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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带灰色背景的文字表示屏幕上的一个按钮或菜单或键盘上的一

个按键，如 取消 ，如果是键盘上的按键，在按钮后会加上一

个“键”字。 

2． 白色背景带黑色方框的文字表示屏幕窗口中控件（如选择框、

输入框等）名称。如    跨距控件表示成 跨距。 

3． 视图区域名称用粗体字表示，如 单道波形区 。 

4． 本手册中所用到的导出图片功能，导出的均为位图格式，后缀

为*.bmp。 

5． 本手册中的截图均在 Windows 7或 10 平台下截取，在其他兼

容平台下的主题可能有所差异。 

6． 本手册在 1.0版本处理软件基础上说明功能和截图，后续版本

新增功能会持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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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MC 系列成孔质量超声数据处理系统是由铭创科技自主研发的

超声数据处理软件，本软件界面友好，操作方便，功能强大，用户

体验极佳。经过多年客户检验，不断地改进和增加实用功能，基本

做到用户需求全部覆盖，集数据处理、报告自动化生成于一体，可

极大的降低客户的工作量，达到快速处理、生成检测报告的效果。 

3 安装与卸载 

本软件均以微软公司开发的的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做为运

行环境。兼容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10 等 32 位和 64 位版本操作系统。 

3.1 最低配置 

软件运行的最低配置有下： 

硬件名称 硬件型号 

中央处理器（CPU） 1.5GHz 以上 

内存 256MB  以上 

硬盘 40GB   以上 

网络 升级和帮助功能需要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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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的安装 

本软件采用 C++ 10.0 开发，需要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Redistributable SP1 Package (x86)组件，如果已经安装，不需要重复

安装。 

下载完成之后，解压安装包，双击 Setup.exe 文件进行软件安

装，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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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软件安装过程 

最后点击完成安装按钮，安装完毕，可以在桌面或者开始菜单

找到已经安装的软件，双击即可运行软件。 

3.3 软件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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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卸载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直接在控制面板中选择，铭创

成孔质量检测系统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卸载按钮，即可卸载软

件，如图 4.8.1-1 控制面板卸载所示。第二种在开始菜单中选择铭

创成孔质量检测系统选项，在子菜单中选择 Uninstall 超声数据处

理软件选项，即可卸载软件，如图 4.8.1-2 从开始菜单卸载所示。 

 

图 4.8.1-1 控制面板卸载 

点击卸载按钮之后，弹出如图 4.8.1-3 卸载超声数据处理软件

所示对话框，点击下一步，等待软件完成，最后点击完成按钮即可

完成卸载。 

 
图 4.8.1-2 卸载超声数据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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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运行 

点击桌面快捷方式或开始菜单中的快捷方式，即可运行超声成

孔质量检测系统（以下统称软件），如下图所示。 

 

图 4.8.1-1 软件运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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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超声成孔质量检测 

5.1 打开文件 

选择文件打开菜单后，弹出如图 4.8.1-1 打开文件所示的打开

文件对话框，从对话框中选取要打开的文件，然后点击打开按钮，

将文件打开。 

 

图 4.8.1-1 打开文件 

打开新文件之前，如果已经打开的文件被修改，则提示是否保

存，如图 4.8.1-2 保存文件提示所示，此时选择确定，保存修改结

果并打开新文件；选择否，则不进行保存并打开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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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1-2 保存文件提示 

5.2 文件保存 

打开的文件如果没有进行修改，保存按钮为置灰状态，当打开

的文件经过修改，保存按钮会高亮显示，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文

件。 

5.3 文件另存 

将当前打开文件另存为一个新的文件。选择文件另存为菜单

后，弹出如图 4.8.1-1 另存为所示的保存为对话框，从保存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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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按钮即可将文件保存，按取消按钮则不另存。 



南京铭创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11 / 37 

 

图 4.8.1-1 另存为 

保存文件之前，若存在同名文件，则弹出如图 4.8.1-2 另存覆

盖所示的对话框，询问是否覆盖该文件，若选择是，则覆盖保存，

被覆盖的文件将丢失并且不能恢复；若选择否，则不保存并返回图 

4.8.1-1 另存为所示的对话框，重新输入文件名。 

 
图 4.8.1-2 另存覆盖 

5.4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是指设备原始的未经过修改的测试数据，选择文件原

始数据菜单，可以浏览原始测试数据，原始数据只能浏览不能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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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工程信息 

在已打开文件状态，选择参数设置工程文件选项后，弹出图 

4.8.1-1 工程信息设置所示对话框，用户可以设置工程名称、施工

单位、检测单位、资质证号、报告编号等相关信息，设置完成后，

按确定按钮，则保存工程信息；按取消按钮，则所输信息无效。 

 

图 4.8.1-1 工程信息设置 

若当前文件中的工程信息是经常使用的信息，可以使用图

5.1.1 左下角读取上一次配置功能，如图 4.8.1-2 工程信息参数读

取所示。点击保存配置按钮，可以将当前的信息保存到配置文件，

供下一次读取使用。 

5.6 成孔信息 

在已打开文件状态，选择参数设置成孔信息选项后，弹出图 

4.8.1-1 成孔信息设置所示对话框，用户可以设置成孔信息、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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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规范等相关信息，设置完成后，按确定按钮，则保存成

孔信息；按取消按钮，则所输信息无效。 

 

图 4.8.1-1 成孔信息设置 

5.6.1 特殊说明 

 技术规范 

成孔孔径和垂直度计算，不同地方标准略有差异，选择不

同的规范，计算后的数值会出现差异，详细计算步骤详见

附录。 

 标高、孔深自动计算 

设置完成成孔标高后，点击自动计算按钮，软件会自动

计算出检测孔深和设计孔深等参数，方面用户操作。 

5.7 显示设置 

如图 4.8.1-1 软件区域说明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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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1-1 软件区域说明 

5.7.1 工具栏 

工具栏提供一些快捷常用的功能，比如打开文件、保存、打

印、视图切换等功能，在当前状态下，若功能可用，工具栏图标高

亮显示，若功能不可用，工具栏图标置灰显示。鼠标在图标上悬停

2 秒，会弹出提示信息。 

5.7.2 状态栏 

状态栏显示当前操作的提示信息，有助于帮助进行下一步操

作。 

5.7.3 波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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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区视图显示的是当前所选测点的波形图，如图 4.8.3-1 单

道波形视图所示。 

 
图 4.8.3-1 波形区视图 

上图中蓝色线条为采集的波形的时域显示视图，横竖两条红色

线段是波形的判读线；竖线表示波形的首波起点，横线表示首波波

峰的幅值最大点；横向轴表示时间轴，刻度表示当前的波形走时，

单位为微秒(μs)；图的左上角为判读信息，有自动或手动两种显示

方式，表示当前波形首波的判读方式是仪器自动判读或人工指定首

波起点。 

在单道波形视图移动鼠标，判读线会跟随鼠标移动，同时在波

形参数区（见图 4.8.4-1 波形参数）会显示当前鼠标位置的波形参

数。若在波形参数区选择了右键判读功能，并且点击了鼠标右键，

软件会以鼠标当前位置为波形首波位置重新判读波形的首波。 

5.7.4 参数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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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显示区显示当前测试数据的一些参数信息，并且可以对数

据做一些调整操作，如图 4.8.4-1 参数显示所示。 

 
图 4.8.4-1 参数显示 

通过上述界面可以自定一些数据参数，还可以查看整个孔或者

槽的一些计算信息。 

5.7.5 数据列表 

数据列表视图显示当前剖面的声参量信息，默认显示深度、声

时、测距、波幅、垂直度。拖动滚动条可以查看未显示的信息。 

5.7.6 影像图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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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参数区域显示当前剖面的一些参数信息，分为图形设置、

自定义垂直度起点、自定义护筒和自定义起点终点四大块。 

图形设置模块可以设置影像图显示的相关参数，只要包括黑

白、彩色显示，图形显示测距范围，图形显示阈值等参数。 

自定义垂直度起点终点，可以通过设置自己定义垂直度计算的

深度起点和终点，方便用户分段对垂直度的定义。 

护筒设置，可以设置护筒的起点和终点，设置护筒的起点和终

点有助于更准确的计算整个孔或者槽的孔径或槽宽信息。 

成孔起点终点信息，在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部分没有测

试数据的区域，用户可以选择删除此区域或者通过设置起点终点跳

过此区域的计算。 

5.7.7 曲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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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视图共有曲线图、多剖面曲线图、波列图、成孔影像图四

种图形显示。曲线视图切换可以通到显示设置中选择菜单切换，也

可以通到工具栏点击快捷图标进行切换。 

曲线图，可以显示深度-距离（H-S）、深度-波幅（H-A）、深

度-垂直度（H-E）、深度-频率（H-F）四种曲线，默认显示前三

种。曲线比例可以在曲线图上点击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曲线比

例设置，在弹出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曲线显示比例，如下图所示。 

 
图 4.8.7-1 曲线参数设置 

多剖面曲线图，显示测试的所有剖面曲线图，方便对比同一深

度的测试情况。 

波列图，显示当前单剖面波列图，有多种显示选项可以设置图

形的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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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7-2 波列图设置 

1） 波列比例设置，可以设置波列的行距和行高，可以根据

自己习惯进行随意设置。 

2） 多模式显示，可以设置波列全波列显示、正相显示、线

段显示和频谱显示。 

3） 延时对齐，软件默认延时对齐方式可以保证大部分的波

形在可见范围，也可以选择最小延时对齐方式显示波

列，也可以手动设置波列在时域显示的范围。 

成孔影像图，显示所有剖面的成孔影像图，可以点击右键对每

个剖面的影像图进行参数设置。 

5.8 数据处理 

本软件提供了丰富灵活的数据处理方法，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

处理测试数据。 

5.8.1 自动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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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数据出现较多判读不准确的现象或者需要重新对数据进行判

读，可以使用自动判读功能。可以在菜单计算处理中选择自动判读

或者再工具栏选择自动判读图标，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5.1-1 判读参数设置 

迭代算法 

本软件提供的迭代首波判读算法是铭创科技与清华大学合作开

发的首波判读算法，该算法可以覆盖 99%以上的波形，判读准确率

几乎可以达到 100%，推荐使用此算法对首波进行自动判读。 

使用该算法只需点击该算法名称，然后选择判读范围是当前剖

面还是所有剖面，然后点击确定，系统会对所选测点进行重新判读

和计算。 

阀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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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值算法是传统的首波判读算法，可以自定义阀值的大小，当

所测波形数据幅值变化较大时，可以设置判读阀值稍大一些，然后

再对波形进行判读；若所测波形整体幅值偏小，可以将阀值设置较

小一些，再进行判读。在单道波形视图中，会有横向两道虚线，是

当前判读阀值线，只有在阀值线以外的波形才进行判读。 

5.8.2 手动判读 

若出现个别数据波形异常，自动判读算法无法准确判读首波，

可以使用手动判读功能。推荐方法是先选中波形参数区中的右键判

读选项，然后在单道波形视图中移动鼠标，移动到首波需要判读的

位置，然后单击右键进行判读。判读成功相关数据会自动计算，视

图中左上角会显示成“人工”。此时点击键盘上上下方向键，可以

移动到上下两个相邻点。 

5.8.3 剖面管理 

软件提供剖面的合并、删除、移动和重命名的功能，在当前的

打开数据的状态下，点击菜单编辑-剖面管理选项，弹出如下图的

剖面管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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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剖面管理 

剖面添加，在右侧添加剖面区域点击选择文件路径，选择要添

加的剖面所在的数据文件路径，选好之后会在列表里显示选择的数

据文件中有几个剖面，然后选中需要添加的剖面，点击添加到左侧

按钮，剖面就可以添加到当前的数据文件中了。 

剖面删除，在左侧选择需要删除的剖面名称，点击删除按钮，

可以删除选中的剖面，只支持单选。 

剖面移动，在左侧选择需要移动的剖面名称，点击上移或者下

移按钮，可以移动当前选中的剖面，剖面名称前面的数字为显示的

序号，可以任意指定两个剖面相邻。 

剖面重命名，在左侧选择需要重命名的剖面，点击重命名按

钮，输入剖面名称，点击确定即可重命名剖面，重命名后剖面顺序

不变。 

5.8.4 声参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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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可以修改单道波形的判读数据，有两种方法，可以在波形

参数区中修改当前选中测点的声时、测距、波幅的数值；也可以在

数据列表区选择相应的测点，然后在需要修改的参数上双击鼠标左

键，列表程可编辑状态，修改完数值后，敲击键盘回车键，即可完

成修改。 

软件也可以批量移动，添加，删除数据。在数据列表视图按住

鼠标左键，拖动鼠标，被选择的测点成蓝色底纹即选中状态，也可

以使用 Ctrl 键间隔多选或者 Shift 连续多选，在选择的数据上方点

击右键，出现操作菜单，可以复制，删除，粘贴等操作，这些操作

也可以通过菜单栏编辑菜单中相关选项进行操作。 

5.8.5 重新计算 

在菜单栏选择计算处理-重新计算选项可以对所有数据重新计

算，若数据发生变化，则相应的统计值也会重新计算。 

5.9 报告生成与打印 

本软件提供多种报告生成模式，可以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报告生成操作简单，使用灵活，可以生成多种报告样式。 

5.9.1 使用内置系统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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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软件内置报告系统，在打开文件的状态下，选择菜单栏文件

-打印设置选项或点击工具栏打印设置图标，弹出如下对话框，先

进行打印设置。 

 
图 6.1-1 打印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直接选择打印预览，可以直观的看见将要打印

的报告内容，预览完成后直接点击左上方打印按钮，即可连接打印

机打印报告。 

打印页面设置 

页面内容选择，可以选择需要打印的剖面和每页纸需要打印的

剖面数及打印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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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纸张设置，软件默认选择 A4 纸张，也可以选择 A5 和自

定义纸张类型。 

页边距，可以设置打印的纸面的页边距，同时也可以设置装订

线距离和装订线位置。 

打印内容设置 

打印内容设置是设置的关键内容，报告生成内容主要在这里设

置，如下图所示。 

 

图 6.1.2-1 打印内容设置 

该选项卡可以自由设置需要打印的内容，包括曲线图，波列

图、数据表格等一些视图的所有参数设置。 

页眉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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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选项卡可以直接设置页面的版面信息，包括页眉、页脚、页

码，该设置可以重复用在所有页面。 

 

表头设置 

该选项卡主要方便用户自定义生成报告的表头信息，包括了数

据中大部分的参数信息，可以自由灵活调用需要显示的参数信息。 

另外还可以自定义显示的表头信息，只需在其他表头信息中输

入表头标题和表头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6.1.4-2 自定义表格内容 

5.9.2 导出 BMP 位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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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报告可以直接导出成 BMP 格式的位图文件，生成之前

也需要进行打印设置，设置完成之后可以选择文件-导出到 BMP 选

项，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导出的路径。 

 
图 6.2-2 导出路径选择 

选择好路径之后点击确定按钮，软件会自动生成跟数据同名的

文件夹，文件夹中是所有导出的 BMP 文件。 

6 附录 

6.1 附录 A 相关数据标准计算公式 

6.1.1 江苏地标 

《钻孔灌注桩成孔、地下连续墙成槽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DGJ32/TJ 11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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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天津地标 

《钻孔灌注桩成孔、地下连续墙成槽检测技术规程》DB/T29-

11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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