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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仪器组成 

1.1 仪器的外观 

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主要是用于检测混凝土内部缺陷、混凝

土强度等的专用仪器。其外形如 1.1、1.2、1.3 所示。 

 
图 1.1 仪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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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仪器背面 

 

图 1.3  仪器顶部 

 

图 1.4  仪器左边侧面 

1.2 仪器的组成： 

1、液晶屏：完成显示功能。 

2、键盘：输入字符并进行各种功能操作，如表 1 所示。 

3、电源开关：打开或者关闭超声仪主机。 

4、电源指示灯：显示电源供电情况，如果红灯，则表示主机快没

电了，用户需及时保存数据，以防止数据丢失，并给超声仪充电

或提供外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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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充电指示灯：主机充电指示，红灯表示充电过程中，绿灯表示

充电完成。 

7、发射口：超声仪发射探头接口。 

8、接收 1：超声仪接收探头接口。 

9、接收 2：超声仪接受探头接口，此接口单通道超声仪 C61 不含。 

10、多功能口：自动测桩仪的信号接口；外触发时也可以用此接

口；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时回弹仪的接口。 

11、电源(充电)口：可对超声仪充电；可外接+12V 电源给主机供

电。 

12、U 盘接口：可以外接 U 盘并将采集数据传输到 U 盘中。 

13、排风口：内置风扇出口，用于降低仪器内部温度。 

14、进风口：内置风扇排气时的进气口。 

15、螺丝孔：用于紧固仪器上下外壳。 

16、铭牌：仪器的型号和生产日期。 

1.3 仪器的随机附件 

平面换能器                一对 

信号线                    两根   

信号转换线                两根(单通道 1 根) 

电源适配器                 一个 

径向换能器                一对(仅自动测桩仪含) 

提升装置                  一套(仅自动测桩仪含) 

 

 

 

 



- 4 - 

表 1 

 

 

 

 

 

 

 

 

 

 

 

 

按键 含义 

采样 用于开始/停止采样 

保存 保存采集的数据 

+ 对波形进行放大(增加波形增益) 

- 对波形进行缩小(减小波形增益)；输入负号；字符输入

的“-” 

↑↓← → 上下左右移动光标/游标；增加或者减少首波控制线 

游标 出现/消失游标，并用于人工判读声时 

删除 删除某一测点数据；删除输入的字符 

切换 在数据区/参数切换光标 

快采/. 实现快采功能；输入字符“·” 

通道 在双通道采集时，在通道 1、通道 2 之间切换 

返回 退出某一个测试模块 

数字键及

字符键 

输入数字或者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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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内软件的主体界面 

按下仪器的电源开关打开主机，仪器会自动进入如图 2.1 所示

的软件界面，软件总共包含七个模块，分别为声透法--测桩、超声

回弹法--测强、超声法--测缺、超声法--测缝、一发双收--测井(C61

单通道超声仪中不含此功能)、数据传输和系统设置，其含义如下： 

 

1、声透法--测桩：全称为声波透射法检测基桩完整性，该模块的

主要功能是利用超声波的原理检测混凝土基桩的内部缺陷，依据

的规范是《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03）和《公路工

程基桩动测技术规程》(JTG/T F81-01-2004)。 

2、超声回弹法--测强：全称为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

度，利用超声法和回弹法综合来评定混凝土抗压强度，依据的规

范是《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强度技术规程》（CECS02:2005)。 

3、超声法--测缺：全称为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利用超声法检

测混凝土内部的缺陷（如空洞、蜂窝等），依据的规范是《超声法

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 (CECS 21:2000)。 

4、超声法--测缝：全称为超声法检测混凝土裂缝深度，它实质上

也是测缺的一种，依据的规范也是《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

规》 (CECS 21:2000)。 

5、一发双收--测井：全称为单孔一发双收检测混凝土孔(洞)壁完

整性，它通过一个发射换能器发射超声信号、两个接受换能器接

收声波信号来检测单孔的内壁是否存在缺陷。 

6、数据传输：将超声仪采集的数据传输到 U 盘中，方便用户使用

机外软件进行后期的分析处理。 

7、系统设置：用户在此模块中，可以对系统的日期、时间进行设

置，并且可以随时查看系统的硬盘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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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声透法—测桩 

3.1 数据采集 

声透法—测桩的主要功能是利用超声波的原理检测混凝土基

桩的内部缺陷，其数据采集界面如图 3.1 所示，主要分为：标题、

参数设置区、波形信号采集区、数据曲线区、帮助信息区。 

 

图 3.1 数据采集界面 

标题：功能模块的简称，如声透法—测桩简称测桩。 

参数设置区：主要用于设置声波透射法检测基桩完整性的过程中

需要设置的工程参数、检测参数。 

波形信号采集区：仪器测试过程中波形显示区域，此区域是测试

过程中的主要观察区，仪器的主要测试过程在此区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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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曲线区：显示测点数据列表或者声速曲线，按切换键可以在

测点数据列表和声速曲线之间切换。 

帮助信息区：显示仪器操作信息，使用户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

也能非常简单的使用仪器。 

3.1.1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区用于设置声波透射法检测基桩完整性的工程参数

和仪器参数，其主要包含的参数有： 

1、 工程：用于设置工程名称，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按确认键会弹

出图3.2所示的界面，用户可以在已经存在的工程名称中按↓、

↑键移动光标选择，确认键选中光标所在的工程，需要注意

的是，输入的字符数不能超过 8 位。 

 

图 3.2 工程名称选择 

2、 桩号：用于设置被测基桩的桩号，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桩号，也

可以在已经存在的桩号中选择，如图 3.2，和工程的输入完全

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不能超过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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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桩号选择 

3、 管号：测试时收发换能器所在的两个声测管的编号，代表基桩

的一个测试面，用户可以输入，如 AB、BC、AC 等，有时候

也输入 12、23、13 等。按确认键选择，其操作方法与设置工

程名称基本一致，与如图 3.4 所示。唯一不同的在于：后面有

“已测”字样的管号表示该管号所代表的剖面已经完成测试。

如果用户选择带有“已测”字样的管号，则会打开该剖面的测

试数据。 

 

图 3.4 管号的选择 

如果用户想对已经完成测试的剖面重新进行测试，只需要在

管号后面直接输入管号，则仪器弹出图 3.5 所示的对话框，用户可

以选择是进行重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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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测面重新测试 

4、 管距：被测两根声测管内壁之间的间距，单位 mm。 

5、 起点：被测基桩测试的起始位置，一般的以桩顶为 0 米位置，

比如桩长为 30 米，则起点为-30 米。 

6、 点距：在基桩检测过程中，相邻两个测点之间的距离，常用的

为 0.20 米或者 0.25 米。 

7、 测试方式：用户可以在自动测试和手动测试之间选择，如图

3.6 所示，手动是指在基桩检测过程中，只能用人工逐点采集

的方式进行测试，自动则是指在测试过程中，用提升装置自动

进行数据自动采集记录，按↓、↑键移动光标选择，按确认

键则选中当前的测试方式。在单、双通道超声波检测仪(C61、

C62)中只有手动方式，只有在自动测桩仪中才可以在手动和自

动之间选择。 

 

图 3.6  测试方式选择 

8、 通道：超声仪一般包含两个通道，通道 1、通道 2 或者通道

1&2(双通道)，用户可以在此选择是用通道 1、通道 2、通道

1&2(双通道)进行测试，按下确认键弹出如图 3.7 所示的选择

界面，测试方式的选择基本相同。单通道超声波检测仪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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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择，只能是通道 1。如果用户选择通道 1&2，则进行双通

道测试，具体操作方式可以参考 3.4 章节的相关内容。 

 

图 3.7  通道选择 

9、 零声时：声波检测时发射至接收系统的延迟，包括在声测管和

水中的延时，计算方法见《测桩规程》，若测试前超声仪未做

调零操作也可同时加以考虑，计算时每个超声测点的声时都将

减去这一修正值。用户在进行正常测试之前，需要测试零声时，

并将零声时输入到此处。 

10、 采样周期：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按确认键弹出图

3.8 所示的选择界面，共分为 8 档：0.05us、0.1us、0.2us、0.4us、

0.8us、1.6us、3.2us、6.4us，通常情况下，如果被测对象的声

时比较长，则需要选择比较大的采样周期，采样周期的选择方

式与测试方式选择完全相同。 

 

图 3.8 采样周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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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射电压：发射探头的激励电压，按确认键弹出图 3.9 所示

的发射电压选择界面，一共有 5 档，分别为 65V、125V、250V、

500V、1000V，发射电压越大，发射能量越强，一般的小桩或

者信号强时选择低发射电压，大桩或者信号弱时选择高发射电

压。默认发射电压为 500V。发射电压的选择与采样周期选则

基本一样。 

 
图 3.9 发射电压选择 

12、 标定：在自动测桩过程中，用于标定仪器测试的距离和

实际提升的距离之间的误差。单、双通道超声仪中此功能无效，

只有在自动测桩仪中有此功能，用户在此出按下确认键，弹出

图 3.10 所示的标定对话框，用户可以输入实际提升的距离和

仪器显示的提升距离，则仪器自动可以计算标定系数。一般的

以实际提升 10 米的距离来标定。 

  

图 3.10 提升距离标定 

13、 测试主频：用户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主频测试，其选择界

面如图 3.11 所示。 



- 12 - 

 

图 3.11 主频测试选择界面 

14、 分析：光标移到此处，按下确认键，对测试的数据进行

分析并进入分析界面。 

3.1.2 波形信号采集 

波形采集是超声仪使用的关键部分，波形采集区包含增益标

志条、波形、首波判读线、首波控制线、参数显示区。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波形信号采集区 

1、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的大小，增益是对波形进行放大缩

小，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放大的程度。+、-键可以调整增益，按+

键增益变大，波形放大，按-键波形变小，增益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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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形：接收换能器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 

3、首波判读线：波形的首波的声时判读位置和首波波幅判读

的位置。 

4、首波控制线：对首波进行判读的控制线，超声仪对幅度大

于控制线的首波进行判读。按↓、↑键可以使首波控制线变大或

者减小。 

5、声参量显示区：显示当前波形对应的声参量，具体包含首

波的序号、声时、幅度、声速，如果在用户选择测试主频，则声

速变成频率。 

在用户设置好参数以后，采样的操作流程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超声仪采样流程 

用户在采样过程中，如果找不到波形，按+、-键调整增益

大波形来寻找，或者需要按←、→键寻找波形，也可以调整控制

线来寻找波形，需要注意的是，控制线一定要大于噪声，否则仪

器判读容易判读到噪声信号上。 

   如果用户在采样过程中，通过上述的各种手段，找到波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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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找不到首波，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按游标键，在波形区域

内弹出图 3.13 所示的游标，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声时游标来

对首波的声时进行判读，通过↓、↑键移动波幅游标对首波波幅

进行判读，判读完成后，按保存键保存，再次按下游标键，则游

标消失，可以重新开始采样。 

 

图 3.13 游标 

在有些情况下，首波的信号不是很好找到，在此情况下，当

用户找到首波信号以后，按下键盘中的快采键，以后仪器寻找首

波就会在上述找到首波的这个位置附近寻找波形信号，这样避免

了用户每次都寻找波形信号，会大大的提高在信号比较弱的时候

的检测效率。 

如果用户发现在快采状态找不到信号了，再次可以按下快采

键取消快采状态，重新进入试采，寻找波形。 

在此流程中，如果是自动测桩仪，则流程略微有点变化，如

图 3.14 所示，在按保存键以后，可以连续提升径向换能器进行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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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自动测桩仪测试流程 

3.1.3 数据曲线 

在此区域内，主要显示声速曲线(如图 3.15 所示)和测点数据

列表(如图 3.16 所示)，按切换键可以在二者之间切换。 

 
图 3.15 声速曲线 

声速曲线声速坐标分为 0～6km/s，用户在声速曲线上可以直

观的看出声速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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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测点数据列表 

测点数据列表显示所有测点的数据列表，用户在此区域内移

动↓、↑键可以浏览测点数据，在浏览测点数据过程中，波形区

域内的波形及声参量、增益等也随测点变化显示该测点对应的波

形数据。 

在测点数据列表中，用户按下确认键，会弹出图 3.17 所示的

选择界面，用户可以选择当前点进行复测、空号。 

 

图 3.17 数据区功能菜单 

复测：如果用户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某些测点因为某些原因

需要重新进行测试，则可以把光标移到该测点然后进入复测状态，

用户在复测状态下，不能进行数据浏览等操作，如果移动上下光

标，会弹出图 3.18 所示的提示界面，提醒用户必须退出复测状态

以后才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图 3.18  复测提示界面 

如果想退出复测状态，用户按下返回键可以选择是否退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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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状态。另外如果用户一直复测到最后一个点，则仪器会自动退

出复测状态。 

空点：在浏览数据过程中，如果用户想把某一个测点设置成

空点，则该测点成为无效测点，将来在数据分析的时候，该点不

参与分析计算，用户也可以使用键盘中删除键进行此操作。 

3.2 数据分析 

在检测界面的参数设置区域中有一个分析按钮，当数据检测

完成以后，按下此按钮，则进入分析界面，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数据分析界面 

   分析界面中的包含的主要区域为：参数设置，结果曲线、测点

数据、数据统计结果。 

3.2.1 参数设置 

1、规范类型：用户在此处可以选择是按照建筑规范（《建筑

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03））或是按照公路规范（《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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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基桩动测技术规程》(JTG/T F81-01-2004)）对检测数据进行分

析。在规范类型处按下确认键，弹出图 3.20 的选择界面，用户可

以在上述两种规范中做出选择。 

 

图 3.20  规范选择 

   2、判定方式：用户在按下确定键时，会弹出图 3.21 的界面，

用户可以选择是自动还是输入。自动是指在分析计算时，按照相

关的规范，由仪器的软件自动分析计算，输入是指在对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计算时，用户自己输入异常判定值。当用户选择输入时，

用户可以自己输入声速和波幅的异常判定值。 

 

图 3.21  判定方式的选择 

3、V 判定值：用户在判定方式中选择输入时，可以在此处输

入声速异常判定值。 

4、A 判定值：用户在判定方式中选择输入时，可以在此处输

入波幅异常判定值。 

3.2.2 结果曲线 

结果曲线区绘制显示检测数据的声速曲线、幅度曲线、PSD

曲线及它们的平均值和异常判定值，让用户能够直观的看到当前

基桩测试面是否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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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测点数据列表 

此处显示经过分析以后的测点数据列表，如果其中某个测点

的声速或者幅度小于判定值，该数据之前会添加一个“#”，以表

示该数据异常，方便用户查看。 

3.2.4 测点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此区域显示检测得到的数据根据相关的规范分析，得到他们

声速和幅度的平均值、标准差、离差值和异常判定值。 

3.3 波形列表 

波列界面主要显示测试数据的波形列表，方便用户直观的观

察整个检测面的缺陷分布情况，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波列界面 

波列界面主要是有参数区和波列区组成，在参数区，显示波

列的页数和每页的波形数。在波列区则显示所有的波形列表。 

3.4 双通道测试 

用户在参数设置的时候，如果选择通道 1&2，进入双通道测

试，双通道的测试过程和单通道测试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在于

测试数据由一个通道变成两个通道同时检测，其主要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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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所示，也是由标题、参数设置、数据采集、数据曲线等级部

分组成。 

 

图 3.23 双通道测试界面 

3.4.1 参数设置 

在双通道的参数设置部分，大部分参数与 3.1.1中的参数相同，

此处不再介绍，不同的解个参数如下： 

1、管号 1：输入或者选择通道 1 外接径向换能器和发射换能器所

对应的管号。 

2、管距 1：输入通道 1 外接径向换能器所在的声测管和发射换能

器所在声测管的管距，单位 mm。 

3、管号 2：输入或者选择通道 2 外接径向换能器和发射换能器所

对应的管号。 

4、管距 2：输入通道 2 外接径向换能器所在的声测管和发射换能

器所在声测管的管距，单位 mm。 

5、零声时 1：输入通道 1 的零声时。 

6、零声时 2：输入通道 2 的零声时。 

3.4.2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过程基本与单通道的数据采集相同，不过需要同时

采集两个通道的波形。在采集的过程中，采集数据显示条上如果

是蓝色，如图 3.24 所示，则表明该通道是当前通道，用户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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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通道的波形进行调整，如波形的增益、位置、首波控制线等，

这部分操作与单通道的波形调整完全相同。 

 

 

图 3.24  双通道中当前通道 

如果用户当前通道的波形采集完成后，要对另外一个通道进

行调整采集，只需要按下通道键，就可以改变当前通道，用户可

以对另外一个通道的波形数据进行调整。 

当两个通道的波形采集都完整以后，用户可以按保存键保存

通道各自采集的数据，两个通道的数据文件是独立的，数据文件

各自保存相应通道的采集数据。 

3.4.3 数据曲线 

数据曲线与单通道采集基本相同，该曲线处显示当前通道的

数据和曲线，如果用户想查看另外一个通道的数据，只需要通道

键，既可以查看另外一个通道的数据。 

3.4.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也是分析当前通道的检测数据，如果用户要分析另

外一个通道的数据，只需要按通道键选择当前通道，然后进行分

析即可，波列查看操作也一样。 

3.5 退出 

当测试完成以后，用户按返回键会弹出图 3.25 的界面，用户

可以按下确认键退出声透法—测桩模块，也可以按下返回键则继

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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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退出 

 

 

 

 

 

 

 

 

 

 

 

 

 

 

 

 

 



- 23 - 

第四章 超声回弹法—测强 

4.1 数据采集 

超声回弹法—测强的主要功能是利用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

凝土的抗压强度，其数据采集界面如图 4.1 所示，主要分为：标题、

参数设置区、波形信号采集区、数据曲线区、帮助信息区。 

 

图 4.1 检测界面 

标题：主要用于表明该软件功能模块的简称，如超声回弹法—测

强简称测强。 

参数设置区：主要用于设置超声回弹综合法测混凝土强度过程中

需要设置的工程参数、检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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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信号采集区：仪器测试过程中波形信号采集区域，此区域是

测试的主要观察区，仪器的主要测试过程在此区域完成。 

数据曲线区：显示测点数据列表或者声速曲线，按切换键可以在

测点数据列表和声速曲线之间切换。 

帮助信息区：显示仪器操作信息，使用户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

也能非常简单的使用仪器。 

4.1.1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区用于设置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的工程参数和仪器参数，其主要包含的参数有： 

1. 工程：用于设置工程名称，用户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按确

认键会弹出图 4.2 所示的界面，用户可以在已经存在的工程

名称中按↓、↑键移动光标选择，确认键选中光标所在的工

程，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数不能超过 8 位。 

 

图 4.2 工程名称选择 

3. 构件：用于设置被测构件的构件名称，用户直接输入即可，

如果用户想打开并查看已经完成测试的构件的检测数据，按

确认键选择相应的构件即可，如图 4.3，和工程的输入完全相

同，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不能超过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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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构件选择 

     如果用户想对某个构件进行重新测试，只需要在构件处输入

构件名称，软件会提示用户图 4.4 对话框，用户选择覆盖即可删掉

前面测试的数据，此功能用户要小心，避免删除有效的数据文件。 

图 4。 

 

图 4.4 构件覆盖提示对话框 

4. 测距：收发平面换能器之间的距离,单位 mm。 

5. 曲线：在进行强度推定的时候所选择的曲线，按下确认键弹

出图 4.5 所示的选择界面，用户可以选择规程曲线

(CECS02:2005)、地方曲线或者专用曲线。 

 

图 4.5   曲线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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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方式：测试类型有三种，分别为对测、角测和平测，用

户可以根据现场测试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选择界面如图 4.6

所示 

 

图 4.6 测试方式选择 

7. 副序号：用户可以直接输入，它表示每个测区中声测点的个

数，选择对测和角测时，副序号为 3，选择平测时，副序号为

7，用户不用设置。 

8. 测面：指测试面类型，当测试类型为对测或者角测时，测试

面可在浇筑面和非浇筑面之间选择，如果是平测，用户则可

在顶面、底面、侧面之间选择。测试面不同，对应的声速修

正系数β也不同。其选择界面如图 4.7和 4.8所示。 

              

图 4.7  对测或角测时测面的选择     图 4.8 平测时测面的选择 

9. Δ：修正量，用户可以输入该修正量对推定强度进行修正。 

10. λ：平测修正系数，只有在前面的测试方式中选择平测时，

用户可才以直接输入或计算该系数， 按确认键，会弹出图

4.10 所示的系数计算对话框，用户可以选择参与计算的数据

文件的工程、构件并输入对测声速，软件可自动计算平测修

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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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9 用户选择界面       图 4.10 平测修正系数计算 

11. 通道：超声仪一般包含两个通道，通道 1、通道 2，用户可以

在此选择是用通道 1、通道 2 进行测试，按下确认键弹出如

图 4.11 所示的选择界面，测试方式的选择基本相同。单通道

超声波检测仪不能进行选择，只能是通道 1。 

 

图 4.11  通道选择 

12. 零声时：声波检测时发射至接收系统的延迟，，计算时每个超

声测点的声时都将减去这一修正值。用户在进行正常测试之

前，需要测试零声时，并将零声时输入到此处。 

13. 采样周期：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按确认键弹出图

4.12 所示的选择界面，共分为 8 档：0.05us、0.1us、0.2us、

0.4us、0.8us、1.6us、3.2us、6.4us，通常情况下，如果被测对

象的声时比较长，则需要选择比较大的采样周期，采样周期

的选择方式与测试方式选择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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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采样周期选择 

14. 发射电压：发射探头的激励电压，按确认键弹出图 4.13 所示

的发射电压选择界面，一共有 5 档，分别为 65V、125V、250V、

500V、1000V，发射电压越大，发射能量越强，一般的小构

件或信号比较强时选择低发射电压，大构件或信号比较弱选

择高发射电压。默认发射电压为 500V。发射电压的选择与采

样周期选择基本一样。 

 

图 4.13 发射电压选择 

15. 测试主频：用户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主频测试，其选择界面如

图 4.14 所示。 

 

图 4.14  测试主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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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回弹测试：在参数设置的最下面，有一个回弹测试按钮，用

户按下此按钮，弹出图 4.15 所示的界面，用户可以外界回弹

仪进行回弹测试，在测试前，需要将回弹仪接到超声仪上，

然后进行回弹测试。 

 

图 4.15 回弹测试界面 

其中测缺 01 表示第一个测区，测面一表示第一个测区的前 5 个测

点，测面二表示第一个测区的后 5 个测点。 

17. 分析：超声数据和回弹数据都测试完成后，进入分析对测试

的数据进行分析。 

4.1.2 波形信号采集 

波形采集是超声仪使用的关键部分，波形采集区包含增益标

志条、波形、首波判读线、首波控制线、参数显示区，如图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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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波形信号采集区 

1、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的大小，增益是对波形进行放大缩

小，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放大的程度。+、-键可以调整增益，按+

键增益变大，波形放大，按-键波形变小，增益变小 

2、波形：接收换能器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 

3、首波判读线：波形的首波的声时判读位置和首波波幅判读

的位置。 

4、首波控制线：对首波进行判读的控制线，超声仪对幅度大

于控制线的首波进行判读。按↓、↑键可以使首波控制线变大或

者减小。 

5、参数显示区显示当前波形对应的声参量，具体包含首波的

序号、声时、幅度、声速，如果在用户选择测试主频，则声速变

成频率。 

在用户设置好参数以后，采样的操作流程如图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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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超声仪采样流程 

   用户在采样过程中，如果找不到波形，按+、-键调整增益大波

形来寻找，或者需要按←、→键寻找波形，也可以调整控制线来

寻找波形，需要注意的是，控制线一定要大于噪声，否则仪器判

读容易判读到噪声信号上。 

   如果用户在采样过程中，通过上述的各种手段，找到波形，但

是找不到首波，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按游标键，在波形区域

内弹出图 4.18 所示的游标，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声时游标来

对首波的声时进行判读，通过↓、↑键移动波幅游标对首波波幅

进行判读，判读完成后，按保存键保存，再次按下游标键，则游

标消失，可以重新开始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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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游标 

在有些情况下，首波的信号不是很好找到，在此情况下，当

用户找到首波信号以后，按下键盘中的快采键，以后仪器寻找首

波就会在上述找到首波的这个位置附近寻找波形信号，这样避免

了用户每次都寻找波形信号，会大大的提高在信号比较弱的时候

的检测效率。 

如果用户发现在快采状态找不到信号了，再次可以按下快采键

取消快采状态，重新进入试采，寻找波形。 

4.1.3 数据曲线 

在此区域内，主要显示声速曲线(如图 4.19 所示)和测点数据

列表(如图 4.20 所示)，按切换键可以在二者之间切换。 

声速曲线声速坐标分为 0～6km/s，用户在声速曲线上可以直

观的看出声速的变化情况。 

 
图 4.19 声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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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数据列表显示所有测点的数据列表，用户在此区域内移

动↓、↑键可以浏览测点数据，在浏览测点数据过程中，波形区

域内的波形也随测点变化显示该测点对应的波形数据。 

   在测点数据列表中，用户按下确认键，会弹出图 4.19 所示的选

择界面，用户可以选择当前点进行复测或者设置空点。 

 

图 4.20 测点数据列表 

复测：如果用户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某些测点因为某些原因

需要重新进行测试，则可以把光标移到该测点然后进入复测状态，

用户在复测状态下，不能进行数据浏览等操作，如果移动上下光

标，会弹出图 4.21 所示的提示界面，提醒用户必须退出复测状态

以后才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图 4.21  复测提示界面 

如果想退出复测状态，用户按下返回键可以选择是否退出复

测状态。另外如果用户一直复测到最后一个点，则仪器会自动退

出复测状态。 

空点：在浏览数据过程中，如果用户想把某一个测点设置成

空点，则该测点成为无效测点，将来在数据分析的时候，该点不

参与分析计算，用户也可以使用键盘中删除键进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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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分析 

在检测界面的参数设置区中有一个分析按钮，当数据检测完

成以后，按下此按钮，则进入分析界面，如图 4.22 所示 

 

图 4.22  数据分析界面 

分析界面中的包含的主要区域为：参数设置，强度直方图、

测点数据列表、强度推定结果。 

4.2.1 参数设置 

1、曲线：用户在此处可以按确定键设置规程曲线、地区曲线、

专用曲线，其界面如图 4.23 所示，其中规程曲线指的是《超声回

弹综合法检测强度技术规程》（CECS02:2005)中的曲线。地区和专

用曲线用户可以输入 a、b、c 的值，然后进行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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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曲线选择 

2、a、b、c：混凝土强度的推定系数，直接输入即可。 

3、结果图示区 

显示强度的直方图，纵坐标为强度推定值，横坐标为各个测

区，在此用户可以直观的看出各个测区的强度分布情况。 

4.2.2 测点数据列表 

此处显示所有的测点数据列表，按切换键光标可以从参数设

置区域内移动到数据列表中的测区测距上，用户在此区域内可以

修改各个测区的测距。 

如果用户想修改各个测区的强度代表值，当光标位于测区测

距上的时候，按采样键，则光标可以切换到测区强度代表值区，

用户可以直接输入强度代表值，同样，也可以按采样键把光标切

换回测距处。 

如果用户想输入回弹的原始数据，当光标位于强度代表值区

时，按下确认键，可以弹出图 4.24 的对话框，用户可以直接输入

各个测点的回弹值及其他们的测试角度，测试面等信息。输入完

成后，按返回键则可以自动计算该测区的强度代表值。 

 

图 4.24  输入回弹值 

4.2.3 强度推定结果 

   此区域显示该构件的推定强度值及他们各个测区强度的平均

值、标准差、最小值，如图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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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推定结果显示 

4.3 退出 

当测试完成以后，用户按返回键会弹出图 4.26 的界面，用户

可以按下确认键退出超声回弹法—测强模块，也可以按下返回键

则继续测试。 

 
图 4.26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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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超声法—测缺 

5.1 数据采集 

超声法—测缺的主要功能是利用超声波的原理检测混凝土的

内部缺陷，其数据采集界面如图 5.1 所示，主要分为：标题、参数

设置区、波形信号采集区、数据曲线区、帮助信息区。 

 

图 5.1 检测界面 

标题：主要用于表明该软件功能模块的简称，如超声法—测缺简

称测缺。 

参数设置区：主要用于设置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的过程中需要

设置的工程参数、检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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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信号采集区：仪器测试过程中波形显示区域，此区域是测试

的主要观察区，仪器的主要测试过程在此区域完成。 

数据曲线区：显示测点数据列表或者声速曲线，按切换键可以在

测点数据列表和声速曲线之间切换。 

帮助信息区：显示仪器操作信息，使用户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

也能非常简单的使用仪器。 

5.1.1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区用于设置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的过程中的工程

参数和仪器参数，其主要包含的参数有： 

1. 工程：用于设置工程名称，用户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按确认

键会弹出图 5.2 所示的界面，用户可以在已经存在的工程名称

中按↓、↑键移动光标选择，确认键选中光标所在的工程，

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数不能超过 8 位。 

 

图 5.2 工程名称选择 

3. 构件：用于设置被测构件的构件名称，用户直接输入即可，

如果用户想打开并查看已经完成测试的构件的检测数据，按

确认键选择相应的构件即可，如图 5.3，和工程的输入完全相

同，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不能超过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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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构件选择 

如果用户想对某个构件进行重新测试，只需要在构件处输入

构件名称，软件会提示用户图 5.4 对话框，用户选择覆盖即可删掉

前面测试的数据，此功能用户要小心，避免删除有效的数据文件。 

 

图 5.4 构件覆盖提示对话框 

4. 起点：被测构建的起始位置，单位 m。 

5. 点距：在测缺过程中，相邻两个测点之间的距离，常用的为

0.20 米或者 0.25 米，一般的单列测试的时候用到。 

5. 测距：收发平面换能器之间的距离,单位 mm。 

6. 副序号：用户可以直接输入，如果在测试过程中，测试的测点

成网格状分布，副序号代表的是有多少列，主序号代表有多少

行，如 001-03，表示第一行的第三个测点，其中的 001 是主序

号，03 是副序号。 

6. 通道：超声仪包含两个通道，通道 1、通道 2，用户可以在此

选择是用通道 1、通道 2 进行测试，按下确认键弹出如图 5.5

所示的选择界面，测试方式的选择基本相同。单通道超声波检

测仪无此功能，只能是通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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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通道选择 

7. 零声时：声波检测时发射至接收系统的延迟，若测试前超声仪

未做调零操作也可同时加以考虑，计算时每个超声测点的声时

都将减去这一修正值。用户在进行正常测试之前，需要测试零

声时，并将零声时输入到此处。 

8. 采样周期：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按确认键弹出图

3.8 所示的选择界面，共分为 8 档：0.05us、0.1us、0.2us、0.4us、

0.8us、1.6us、3.2us、6.4us，通常情况下，如果被测对象的声

时比较长，则需要选择比较大的采样周期，采样周期的选择方

式与测试方式选择完全相同。 

 

图 5.5 采样周期选择 

10. 发射电压：发射探头的激励电压，按确认键弹出图 5.6 所示的

发射电压选择界面，一共有 5 档，分别为 65V、125V、250V、

500V、1000V，发射电压越大，发射能量越强，一般的小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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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号强时选择低发射电压，大构件或者信号弱时选择高发射

电压。默认发射电压为 500V。发射电压的选择与采样周期选

则基本一样。 

 
图 5.6 发射电压选择 

10. 测试主频：用户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主频测试，其选择界面如图

5.7 所示。 

 

图 5.7  是否测试主频 

12. 分析：对测试的数据进行分析。 

5.1.2 波形信号采集 

波形采集是超声仪使用的关键部分，波形采集区包含增益标

志条、波形、首波判读线、首波控制线、参数显示区。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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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波形信号采集区 

1、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的大小，增益是对波形进行放大缩

小，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放大的程度。+、-键可以调整增益，按+

键增益变大，波形放大，按-键波形变小，增益变小 

2、波形：接收换能器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 

3、首波判读线：波形的首波的声时判读位置和首波波幅判读

的位置。 

4、首波控制线：对首波进行判读的控制线，超声仪对幅度大

于控制线的首波进行判读。按↓、↑键可以使首波控制线变大或

者减小。 

5、参数显示区显示当前波形对应的声参量，具体包含首波的

序号、声时、幅度、声速，如果在用户选择测试主频，则声速变

成频率。 

在用户设置好参数以后，采样的操作流程如图 5.9 所示： 



- 43 - 

 

图 5.9 超声仪采样流程 

用户在采样过程中，如果找不到波形，按+、-键调整增益大

波形来寻找，或者需要按←、→键寻找波形，也可以调整控制线

来寻找波形，需要注意的是，控制线一定要大于噪声，否则仪器

判读容易判读到噪声信号上。 

   如果用户在采样过程中，通过上述的各种手段，找到波形，但

是找不到首波，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按游标键，在波形区域

内弹出图 5.10 所示的游标，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声时游标来

对首波的声时进行判读，通过↓、↑键移动波幅游标对首波波幅

进行判读，判读完成后，按保存键保存，再次按下游标键，则游

标消失，可以重新开始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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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游标 

在有些情况下，首波的信号不是很好找到，在此情况下，当

用户找到首波信号以后，按下键盘中的快采键，以后仪器寻找首

波就会在上述找到首波的这个位置附近寻找波形信号，这样避免

了用户每次都寻找波形信号，会大大的提高在信号比较弱的时候

的检测效率。 

如果用户发现在快采状态找不到信号了，再次可以按下快采

键取消快采状态，重新进入试采样，寻找波形。  

5.1.3 数据曲线 

在此区域内，主要显示声速曲线(如图 5.11 所示)和测点数据

列表(如图 5.12 所示)，按切换键可以在二者之间切换。 

 
图 5.11 声速曲线 

声速曲线声速坐标分为 0～6km/s，用户在声速曲线上可以直

观的看出声速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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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测点数据列表 

测点数据列表显示所有测点的数据列表，用户在此区域内移

动↓、↑键可以浏览测点数据，在浏览测点数据过程中，波形区

域内的波形也随测点变化显示该测点对应的波形数据。 

   在测点数据列表中，用户按下确认键，会弹出图 5.13 所示的数

据区菜单，用户可以选择当前点进行复测、设置空点。 

 

图 5.13   数据区菜单 

复测：如果用户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某些测点因为某些原因

需要重新进行测试，则可以把光标移到该测点然后进入复测状态，

用户在复测状态下，不能进行数据浏览等操作，如果移动上下光

标，会弹出图 5.14 所示的提示界面，提醒用户必须退出复测状态

以后才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图 5.14  复测提示界面 

如果想退出复测状态，用户按下返回键可以选择是否退出复



- 46 - 

测状态。另外如果用户一直复测到最后一个点，则仪器会自动退

出复测状态。 

加密：如果用户在进行测试过程中，发现基桩的局部有缺陷，

想对该区域进行更加密集的测试，则可以进入加密测试状态，在

选择加密测试以后，会弹出图 5.15 所示的界面，用户输入需要加

密的测点数，则可以进行加密。 

和复测一样，只有退出加密状态，用户才能进行其他操作，

否则仪器会提示用户。 

 

图 5.15  加密测试界面 

空点：在浏览数据过程中，如果用户相把某一个测点设置成

空点，则该测点成为无效测点，将来在数据分析的时候，该点不

参与分析计算，用户也可以使用键盘中删除键进行此操作。 

5.2 数据分析 

在检测界面的参数设置区域中有一个分析按钮，当数据检测

完成以后，按下此按钮，则进入分析界面，如图 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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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数据分析界面 

分析界面中的包含的主要区域为：参数设置区，缺陷分布区、

测点数据列表、数据统计结果。按下切换键，光标可以在参数设

置区和测点数据列表之间来回切换。 

5.2.1 参数设置 

1、判定方式：用户在按下确定键时，会弹出图 5.17 的界面，

用户可以选择是自动还是输入。自动是指在分析计算时，按照相

关的规范，由仪器的软件自动分析计算，输入是指在对检测数据

进行分析计算时，用户自己输入异常判定值。当用户选择输入时，

用户可以自己输入声速和波幅的异常判定值。 

 

图 5.17  判定方式选择 

2、V 判定值：用户在判定方式中选择输入时，可以在此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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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声速异常判定值。 

3、V 邻判值：声速相邻点的异常判定值，用户在判定方式中

选择输入时，可以直接输入相邻点的判定值。 

4、A 判定值：用户在判定方式中选择输入时，可以在此处输

入波幅异常判定值。 

5、A 邻判值：幅度相邻点的异常判定值，用户在判定方式中

选择输入时，可以直接输入相邻点的判定值。 

6、V 剔除值：声速明显异常值，用户在此处输入要剔除声速

的临界值，则在此声速以下的声速值都会被剔除，不参与分析评

定。 

7、A 剔除值：幅度明显异常值，用户在此处输入要剔除幅度

的临界值，则在此声速以下的幅度值都会被剔除，不参与分析评

定。 

5.2.2 缺陷分布区 

缺陷分布区以直观的形式绘制出被测构件的缺陷分布情况，

其中绿色的点表示该测点声速正常，如果测点是红色，则表示该

点的声速或者幅度异常，方便用户直观的观察构件的缺陷分布。 

5.2.3 测点数据列表 

此处显示所有的测点数据列表，如果其中某个测点的声速或

者幅度小于判定值，该数据之前会添加一个“#”，以表示该数据

异常，方便用户查看。 

5.2.4 数据统计结果 

   此区域显示检测得到的数据根据 CECS21:2000 的规范分析，得

到声速和幅度的平均值、标准差、离差值和异常判定值及相邻点

的异常判定值。 

5.3 退出 

当测试完成以后，用户按返回键会弹出图 5.18 的界面，用户

可以按下确认键退出超声法—测缺模块，也可以按下返回键则继

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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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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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超声法—测缝 

超声法—测缝的主要功能是利用超声波的原理检测混凝土的

裂缝深度，其测试流程分为两部分：不跨缝测试和跨缝测试，用

户可以在参数设置区的跨缝栏中进行选择，选择否则进入不跨缝

测试，选择是则进入跨缝测试。 

6.1 不跨缝测试 

其数据采集界面如图 6.1 所示，主要分为：标题、参数设置区、

波形信号采集区、测点数据列表区、分析结果区、帮助信息区。 

 

图 6.1 不跨缝测试 

标题：主要用于表明该软件功能模块的简称，如超声法—测缝简

称测缝。 

参数设置区：主要用于设置超声法检测混凝土裂缝深度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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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设置的工程参数、检测参数。 

波形信号采集区：仪器测试过程中波形显示区域，此区域是测试

的主要观察区，仪器的主要测试过程在此区域完成。 

测点数据列表区：显示检测的测点数据列表或者声速曲线，按切

换键可以在测点数据列表和声速曲线之间切换。 

分析结果区：显示不跨缝测试数据的分析结果。 

帮助信息区：显示仪器操作信息，使用户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

也能非常简单的使用仪器。 

6.1.1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区用于设置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的过程中的工程

参数和仪器参数，其主要包含的参数有： 

1. 跨缝：用户用于选择是否跨缝测试，选择界面如图 6.2 所示 

 

图 6.2  是否跨缝测试选择 

2. 工程：用于设置工程名称，用户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按确认

键会弹出图 6.3 所示的界面，用户可以在已经存在的工程名称

中按↓、↑键移动光标选择，确认键选中光标所在的工程，

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数不能超过 8 位。 

 

图 6.3 工程名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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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件：用于设置被测构件的构件名称，用户直接输入即可，

如果用户想打开并查看已经完成测试的构件的检测数据，按

确认键选择相应的构件即可，如图 6.4，和工程的输入完全相

同，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不能超过 8 位。 

 
图 6.4 构件选择 

如果用户想对某个构件进行重新测试，只需要在构件处输入

构件名称，软件会提示用户图 6.5 对话框，用户选择覆盖即可删掉

前面测试的数据，此功能用户要小心，避免删除有效的数据文件。 

 

图 6.5 构件覆盖提示对话框 

4. 起点：测试时，两个平面换能器的内间距，单位 mm。 

5. 增量：两个平面换能器之间距离的增加量，单位 mm，如起点

时两个平面换能器之间的距离(内间距)是 60mm，在下一个测

点时，如果平面换能器之间的距离是 120mm，则距离增量是

60mm。 

6. 通道：超声仪一般包含两个通道，通道 1、通道 2，用户可以

在此选择是用通道 1、通道 2 进行测试，按下确认键弹出如图

6.6 所示的选择界面，测试方式的选择基本相同。单通道超声

波检测仪无此功能，只能是通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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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通道选择 

7. 零声时：声波检测时发射至接收系统的延迟，若测试前超声仪

未做调零操作也可同时加以考虑，计算时每个超声测点的声时

都将减去这一修正值。用户在进行正常测试之前，需要测试零

声时，并将零声时输入到此处。 

8. 采样周期：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按确认键弹出图

6.7 所示的选择界面，共分为 8 档：0.05us、0.1us、0.2us、0.4us、

0.8us、1.6us、3.2us、6.4us，通常情况下，如果被测对象的声

时比较长，则需要选择比较大的采样周期，采样周期的选择方

式与测试方式选择完全相同。 

 

图 6.7 采样周期选择 

9. 发射电压：发射探头的激励电压，按确认键弹出图 6.8 所示的

发射电压选择界面，一共有 5 档，分别为 65V、125V、250V、

500V、1000V，发射电压越大，发射能量越强，一般的小构件

或信号强时选择低发射电压，大构件或信号弱时选择高发射电

压。默认发射电压为 500V。发射电压的选择与采样周期选则

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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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发射电压选择 

10. 测试主频：用户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主频测试，其选择界面如图

6.9 所示。 

 
图 6.9  是否测试主频 

11. 分析：对测试的数据进行分析。 

6.1.2 波形信号采集 

波形采集是超声仪使用的关键部分，波形采集区包含增益标

志条、波形、首波判读线、首波控制线、参数显示区，如图 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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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波形信号采集区 

1、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的大小，增益是对波形进行放大缩

小，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放大的程度。+、-键可以调整增益，按+

键增益变大，波形放大，按-键波形变小，增益变小 

2、波形：接收换能器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 

3、首波判读线：波形的首波的声时判读位置和首波波幅判读

的位置。 

4、首波控制线：对首波进行判读的控制线，超声仪对幅度大

于控制线的首波进行判读。按↓、↑键可以使首波控制线变大或

者减小。 

5、参数显示区显示当前波形对应的声参量，具体包含首波的

序号、声时、幅度、声速，如果在用户选择测试主频，则声速变

成频率。 

在用户设置好参数以后，采样的操作流程如图 6.11 所示： 

 

图 6.11 超声仪采样流程 

用户在采样过程中，如果找不到波形，按+、-键调整增益大



- 56 - 

波形来寻找，或者需要按←、→键寻找波形，也可以调整控制线

来寻找波形，需要注意的是，控制线一定要大于噪声，否则仪器

判读容易判读到噪声信号上。 

如果用户在采样过程中，通过上述的各种手段，找到波形，

但是找不到首波，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按游标键，在波形区

域内弹出图 6.12 所示的游标，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声时游标

来对首波的声时进行判读，通过↓、↑键移动波幅游标对首波波

幅进行判读，判读完成后，按保存键保存，再次按下游标键，则

游标消失，可以重新开始采样。 

 

图 6.12 游标 

在有些情况下，首波的信号不是很好找到，在此情况下，当

用户找到首波信号以后，按下键盘中的快采键，以后仪器寻找首

波就会在上述找到首波的这个位置附近寻找波形信号，这样避免

了用户每次都寻找波形信号，会大大的提高在信号比较弱的时候

的检测效率。 

如果用户发现在快采状态找不到信号了，可再次按下快采键

取消快采状态，重新进入试采，寻找波形。 

6.1.3 测点数据列表 

测点数据列表显示所有测点的数据列表，用户在此区域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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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键可以浏览测点数据，在浏览测点数据过程中，波形区

域内的波形也随测点变化显示该测点对应的波形数据。 

   在测点数据列表中，用户按下确认键，会弹出图 6.13 所示的选

择界面，用户可以选择当前点进行复测或者设置空点。 

 

图 6.13 测点数据列表 

在测点数据列表中，按下确认键，回弹出图 6.14 所示的菜单，

用户可以选择其中的功能。 

 

图 6.14 功能菜单 

复测：如果用户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某些测点因为某些原因

需要重新进行测试，则可以把光标移到该测点然后进入复测状态，

用户在复测状态下，不能进行数据浏览等操作，如果移动上下光

标，会弹出图 6.15 所示的提示界面，提醒用户必须退出复测状态

以后才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图 6.15 复测提示界面 

如果想退出复测状态，用户按下返回键可以选择是否退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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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状态。另外如果用户一直复测到最后一个点，则仪器会自动退

出复测状态。 

空点：在浏览数据过程中，如果用户相把某一个测点设置成

空点，则该测点成为无效测点，将来在数据分析的时候，该点不

参与分析计算，用户也可以使用键盘中删除键进行此操作。 

6.1.4 分析结果 

在检测界面的参数设置区域中有一个分析按钮，当数据检测

完成以后，按下此按钮，对不跨缝数据进行分析，如图 6.16 所示 

 

图 6.16 分析结果区 

在此区域内显示对不跨缝数据的分析结果，主要有： 

测点个数：显示有多少个测点数据参与分析计算。 

对测声速：就是在混凝土中，声速传播的速度，单位 km/s。 

距离修正：在测试的过程中，由于测量的间距并不是声波信号

实际走过的距离，所以需要对其进行修正，分析得到的就是测试

距离的修正量，单位 mm。 

相关系数：表示在计算声速和距离修正中，曲线拟合的相关性。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分析计算得到的参数，将会成为跨缝测试

中距离修正和对测声速的默认值。 

6.2 跨缝测试 

     跨缝测试基本与不跨缝测试相同，也包含标题、参数设置区、

波形信号采集区、测点数据列表区、分析结果区、帮助信息区。

如图 6.17 所示，其中多数内容与不跨缝类似，下面主要介绍跨缝

测试中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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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跨缝测试 

6.2.1 参数设置 

在跨缝参数设置中，除了工程名称、构件、起点、增量、通

道、零声时、采样周期、发射电压、分析等参数与不跨缝相同，

用户参考 6.1.1 中的相关内容。下面两个参数与不跨缝不同： 

1、距离修正△L: 在测试的过程中，测试距离的修正量，单

位 mm。用户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在不跨缝软件中通过分析计算

得到。 

2、对测声速 V: 在分析计算裂缝深度的过程中，需要知道声

波在混凝土中的传播速度，用户既可以在此处直接输入，也可以

从不跨缝软件中通过分析计算得到，单位 km/s。 

6.2.2 波形信号采集 

此操作与 6.1.2 中的操作完全相同。 

6.2.3 测点数据列表 

在此区域内，主要显示不跨缝测点数据列表(如图 6.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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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跨缝测点数据列表 

主要包含测点序号、测距(mm)、声时(us)、相位、剔除、缝深

(mm)。其中前面三个参量不做介绍。 

相位：表明测点的相位是反相还是正相，裂缝深度的计算根

据 CECS21:2000 规范中规定，可以根据反相点及上下两个测点的

平均值来确定裂缝的深度，因而相位在裂缝的计算中比较重要，“-”

表示相位正常，“+”表示相位反相。 

剔除：则表明不参与裂缝深度计算的测点，根据规范规定，，

在用平均剔除深度计算法确定裂缝的深度时，不参与计算，所以

此处表明那些测点被剔除了，“√”表示正常测点， “×”表示

被剔除测点。 

裂缝深度：根据当前测点的声时数据计算得到的裂缝深度。 

6.2.4 分析结果 

 在分析结果区中主要显示被测裂缝的裂缝深度，如图 6.19

所示。 

 

图 6.19 分析结果 

平均缝深：平均剔除缝深，指的是剔除测距小于一倍、大于

三倍平均缝深的测点后，剩下的测点的裂缝深度的平均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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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反相深度：指的是反相点及相邻两个测点裂缝深度的平均值，

单位 mm。 

6.3 退出 

当测试完成以后，用户按返回键会弹出图 6.20 的界面，用户

可以按下确认键退出超声法—测缝模块，也可以按下返回键则继

续测试。 

 

图 6.20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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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发双收—测井 

7.1 数据采集 

一发双收—测井的全称为单孔一发双收检测混凝土孔(洞)壁

完整性，它主要用通过一个发射换能器发射超声波信号、两个接

收换能器接收声波信号来检测单孔的情况下孔内壁是否存在缺

陷。其数据采集界面如图 7.1 所示，主要分为：标题、参数设置、

波形信号采集、数据曲线、帮助信息区。 

 

图 7.1 检测界面 

标题：主要用于表明该软件功能模块的简称，如一发双收—测井

简称测井。 

参数设置区：主要用于设置单孔一发双收检测混凝土孔(洞)壁完整

性的过程中需要设置的工程参数、检测参数。 

波形信号采集区：仪器测试过程中波形显示区域，此区域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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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观察区，仪器的主要测试过程在此区域完成。 

数据曲线区：显示检测的测点数据列表或者声速曲线，按切换键

可以在测点数据列表和声速曲线之间切换。 

帮助信息区：显示仪器操作信息，使用户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

也能非常简单的使用仪器。 

7.1.1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区用于设置声波透射法检测基桩完整性的工程参数

和仪器参数，其主要包含的参数有： 

1、 工程：用于设置工程名称，用户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按确认

键会弹出图 3.2 所示的界面，用户可以在已经存在的工程名称

中按↓、↑键移动光标选择，确认键选中光标所在的工程，

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数不能超过 8 位。 

 

图 7.2 工程名称选择 

2、 孔号：用于设置被测单孔的孔号，用户直接输入即可，如果用

户想打开并查看已经完成测试的单孔的检测数据，按确认键选

择相应的构件即可，如图 7.3，和工程的输入完全相同，需要

注意的是，输入的字符不能超过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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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孔号选择 

如果用户想对某个孔重新进行测试，只需要在孔号处输如 

入孔的名称，软件会提示用户图 7.4 对话框，用户选择覆盖即可删

掉前面测试的数据，此功能用户要小心，避免删除有效的数据文

件。 

 

图 7.4 孔重新检测提示 

3、 点距：在基桩检测过程中，相邻两个测点之间的距离，常用的

为 0.20 米或者 0.25 米。 

4、 测距：两个接收换能器之间的距离，单位 mm。 

5、 零声时 1：通道 1 的零声时，声波检测时发射至接收系统的延

迟，包括在声测管和水中的延时，计算时每个超声测点的声时

都将减去这一修正值。用户在进行正常测试之前，需要测试零

声时，并将零声时输入到此处。 

6、 零声时 2：通道 2 的零声时，同上。 

7、 采样周期：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按确认键弹出图

7.5 所示的选择界面，共分为 8 档：0.05us、0.1us、0.2us、0.4us、

0.8us、1.6us、3.2us、6.4us，通常情况下，如果被测对象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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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比较长，则需要选择比较大的采样周期，采样周期的选择方

式与测试方式选择完全相同。 

 

图 7.5 采样周期选择 

8、 发射电压：发射探头的激励电压，按确认键弹出图 7.6 所示的

发射电压选择界面，一共有 5 档，分别为 65V、125V、250V、

500V、1000V，发射电压越大，发射能量越强，一般的小构件

选择低发射电压，大构件选择高发射电压。默认发射电压为

500V。发射电压的选择与采样周期选则基本一样。 

 

图 7.6 发射电压选择 

7.1.2 波形信号采集 

波形采集是超声仪使用的关键部分，波形采集区包含增益标

志条、波形、首波判读线、首波控制线、参数显示区。如图 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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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波形信号采集区 

1、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的大小，增益是对波形进行放大缩

小，增益标志条表示增益放大的程度。+、-键可以调整增益，按+

键增益变大，波形放大，按-键波形变小，增益变小 

2、波形：接收换能器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 

3、首波判读线：波形的首波的声时判读位置和首波波幅判读

的位置。 

4、首波控制线：对首波进行判读的控制线，超声仪对幅度大

于控制线的首波进行判读。按↓、↑键可以使首波控制线变大或

者减小。 

5、参数显示区显示当前波形对应的声参量，具体包含首波的

序号、声时、幅度、声速，如果在用户选择测试主频，则声速变

成频率。 

在用户设置好参数以后，采样的操作流程如图 7.8 所示： 



- 67 - 

 

图 7.8 超声仪采样流程 

用户在采样过程中，如果找不到波形，按+、-键调整增益大

波形来寻找，或者需要按←、→键寻找波形，也可以调整控制线

来寻找波形，需要注意的是，控制线一定要大于噪声，否则仪器

判读容易判读到噪声信号上。 

如果用户在采样过程中，通过上述的各种手段，找到波形，

但是找不到首波，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按游标键，在波形区

域内弹出图 7.9 所示的游标，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声时游标

来对首波的声时进行判读，通过↓、↑键移动波幅游标对首波波

幅进行判读，判读完成后，按保存键保存，再次按下游标键，则

游标消失，可以重新开始采样。 



- 68 - 

 

图 7.9 游标 

在有些情况下，首波的信号不是很好找到，在此情况下，当

用户找到首波信号以后，按下键盘中的快采键，以后仪器寻找首

波就会在上述找到首波的这个位置附近寻找波形信号，这样避免

了用户每次都寻找波形信号，会大大的提高在信号比较弱的时候

的检测效率。 

如果用户发现在快采状态找不到信号了，再次可以按下快采键

取消快采状态，重新进入试采样，寻找波形。 

7.1.3 数据曲线 

在此区域内，主要显示声速曲线(如图 7.10 所示)和测点数据

列表(如图 7.11 所示)，按切换键可以在二者之间切换。 

 
图 7.10 声速曲线 

声速曲线声速坐标分为 0～6km/s，用户在声速曲线上可以直

观的看出声速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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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测点数据列表 

测点数据列表显示所有测点的数据列表，用户在此区域内移

动↓、↑键可以浏览测点数据，在浏览测点数据过程中，波形区

域内的波形也随测点变化显示该测点对应的波形数据。 

在测点数据列表中，用户按下确认键，会弹出图 7.12 所示的

选择界面，用户可以选择当前点进行复、删除。 

复测：如果用户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某些测点因为某些原因

需要重新进行测试，则可以把光标移到该测点然后进入复测状态，

用户在复测状态下，不能进行数据浏览等操作，如果移动上下光

标，会弹出图 7.13 所示的提示界面，提醒用户必须退出复测状态

以后才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图 7.13 复测提示界面 

如果想退出复测状态，用户按下返回键可以选择是否退出复

测状态。另外如果用户一直复测到最后一个点，则仪器会自动退

出复测状态。 

空点：在浏览数据过程中，如果用户相把某一个测点设置成

空点，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将该测点设置成无效测点，也就是空

点，用户也可以使用键盘中删除键进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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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波形列表 

波列界面主要显示测试数据的波形列表，方便用户直观的观

察整个检测面的缺陷分布情况，如图 7.14 所示。 

 

图 7.14  波列界面 

波列界面主要是有参数区和波列区组成，在参数区，显示波

列的页数和每页的波形数。 

在波列区则显示所有的波形列表。 

7.3 退出 

当测试完成以后，用户按返回键会弹出图 7.15 的界面，用户

可以按下确认键退出超声回弹法—测强模块，也可以按下返回键

则继续测试。 

 

图 7.15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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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把数据导入 U 盘，然后用户可以

用机外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其整体界面如图

8.1 所示，其中总共有三栏，第一栏是模块，即用户要传输的数据

所属模块，第二栏是用户所要传输的数据所处的工程名称，第三

栏是具体的文件(桩或者构件)，其中在检测桩基的过程中，测桩文

件的命名类型是桩号(6 位)+管号(2 位)构成，比如桩号为 17-1#,管

号为 AB，则该文件名称为 17-1#AB.CS。对于其他的模块，文件

的名称就是构件的名称，比如构件为 SZHUACE，则文件为

SZHUACE.CS，用户在文件中，用采样键选中所要传输的文件或

者文件夹，该文件前面会出现“*”标记，表明该文件被选中，然后

按保存键，则文件进入数据传输状态。 

 

图 8.1 数据传输界面 

其中有的目录后面有“》”字符，表示该目录有下一级目录。 

如果用户想删除数据文件，清空磁盘容量，则可以用采样键

选择文件或者文件夹，然后按下删除键，则可以删除选中的文件

夹或者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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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用于团建升级，设置日期、时间并查看磁盘信息，

弹击次数清零及回弹修正。如图 9.1、9.2、9.3 所示。 

  

图 9.1 软件升级 

9.1软件升级 

软件升级用户可以将装有我公司机内软件的 U 盘插入仪器 U

盘接口，然后按下此按钮，则可以对机内软件进行升级。 

9.2时间设置 

在日期设置中，用户可以对仪器的日期和时间进行设置。 

 

图 9.2 日期时间设置 

9.3磁盘信息 

在磁盘信息中，用户可以查看磁盘的容量信息。如果可用空

间比较小的时候，用户可以删除一些测试的数据，清空磁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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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妨碍仪器的使用。 

 

 图 9.3 磁盘信息 

9.4弹击次数 

在弹击次数中，可以查看目前的回弹弹击次数，也可以在回弹仪

保养后，将回弹的弹击次数清零，按删除键即可。（超声选购回弹

功能此功能才有作用） 

 

          图 9.4 弹击次数 

9.5回弹修正（超声选购回弹功能此功能才有作用） 

该功能可以进行回弹头显示值和超声仪的显示值的校正。回

弹值分三个数值段进行修正，10-35、35-60、>60。根据回弹头弹

击的实际值和仪器的显示值进行对比来进行修正。按确认键选择

要修正的回弹值段。如果仪器低于实际值，那么修正值为正值，

高于实际值则修正值为负值。仪器上按↑键和↓键修改修正值。

修改后数值保存,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无需重复设置。 

 
                图 9.5  回弹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