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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的约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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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平台下截取，在其他兼容平

台下的主题可能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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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MC系列成孔成槽质量超声检测仪是由铭创科技自主研发的工

程无损检测类仪器，本仪器界面友好，操作方便，功能强大，用户

体验极佳。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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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采用高强度钢丝进行探头导向与提升，同时独创的线缆

自适应异步收放系统，既能有效保护信号电缆，又大大减小了绞车

的体积；

系统采用 220V 两种供电方式，并内置稳压装置，适应各种

工地环境，主机采用内置锂电池，有效防止现场突然掉电导致的数

据丢失；

系统绞车体积业内最小，普通家用轿车后备箱可以轻松装载，

并且集成了独创的探头自动锁止装置，可以很好的保护测试探头，

有效的降低了系统的运输和测试条件，给检测过程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

采用工业级工控主板，内置自主定制的 WES7嵌入式系统，

稳定可靠，系统采用宽温设计，可以适应各种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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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独特的信号处理方式，解决现场复杂的电磁环境对信号

的干扰，并且配合自主研发的首波判读算法，确保现场测试信号的

稳定、可靠、精准；

超声探头盲区小，功率大，适应能力强。探头最小可探测孔

径（槽宽）300mm，最大可探测孔径（槽宽）11000mm，最大泥浆

比重可达 1.4g/cm3，适合几乎所有工程成孔成槽的检测；

系统实现高度智能化，在测试过程中自动实现探头提升和下

降，实时显示波形图、桩形图（包括每个测点的深度值、实测声时

值、探头距孔壁的距离、测点位置孔径值、偏移值和垂直度），并

且现场可以直接输出打印结果；

系统具有自校正功能，根据孔口孔径值或槽口宽度值，自动

对测试系统进行校准，保证测试结果准确可靠。

3 仪器介绍

本软件均以微软公司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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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外观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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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自动绞车、仪器主机和终端设备、连

接电缆。

自动绞车：主要提供平稳将探头放至孔底和提升至孔口，绞车

采用异步提升，体积小巧，主要由一系列高精度传感器和钢丝绳、

线缆绕组组成，如下图所示。

图 自动绞车

仪器主机：主要提供用户查看测试波形，对测试过程进行控

制，分析数据及打印测试报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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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仪器主机

连接电缆：连接仪器主机和自动绞车，同时接入 220V电源，

配有漏电保护装置，有效保护使用者安全。

连接过程：将主机箱的电源电缆连接至 220V市电（强烈建议

连接市电需要接有地线，若无地线需要将主机箱底部放置可以明确

接大地的地方），将信号线缆两端与主机和绞车相连接，确保信号

线缆接头卡扣扣紧无松动现象。

所有接口均采用防呆设计，不同接口之间不可以互相接插。

3.2 仪器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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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动绞车放至孔口顶端，尽量使探头中心对准成孔中心，连

接信号线缆和电源线缆后，首先按下主机端绿色电源按键，电源指

示灯亮起，接着检查绞车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起，若指示灯不亮请检

查信号电缆是否连接可靠。电源开启完毕需要将主机端 USB连接线

连接至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笔记本开机进入测试程序。

3.3 系统与恢复

绞车控制系统可以随时断电，断电后绞车系统会自动锁止，防

止探头加速度过大导致钢丝绳断裂，有效保护探头脱落。在使用过

程中尽量保证探头正确放至托盘中后再断电。

主机系统采用笔记本或平板控制，市面上大部分带Windows系

统的笔记本和平板电脑均适用本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后需要重新安

装采集软件和驱动程序，具体过程请咨询我司售后人员。

原配笔记本系统若遇启动不正常，可以到我司官网下载恢复系

统，通过制作恢复 U盘，可以自行对系统进行恢复，恢复后系统测

试数据不丢失。

4 快速使用说明

此章提供用户正常使用成孔质量检测仪说明，不需要进行过多

设置，快速使用仪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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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测试前准备工作

测试前需要确认成孔中泥浆比重，仪器最大可以测试 1.4g/cm3

比重的成孔，泥浆比重过大导致仪器接收不到反射信号，导致测试

失败。

测试前需要参照 3.1章，将绞车和主机连接完成。

询问施工人员测试孔径、成孔深度等相关信息，待输入仪器。

连接线缆完成后，主机通电开机，先手动将绞车中探头向上提

升至中心架顶部，将托盘抽出，具体方法如下：

1. 点按绞车提升按钮，将探头向上提升一些，直到绞车蜂鸣

器发出两声短响，探头无法再向上提升，松开提升按钮。

2. 将绞车底部探头托盘向外抽出，检查托盘是否完全抽出，

是否阻挡探头横臂下放。

此时准备工作完成，等待下一步测试。

4.2 调试信号及波速自动校正（首次测试）

待 4.1步骤完成后，点击主机屏幕参数按钮，对测试参数进行

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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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参数设置界面

工程名称：输入成孔对应的工程名称；

孔号：输入对应的成孔编号；

孔深：输入对应的成孔孔深，需要输入准确，后续计算需要用

到；

孔径：输入孔口对应的孔径，需要输入准确，影响自动波速校

正；

护筒深度：输入护筒对应的深度，软件在计算最终结果时会去

除护筒对孔径的影响。

检测剖面：根据测试情况选择需要测试剖面。

测试步距：为探头信号的存点间隔，如 100mm，即 0.1m存储

一个测点。

输入完成这些参数之后，可以点击确定按钮，进入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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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界面，点击开始按钮，通过调整延时、增益可以对波形

进行左右移动和放大缩小，直至找到合适的波形，操作如下图所 示。

在波形区上滑 放大波形，增益增加

在波形区下滑 缩小波形，增益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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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形区右滑，右移波形

在波形区左滑，左移波形

图 波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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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图中X剖面，波形起始位置在右侧，即起点在右

侧，X’剖面，波形起始位置在左侧，即起点在左侧，Y、Y’同

理。

在波形调整完毕后，点击屏幕左侧调整按钮，弹出调整对话

框，如下图所示。

点击自动校准，等待约 20秒，系统会自动计算出当前泥浆的

速度，然后点击保存校准即可。也可以手动指定介质波形，点击波

速直接进行修改后，点击保存校准。

4.3 开始测试

按照 4.2步骤调整后，仪器自动保存了当前工程的泥浆波速信

息，可以开始正常测试。

点击参数按钮，输入相关测试参数，点击确定后，进入测试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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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前探头的位置点击屏幕右侧的上测/下测按钮，然后直接

点击界面右侧开始按钮，然后点击下降/上升按钮，绞车自动启动，

开始测试，此时屏幕图形区域开始描绘孔型图，如下图所示。

待测试的孔底部，系统自动停止。

4.4 测试过程中调整

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出现波形过弱或者首波在窗口之外，可以

通过手动滑动波形进行调整，具体方法，参照 4.2节。

4.5 测试完成及保存

传感器检测到探头降至孔底沉渣时，系统会自动停止测试，此

时深度显示停止，点击停止按钮，停止采样，系统会自动保存数 据。

保存完成后，点击上测按钮，然后点击对应的上升按钮，使探

头向上提升，探头提升出液面后，建议点击暂停按钮，用清水对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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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进行冲洗，之后再点击继续按钮，探头会自动收回绞车并且会自

动锁止。

4.6 现场报告生成与打印

测试完成后，如果现场条件良好，并且测试规范，可以点击分

析按钮，系统会自动计算出测试平均孔径，成孔垂直度，并且可以

生成打印预览，现场出具临时报告，并且可以连接标配的无线彩色

打印机，直接打印报告，如下图所示。

4.7 关闭仪器

测试完成后，将绞车的托盘推入绞车中，按住绞车的下降按

钮，将探头落入托盘中，此时绞车蜂鸣器会发出两声短响，说明探

头放置到位，此时断掉主机电源，拔掉信号电缆。

4.8 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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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过程中如果钢丝绳发生错乱，请及时联系我司售后人

员，需要经专业人员指导方可使用，切忌自行解决；

2、 操作过程中绞车的每个动作均会触发蜂鸣器两声短响，属

于正常操作；

3、 测试过程中如果出现到底检测或者到顶检测无效，请联系

我司售后人员；

4、 现场用电需要接 220V市电或 220V发电机，需要确保地线

接触良好，如无地线，需要将仪器箱底部螺丝充分接地；

5、 禁止使用铅酸电池或其他电池逆变 220V电源使用，若过

程中造成设备损坏，客户自付后果；

6、 仪器为高精密设备，虽然大部分部件均采用 304 不锈钢材

料，有效阻止生锈，使用过程中仍需要精心维护，机械部

分需要定期涂抹黄油或者润滑剂进行保养维护；

7、 测试过程中如出现异常，需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司售后人

员，需要经过专业人员指导方可进行维修处理。

5 参数设置详细说明

5.1 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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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参数设置界面

工程名称：输入成孔对应的工程名称；

孔号：输入对应的成孔编号；

孔深：输入对应的成孔孔深，需要输入准确，后续计算需要用

到；

孔径：输入孔口对应的孔径，需要输入准确，影响自动波速校

正，测试成槽时，需要输入槽宽和槽长；

护筒深度：输入护筒对应的深度，软件在计算最终结果时会去

除护筒对孔径的影响。

步距：设置测试存点的密度，默认 100mm存储一个测点；

检测剖面：根据测试情况，如孔或槽，选择需要测试的检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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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参数：可以手动关闭或者打开任意一个测试面，并且可以

根据经验指定测试时的剖面延时和增益，以达到快速测试的目的；

测试方式：分为上测和下测，对应的操作方式为探头自顶向下

测试和自底向上测试，也可以同一测孔同时测试两遍；

判读算法：分为迭代判读和阀值判读，信号较好时建议选择迭

代判读，判读更精确；

规范标准：目前仅提供天津和江苏两个地标；

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将软件重置为出厂状态。

5.2 显示设置

在测试过程中或者测试之前，可以点击屏幕左侧显示按钮，进

入显示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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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显示比例：可以根据测试孔深，自定义设置显示比例，以

便于调整到最佳显示效果，可以多次设置以判读最佳设置选项；

图形显示颜色：可以根据客户习惯和需求设置彩色显示和黑白

显示。

消噪级别：根据需求，自定义消噪参数，级别越大，消噪能力

越强，对应波形压制效果越好；

显示阈值：由于系统噪声和成孔孔内噪声不可避免，此选项用

于控制图形显示的噪声范围，一般值在 16-30之间，用户可以自由

调整，直至得到比较清晰的图形。设置范围为 1-127，数值越大显

示的图形深度越浅，数值越小，图形显示的深度越深，同时图形噪

声也会变大，需要设置到一个合适的取值；

显示最大测距：默认为自动设置，也可以独立进行修改，代表

意义为图形 X轴的比例尺，即 X 轴上图形显示的范围，如 1500mm

即为图形仅可以显示 0~1.5m范围内的波形；

5.3 调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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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调整对话框主要针对测试过程中一些参数进行调

整操作。

发射速度：设置测试过程中探头发射声波的频率，测试时探头

下降速度越快，需要设置探头发射的速度越快；

护筒起点终点设置：在测试过程中或者测试结束后，可以设置

护筒的真实起点和终点，以便于准确计算测试孔径；

垂直度起点和终点：测试结束后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自定义设置

垂直度计算起点与终点；

判读阈值：默认为 16，为系统自动判读首波计算测试孔径的

阈值，用户根据需要自定义设置，设置范围为 1-127。

时域消噪：在时域上根据需求设置消噪点，单位为 us，系统

仅对消噪点之前的波形进行消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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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升、下降速度设置

点击测试界面，右侧速度按钮，可以对提升或下降速度进行设

置，如下图所示。

速度分为 9个档，建议下降时选择 6m/min，这样可以确保采

集波形平稳，提升时可以采用最快档，提高测试效率。

5.5 连接无线打印机

仪器出厂时默认已经与打印机进行配对，正常情况下打印机开

机后系统与打印机可以直接配对使用，若无法连接，可以参考无线

打印机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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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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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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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