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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仪器功能及操作说明

1 依据标准

《铁路工程土木试验规程》（TB10102-2010）
《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4-2003）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E60-2008

2 仪器功能

GTJ-EV2-K 型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用于测定路基在静荷载作用下的沉陷值，从而评估路基的承载力和变

形量。适用于受静荷载作用的铁路、公路、机场、城市交通、港口、码头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地基施工质量

监控检测，特别适用于场地狭窄地段检测，如路桥（涵）过渡段及路肩的检测，既有线路基等。

通过圆形承载板和加载装置对地面施压测量并计算 Ev1、Ev2、Ev2/Ev1 或地基系数 K30 的值。

基本功能

测试

显示 17 个测试值，自动计算变形模量 Ev1、Ev2 及 Ev2/Ev1 的值。

可以进行地基系数 K30 的测试。

储存

测试数据及分析处理结果，可分别存储 240 组的 Ev2 和 K30 数据。

打印

在蓝牙微型打印机上打印测试数据、测试曲线等。

系统设置

修改当前的时钟和日期。

3 技术参数

加载装置

压力泵

压力缸 (最大压力 100KN，冲程 150mm)

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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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载板

带水平泡的荷载板 直径： 300mm 厚度：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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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移传感器： 量程 25mm，分辨率 0.01mm，保护等级 I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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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试装置

100KN压力传感器、压力部件和连接装置

4 仪器系统构成

GTJ-EV2-K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主要由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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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11 ○12 ○13 ○14 ○1

○2

○3

○4

○5

○6

○16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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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打开或关闭仪器；

（2） ↑：光标上移，以后用 上 代替；

（3） ←：光标左移，以后用 左 代替；

（4） →：光标右移，以后用 右 代替；

（5） ↓：光标下移，以后用 下 代替；

（6） 返回：以后用返回键代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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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充电插座：连接 8.4V 充电器给主机充电。

（3） USB 传输插座：连接 pc 机传输数据。

5 测试准备

承载装置的安装（参见图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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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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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主机操作

6.1 开机状态

长按“电源”键接通主机电源屏幕显示“开机启动中...”，然后显示开机界面（如图 1.1 所示）。界面

右上角会显示当前电池电量，电池图标内有四格时表示满电，当电池内为空时表示电池缺电，此时需要进行

充电，充电操作见第 8 节。电池有电时按确定键进入主菜单界面（如图 1.2 所示），左键开关背光，在任何界

面都可以。

欢迎使用
Ev2 测 试 仪

北 京 高 铁 建 公 司

010-60216565
Ver: 3.1.2

图 1.1 开 机 界 面

6.2 主菜单界面

用 上 下 键选择菜单，确定键进入相应的菜单（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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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2 测试

K30 测试

数据管理

系统设置

图 1.2 主菜单界面

6.3 测试程序

1、Ev2 测试

在主菜单下选择Ev2测试程序按确定键进入测试准备界面（如图1.3所示）。在此界面可以进行序号的修

改，若重复会有该构件已存在的提示。

2022 年 5月 15 日

12:00

序号:001

请正确连接仪器

图 1.3 测试准备界面

按确定键进入测试程序（如图 1.4 所示）进行预压。

序号: 001 级数:

Mpa mm

0.000 Mpa 00.00 mm

预 压

图 1.4 测试程序界面

最下面是实时显示的压力和位移，此时按下返回键显示以下提示画面，2 秒钟后返回主菜单。

测试未完成

图 1.5 测试未完成提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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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下方显示的是实时测量数据（如图 1.6 所示），按下确定键将选中测量数据作为该级数下的测

量结果。当完成 16 级测量后，屏幕下方提示“测试完成”。

序号: 001 级数:03

0.080 Mpa 0.32 mm

0.160 Mpa 0.56 mm

第一次加载

图 1.6 测试界面

根据行业标准的测量原理荷载 F与应力σ的比例关系为

测试过程中屏幕下方会有相应提示“预压”、“第一次加载”、“第一次卸载”、“第二次加载”和“测试完

成”五种文字提示。当测试完成后，自动转入测试结果界面（如图 1.7 所示）。此时可以使用右键进行打印。

注意：此时蓝牙打印机的蓝牙功能启动，则会显示“蓝牙打印”。否则请插入数据线进行串口打印。

Num:001

10/01/01

12:10

12:30

Ev1:23.00

Ev2:101.42

Ev2/Ev1:

4.41

图 1.7 测试结果界面

在此界面中按返回键或者确定键则提示操作者是否保存（如图 1.8 所示）。

是否保存本组数据

确定键保存

返回键不保存

图 1.8 保存提示界面

按确定键则保存数据，然后自动返回到主菜单界面。按返回键取消并返回到主菜单界面（如图 1.2 所示）。

2、K30 测试

在主菜单下选择K30测试程序按确定键进入测试准备界面（如图1.9所示）。在此界面可以进行序号的修

改，若重复会有该构件已存在的提示。

级数数据

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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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1 日

12:00

序号:001

请正确连接仪器

图 1.9 测试准备界面

按确定键进入测试程序（如图 1.10 所示）进行预压。

序号: 001 级数:

Mpa mm

0.000 Mpa 00.00 mm

预 压

图 1.10 测试程序界面

最下面是实时显示的压力和位移，此时按下返回键显示以下提示画面，2 秒钟后返回主菜单。

测试未完成

图 1.11 测试未完成提示界面

测试过程中下方显示的是实时测量数据（如图 1.12 所示），按下确定键将选中测量数据作为该级数下的

测量结果。当完下沉量达到要求后，屏幕下方提示“测试完成”。

序号: 001 级数:03

0.080 Mpa 0.02 mm

0.120 Mpa 0.06 mm

加 载

图 1.12 测试界面

根据行业标准的测量原理荷载 K30 与应力σ的比例关系为

K30 =σs/Ss
测试过程中屏幕下方会有相应提示“预压”和“加载”文字提示。当测试完成后，自动转入测试结果界

级数数据

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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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图 1.13 所示）。此时可以使用右键进行打印。

Num:001

10/01/01

12:10

12:30

K30:325

图 1.13 测试结果界面

在此界面中按返回键或者确定键则提示操作者是否保存（如图 1.14 所示）。

是否保存本组数据

确定键保存

返回键不保存

图 1.14 保存提示界面

按确定键则保存数据，然后自动返回到主菜单界面。按返回键取消并返回到主菜单界面（如图 1.2 所示）。

6.4 数据管理

在主菜单选择数据管理进入该程序（如图 1.15 所示）。

>数据查看

数据清除

数据输出

上下键选择 确定键继续

图 1.15 数据管理界面

1、数据查看

在数据管理界面选择数据查看选项，进入如图 1.16 界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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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2 数据

K30 数据

图 1.16 数据查看界面

在此界面进行需要查看的数据类型：Ev2 数据和 K30 数据。确定键进入后可进行序号的选择（如图 1.17

所示）。按确定键显示光标所在位置的测试序号的测量结果（如图 1.7 或 1.13 所示），并可进行相关操作。

请选择测试序号

001

方向键选择 确定键继续

图 1.17 选择序号界面

2、数据清除

在开始检测之前，请将仪器内数据传入计算机（方法见 3、 数据输出）然后清除仪器内数据。

>Ev2 数据

K30 数据

全部数据

图 1.18 选择清除数据界面

操作方法如下：在数据管理界面，选中数据清除子菜单，按确定键进入数据清除界面如图 1.18 所示。

仔细看屏幕上的提示，按提示操作。按返回键回到主菜单，不删除数据。按确定键开始清除相应数据并

在屏幕右下角显示进度，主机内所选数据全部删除完成后返回到数据管理界面。

3、数据输出

建议每次测试结束后应及时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机中，操作方法如下：

1.用 USB 数据线或串口线将仪器和 PC 机相连。

2.进入数据管理界面，选中数据输出子菜单，按确认键进入选择传输数据类型界面。

3.打开 PC 机中 Ev2 静态变形模量分析软件。

4.点击读取信息进入数据传输界面，选择串口（COM2、COM3 等）。点击 PC 机软件中的打开串口。

5.按仪器的确定键如图 1.19 所示界面中将并显示进度。

6.等待直到传输完成。完成后自动返回数据管理界面，上位机软件界面会给出传输完成结束提示。软

件使用详见 EV2-K 静态变形模量分析软件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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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按说明书连接仪器

和计算机，并打开软件

然后按

确定键数据传输

返回键取消

图 1.19 数据输出界面

注意：一定要先打开 PC 机上的软件中的数据传输界面并选好传输的串口，再打开仪器进行传输，否

则传输的数据将不完整。当用户用 USB 数据线进行传输时应装上驱动程序，详见第二章软件介绍中的第一

节软件安装。

6.5 系统设置

在主菜单选择系统设置进入该程序，进行日期、时钟的修改（如图 1.20 所示）。左、右键移动光标，上、

下键修改数值，确定键保存并返回主菜单，返回键取消并返回到主菜单。

系统设置

2022 年 05 月 15 日

12:00

方向键选择 确定键继续

图 1.20 系统设置界面

7 完成测试

1. 按电源开关关闭 EV2-K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

2. 断开静态模量测试仪测量电缆与测试盒之间的连接，握紧电缆根部将插头从传感器接口中拔出。

3. 拆卸加载装置并装箱。

8.充电

1. 主机充电：主机电池应采用仪器提供的电池充电器（8.4V）进行充电，电池充电器可连接 220V/50Hz

的电源,另一端连接主机进行充电。充电过程中充电器上方的指示灯显示红色，当充电完成后指示灯变为

绿色，充电所需的时间在 3 小时左右。

2. 打印机充电：打印机充电应采用仪器提供的充电器（黑色）进行充电。将电源适配器的市电插头插入

220V/50Hz 的电源插座，然后将充电插头插入打印机的电源插座，打印机就开始充电，充电过程中，打印

机的【FEED】灯会变绿，当电池电量充满，【FEED】灯绿灯熄灭，充电所需的时间在 3 小时左右。

注意：如隔较长时间才首次使用仪器、打印机或闲置较长时间，使用前应先进行充电。充电器只能对应电池

充电，不能混用，对其他类型的电池充电可能引起爆炸的危险。不要打开充电器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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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件介绍

1 简介

EV2-K静态变形模量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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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2-K静态变形模量

测试仪的数据分析处理的软件。它可运行于安装了 Windows95/98/2000/xp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

本软件的处理对象是 “GTJ-EV2-K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的测量数据（.ORG）文件。软件可对静态变形

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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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软件可以对静态变形模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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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文件 ORG
GTJ-EV2-K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的

原始数据文件。

工程文件

Ev2

用户保存的 Ev2 工程文件。包含用

户输入的表头信息，以及更改的测

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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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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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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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打开仪器配套光盘，双击高铁建 Ev2 静态变形模量分析软件文件夹中的 ev2_setup.exe 可执行文件，程

序会先复制文件，复制结束后则会出现如图 2.1 的安装界面。点击取消则出现退出软件安装界面(如图 2.2 所

示)，点击下一步则进入下一步图 2.3 安装界面。

图 2.1

点击图 2.2 中的否（N）返回图 2.1 的安装界面，点击是（Y）则软件退出安装。

图 2.2

2、 进入图 2.3 安装界面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界面（如图 2.4 所示）,也可以在此界面进行安装目录的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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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3、 进入图 2.4 所示的界面，点击下一步开始进行文件复制

图 2.4

完成软件的文件复制后，开始进行USB驱动的安装。USB驱动安装同样需要进行文件的复制，文件复制完

后进入图2.5所示，点击下一步进入图2.6所示，点击完成USB驱动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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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如果电脑中装有与本 USB 驱动相同的驱动程序，则会进行提示（如图 2.7 所示），为了更稳定的使用本仪

器建议选择“重新安装（升级）”。需要注意的是传输数据时一定要等 USB 程序安装完成后再将数据线与电脑

连接进行数据的传输。

图 2.6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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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 USB 驱动安装后进入图 2.8 所示界面，点击完成本软件安装完毕，此时建议重启电脑。重启后可以在

桌面和开始菜单中找到该软件快捷方式。

图 2.8

卸载步骤如下：

卸载软件时进入开始菜单里选择该软件的卸载程序如图2.9界面所示，点击下一步完成软件的卸载如图

2.10所示界面。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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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3 软件介绍

3.1 软件界面介绍

Ev2 静态变形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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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2 报告表头、Ev2 测试数据、K30 报告表头和 K30 测试数据六个窗口，主窗口用

于接收串口数据、显示测试数据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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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取信息窗口

标题栏

菜单栏

工具栏主窗口

Ev2 数据列表栏

K30 数据列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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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单击主窗口的读取信息后就可显示如图 3.4 所示的读取信息窗口。它包括有打开串口按钮，一个下拉

菜单和一个编辑框。

打开串口按钮用来打开串口接收数据；下拉菜单主要用来选择 COM 口，该软件会自动识别电脑当前正在

使用的 COM 口。请选择正确的 COM 口（非 COM1 口），然后点击打开串口按钮。该软件会自动测试用户所选择

的 COM 口是否正确（若正确则白色编辑框中提示：串口 X 已准备好，请发送数据………）,白色的编辑框用来

显示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图 3.4 读取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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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2 报告表头窗口

当打开或接收完数据，并且在 Ev2 测试数据窗口中选择了要分析的测试点名称，点击 Ev2 报告表头进入

报告表头窗口，可看到如图 3.6 所示内容。此时已经显示此测试序号的编号、仪器编号、开始时间、结束时

间。本公司生产的 GTJ-EV2-K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杠杆比值固定为 2，所以此框为置灰状态，不能够改变。如

果需要打印该测试点数据的最后分析结果，可在工程名称、测试日期、测试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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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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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报告表头

3.2.4 Ev2 测试数据窗口

用鼠标单击主窗口上面的 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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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a1，a2，Ev1，Ev2，以及 Ev2/ 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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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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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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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两次加载和卸载的曲线，本软件利用颜色和线型来进行区分，第一次加载的曲线是红色实线，

卸载曲线为玫瑰色点线，第二次加载为蓝色点划线。

3.2.5 K30 报告表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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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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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报告表头

3.2.6 K30 测试数据窗口

用鼠标单击主窗口上面的 K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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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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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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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测试数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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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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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打开

点击文件菜单栏的打开，则会出现图 3.10 所示的打开数据对话框，在文件类型选择要打开的文件类型（包

括两种文件类型，一种是原始文件，后缀名为.ORG；一种是工程文件，后缀名为.Ev2 或者.K30），然后选择要

打开的文件，点击确定打开选择的文件。

图 3.10 打开数据

打开数据后，便可对对之进行分析计算和打印处理。

3.3.2 数据的保存

测试数据（置灰

状态）

测试结果

测试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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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工具栏包括两个子菜单，保存原始数据和保存工程文件。

1． 保存原始数据

接收完数据，点击文件菜单栏下的另存为，然后选择保存原始数据，将会出现图3.11所示的保存原始数

据对话框，选择文件要存放的路径，并且输入文件名（后缀名为.ORG），单击保存按钮将本次的数据保存。

图 3.11 保存原始数据

注意：只有接收 GTJ-EV2-K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的数据才可保存为.ORG 格式的原始数据，打开的工程文

件和手工输入的数据不能保存为.ORG 文件。

2. 保存工程文件

GTJ-EV2-K 静态变形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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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的选择保存工

程数据的类型。选中类型后点击确定，将出现如图 3.13 所示的选择测试点对话框（Ev2 和 K30 数据保存类似）。

图 3.12 保存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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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点选择到右

侧列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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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选择测试点

选择好要保存的测试点，然后点击图 3.13 对话框的确认按钮，则会出现如图 3.14 所示的保存工程文件

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输入文件名（当选择的为保存 Ev2 数据则默认后缀为.Ev2 或者当选择的为保存 K30

数据则默认后缀为.K30），然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该工程文件保存。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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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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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2 测试点或者 K30 测试

点，则会出现如图 3.12 所示的更改测试点名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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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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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例中，将 1更改为“铁路一段”，

点击确定即可更改测试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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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所示的输入测试点数据对话框。

图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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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所示测试数据窗口（根据选择类型不同会有Ev2测试数据界面或K30测试界面两种界面，本例以Ev2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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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E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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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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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可以将本次的输入数据保存。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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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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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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帮助

点击帮助菜单弹出使用说明书，可进行相关内容查询。

4 应用实例介绍

4.1 数据传输

“GTJ-EV2-K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 传输的数据主要参照《变形模量 Ev2 检测规程（试行）》，关于 Ev2

测量规则的说明试验所得。传输的数据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1、仪器号

2、测试号

3、应力值

4、沉降量值

5、该组的开始测试时间

6、该组的结束测试时间

本例中，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通过 COM1 口与计算机相连接，在主窗口中的读取数据窗口中，通过下拉菜

单选择 COM1,然后用鼠标单击打开串口按钮，则该按钮名称变为串口 1 已经打开，且白色编辑框中显示：串口

1 已经准备好，请发送数据……，如图 4.1 所示。此时表明串口已经打开。

图 4.1 打开串口

注意：COM 口一定要选择正确，否则该软件将不能接收数据。如果 COM 口选择错误，当点击打开串口按

钮将会弹出如下所示的对话框，来提示串口选择错误。

串口打开以后，该软件就可以接收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传送来的数据了，操作测试仪发送数据后，读取

窗口中的白色编辑框中可以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如图 4.2 所示。

图 4.2 接收数据

待数据传输完后，系统弹出如下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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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就可以对数据进行存储或者分析计算了。点击保存菜单中的保存原始数据子菜单，可以将本

次的传输数据保存。

注意：一定要等待数据接收完毕后，出现数据接收完毕的对话框，点击确定后，才可分析处理数据，否

则数据接收不完全，无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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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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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更改前 （b）更改后

图 4.4 更改测试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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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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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会出现如图 4.6 所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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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 选择测试序号

4.6 保存工程对话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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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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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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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行业标准中关于 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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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第四章 Ev2 简要操作流程
EV2 操作简要流程

预压到 0.01MPA 待数据稳定先将百分表“归零”依次主机按“确认”进入一级加载。
1. 关紧放油阀。开始加压。加压到 0.08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2. 继续加压至 0.16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3. 继续加压至 0.24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4. 继续加压至 0.32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5. 继续加压至 0.40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6. 继续加压至 0.45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7. 继续加压至 0.5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8. 下面开始卸载，慢慢拧动放油阀。将压力减至 0.25MPA。保存。
9. 继续卸载，减压至 0.125MPA.保存
10. 继续卸载，将放油阀全部放开，保存（11-16 步骤大约在一分钟内完成）
11. 关紧放油阀。开始加压。加压到 0.08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12. 继续加压至 0.16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13. 继续加压至 0.24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14. 继续加压至 0.32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15. 继续加压至 0.40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16. 继续加压至 0.45MPA.大致保持两分钟。保存

然后按确定键结束测试

注意事项：在油压不够的情况下需要加压保持需要的压力，压力过高需要放油。注意保护位移表（容易损伤，
在安装的时候最后安装，拆除仪器的时候最先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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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K30 简要操作流程

K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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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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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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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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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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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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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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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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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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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提示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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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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J-Ev2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的保养与维护

1 仪器保养
1、GTJ-Ev2 静态变形模量测试仪用完后，应及时放入包装箱或仪器盒内，以防止灰尘进入仪器内部。
2、仪器不得随意拆卸和暴力测试，以免影响使用寿命和损失精度。
3、仪器要进行定期保养，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要进行擦拭净化，但不应改变仪器各零部件和整机的装配关系。
4、仪器的显示操作界面，特别是显示屏，不应与壳体坚硬的物体接触。

2 仪器维护

防 震：仪器在搬运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
防 热：工作环境温度应在 -10℃～ 40℃之间。
防 磁：使用时尽量避开电焊机、电锯等强电磁场干扰源。
防腐蚀：在潮湿、灰尘、腐蚀性气体环境中使用时应加必要的防护措施。
储 存：仪器应放在通风、阴凉、干燥（相对湿度小于 80％）、室温环境下保存。若长期不使用应定期通电
开机检查。
充 电：主机如果长时间不用，每隔一个月，应进行一次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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