距。

不能测量下列玻璃类型或者结构或者只能在
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测量: 
- 强度色散玻璃诸如丝光打磨或喷砂玻 
 璃，铸造玻璃 

- 强吸收玻璃如无高度光泽或者是彩色的 
 夹层玻璃、全彩色玻璃。 
- 具有干涉膜的玻璃 
- 强反射性玻璃光照控制玻璃 
- 所有的基础玻璃产品并没有遵守标准 
 DIN 英文版 572 第 2部分 

注意:
为了使被测物体的结构分析的可靠性，我们
建议在不同点和两侧进行多次测量。

规格 GlassBuddy  
基础版

GlassBuddy  
升级版

单片玻璃 可用 可用

单片夹层玻璃 (夹层) 可用 可用

单片夹层安全玻璃 (夹层-安全) 可用 可用

单片多夹层玻璃 (多-夹层) 可用 可用

防火单片多夹层玻璃 不可用 可用

单层中空玻璃由单片玻璃制成 可用 可用

单层中空玻璃 由夹层玻璃制成 可用 可用

单层中空玻璃 由夹层安全玻璃制成 可用 可用

单层中空玻璃 由多夹层玻璃制成 不可用 可用

单层中空玻璃 由多夹层玻璃制成并作为防火玻璃 不可用 可用

双层中空玻璃 由单片玻璃制成 可用 可用

双层中空玻璃 由夹层玻璃制成 可用 可用

双层中空玻璃 由夹层安全玻璃制成 可用 可用

夹层检测 可用 可用

位置的识别和夹层的厚度 可用 可用

测量结果的图形显示 可用 可用

可显示的个人计算机软件 可用 可用

软件在线升级 可用 可用

多种语言 可用 可用

货号 BO 51 647 60 BO 51 647 55

13 玻璃类型 / 测量范围 
板

间
间

距

总厚度的最大值 
取决于间距（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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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非常大的测量组合抑或是获取的结果
非常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至少在整个
玻璃板表面上取4个点采用平均测量。 

具有附加涂层（太阳能反射膜或防分裂保护
膜）的玻璃分析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如果是中空玻璃组件，测量点应保持在距离
边缘5厘米处，因为玻璃板的弯曲韧性取决
于表面和空气压力，这意味着从测量中心得
到的数据可能不准确。 

在分析树脂夹层玻璃的时候，取树脂与玻璃
具有相同的折射率的点，然后运用GlassBud-
dy 测量其总厚度。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夹层安全玻
璃进行详细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 Glass-
Buddy 会在单个数据结果前面显示感叹号。
在GlassBuddy 的图形显示和个人计算机软件
中，类似的结果会在各自玻璃板的底部用
两条水平线进行标注。为了获得更好的测
量结果，我们建议在另外一侧进行一个新
的分析。

14 软件更新
一个软件更新同时适用于GlassBuddy 基础版
和 GlassBuddy 升级版。 

排除故障的更新可以由用户自己进行。可
以在我们的网站www.bohle.-group.com
找到它们，GlassBuddy 基础版对应的货号为
BO51 647 60， GlassBuddy 升级版对应的货
号为BO 51 647 55。为此，在下载更新版本
之后必须保存在您的个人计算机上。 
请将你的GlassBuddy 基础版或GlassBuddy 升
级版连接到您的个人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
上，并将设备连接到个人计算机软件（见第
6点）。 
点击“辅助选项“进行安装更新，并选择子
菜单“发送固件”。

现在你必须选择以前存储的软件版本。 

点击 “OK”确认完成 GlassBuddy 更新下载
之后。
为激活你的 GlassBuddy 上的更新版本，首先
先关闭设备。
之后同时按下按键  和  并持续
约4秒。这样你便可以达到引导装载程序菜
单。  

你可以在两个软件版本之间进行选择。可以
通过日期来确认哪个是更新的版本。按下按
键  可以加载你所选择的版本。 

15 软件升级
可以将GlassBuddy 基础版升级到GlassBuddy 
升级版。这无法由用户自行操作。请把你的
GlassBuddy 基础版邮寄到玻勒公司。这些升
级服务是收费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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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技术数据
型号  V4.0
电源  锂充电电池
激光  < 1 mW; 等级 2M  
激光波长 650纳米
测量范围 GlassBuddy 升级版可达 
   100 毫米
   GlassBuddy 基础版 可达 
   50 毫米
精度  0.1 毫米,
测量偏差  1% on 测量范围
显示  64x128 Pixel 
尺寸  180 x 83 x 42毫米 
重量  350 g
工作温度 0°C to +40°C

17 安全信息
GlassBuddy 是激光等级为2M的产品。所以在使
用设备之前不需要进行另外的激光防护测量。
尽管如此，未受过培训的人员不可使用该设
备，也需要防止孩子接触。你不可以直接观察
光束。

19 技术支持
如果有任何技术问题、意见或建议需要解决，
欢迎将问题发送到邮箱 glassBuddy@boh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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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ary 

Bohle GmbH - Forgalmazás HU  
LembØckgasse 63/2/1  
A-1230 Wien 
info@bohle.at

Italy

Bohle Italia s.r.l. 
Via Cavallotti 28 
I -20081 Abbiategrasso 
info@bohle.it
 
 

Netherlands

Bohle Benelux B.V. 
Nieuweweg Noord 314 B - 20 
NL-3905 LX Veenendaal 
info@bohle.nl

Spain

Bohle Complementos del Vidrio S.A.U 
Mare de Deu de Bellvitge, 312 
E- 08907 L‘Hospitalet 
Barcelona 
info@bohle.es 

South Africa

Bohle Glass Equipment (Pty) Ltd. 
Unit 3, Graphite Industrial Park 
Fabriek Street, 
Strijdom Park 2125, Gauteng 
info@bohle.co.za

Sweden  

Bohle Scandinavia AB 
Pyramidbacken 3 
SE-14175 Kungens Kurva 
info@bohle.se

United States

Bohle America, Inc.
10924, Granite Street
Suite 200
Charlotte, NC 28273 
info@bohle-america.com 

Russia 

Bohle - Moskau
Leninsky Rayon
Business Center Rumjanzevo
Bldg. 1, Block A, Office 721 A,
RU-142784 Moscow
info@bohle.ru

Bohle – St. Petersburg
Ul. Bumazhnaya 9, korp. 1/A
Office 433
RU-198020 St. Petersburg
info@bohle.ru

Germany

Bohle AG - Head Office 
DieselstraØe 10 
D- 42781 Haan  
info@bohle.de 

Austria

Bohle GmbH 
LembØckgasse 63/2/1  
A-1230 Wien 
info@bohle.at

 

United Kingdom and Ireland

Bohle Ltd. 
Fifth Avenue 
Tameside Park · Dukinfield  
Cheshire · SK16 4PP 
info@bohle.ltd.uk

 
Estonia

Bohle Baltic OØ 
Punane 42 - 101  
EE-13619 Tallinn  
info@bohle.ee

France

Bohle AG 
Département franØais 
DieselstraØe 10 
D- 42781 Haan 
france@bohle.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