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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仪器功能及操作说明

1 依据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铁路工程土工试验规程》（TB10202-2010）

2 仪器功能

GTJ-WK 型 智能地基系数测试仪，适用于粗、细粒土和土填压实后的路基、基层等的地基系数的测试，
也可用于计算均匀地基土的变形模量，测试地基土的应力与变形特性，确定公路、铁路路基、基层等的地
基系数。该产品具备测试 K30、K40、K60 的功能。为迎合铁路信息化要求，我公司联合铁路部门的专家，
打破传统陈旧的测试方式将地基系数测试仪智能化，极大的提高了测试精度和测试效率。

适用规范
TB10202-2010《铁路工程土木试验规程》
JGE60-2008《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

3 技术参数

名称 技术指标

型号规格 GTJ-WK 型

测试适用范围

适用土壤类型 粒径不大于荷载板直径 1/4 的各类土和土石混合填料

测试影响深度 0-500mm

工作环境 温度-10°C - 40°C 湿度<90%HR

主机

参数

规格

屏幕尺寸：5 英寸

体积(mm)：145×70×10mm

重量(kg)：110g

存储容量 视手机内存而定，10G 存储容量

数据传输方式 数据无线传输，数据云传输

供电方式 视手机电池而定

显示方式 手机 APP 方式，中英文切换显示

打印机 连接方式 无线蓝牙打印

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量程 100kN

位移传感器量程 25mm 分辨率 0.01mm

数据采集装置

承载板 直径：300mm 厚度：25mm 重量：17.5kg

加载装置

液压泵

压力缸 (最大压力 100KN，冲程 150mm)

高压软管 (长度 2m)

可插拔式压力缸接长杆(1×40mm,1×90mm，1×120mm，1×

160mm，2×60mm)

磁性球接头

位移测试装置

三点支撑架(带有可伸缩杠杆臂，底座可调节)

尺寸： 2320×570×420mm(长×宽×高)

重量： 1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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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仪器系统构成

GTJ-WK 型 智能地基系数测试仪主要由手机、微型打印机、加载装置和位移测试装置四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示1

图中所示数字标识各部分为：

加载装置 1. 磁性球接头 2. 接长杆 3.压力缸 4. 压力传感器 5. 荷载板 6.油管 7.压力泵

位移测试装置 8.支架脚 9. 水平泡 10.位移传感器 11. 测量基准架 12. 测试盒和支撑横梁 13.

测量臂 14.L型配件

仪器 15.手持主机 16.微型蓝牙打印机

主机的面板说明：

（1） ↑：光标上移，以后用 上 代替；

（2） ←：光标左移，以后用 左 代替；

（3） →：光标右移，以后用 右 代替；

（4） ↓：光标下移，以后用 下 代替；

（5） 返回：以后用返回键代替；

（6） 确定：以后用确定键代替。

主机侧面的插座说明：

（1） 6 针圆形插座：连接测试盒；

（2） 圆形 232 插座：充电；

（3） USB 传输插座：连接计算机传输数据；

（4）船型开关：打开或关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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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准备

承载装置的安装（参见图示 1）

（1） 将荷载板 5 放置在测试点上，开口起导向作用，用于连接 L 型配件 14。

（2） 将压力传感器 4 放置在荷载板上，然后将压力缸 3 放在压力传感器上。

（3） 将磁性球接头 1 吸合在加载机动车上。

（4） 用可插拔式压力缸接长杆 2 调整高度。

（5） 用油管 6 连接压力缸 3 和压力泵 7。

三点支撑架的安装（参见图示 1）

（1） 将支撑横梁 12 安装在测量基准架 11 上，然后将三个支架脚 8 安装在测试基准架 11 上

（2） 取出 L 型配件 14，安装在测量臂 13 上

（3） 将测量臂 13 连接到测量基准架上 11 上，并用两只螺栓将其固定。

（4） 将 L 型配件 14 圆形触点插入到承载板的中心，即 L 型配件的缺口对齐圆孔的边缘，并借助水平

泡 9 将整个三点支撑架调成水平。

（5） 将位移传感器 10 安装在测量基准架 11 上的测量位置处并固定。

传感器的连接（参见图示 1）

将压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的连接线插入测试盒上，并将测试盒的输出线连接到主机上的对应插口中。

注意：测试前必须同时连接压力和位移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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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手机 APP 操作指南

1、登录：点击图标 进入启动界面。

2 、权限设置（文件读取和写入、拍照、GPS、手机信息 MSI）：根据提示授予权限。

手动设置权限：系统设置内授予权限。所需权限：位子信息、存储、电话、相机的相关权限。

3 、启动后进入登录界面，本软件有二种语言类型“简体中文”和“英文”，默认使用“简体中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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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语言需要在系统设置界面语言切换。登录密码为：手机唯一码 MSI 经 MD5 加密后的密码，登录一次后

可绑定，再次进入软件无需输入密码自动跳入首页。

3、登录进入首页，软件分为四个模块：“开始检测”、“数据管理”、“系统设置”、“关于我们”。

4、先进入系统设置模块，可对系统的各个参数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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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Fi 设置：

B、 蓝牙设置：

C、 参数设置：需要输入初始密码（123456）进入页面。参数必须设置设备仪器编号、斜率、误差，

可选填入预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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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信息：设置上传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数据上传功能必须要填写“IP 地址”和“端口号”）

E、 密码修改：修前系统设置参数密码，设置新的密码。

F、 英文切换：切换后会重启系统进行切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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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始检测模块：

从首页点击“开始检测”进入界面，需要设定和读取一些测试参数，如下图：工程信息、测点序号、

坐标信息：经纬度、测试时间，经纬度会读取手机的坐标和时间。在此界面可以点击“ ”拍摄测

试现场的照片，可以拍摄多张照片，“长按照片”可以删除照片（只能单个删除），点击“确定”保存测

点信息和图片信息。点击“下拉按键”再点击“ ”进入添加“工程信息”界面，创建工程。

系统默认会选取最后一个创建的工程信息作为“工程信息”的默认值，测点序号默认选取当前工程信

息的最后一个测点+1，如还未建立测点序号则显示“0001”，坐标和测试时间默认当前手机获取到的坐标

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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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建工程信息：设置工程名称、施工单位、填料类型、检测人、设计荷载值、设备类型 K30/K40/K60。

7、点击“确定”后进入测试“预加载”界面，系统语音提示并弹框提示“请预加荷载到 0.04MPa”，K40

预加荷载 0.03MPa，K60 预加荷载 0.02MPa，30 秒后提示卸载，“请卸载”卸载完后等待 30 后，以 0.01MPa

为基准值小于 0.01MPa 进行数据采集，记录零点值并跳转进入“加载”页面提示进行下一级加载如下。

进行下一级加载时语音提示并弹出对应的加载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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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K30 语音提示：

请进行第一级加载 请加载到 0.04 兆帕

请进行第二级加载 请加载到 0.08 兆帕

请进行第三级加载 请加载到 0.12 兆帕

请进行第四级加载 请加载到 0.16 兆帕

请进行第五级加载 请加载到 0.20 兆帕

请进行第六级加载 请加载到 0.24 兆帕

请进行第七级加载 请加载到 0.28 兆帕

请进行第八级加载 请加载到 0.32 兆帕

请进行第九级加载 请加载到 0.36 兆帕

请进行第十级加载 请加载到 0.40 兆帕

请进行第十一级加载 请加载到 0.44 兆帕

请进行第十二级加载 请加载到 0.48 兆帕

请进行第十三级加载 请加载到 0.52 兆帕

请进行第十四级加载 请加载到 0.56 兆帕

请进行第十五级加载 请加载到 0.60 兆帕

请进行第十六级加载 请加载到 0.64 兆帕

注：K30，K40, K60 加载量级都为 0.04MPa。

点击 “ ”，系统会弹提示框请用户确定是否删除该测点数据和本次测试数据。

注：每个工程的测点序号只能对应一个测试数据，如需要重测请在数据管理界面内删除此测点序号，

然后在开始检测界面手动填写此测点序号。

实验结束点设：

①总下沉量超过规定的基准值（1.25mm），且加载级数至少 5 级。

②荷载强度大于设计标准对应荷载值的 1.3 倍，且加载级数至少 5 级。

③荷载强度达到地基屈服点。（在 5 级以内沉陷值大于等于 1.25）。

满足这三条后语音提示并弹框“测试完成 请卸载”延时 30 判断后进入数据查看页面，可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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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打印，Mac 地址默认值可在系统设置--其他信息中 Mac 地址进行设置。

6、数据管理界面：

点击首页的“数据管理”进入页面，页面会显示当前所创建所有工程信息的工程名称按照时间排序。

删除、导出功能：点击右上角“ ”选中“删除”系统会进入选择状态，选中想要删除的工程后，

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工程（可删除或导出多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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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单个或者多个工程点击“导出”，进入导出页面。

点击“数据上传”按钮，系统会根据参数设置的“ip 地址”和“端口号”上传到对应的客户端中（数

据上传功能必须在系统设置模块中其他信息填写 IP 地址和端口号）。

点击“保存文件”按钮,系统会自动上传到手机本地存储中。

7、数据管理界面中点击工程名称可查看工程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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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测点：点击右上角“ ”，点击删除进入选取状态，选择需要删除的测点序号进行删除（可

支持多个测点删除）。

8、点击需要查看的测点序号查看此测试数据。

打印功能：可点击“ ”进行打印，Mac 地址默认值可在系统设置--其他信息中 Mac 地址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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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我们”界面：点击“用户操作手册”可以下载操作手册到手机并自动打开。注：由于文档是 DOC

文件，手机必须有相应的阅读软件才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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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业标准中关于测试的操作要点

1 试验环境:

一、对于水分挥发快的中粗砂，表面结硬壳、软化或因其他原因表层扰动的土，变形模量试验应置于其影

响以下进行，下挖浓度应不大于承载板直径。

二、对于期、细粒均质士，宜在压实后 2-4H 内开始检测。

三、测试面应水平无坑洞。对相粒士或混合料填层造成的表面四凸不平，承救板下应铺-层厚约 2-3mm 的

干操中砂或石膏腻子。

四、试验时测试点应远离震源。

五、雨天或风力大于 6 级的天气不得进行试验。

六、承载板的沉降量应采用中心单点测量。

2 试验要点:

一、场地测试面应进行平整，并使用毛刷扫去表面化尘土。当测试面处于斜坡上时，应将承载板支撑面做

成水平面。

二、测试仪器安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将承载放置于测试点上，使承载板与地面完全接触，必要时可铺设薄层干燥砂(2-3m)或石膏腻子。

同时利用承载板上的水准泡或水准仪来调整承载板水平。当石膏腻子做垫层时，应在承模板底面上抹层油

膜。然后将承载板安放在石膏层上，左右转动承载板并轻轻打击顶面，使其与地面完全接触，被挤出的石

膏应在凝固前消除，直至石膏凝固后方可进行测试。

2. 将反力装置承载降位安置于承楼板上方，并加以制动。承强板外侧边缘与反力装置支撑点之间的距

离不得小于 0.75m.

3. 将千斤顶放在承载板的中心位置，使千斤顶保持垂直。用加长杆和调节丝杠使千斤顶顶球铰座与反

力装置承载部位紧贴。

4、安装测桥时应将沉降量测装置的触点自由地放入承载板上测量孔的中心位置，

沉降量测表必须与测试面垂直。测桥支撑座与反力装置支撑点的距离不得小于 1.25m.

5、试验过程中，测桥和反力装置不得晃动。

三、试验中若施加了比预定简载大的荷载时，应保持该荷载，并将其纪录在试验纪录表中，加以注明。

四、 当试验过程中出现承裁板严重倾料，以至承载板上水准器上的水抱不能与圆围标志重合或承载板过

度下沉及量朋数据出现异常等情况时，应查明原因，另选点进行试验，并在试验纪录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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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操作流程

首先仪器在关机状态下连接信号线与传感器；

开机进入测试界面选择相应的测试功能 K30、K40、K60 及设计荷载强度 ；

一、在 0 荷载的状态下进入预压界面，

二、开始加载预加荷载（保持荷载值大于等于 0.04MPa）

（K30 预加荷载 0.04MPa, K40 预加荷载 0.03MPa，K60 预加荷载 0.02MPa）

三、30 秒后蜂鸣器响提示卸载

卸载完成后百分表清零，再等待约 30 秒后，进入第一级加载，

四、请进行第一级加载 请加载到 0.04MPa，每级加载稳定时间 3 分钟左右。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04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五、请进行第二级加载 请加载到 0.08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08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六、请进行第三级加载 请加载到 0.12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12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七、请进行第四级加载 请加载到 0.16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16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八、请进行第五级加载 请加载到 0.20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20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九、请进行第六级加载 请加载到 0.24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24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十、请进行第七级加载 请加载到 0.28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28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十一、请进行第八级加载 请加载到 0.32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32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十二、请进行第九级加载 请加载到 0.36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36MPa。语音提示即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
十九、请进行第十六级加载 请加载到 0.64MPa

（保持该级荷载值稳定≧0.64MPa。）

达到以下任何一个条件时，实验自动结束。

①总下沉量超过规定的基准值（1.25mm），且加载级数至少 5 级。

②荷载强度大于设计标准对应荷载值的 1.3 倍，且加载级数至少 5 级。

③荷载强度达到地基屈服点（在 5 级以内沉陷值大于等于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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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软件介绍

1 简介

GTJ-WK 型智能地基系数测试仪分析软件是由北京高铁建试验仪器有限公司推出的用于 GTJ-WK 型智

能地基系数测试仪的数据分析处理的软件。它可运行于安装了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

本软件的处理对象是 “GTJ-WK 型智能地基系数测试仪”的测量数据（.K30）文件。软件可对智能地

基系数测试仪上传的多组测试数据进行计算处理，也可手工输入单组数据进行分析。该软件可以对智能地

基系数测试仪的数据进行接收、保存和分析计算，数据处理完成后还可打印输出分析结果，打印出的结果

可以直接作为用户的检测报告。

本软件中，带有灰色底纹的文字为该软件上的条目（按钮或者菜单栏等），如保存代表保存菜单栏，

计算代表主窗口测试数据窗口中的计算按钮。

本软件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文件，如表 1.1 所示。

类型 扩展名 说 明

工程文件 K30
用户保存的 K30 工程文件。包含用户输

入的表头信息，以及更改的测试名称。

2 安装

本软件的安装过程与常用的 Windows 软件的安装基本相似。本章将对本软件的安装和使用前的准备工

作做详细的介绍。

安装步骤如下：

打开手机硬盘，将 GTJ-WK 型智能地基系数测试仪分析软件复制到电脑上，双击文件夹中的高铁建智

能地基系数测试仪分析软件.exe。软件即可运行。

3 软件介绍

3.1 软件界面介绍

高铁建智能地基系数测试分析软件的操作方法及界面形式完全符合 Windows 风格，已经熟悉

Windows 操作的用户会很容易掌握本软件的使用。

本软件界面主要由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主窗口四部分组成，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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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软件主界面

 标题栏

从左到右依次显示软件图标、软件名和当前处理的文件名。

 菜单栏

由 3 个下拉菜单项组成（如图 3.2 所示），单击每个菜单项都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各对应一组功能。

这 3 个菜单项的子菜单项包含了本软件的全部功能。当某些菜单项呈置灰状态时表示当前状态下此功能无

效。

图 3.2 菜单栏

 工具栏

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如图 3.3 所示），每个按钮可以实现一个常用功能。将鼠标在某个按钮上稍做停

留，屏幕上会自动显示该按钮的功能。

图 3.3 工具栏

 主窗口

包含列表、读取信息、K30 报告表头和 K30 测试数据四个窗口，主窗口用于接收串口数据、显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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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输入工程信息等，是该程序的主要部分下面将重点介绍。

3.2 主窗口

3.2.1 打开信息窗口

当单击主窗口的文件-打开，就可显示数据信息窗口。它包括有打开串口按钮，一个下拉菜

单和一个编辑框

。

图 3.4数据打开窗口

3.2.2 列表窗口

单击主窗口上面的列表，程序就可以切换到列表窗口，它的作用是将文件中的数据按照测试点名称的

顺序全部显示在列表框里，其内容是若干组实验数据的应力和沉降量值，如图 3.5 所示：

图 3.5 列表数据

注意：只有打开或接收数据完毕，列表里才会出现数值，否则列表为空。

3.2.3 K30 报告表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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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打开或接收完数据，并且在 K30 测试数据窗口中选择了要分析的测试点名称，点击 K30 报告表头

进入报告表头窗口，可看到如图 3.6 所示内容。如果需要打印该测试点数据的最后分析结果，可在委托单

位、工程名称等编辑框里填写好对应的信息，这些信息便能够在打印报告里显示出来。

图 3.6 报告表头

3.2.4 K30 测试数据窗口

用鼠标单击主窗口上面的测试数据，程序就可以切换到测试数据窗口。它包括三个区域：测试数据区域、

测试结果区域和应力—沉降量曲线区域（图 3.7 所示）。

打开或接收数据完毕，单击下拉菜单选择需要分析的测试点名称，就会在测试数据区域显示该组数据

的应力和沉降量值；在测试结果区域的列表里计算出该组数据的沉降 1.25mm 对应的荷载强度（Mpa）

值和地基系数（K30）值；在应力—沉降量曲线区域画出该组数据的曲线图。

图 3.7 测试数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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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打开或接收数据完毕，下拉菜单里才会出现测试点名称，否则下拉菜单内容为空。

另外，一般情况下，图 3.7 所示中椭圆所圈出的计算按钮和测试数据区域是处于置灰状态的。这时用

户不可以更改试验数据。为了方便用户使用，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数据项里的手工输入数据子菜单可以手工

输入数据，详细使用在 3.3.3 节的说明。

3.3 菜单介绍

本节介绍该软件的几个重要菜单：打开、另存为、打印、打印预览、更改测试点名称以及手工输入数

据。

3.3.1 数据的保存

1. 保存工程文件

智能地基系数测试仪中存储的数据可能属于多个测试工程，如果想将某个工程的数据单独存储，在接收完

数据后，点击文件菜单栏下的另存为，然后选择保存工程文件，将会出现图 3.12 所示的选择测试点对话框。

图 3.12 选择测试点

该对话框里的左侧列表，显示当前打开文件的所有测试点名称，右侧列表则显示将要存储的测试点名

称。用户在左侧列表里，选择需要保存的测试点名称，然后点击->>按钮，则该测试点就被选择到右侧的

列表框里；同样，在该对话框的左侧的列表里选择测试点名称，然后点击<<-按钮，则该测试点将会从右

侧列的测试点选入到左侧列表，点击全部删除按钮，则会将右侧列表清空。点击全部选择按钮则会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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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点选择到右侧列表里。

选择好要保存的测试点，然后点击图 3.12 对话框的确认按钮，则会出现如图 3.13 所示的保存工程文

件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输入文件名（默认后缀为.K30），然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该工程文件保存。

图 3.13 保存工程文件

3.3.3 数据菜单

文件菜单下的数据菜单包含两个子菜单项：更改测试点名称和手工输入数据下面分别介绍。

1．更改测试点名称

测量仪中的原始数据的测试点名称是以测试序号命名的，如图 3.12 中 1，2，3，0 是更前的测试点名

字（也就是测试序号），点击文件菜单栏，然后点击数据菜单的更改测试点名称栏下的测试点，则会出现

如图 3.14 所示的更改测试点名称对话框。

图 3.14 更改测试点名称

在更改后测试点名称一栏中，双击鼠标就可以为测试点重新命名了。



23

注意：

1．更改测试点名称后，必须保存为工程文件才能够保存本次的更改;

2．必须打开数据或接收数据后，才能更改测试点名称。否则，会弹出如下所示对话框。

2．手工输入数据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本软件提供了手工输入数据并且计算的功能。点击文件菜单栏，然后点击数据菜

单的手工输入数据，则会出现如图 3.15 所示的输入测试点数据对话框。

图 3.15 输入测试点名称

填写好测试点名称（注意一次只能输入一种类型测试点的名称），点击添加主窗口会自动跳转到如图

3.16所示测试数据窗口，此时计算按钮由置灰状态变为可使用状态，1-17的应力和沉降量的编辑栏也处于

可编辑状态，且里面的字体变为红色。在红色字体编辑栏中输入应力和沉降量的数据，点击计算按钮，可

以在测试结果表格中显示出输入数据值，并在应力—沉降量区域绘制出输入数据的应力沉降量曲线。点击

保存菜单中的保存工程文件子菜单，可以将本次的输入数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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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手工输入状态下的测试数据窗口

注意：手工输入的数据不能保存为原始文件，此时保存原始文件的菜单栏为置灰状态。

3.3.3 打印及打印预览

点击文件菜单或工具栏的打印按钮，可以打印出分析报告。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打印预览按钮，可以打

印预览，打印的纸张类型为 A4 纸。

点击打印或打印预览时，均会出现如图 3.18 所示的打印类型选项对话框，图中有三个选项，选择打印

当前数据，则会打印当前测试数据窗口所选择的测试点的数据值，应力—沉降量曲线和数据结果；选择打

印全部数据按钮，则会打印该文件下所有测试点的数据值，应力-沉降量曲线和数据结果，选择打印列表，

则会打印所有测试点的数据结果。

3.18 打印类型选项

注意：打印当前数据时，必须在测试数据窗口中选择需要打印的测试点才能进行打印，否则会弹出如

下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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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处理

数据接收完毕，用鼠标单击主窗口上面的测试数据按钮，将程序切换到测试数据窗口。单击下拉菜单

选择测试序号 1，则会出现下面如图 4.3 所示的处理结果。

图 4.3 数据处理结果

4.2 更改测试点名称

填写好报告表头，点击文件 菜单，然后点击数据，更改测试点名称，出现如图 4.4（a）所示的更改

测试点对话框。将序号为 1 的测试点名称改为铁路一段，如图 4.4（b）所示，点击确定，则该数据点名称

更改成功。

图 4.4 更改测试点名称

4.3 保存工程文件

点击保存菜单栏下的保存工程文件菜单，出现如图 4.5 所示的对话框，选择铁路一段，然后点击确定。

则会出现保存工程文件对话框，文件名设为铁路一段测试工程，点击保存，则可将本次接收的数据保存为

工程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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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选择测试序号

4.4 打印报告

在测试数据窗口中，选择需要打印的测试点名称，填写好报告表头，打开文件菜单下的打印预览，来

预览打印报告的数据和内容（如图 4.7 所示）。

图 4.7 打印预览

点击文件菜单下或工具栏的打印按钮，选择您的打印类型，打印机名称和打印份数，单击确定按钮就

可以进行打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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