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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户手册中机外数据处理软件部分的约定：

A. 灰色背景、带黑色方框的文字表示屏幕上的一个按钮或键盘

上的一个键，如：确定。如果是键盘上的键后面会跟一个“键”

字。

B. 灰色背景、不带方框的文字表示屏幕上弹出的窗口中的控件

（如选择框、输入框等）名称。如打开文件窗口中的文件名

输入框。

C. 选择文件的方法：

（1） 单击鼠标左键可以选中单个文件；

（2） 按住 Ctrl 键不放，单击鼠标左键可以选中多个文件；

（3） 按住 Shift 键不放，单击鼠标左键可以选中一个文件后，

再次单击鼠标左键可以选中这两个文件间所有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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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软件总体介绍

高铁建超声检测分析软件是由北京高铁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

的用于超声数据分析处理的多功能分析软件。可运行于安装了

Windows10/7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

分析软件的处理对象是 GTJ-U900系列超声测试仪进行测试时所

获得的数据文件（GTT文件），读入数据文件并输入参数后，可进行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分析、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分析和

声波透射法检测混凝土灌注桩完整性分析（以下分别简称为测强分析、

测缺分析和测桩分析）。软件处理过程分别符合：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CECS 02:2020)；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CECS 21:2000)；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

《公路工程基桩动测技术规程》(JTG/T3512-2020)；
《铁路工程基桩检测技术规程》（TB10218-2019）；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3450-2019)。
分析完成后不仅保存或打印输出分析结果，而且还可以生成Word

格式的检测报告文档，用户只需稍加修改就可以完成检测报告。可以

随时读出结果文件进行打印或修改参数重新分析处理。本软件涉及六

种不同类型的文件。

类型 扩展名 说 明

数据文件 GTT 超声结构检测、测桩采集的数据文件

波列文件 GWS 测试所得到的波列数据文件

单件测强分析结果文件 GSS 单个构件测强分析结果

按批处理测强分析结果文件 GSB 按批处理测强分析结果

测缺分析结果文件 GSD 构件不密实区检测分析结果

测桩分析结果文件 GSP 声波透射法测桩分析结果

检测报告文件 DOC 生成的检测报告文件的初稿

本软件可运行于安装了Windows10/7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软件无需

安装，将软件拷贝到电脑，直接运行.exe运行程序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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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超声测桩分析

2.1. 软件界面介绍

北京高铁建超声系统检测分析软件 V1.0--测桩分析软件的操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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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本软件界面主要由以下六部分组

成（如图 2.1所示）：标题栏区、桩信息区、功能按钮区、波形分析

区、数据信息区、云传输区。

标题栏区 桩信息区 功能按钮区 波形分析区 数据信息区

云传输区 图 2.1总体界面

 标题栏区中从左到右显示软件图标、当前窗口名称和三个标准

Windows应用程序按钮：最小化、最大化、关闭程序。

 桩信息区由桩基本信息展示以及测试结果展示。

 功能按钮区由一系列按钮组成，每个按钮可以实现一个常用功

能。

 云传输用于数据上传平台此功能目前处于开发阶段。

 波形展示区用于显示被测桩基参数及对桩基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后的结果，同时可对结果曲线、单个波形进行分析处理。

 数据信息区用于显示各种窗口，包括数据窗口、曲线窗口及波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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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等等。

2.2. 桩信息区

桩信息区，主要有工程信息、基桩基本信息以及结果展示组成。

显示已打开文件的当前检测面的相关信息并可对数据窗口、结果曲线

窗口及波形窗口选中的波形进行单波分析。同时显示经过计算后当前

测面的统计参数、对结果曲线进行缩放及设置不同深度比例尺。

工程名称：此处显示工程名称，默认的值是检测时在超声仪中输入的

工程名称（是字母组成的）。

检测日期：修改检测日期，默认的值是检测时仪器内部的系统日期。

桩 号：输入被检测桩基的桩号。

管 号：测试时收发换能器所在的两个声测管的编号，代表一个基

桩测试面。

桩 长：被检测基桩的长度。

起点高程：测试时第一个测点的标高。

测管间距：两个声测管外壁间的最短距离。

测点间距：输入与当前管号相对应的测点间距。

声时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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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周期：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采样长度：采样过程中每一次传输的采样点数

发射电压：发射探头的激励电压。

曲线类型：可选择不同的曲线(声速-深度、幅值-深度、PSD-深度)，通

过拖动曲线缩放滑动条，可以对界面右边结果曲线窗口中的被选中的

曲线进行缩放。

图 2.2桩信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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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功能按钮区

功能按钮区由一系列按钮组成，每个按钮可以实现一个常用功能，

点击对应的功能按钮将会实现对应的功能，和传统图标比较起来更加

直观方便。

图 2.3 功能按钮区

功能按钮区从左到右依次为文件管理、工程信息、人员信息、参数

设置、文件保存、数据保存、生成报告、生成报表、打印设置、数据

打印、系统设置。下面将一一进行介绍。

2.3.1. 文件管理

打开要处理或查看的文件，操作窗口如图 2.4所示。

图 2.4 打开文件对话框

从查找范围中选取打开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原始测桩文件框中会显

示与文件类型相对应的当前文件夹下所有的 GTT文件或 GSP文件，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并将其添加在右边的打开文件列表，然后按打开按

钮，则可打开打开文件列表中的文件。

可同时打开 1～6个原始数据文件（GTT文件）,其分别对应于被

检测桩基的多个检测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将波列文件（GWS
文件）和数据文件（GTT文件）置于同一目录下，当打开数据文件时

与数据文件相对应的波列文件才能够被打开。用户也可以打开单个测

桩处理结果文件（GSP文件），如果打开结果文件（GSP文件），用

户可查看计算结果，也可以修改从前设置的参数后重新计算。



8

2.3.2. 工程信息

设置或修改工程信息。

图 2.5工程信息

2.3.3. 人员信息

添加工程检测人员信息。

图 2.6人员信息

2.3.4. 参数设置

用于进行测桩分析计算的参数设置。当用户进行测桩分析时，如

需对测桩的一些基本参数进行设置，可先在检测面列表框中选择当前

检测面并修改参数，参数修改完成后，当按下确定后，软件会根据新

的参数来计算相关判定值等并予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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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参数设置

工程名称：输入被检测桩基所在的工程名称。

检测日期：输入被检测桩基检测日期。

规范类型：用户可以选择建设规范(JGJ106/2003)或者公路规范

（JTG/T F81-01-2004）。

桩 号：输入被检测桩基的桩号。

管 号：测试时收发换能器所在的两个声测管的编号，代表一

个被检测桩基一个测试面。

起点高程(m)：测试时第一个测点的标高。需要注意的是，测试应

该从桩底到桩顶测试，且该高程必须为负值。

测管间距(mm)：两个声测管外壁间的最短距离。

测点间距(m)：输入与当前管号相对应的测点间距。

声时修正值(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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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速明显异常值(km/s)：用户输入明显异常的声速值，则低于明

显异常值的测点在计算声速判定值时不参与分析。该参数只有在公路

规范时有效。

判定值确定方式：确定异常判定值有内定和引用两种方式。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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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按照《测桩规程》中的统计方法计算出异常值的判定值；引用：即

由用户直接根据实际情况直接输入异常判定值。

当输入上述参数后，按下确定按钮，则软件重新计算相关测桩参

数后并在相应的显示区域内予以显示。

2.3.5. 文件保存

将桩基检测数据处理结果保存到文件（GSP文件）。

从保存在框中选取要保存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在文件名框中输入

文件名后按保存，即可将文件保存。

图 2.8文件保存对话框

2.3.6. 数据保存

将修改后的数据文件保存到原来的*.GTT文件中。

2.3.7. 生成报告

生成Word 报告用户可以选择分析结果文件生成相应的检测报告

文件的初稿。进行此项操作要求计算机装有 OFFICE97/2000/xp 简体中

文版（或更高版本）。生成检测报告步骤如下：

（1）在（如图 4.5所示）中输入生成报告文件所需要的信息，完

成后按确定键继续。

（2）上一步结束后系统会自动调用WORD程序，并显示生成的

报告，此报告为初稿还需要用户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编辑、修改

最后形成正式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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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生成报表

用户可将声时、幅度等原始数据导入到 EXCEL表格中并将该文

件保存在用户指定的目录下，从而方便用户自己进行分析计算。

2.3.9. 打印设置

用户在打印时可以对打印的内容、格式及工程信息等进行设置。

1）打印内容。在打印内容对话框中，用户可以在封面(只有在公

路规范时才能选择)、统计参数、异常测点、原始数据、结果曲线、波

列图形中选择。

桩截面图主要是对测试的桩的截面的情况进行设置，可以选择打

印，也可以选择不打印。桩型可以选择圆型还是方形，测管数目可以

选择 2、3、4根声测管。管符就是各个声测管的标记，可以是 1、2、
3，也可以是 A、B、C、D等。顺序用于标记管符的排列顺序。基点

位置主要用于设置管符的具体位置。

曲线页头打印信息用于设置曲线和波列打印的表头，用户选择是

否修改表头信息。用户可以打印自己输入的信息，也可以采用软件默

认的表头。

图 2.9 打印内容

2）打印格式：打印格式对话框中，用户可以设置纸张大小、纸张

方向、页边距、页眉页脚、页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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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打印格式

3）工程信息：在工程信息对话框中，用户填入需要打印的工

程信息。

图 2.11 工程信息

2.3.10.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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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打印实际效果。

图 2.12数据打印

2.3.11. 系统设置

展示公司信息及软件版本。

图 2.13系统设置

2.4. 波形分析区

波形分析区：用于对当前被选波形进行分析，在波形分析区内，

粉绿色的线表示波形的首波声时判读线，当游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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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鼠标左键，可重新确定该波形的首波声时及首波幅度,红色的线则

表示游标，当在波形分析区内移动鼠标时，游标也随之移动，并且在

波形分析区左下方显示游标当前位置所对应的声时。用户也可以对波

形进行反相、正填充、负填充、缩放及对波形进行频谱分析。在声时、

声速、幅值及 psd后面的编辑框内则显示当前波形的相关参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频谱分析时，如果用户需要对波形进行

开窗（本软件采用的直角开窗方法），只需按下 Shift 键，然后在窗

口中波形的两个合适位置点击鼠标左键，会出现两条黄色的固定游标，

这两个黄色的固定游标分别对应于所开汉明窗口的两个边界，然后对

其进行频谱分析，即可得到两个固定游标之间的时域波形的频谱分析

结果，如果用户想重新开窗，则点击鼠标右键，会弹出取消窗口菜单，

选中该选项即可取消前面所开的窗口，用户可重新进行开窗频谱分析。

图 2.14 单波分析区域

统计参数：显示当前检测面的幅值临界值及相关统计参数及当前

检测面的声速临界值及相关统计参数。

2.5. 数据信息区

数据信息区包括曲线窗口、数据窗口、波列窗口、声速色谱、波

列影像窗口，直接点击窗口顶部标签即可在上述窗口中切换。

图 2.15 数据信息区顶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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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入多个剖面的文件时，在上述的窗口中，直接点击窗口底部的

标签即可在剖面文件之间进行切换。

图 2.16 数据信息区底部标签

2.5.1. 数据窗口

数据窗口用来显示当前检测面的相关参数包括测点数、测点序号、

位置(m)、声时(us)、声速(km/s)、幅值(dB)及 PSD(us^2/m)，当单击数

据窗口中某一行数据时，则与该测点相对应的波形可显示在控制面板

中的单波分析窗口并可以对该波形进行分析。其中界面中有红色数据

表示该数据是异常值。选择数据窗口下面的标签，可以在不同的几个

检测面之间切换。

图 2.17 数据列表区

如果用户想对某一行数据中的声时、幅度进行修改时,只需选中声

时、幅度所在单元格，输入数据即可。

图 2.18 测点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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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点击右键，会弹出菜单。

图 2.19数据列表区菜单

复制：可以单个复制测点，也可以批量复制测点(按柱键盘 shift按键，

鼠标左键点第一个点，再点需要复制的最后一个点。)
粘贴：可以单个粘贴测点，也可以批量粘贴测点(按柱键盘 shift按键，

鼠标左键点第一个点，再点需要粘贴的最后一个点。)
插入测点：可以在选中的测点(该测点必须是第一个点或者最后一个点)
处插入一个测点。所插入测点为对应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测点。

删除测点：删除当前所选测点。

2.5.2. 曲线窗口

曲线窗口用于显示经过计算后的三个检测面，红色的 v-h(速度-
深度)、绿色的 a-h(幅值-深度)、蓝色的 PSD-h(PSD-深度)曲线，并通

过控制面板中的结果参数栏(参考控制面板中的结果参数栏说明部分)
中的相关功能可以对结果曲线进行操作。当鼠标位于结果曲线窗口中

时，单击鼠标左键，游标可停靠并显示与该游标位置相对应的测点的

相关参数，与该测点相对应的波形也可显示在控制面板中测桩参数栏

(参考控制面板中的测桩参数栏说明部分)的单波分析窗口中并可以对

该波形进行分析。紫色小方块所在的检测面为当前检测面，如果用户

想选择某一个检测面，只需用鼠标点击改检测面即可。用户也可以用

键盘上的或在当前取得三个检测面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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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曲线窗口

用户在曲线窗口用如果点击鼠标右键，则弹出曲线窗口操作菜

单，用户可以对当前曲线进行操作。

图 2.21 曲线窗口菜单

保存曲线图像：将曲线保存在 bmp文件中。

设置缺陷：用户可以设置离析、蜂窝、断桩、空洞、夹泥、缩颈、

沉渣等缺陷。

清除缺陷：当固定游标移动到缺陷设置的位置时，选择此项，清

除设置的缺陷。

清除所有缺陷：清除当前测面上的所有缺陷。

倾斜修正：选择此项可对疑是声测管倾斜的声速曲线进行修正。

修改剖面参数：选择此项，用户可以修改当前测面的参数，用户

在菜单或工具栏的参数设置中也可以对测面的参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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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测面参数设置

2.5.3. 波列窗口

波列窗口主要用于显示当前测面的波形列表，同时可以对波列进

行一些如正填充、负填充、不填充、归一化、幅值调整、波形间距、

波形复制、波形粘贴、插入测点、修改当前剖面参数、保存波形图片、

保存波形数据、保存波列图片等操作。

A)波列窗口。用于显示当前检测面的波列及各个波形对应的深度。

当鼠标在波列窗口中滑动时，经过某一波形时该波形颜色变成蓝色，

且鼠标变成手形，表示此波形处于可选状态，此时如果单击鼠标左键，

则该波形颜色变成红色，表示该波形被选中，同时该波形显示在单波

分析窗口中并可以对该波形进行分析，通过选择窗口下面的标签，可

以在不同的几个检测面之间切换。

图 2.23波形列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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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波列操作：在波列窗口中，当单击鼠标右键时，可以弹出图 4.24
所示菜单。

图 2.24

正填充：对波形进行正向填充。

负填充：对波形进行反向填充。

不填充：取消对波形的填充。

归一化：将波列中的所有波形置于同一时间延迟量下进行比较，从

而可以判断桩的整体趋势。

幅值调整：调整波幅显示的比例。

波形间距：可对波列中波形之间的间距进行调节。

波形复制：可以将选中的波形进行复制。

波形粘贴：可以将复制的波形覆盖所选中波形。

插入测点：可以在选中的波形(该波形必须是第一个点或者最后一

个点)处插入一条波形。所插入波形为对应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波形。

删除测点：删除所选波形。

修改剖面参数：修改当前剖面的参数。

保存波形图片：将当前选中的图片保存成 bmp 文件。

保存波形数据：将当前选中的波形的数据保存到文本文件(*.txt)中。

保存波列图片：将各个剖面的波列保存成 bmp 文件。

2.5.4. 声速色谱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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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速色谱窗口用于显示桩基的几个测面的缺陷分布情况(如图

4.24所示)， 表示声速异常， 表示幅度异常， 表示声

速幅度同时异常， 表示声速、幅度都正常。

图 2.25缺陷分布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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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波形影像窗口

波形影像窗口用于显示桩基的几个测面的波形影像分布情况(如
图 4.25所示)。

图 2.26波形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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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超声测缺分析

3.1. 软件界面介绍

北京高铁建超声系统检测分析软件 V1.0--测缺分析软件的操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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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本软件界面主要由以下六部分组

成（如图 3.1所示）：标题栏、信息区、功能按钮区、波形分析区、

数据信息区、云传输区。

标题栏 信息区 功能按钮区 波形分析区 数据信息区

云传输区 图 3.1 总体界面

 标题栏中从左到右显示软件图标、当前窗口名称和三个标准

Window应用程序按钮：最小化、最大化、关闭程序。

 信息区由基本信息展示以及测试结果展示。

 功能按钮区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如图 3.3），每个按钮可以实现

一个常用功能。

 云传输用于数据上传平台此功能目前处于开发阶段。

 波形展示区用于显示被测桩基参数及对桩基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后的结果，同时可对结果曲线、单个波形进行分析处理。

 数据信息区用于显示各种窗口，包括数据窗口、波列窗口、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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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窗口、声速色谱窗口、幅度色谱窗口。

3.2. 信息区

图 3.2信息区

主要显示超声仪测试时设置的一些信息。

工程名称：输入被检测构件所在的工程名称。

构件编号：输入被检测构件的编号。

测试日期：输入被检测构件的检测日期。

测距：收发探头之间的距离。

测试起点：测试时第一个测点的标高。

测点间距：两个测点之间的距离。

声时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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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点数：当前文件的测点数。

发射电压：当前文件测试时的发射电压。

采样周期：当前文件测试时的采样周期。

统计参数：统计参数区显示所有文件中的所有测点的统计分析结果，

有声速、幅度平均值、标准差、离差系数及单点异常判断值及相邻点

异常判断值。

3.3. 功能按钮区

功能按钮区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如图 3.3），每个按钮可以实现一

个常用功能。和传统图标比较起来更加直观方便。

图 3.3功能按钮区

功能按钮区从左到右依次为文件管理、工程信息、人员信息、数

据保存、生成报告、生成报表、打印设置、数据打印、参数设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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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设置。下面将一一进行介绍。

3.3.1. 文件管理

打开要处理或查看的文件，操作窗口如图 3.4所示。

图 3.4 打开文件对话框

从查找范围中选取欲打开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在文件类型中选择

要打开的文件是原始数据文件(GTT文件)还是测缺结果文件(GSD文

件)，如果用户想同时打开原始数据文件，只需要按住 shift键，选中

多个原始数据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即可。

3.3.2. 工程信息

设置或修改工程信息。

图 3.5 工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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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人员信息

人员信息：添加工程检测人员信息。

图 3.6人员信息

3.3.4. 数据保存

将缺陷检测数据处理结果保存到文件（GTT或者为GSD文件）。

从保存在框中选取要保存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在文件名框中输入文件

名后按保存，即可将文件保存（如图 3.7）。

图 3.7数据保存

3.3.5. 生成报告

用户可以选择分析结果文件生成相应的检测报告文件的初稿。进

行此项操作要求计算机装有 OFFICE97/2000/xp 简体中文版（或更高版

本）。用户输入工程参数以后，并显示生成的报告，此报告为初稿还

需要用户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编辑、修改最后形成正式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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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生成报表

用户可将数据导入到 EXCEL表格中并将该文件保存在用户指定

的目录下，从而方便用户自己进行分析计算。

3.3.7. 打印设置

在打印设置中，用户可以设置打印的纸张类型、纸张方向、纸张

页边距、页眉页脚、页码格式等，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选择打印的

内容、波列的页头打印信息、波列的声时坐标。

1）选择打印内容：用户可以选择打印统计参数、异常测点、原始

数据、波形列表、缺陷分布、声速色谱、幅度色谱。

2）波列的页头打印信息：用户可以修改打印的波形列表的表头信

息，也可以按下默认来选择系统默认的表头信息。

3）波列的声时坐标：在打印波形列表的时候，在波列界面上打印

声时坐标。声时坐标的格式有两种，默认情况下，有软件自动确定声

时坐标的格式。输入情况下，用户可自己确定波形列表中各个页对应

的声时坐标。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页码处选择要设置声时的页，然

后输入该页的波形列表的声时坐标的最大声时和最小声时即可。

图 3.8 打印设置

3.3.8. 数据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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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预览显示打印实际效果。

图 3.9数据打印

3.3.9. 参数设置

用户在计算分析的时候可以对其中的一些测试参数进行设置(如
图 3.10)，然后才能分析计算。

图 3.10 参数设置

工程名称：输入被检测构件所在的工程名称。

构件编号：输入被检测构件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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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日期：输入被检测构件的检测日期。

测距(mm)：收发探头之间的距离。

声时修正(us)：声波检测时发射至接收系统的延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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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m)：测试时第一个测点的位置。

测点间距(m)：两个测点之间的距离。

频率参与分析：暂时无用。

判定方式：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方式是内定，其异常判定值由软件

计算得到。另一种方式是引入，判定值由用户根据经验值输入。

在内定方式下，用户需要输入两个参数(如图 3.11)：声速明显小

的界定值和幅度明显小的界定值，小于声速和幅度明显小的界定值的

测点声速和幅度在内定方式计算判定值下不参与分析计算。

图 3.11内定方式

在引入方式下，用户需要输入声速判定值、幅度判定值和相邻声

速判定值和相邻幅度判定值(如图 3.12)。

图 3.12引入方式

3.3.10.系统设置

显示本软件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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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系统设置

3.4. 波形分析区

单波分析区域内可以显示在数据信息区中选中的当前的波形、声

测参数、首波判读、移动游标的参数。也可以对当前波形进行正填充、

负填充、反相、频谱分析等操作(如图 3.14所示)。

图 3.14单波分析

用于对当前被选波形进行分析（如图 3.14所示），在波形分析

区内，粉绿色的线表示波形的首波声时判读线，当游标移动到合适的

位置后点击鼠标左键，可重新确定该波形的首波声时及首波幅度,红色

的线则表示游标，当在波形分析区内移动鼠标时，游标也随之移动，

并且在波形分析区左下方显示游标当前位置所对应的声时。用户也可

以对波形进行反相、正填充、负填充、缩放及对波形进行频谱分析。

在声时、声速、幅值后面的编辑框内则显示当前波形的相关参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频谱分析时，如果用户需要对波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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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本软件采用的直角开窗方法），只需按下 Shift 键，然后在窗

口中波形的两个合适位置点击鼠标左键，会出现两条黄色的固定游标，

这两个黄色的固定游标分别对应于所开汉明窗口的两个边界，然后对

其进行频谱分析，即可得到两个固定游标之间的时域波形的频谱分析

结果，如果用户想重新开窗，则点击鼠标右键，会弹出取消窗口菜单，

选中该选项即可取消前面所开的窗口，用户可重新进行开窗频谱分析。

3.5. 数据信息区

3.5.1. 数据窗口

数据窗口用来显示当前检测面的相关参数包括测点数、测点序

号、位置(m)、测距(mm)、声时(us)、幅值(dB)、声速(km/s)，如图 3.15
所示，当单击数据窗口中某一行数据时，则与该测点相对应的波形可

显示在控制面板中的单波分析窗口并可以对该波形进行分析。其中界

面中有红色数据表示该数据是异常值。用户可以对声时、幅度或某一

个测点的测距进行修正，具体操作方法是选中某一个单元格，点击后

进入编辑状态，然后用户输入数据后即可。

图 3.15数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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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想对某一行数据中的声时、幅度进行修改时,只需选中声

时、幅度所在单元格，输入数据即可(如图 3.16)。

图 3.16测点数据修改

3.5.2. 波列窗口

波列窗口主要用于显示当前测面的波形列表，同时可以对波列

进行一些如正填充、负填充、不填充、归一化、幅值调整、波形间距、

波形复制、波形粘贴、插入测点、修改当前剖面参数、保存波形图片、

保存波形数据、保存波列图片等操作。

A．波列窗口。用于显示当前检测面的波列及各个波形对应的

深度。当鼠标在波列窗口中滑动时，经过某一波形时该波形颜色变

成蓝色，且鼠标变成手形，表示此波形处于可选状态，此时如果单

击鼠标左键，则该波形颜色变成红色，表示该波形被选中，同时该

波形显示在单波分析窗口中并可以对该波形进行分析 (如图 3.17)。

图 3.17波列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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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波列操作：在波列窗口中，当单击鼠标右键时，可以弹出图

3.18所示菜单。

图 3.18波列操作菜单

正填充：对波形进行正向填充。

负填充：对波形进行反向填充。

不填充：取消对波形的填充。

延迟归一：将波列中的所有波形置于同一时间延迟量下进行比较，从

而可以判断桩的整体趋势。

波形复制：可以将选中的波形进行复制。

波形粘贴：可以将复制的波形覆盖所选中波形。

插入测点：可以在选中的波形(该波形必须是第一个点或者最后一个点)
处插入一条波形。所插入波形为对应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波形。此功

能只有在测试文件是单列数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删除测点：删除所选波形。此功能只有在测试文件是单列数据的情况

下可以使用。

插入测点行：在测试数据是网格的情况下，插入一行数据。

删除测点行：在测试数据是网格的情况下，删除一行数据。

插入测点列：在测试数据是网格的情况下，插入一列数据。

删除测点列：在测试数据是网格的情况下，删除一列数据。

保存波形图片：将当前选中的图片保存成 bmp 文件。

保存波形数据：将当前选中的波形的数据保存到文本文件(*.tx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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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波列图片：将各个剖面的波列保存成 bmp 文件。

3.5.3. 缺陷分布窗口

显示当前文件的所有测点的缺陷分布情况，用户可以很直观的

看出缺陷的分布区域。测试数据有两种格式，一种是网格格式，一种

是单列格式，其缺陷分布的形式分别如图 3.19和图 3.20，在缺陷的分

布图中，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含义，具体如下：

：表示该颜色区域的声速异常

：表示该颜色区域的幅度异常

：表示该颜色区域的声速幅度均异常

：表示该颜色区域的声速幅度均正常

在网格数据中，用户也可以选中网格中的某一个测点，则在控制

面板的单波分析区域中会显示给测点对应的波形等相关信息，从而可

以进行单波分析。

图 3.19缺陷分布窗口----网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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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缺陷分布窗口---单列数据

3.5.4. 声速色谱窗口

显示当前文件的所有测点的声速分布情况，用户可以很直观的

看出声速分布情况。测试数据有两种格式，一种是网格格式，一种是

单列格式，其声速分布的形式分别如图 3.21和图 3.22，在声速的分布

图中，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含义，具体如下：

绿色表示声速大于平均值，黄色表示声速在平均值和异常判定

值之间，红色表示声速小于异常判定值。

在网格数据中，用户也可以选中网格中的某一个测点，则在控制

面板的单波分析区域中会显示给测点对应的波形等相关信息，从而可

以进行单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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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声速色谱窗口---网格数据

图 3.22声速色谱窗口---单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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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幅度色谱窗口

显示当前文件的所有测点的声速分布情况，用户可以很直观的

看出幅度分布情况。测试数据有两种格式，一种是网格格式，一种是

单列格式，其幅度分布的形式分别如图 3.23和图 3.24，在声速的分布

图中，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含义，具体如下：

绿色表示幅度大于平均值，黄色表示幅度在平均值和异常判定

值之间，红色表示幅度小于异常判定值。

在网格数据中，用户也可以选中网格中的某一个测点，则在控制

面板的单波分析区域中会显示给测点对应的波形等相关信息，从而可

以进行单波分析。

图 3.23幅度色谱窗口---网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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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幅度色谱窗口---单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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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超声测强分析

4.1. 软件界面介绍

北京高铁建超声系统检测分析软件 V1.0-测强分析软件主要由以

下六部分组成（如图 4.1所示）：标题栏、信息区、功能按钮区、数

据列表区、数据表、（云传输、图示区、波列区）。

标题栏 信息区 功能按钮区 数据列表区 数据表

云传输 图示区 波列图

图 4.1测强总体界面

 标题栏中从左到右显示软件图标、当前窗口名称和三个标准

Window应用程序按钮：最小化、最大化、关闭程序。

 功能按钮区由一系列按钮组成，每个按钮可以实现一个常用功

能。

 数据列表区来显示数据构件信息。

 数据表用来显示测区结果数据、超声数据和回弹数据。

 云传输、图示区、波列区以各种图形的方式显示测强数据信息及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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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区

工程名称：测强当前构件（按单个构件推定）或当前批（按批推定）

工程标示。

构件名称：测强当前构件（按单个构件推定）或当前批（按批推定）

构件标示。

测试日期：测强数据当前构件（按单个构件推定）或当前批（按批推

定）检测日期。

测距：测强当前构件（按单个构件推定）或当前批（按批推定）内所

有测点收发换能器间的测量间距。

测试类型：作用于当前构件，收发换能器的测量位置，分为对测、角

测和平测。

声时修正：作用于当前构件，换能器间的零声时修正值。

测试面修正：作用于当前构件，修正因测试面类型导致的强度推定偏

差。当测试类型为对测或角测时，测试面类型可以设置为非浇筑面或

浇筑面；当测试类型为平测时，测试面类型可以设置为侧面、顶面或

底面。

修正系数△tot：当前构件的试件修正系数或芯样修正系数。

修正系数β：当前构件的声速修正系数，根据测试类型和测试面类型

自动调整。

修正系数λ：当前构件平测声速修正系数，测试类型为平测时有效。

曲线参数 a、b、c：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公式内参数值。

设计强度：测强当前构件（按单个构件推定）或当前批（按批推定）

的混凝土设计强度。

置信度：作用于当前构件（按单个构件推定）或当前批（按批推定），

推定混凝土强度推定值时查表参数，当选择山东标准时该项显示。

推定依据：作用于当前构件（按单个构件推定）或当前批（按批推定），

混凝土强度推定值的推定依据，当选择协会标准时该项显示。

设置当前文件

点击“数据列表”区的文件项以将一文件以反蓝色显示以设置为

当前文件，设置完成后各试图区的显示内容均自动调节为当前文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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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另外当“文件列表”区具备焦点时键盘方向键同样具备改变

当前文件的功能。

注：本测强模块一个文件即视为一个构件，构件内包含若干测区。

设置选中文件

点击“文件列表”区每个文件前面的“□”区域以选中一个文件，

被选中的文件将在文件保存、文件还原以及按批构件推定时起作用；

另外点击菜单栏的“全部选中”菜单项和“全部不选”菜单项方便用

户将所有文件一次全部选中或一次全部取消选中；在“文件列表”区

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同样具备以上两菜单项。

导入回弹文件

在“文件列表”区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右键菜单中点击“导入回弹

文件”调用此功能，具体参见“菜单栏”相关介绍。

强度推定：列出强度推定的相关设置、推定过程信息及最终结果。

规程选择

选择强度推定所依据的规程，包括选项“协会标准 CECS02:2005”
和“山东标准 DBJ14-027-2004”，当切换选项后软件将根据新设置刷

新推定结果。

推定方式

选择强度推定按单个构件推定或按批推定，切换选项后软件将根

据新设置刷新推定结果。

4.3. 功能按钮区

功能按钮区包括文件管理、工程信息、人员信息、数据保存、生成报

告、数据打印、统一处理、和系统设置。

图 4.2功能按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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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文件管理

用来打开硬盘上的数据文件，点击后弹出“打开”对话框(如图

4.3所示)。

图 4.3测强打开

其中文件类型区用来选择要打开的文件类型，本软件可选择如下

文件格式

 超声原始数据 (*.Gtt)
 测强批处理报告文件 (*.Gsb)
 测强单件报告文件 (*.Gss)
 波形文件 (*.Gww)
 所有文件 (*.*)

更改文件类型选项后原始文件列表区自动刷新为当前目录中符合

条件的文件列表，

如下操作设置要打开的文件列表：

点击按钮“ > ”或双击原始文件列表中的内容将一个文件添加

到打开文件列表；

点击按钮“ < ”或双击打开文件列表中的内容将一个从打开文

件列表中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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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按钮“ >> ”将原始文件列表中所有内容添加到打开文件列

表；

点击按钮“ << ”将打开文件列表中的内容全部去掉。

其中“超声原始数据 (*.Ftt)”、“ 测强单件报告文件 (*.Fss)”
和“ 波形文件 (*.Fww)”支持多个文件的打开，而“测强批处理报告

文件 (*.Fsb)”每次只能打开一个，打开文件列表区已经作了相应的限

制。

设置完成后点击打开打开打开文件列表区所列文件，或点击取消取消

操作。

4.3.2. 工程信息

设置或修改工程信息。

图 4.4工程信息

4.3.3. 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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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人员信息

4.3.4. 数据保存

自动保存“数据列表”区选中的文件，如果无选中文件，则提示

勾选。

4.3.5. 生成报告

图 4.6生成报告

选择对应报告格式，生成Word格式报告。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开始创建Word格式文件或点击取消取消操作。

4.3.6. 数据打印

打印预览中的报告文档。

4.3.7. 统一处理

图 4.8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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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单波分析

单波分析功能模块在打开的超声原始数据(*.Gtt)包含波列文件或

打开的文件类型是波形文件(*.Gww)时起作用。由于本软件个各模块

的显示大小以及是否显示均可调整，所以可以将“控制面板”区域调

节成如图 4.9所示的样式方便对该功能的操作。

图 4.9单波分析

该功能模块具备填充方式设置、时域频域切换、显示幅度调节、波形

反向以及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操作。

1) 填充方式设置

通过点击右侧单选项可以选择波形不填充、正填充或负填充，效

果如图 4.10所示。

图 4.10 单波分析（正填充）

2) 时域频域切换

设置波形以时域或以频域的方式显示，频域方式显示，频域下同

样存在填充和不填充两种显示方式，这里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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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单波分析（频域）

3) 显示幅度调节

调节波形显示区右侧的调节器波形幅度将根据调节器的位置动态

改变。

4) 波形反向

该项在以时域方式显示下起作用，即将时域波形以横向中心线为

对称轴作反向显示。

5) 光标操作

光标分为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动态光标自动跟踪鼠标所在位置，

并且存在三种形式，通过单击鼠标右键在三种状态之间切换，三种状

态下鼠标分别显示为：

一、 ；二、 ；三、 ，

第一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十字形式显示，如图7.17所示，

在此状态下移动鼠标动态光标的十字线的纵线为首波跟踪鼠标位置、

横线依照据当前首波位置根据鼠标位置动态确定首波波幅，其首波波

幅位置软件已作了合理性判断，即动态首波和动态首波波幅位置具有

合理性；点击鼠标左键将在动态首波和波幅的位置设置静态首波和波

幅。

第二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纵线的形式显示，其操作方式

和第一种情况下纵向光标的操作方式相同，即只确定首波位置，而不

改变首波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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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单波分析（竖向光标）

第三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横线的形式显示，其操作方

式和第一种情况下横向光标的操作方式相同，即只确定首波波幅，而

不改变首波位置。

图 4.13单波分析（横向光标）

以上几种状态下都在左下方显示动态光标所在位置的声时、幅度

信息或频率、幅度信息，右下方显示静态光标所在位置的声时、声速、

幅度信息或频率、幅值信息。

4.4. 数据表

数据表用来显示测区结果数据、超声数据和回弹数据，可以调节

显示区大小以显示更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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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数据表（选择测区）

三个区域位置图 74.14所示，其中每测区声时个数会根据实际数据中

测区内测点个数自动调整显示，数据表部分具备如下操作，

4.4.1. 选择测区

如图 4.14，鼠标点击数据表区声时一列以外的区域选中一个测区，

被选中测区以反蓝色显示。软件的删除、插入、复制、剪切和粘贴等

操作都是针对被选中测区进行的。

4.4.2. 选择测点

选择数据表区声时列内一行以选择一个超声测点，如图4.15所示，

软件以反蓝色显示。

图 4.15数据表（选择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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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软件支持方向键控制，当数据表获得焦点时可用键盘左右方向

键切换选中测区和选中测点，键盘上下键改变选中测区的索引或选中

测点的索引。

软件各个视图间被选择项自动对应，即数据表、图形区-图示区、

图形区-波列图之间选中测区和选中测点自动对应。

4.4.3. 编辑数据

双击被选中的声时或回弹数据可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其它

地方或回车键完成数据的编辑，完成编辑后软件自动更新其它视图显

示。

4.4.4. 设置参数

双击回弹参数测试面或测试角度软件将显示选择框以对相应测区

及分组的参数信息进行设置，点击其它地方完成设置。完成设置后软

件自动更新其它视图显示。

4.4.5. 编辑测区

单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如图 4.16所示，各项功能可参照“菜单

栏”相关介绍。

图 4.16 右键菜单

4.5. 图形区

图形区以各种图形的方式显示测强数据信息及分析结果，图形区

可切换为图示区和波形区两种显示方式，如图 4.17 所示。

图 4.17 图形区（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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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图示区

以单个构件方式推定时，显示当前构件所有测区的强度分布折线

图；以批构件方式推定时，显示当前批中所有测区强度折线图。同时

显示强度推定值和设计强度值，显示区的显示范围软件自动调整，显

示超过当前视图范围时自动以滚动视图显示。视图中以红色焦点的形

式显示选中测区，可点击不同的测区折线下方切换选中测区。

4.5.2. 波列图

如图 4.18 所示，波列图针对包含波列数据的超声数据文件显示波

列信息，

图 4.18 波列图

波列图涉及到的操作如下，

1) 选定当前测点

鼠标在波列显示区移动，鼠标所在的测点处波形自动变为蓝色，

点击鼠标左键，相应波形的测点被选中并以红色显示，其他视图也更

新显示。

2) 填充方式设置

可将波列显示区各波形以不同的填充方式显示。点击鼠标右键，

弹出右键菜单如图 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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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右键菜单

选择“正填充”波列图形以如图 4.20 的方式显示，

图 4.20 波列图（正填充）

选择“负填充” 波列图形以如图 4.21的方式显示

图 4.21 波列图（负填充）

选择“不填充”则取消填充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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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迟归一

将因波形显示所需的显示调整去掉，将波列区的所有波形调整到

同一时间起点，操作方式为在右键菜单中点击延迟归一，如该项被选

中则单波分析区波形也作调整。

4) 显示调整

调整波列显示的显示方式，右键菜单中点击显示调整，弹出如图

4.22 所示对话框，

图 4.22 显示调整

调整间距或幅度下的拖动棒，波列显示区显示波形的间距和幅度作实

时调整，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5) 保存位图

右键菜单操作，与菜单栏保存位图-波列图功能相同。

6) 波形编辑

右键菜单操作，其“剪切”、“复制”、“粘贴”、“删除”、

“插入”、“添加”功能与菜单栏编辑菜单下相应功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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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超声测缝分析

5.1. 软件界面介绍

高铁建超声系统检测分析软件 V1.0-测缝分析软件主要由以下八

部分组成（如图 5.1所示）：标题栏、信息区、功能按钮区、不跨缝

数据区、跨缝数据区、状态栏、回归分析区和波列显示区。

标题栏 信息区 功能按钮区 不跨缝数据区 跨缝数据区

状态栏 回归分析区 波列显示区

图 5.1 测缝主界面

 标题栏中从左到右显示软件图标、当前窗口和三个标准Windows
应用程序按钮：最小化、最大化、关闭程序。

 信息区由基本信息展示以及测试结果展示。

 功能按钮区由文件管理、工程信息、人员信息、导出位图、数据

保存、生成报告、生成报表、打印报告、系统设置组成。

 状态栏用于显示软件运行的状态和一些相关提示。

 不跨缝数据区显示不跨缝文件及参数和数据等信息。

 跨缝数据区显示跨缝文件及参数和数据等信息。

 回归分析区主要完成对不跨缝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得出参数 l0和
V以供裂缝深度计算，并显示回归分析结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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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列显示区在跨缝文件、不跨缝文件中包含波列信息时显示相应

文件的波列图形。

5.2. 信息区

跨缝文件：当前打开的跨缝文件路径。

构件名称：跨缝数据构件标示。

检测日期：跨缝数据测量日期。

初始间距：测量跨缝数据时收发换能器之间间距初始值。

间距增量：测量跨缝数据时收发换能器之间各测点间距的增加值。

声时修正：换能器零声时修正值。

采样长度：跨缝数据单次采样的数据个数。

采样周期：跨缝数据采样时间间隔。

发射电压：发射换能器发射电压值。

5.3. 功能按钮区

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如图 5.2所示)，每个按钮可以实现一个常用功能。

下面将一一进行介绍。

图 5.2功能按钮区

5.3.1. 文件管理

用来打开硬盘上的数据文件，点击后弹出“打开全部”对话框(如
图 5.3所示)。

图 5.3测缝打开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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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打开跨缝文件

文件路径设置好后点击图 5.5所示的打开同时打开不跨缝文件和跨缝

文件，或点击取消取消操作。

图 5.5打开构件

5.3.2. 工程信息

设置或修改工程信息。

图 5.6工程信息

5.3.3. 人员信息

添加工程检测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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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人员信息

5.3.4. 导出位图

将“不跨缝波列”、“跨缝波列”、“单波分析”和“回归分析”

显示内容全部保存成位图文件到选择的文件夹，选择文件夹对话框如

图

图 5.8导出位图

5.3.5. 数据保存

保存打开或者修改过的“不跨缝文件”和“跨缝文件”。

5.3.6. 生成报告

将跨缝数据和不跨缝数据信息生成Micosoft Word格式的原始数

据列表。

5.3.7. 生成报表

将跨缝数据和不跨缝数据信息生成Micosoft Excel格式的报表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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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打印报告

显示打印实际效果。

5.3.9. 系统设置

图 5.9系统设置

5.4. 不跨缝数据区

不跨缝数据区显示不跨缝文件及参数和数据信息，如图 5.10所示，

图 5.10不跨缝数据区

5.4.1. 各参数含义

不跨缝文件：当前打开的不跨缝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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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间距：测量不跨缝数据时收发换能器之间间距初始值。

间距增量：测量不跨缝数据时收发换能器之间各测点间距的增加值。

该区域涉及如下操作：

5.4.2. 不跨缝参数编辑

可以手动编辑不跨缝初始间距和间距增量，编辑完成后点击其他

地方或回车键确认输入，软件自动将相关视图刷新。

5.4.3. 忽略单个测点

单个测点上双击是否忽略一栏将一个测点设置为忽略或不忽略，

该栏将以○（忽略）或●（不忽略）区分显示，被忽略的测点在进行

回归分析时不予考虑。

5.4.4. 选中测点

该区域将单个测点的一行以反蓝色显示表示该测点被选中，可以

通过鼠标点击测点区或键盘方向键选中测点。

5.4.5. 编辑测点

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右键对话框如图 5.11所示。

图 5.11右键菜单

剪切：将当前选中的跨缝或不跨缝测点数据剪切到剪贴板。

复制：将当前选中的跨缝或不跨缝测点数据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将剪贴板中的测点信息粘贴到当前选中的跨缝或不跨缝测点。

删除测点：删除当前选中的跨缝或不跨缝测点数据。

插入测点：在当前选中的跨缝或不跨缝测点数据前面插入与当前测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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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同的数据。

添加测点：在当前跨缝或不跨缝数据后面添加与最后一个测点数据相同

的数据。

5.5. 跨缝数据区

跨缝数据区显示跨缝文件及参数和数据信息，如图 5.12所示，

图 5.12跨缝数据区

5.5.1. 跨缝参数编辑

可以手动编辑跨缝数据相关参数（显示为可编辑状态的编辑框），

操作方式与不跨缝数据区相应操作类似。

5.5.2. 显示分析结果

软件提供“剔除法”和“三点平均值法”两种计算裂缝深度的方

法，并在该区域显示分析过程信息和两种方法得出的裂缝深度，软件

自动剔除的测点在剔除栏显示以“×”，在首波相位反相点及前后两

点的选定栏显示以“√”，平均缝深 1(mm)一栏显示“剔除法”计算

的缝深结果，平均缝深 2(mm)显示“三点平均值法”计算的缝深结果。

5.5.3. 手动选定测点

可以单个跨缝测点的选定栏双击以手动选定（显示以红色“√”）

或将选定的测点手动取消选定（显示以红色“×”），同时平均缝深

2(mm)栏显示被选定的所有测点的平均值。

5.5.4. 选中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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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将单个测点的一行以反蓝色显示表示该测点被选中，可以

通过鼠标点击测点区或键盘方向键选中测点。

5.5.5. 编辑测点

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右键对话框如图 5.13所示，各菜单项功能与菜

单栏相应功能相同。

图 5.13 右键菜单

5.6. 回归分析区

该区域主要完成对不跨缝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得出参数 L0和 V以

供裂缝深度计算，并显示回归分析结果曲线，其中回归分析曲线中未

被忽略的测点位置显示为实心圆点，忽略的测点位置显示为空心圆点,

如图 5.14 所示。

图 5.14 回归分析区

5.6.1. 各参数含义

L0：回归分析得出的平测声时初读数 t0和声传播距离的综合修正

值，该值可手动置入。

V：回归分析得出的混凝土声速值，该值可手动置入。

相关系数：描述各数据间的线性相关程度，越接近于 1则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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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

5.6.2. 涉及到的操作

 游标操作

当鼠标在该图形显示区内移动时以蓝色动态游标的形式自动捕捉

焦点测点，点击鼠标选中动态游标所在位置的测点，并以红色静态游

标的形式显示。

5.7. 波列显示区

如果跨缝文件、不跨缝文件中包含波列信息，波列显示区用来显

示相应文件的波列图形，如图 5.15 所示，

图 5.15 波列显示区

波列图主要具备如下操作，

5.7.1. 选定当前测点

鼠标在波列显示区移动，鼠标所在的测点处波形自动变为蓝色，

点击鼠标左键，相应波形的测点被选中并以红色显示，其他视图也更

新显示。

5.7.2. 填充方式设置

可将波列显示区各波形以不同的填充方式显示。点击鼠标右键，

弹出右键菜单如图 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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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右键菜单

选择正填充波列图形以如图 5.17的形式显示，

图 5.17波列正填充

选择负填充波列图形以如图 5.18 的形式显示，

图 5.18 波列负填充

选择不填充则取消填充显示方式。

5.7.3. 延迟归一

将因波形显示所需的显示调整去掉，将波列区的所有波形调整到

同一时间起点，操作方式为在右键菜单中点击延迟归一，如该项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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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则单波分析区波形也作调整。

5.7.4. 显示调整

调整波列显示的显示方式，右键菜单中点击显示调整，弹出对话

框如图 5.19 所示，调整间距或幅度下的拖动棒，波列显示区显示波形

的间距和幅度作实时调整，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图 5.19 显示调整

5.7.5. 波形编辑

右键菜单操作，其剪切、复制、粘贴、删除、插入、添加功能与

菜单栏编辑菜单下相应功能相同。

5.7.6. 单波分析

右键菜单中点击单波分析或双击波列显示区的一条波形弹出对该

条波形的单波分析，如图 5.20 所示，

图 5.20 单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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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波分析区具备如下操作：

1) 框架调整

单波分析窗体大小可手动调节。

2) 窗体浮动

鼠标左键点击单波分析窗体右上角（当鼠标指针变为 指针时）

可以将窗体设置状态在浮动状态和固定状态之间切换。浮动状态下当

鼠标点击其他窗体时单波分析窗体自动消失；固定状态下单波分析窗

体在显示屏中的位置固定，且始终显示在最前方。

3) 显示幅度调节

调节波形显示区右侧的调节器波形幅度将根据调节器的位置动态

改变。

4) 光标操作

光标分为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动态光标自动跟踪鼠标所在位置，

并且存在三种形式，通过单击鼠标右键在三种状态之间切换，三种状

态下鼠标分别显示为：

一、 ；二、 ；三、 ，

第一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十字形式显示，如上图所示，

在此状态下移动鼠标动态光标的十字线的纵线为首波跟踪鼠标位置、

横线依照据当前首波位置根据鼠标位置动态确定首波波幅，其首波波

幅位置软件已作了合理性判断，即动态首波和动态首波波幅位置具有

合理性；点击鼠标左键将在动态首波和波幅的位置设置静态首波和波

幅。

第二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纵线的形式显示，其操作方

式和第一种情况下纵向光标的操作方式相同，即只确定首波位置，而

不改变首波波幅，如图 5.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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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单波分析（竖向光标）

第三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横线的形式显示，其操作方

式和第一种情况下横向光标的操作方式相同，即只确定首波波幅，而

不改变首波位置，如图 5.22所示。

图 5.22 单波分析（横向光标）

以上几种状态下都在左下方显示动态光标所在位置的声时、幅度信

息，右下方显示静态光标所在位置的声时、幅度信息。



65

第六章 超声回弹法测抗弯强度分析

6.1. 软件界面介绍

北京高铁建超声系统检测分析软件 V1.0-抗弯强度分析软件主要

由以下六部分组成（如图 6.1所示）：标题栏、信息区、功能按钮区、

数据列表区、数据表、（云传输、图示区、波列区）。

标题栏 信息区 功能按钮区 数据列表区 数据表

云传输 图示区 波列图

图 6.1 测强总体界面

 标题栏中从左到右显示软件图标、当前窗口名称和三个标准

Window应用程序按钮：最小化、最大化、关闭程序。

 功能按钮区由一系列按钮组成，每个按钮可以实现一个常用功

能。

 数据列表区来显示数据构件信息。

 数据表用来显示测区结果数据、超声数据和回弹数据。

 云传输、图示区、波列区以各种图形的方式显示测强数据信息及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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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息区

工程名称：测强当前构件工程标示。

构件名称：测强当前构件标示。

测试日期：测强数据当前构件检测日期。

水泥种类：分为普通水泥与矿渣水泥两种。

设计强度：测强当前构件混凝土设计强度。

测试角度：回弹仪测试时的回弹角度。

测区数量：测区的数量，一般是均匀布置 10个测区。

水泥密度：水泥的测试密度。

环境温度：测试时当前环境的温度。

龄期：测试测区的龄期。

合格判定系数：当 n=10-14,m=1.70;n=15-24,m=1.65;n≥25，m=1.6。
平均弯拉强度：测区强度的平均值。

抗压强度标准差：抗弯强度标准差，单位为MPa。
第一条件值：抗弯强度的第一条件值。

第二条件值：抗弯强度的第二条件值。

抗弯评定值：混凝土抗弯强度最终评定值。

6.3. 功能按钮区

功能按钮区包括文件管理、工程信息、人员信息、数据保存、生成报

告、数据打印、统一处理、和系统设置。

图 6.2 功能按钮区

6.3.1. 文件管理

用来打开硬盘上的数据文件，点击后弹出“打开”对话框(如图

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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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测强打开

其中文件类型区用来选择要打开的文件类型，本软件可选择如下

文件格式

 超声原始数据 (*.Gtt)
 测强批处理报告文件 (*.Gsb)
 测强单件报告文件 (*.Gss)
 波形文件 (*.Gww)
 所有文件 (*.*)

更改文件类型选项后原始文件列表区自动刷新为当前目录中符合

条件的文件列表，

如下操作设置要打开的文件列表：

点击按钮“ > ”或双击原始文件列表中的内容将一个文件添加

到打开文件列表；

点击按钮“ < ”或双击打开文件列表中的内容将一个从打开文

件列表中去掉；

点击按钮“ >> ”将原始文件列表中所有内容添加到打开文件列

表；

点击按钮“ << ”将打开文件列表中的内容全部去掉。

其中“超声原始数据 (*.Ftt)”、“ 测强单件报告文件 (*.Fss)”
和“ 波形文件 (*.Fww)”支持多个文件的打开，而“测强批处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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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Fsb)”每次只能打开一个，打开文件列表区已经作了相应的限

制。

设置完成后点击打开打开打开文件列表区所列文件，或点击取消取消

操作。

6.3.2. 工程信息

设置或修改工程信息。

图 6.4工程信息

6.3.3. 人员信息

图 6.5人员信息

6.3.4. 数据保存

自动保存“数据列表”区选中的文件，如果无选中文件，则提示

勾选。

6.3.5. 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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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生成报告

选择对应报告格式，生成Word格式报告。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开始创建Word格式文件或点击取消取消操作。

6.3.6. 数据打印

打印预览中的报告文档。

6.3.7.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主要内容为软件版本及公司信息。

图 6.7系统设置

6.4. 单波分析

单波分析功能模块在打开的超声原始数据(*.Gtt)包含波列文件或

打开的文件类型是波形文件(*.Gww)时起作用。由于本软件个各模块

的显示大小以及是否显示均可调整，所以可以将“控制面板”区域调

节成如图 6.8所示的样式方便对该功能的操作。

图 6.8单波分析

该功能模块具备填充方式设置、时域频域切换、显示幅度调节、波形

反向以及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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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方式设置

通过点击右侧单选项可以选择波形不填充、正填充或负填充，效

果如图 6.9所示。

图 6.9单波分析（正填充）

时域频域切换

设置波形以时域或以频域的方式显示，频域方式显示如图 6.10所
示，频域下同样存在填充和不填充两种显示方式，这里就不再赘述。

图 6.10 单波分析（频域）

显示幅度调节

调节波形显示区右侧的调节器波形幅度将根据调节器的位置动态

改变。

波形反向

该项在以时域方式显示下起作用，即将时域波形以横向中心线为

对称轴作反向显示。

光标操作

光标分为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动态光标自动跟踪鼠标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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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存在三种形式，通过单击鼠标右键在三种状态之间切换，三种状

态下鼠标分别显示为：

一、 ；二、 ；三、 ，

第一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十字形式显示，如图7.17所示，

在此状态下移动鼠标动态光标的十字线的纵线为首波跟踪鼠标位置、

横线依照据当前首波位置根据鼠标位置动态确定首波波幅，其首波波

幅位置软件已作了合理性判断，即动态首波和动态首波波幅位置具有

合理性；点击鼠标左键将在动态首波和波幅的位置设置静态首波和波

幅。

第二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纵线的形式显示，其操作方式

和第一种情况下纵向光标的操作方式相同，即只确定首波位置，而不

改变首波波幅，如 6.11图所示。

图 6.11单波分析（竖向光标）

第三种情况动态光标和静态光标都以横线的形式显示，其操作方

式和第一种情况下横向光标的操作方式相同，即只确定首波波幅，而

不改变首波位置，如图 6.12所示。

图 6.12单波分析（横向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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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状态下都在左下方显示动态光标所在位置的声时、幅度

信息或频率、幅度信息，右下方显示静态光标所在位置的声时、声速、

幅度信息或频率、幅值信息。

6.5. 数据表

数据表用来显示测区结果数据、超声数据和回弹数据，可以调节

显示区大小以显示更多的数据如图 7.18所示。

图 6.13 数据表（选择测区）

三个区域位置图 6.13所示，其中每测区声时个数会根据实际数据中测

区内测点个数自动调整显示，数据表部分具备如下操作，

6.5.1. 选择测区

鼠标点击数据表区声时一列以外的区域选中一个测区，被选中测

区以反蓝色显示。软件的删除、插入、复制、剪切和粘贴等操作都是

针对被选中测区进行的。

6.5.2. 选择测点

选择数据表区声时列内一行以选择一个超声测点，如图7.14所示，

软件以反蓝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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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数据表（选择测点）

注：软件支持方向键控制，当数据表获得焦点时可用键盘左右方向

键切换选中测区和选中测点，键盘上下键改变选中测区的索引或选中

测点的索引。

软件各个视图间被选择项自动对应，即数据表、图形区-图示区、

图形区-波列图之间选中测区和选中测点自动对应。

6.5.3. 编辑数据

双击被选中的声时或回弹数据可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其它

地方或回车键完成数据的编辑，完成编辑后软件自动更新其它视图显

示。

6.5.4. 设置参数

双击回弹参数测试面或测试角度软件将显示选择框以对相应测区

及分组的参数信息进行设置，点击其它地方完成设置。完成设置后软

件自动更新其它视图显示。

6.5.5. 编辑测区

单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如图 6.15所示，各项功能可参照“菜单

栏”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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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右键菜单

6.6. 图形区

图形区以各种图形的方式显示测强数据信息及分析结果，图形区

可切换为图示区和波形区两种显示方式，如图 6.16 所示。

图 6.16 图形区（图示区）

6.6.1. 图示区

以单个构件方式推定时，显示当前构件所有测区的强度分布折线

图；以批构件方式推定时，显示当前批中所有测区强度折线图。同时

显示强度推定值和设计强度值，显示区的显示范围软件自动调整，显

示超过当前视图范围时自动以滚动视图显示。视图中以红色焦点的形

式显示选中测区，可点击不同的测区折线下方切换选中测区。

6.6.2. 波列图

如图 6.17 所示，波列图针对包含波列数据的超声数据文件显示波

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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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波列图

波列图涉及到的操作如下，

6.6.3. 选定当前测点

鼠标在波列显示区移动，鼠标所在的测点处波形自动变为蓝色，

点击鼠标左键，相应波形的测点被选中并以红色显示，其他视图也更

新显示。

6.6.4. 填充方式设置

可将波列显示区各波形以不同的填充方式显示。点击鼠标右键，

弹出右键菜单如图 6.18 所示，

图 6.18 右键菜单

选择“正填充”波列图形以如图 6.19 的方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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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波列图（正填充）

选择“负填充” 波列图形以如图 6.20的方式显示

图 6.20 波列图（负填充）

选择“不填充”则取消填充显示方式。

6.6.5. 延迟归一

将因波形显示所需的显示调整去掉，将波列区的所有波形调整到

同一时间起点，操作方式为在右键菜单中点击延迟归一，如该项被选

中则单波分析区波形也作调整。

6.6.6. 显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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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波列显示的显示方式，右键菜单中点击显示调整，弹出如图

6.21 所示对话框，

图 6.21 显示调整

调整间距或幅度下的拖动棒，波列显示区显示波形的间距和幅度作实

时调整，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6.6.7. 保存位图

右键菜单操作，与菜单栏保存位图-波列图功能相同。

6.6.8. 波形编辑

右键菜单操作，其“剪切”、“复制”、“粘贴”、“删除”、

“插入”、“添加”功能与菜单栏编辑菜单下相应功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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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缝宽检测分析

7.1. 软件界面介绍

北京高铁建超声系统检测分析软件 V1.0-测宽分析软件主要由以

下七部分组成（如图 7.1所示）：标题栏、信息区、功能按钮区、数

据列表区、构件信息区、图像显示区、云传输。

标题栏 信息区 功能按钮区 数据列表区 构件信息区

图像显示区 云传输区

图 7.1 测强总体界面

 标题栏中从左到右显示软件图标、当前窗口名称和三个标准

Window应用程序按钮：最小化、最大化、关闭程序。

 信息区主要显示工程信息及设备信息。

 功能按钮区由一系列按钮组成（如图 7.2），每个按钮可以实现

一个常用功能。

 数据列表区来显示数据构件信息。

 构件信息区用来显示测区结果数据。

 图像显示区显示测试图像信息。

 云传输上传云端，目前处于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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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信息区

工程名称：测强当前构件工程标示。

试验编号：试验的编号。

缩放比例：指的是图像显示区，的图片显示比列。

视图模式：分为单视图与多视图两种模式。

仪器型号：设备型号，见设备的铭牌。

仪器编号：设备编号，见设备的铭牌。

仪器名称：设备名称。

检定日期：设备送检日期。

7.3. 功能按钮区

功能按钮区包括文件管理、工程信息、人员信息、导出位图、数

据保存、生成报告、数据打印、和系统设置。

图 7.2 功能按钮区

7.3.1. 文件管理

用来打开硬盘上的数据文件，点击后弹出“打开”对话框(如图 7.3所
示)。点击打开打开打开文件列表区所列文件，或点击取消取消操作。

图 7.3文件管理

7.3.2工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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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或修改工程信息。

图 7.4工程信息

7.3.2. 人员信息

设置检测人员信息。

图 7.5人员信息

7.3.3. 导出位图

将勾选的测点图像保存成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单独图文件

（*.bmp）。保存为图像时，要输入保存路径：点击浏览按钮，选择要

保存的路径即可。图像内容包括：包含卡标、包含标尺和包含宽度。勾

选相应选项后，保存的图像中会有相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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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导出位图

7.3.4. 数据保存

自动保存“数据列表”区选中的文件，如果无选中文件，则提示

勾选。

7.3.5. 生成报告

选择对应数据勾选，生成 Excel格式报告。

7.3.6. 数据打印

打印预览中的报告文档。

7.3.7.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主要内容为软件版本及公司信息。

图 7.7系统设置

7.4. 数据列表区

数据列表，所有测区信息在左侧列表区，点击显示当前测区，点

击鼠标右键可以打开右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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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鼠标右键功能

1. 复制：复制选定内容并将其放在剪贴板上。

2. 剪切：剪切选定内容并将其放在剪贴板上。

3. 粘贴：将剪贴板内容粘贴到选定图像后方。

4. 插入：将剪贴板内容粘贴到选定图像前方。

5. 添加：将剪贴板内容粘贴到选定图像后方。

6. 全选：选中控制面板中的所有构件和测点。

7. 反选：取消选择控制面板中的任何构件和测点。

8. 删除：删除当前选定构件或测点。

9. 撤销：撤销上次操作。

10. 还原：对修改并没有保存的数据进行还原。

7.5. 图像显示区

图7.9图像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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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测点信息区中增大图像显示尺寸。

缩小：测点信息区中减小图像显示尺寸。

上一张：同一测区上一张图片。

下一张：同一测区下一张图片。

恢复原图：测点信息区中图像大小缩放到默认的大小。

7.5.1. 单幅图显示

单幅图显示效果如图3-7所示。

图7.10单幅图显示

单幅图显示时，点击放大、缩小、恢复原图按钮，可以修改图像的

显示尺寸。

单幅图显示时，显示的信息包括测点图像、测点号、测试时间、标

尺和卡标（即判读三角形）。

在单幅图显示下，上一张、下一张按钮分别代表显示当前图像的上

一张或下一张。或者使用键盘上的上下键来显示当前图像的上一张或下

一张。

用拖动判读三角形可以修改缝宽值。

7.5.2. 多视图显示

多视图显示效果如图7.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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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多视图显示

缩略图显示时，点击放大、缩小、恢复原图可以改变图像的显示尺寸。

缩略图显示时，显示的信息包括测点图像、测点号和卡标（即判读三角

形）。

7.6. 构件信息区

构件信息包括序号、构件号、测试类型、测点数、建立时间、最大

缝宽、最小缝宽、平均缝宽。构件信息区主要显示测试结果，任何信息

不可以修改。

图7.12构件信息区

7.7. 云传输区

云传输区目前所有功能处于开发阶段，后期逐步开放。

图7.13云传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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