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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B82F4317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下移”。可以将当前通道信号沿着纵坐标轴方向向下移动，每次曲线上下移动比例按照“操作设置”中的“上下移动比例”执行
	书签F59F27BB　　　　　　　　　　左移
	书签2BEFC74E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左移”。可以将当前通道信号沿着横坐标轴方向向左移动，每次曲线左右移动的点数按照“操作设置”中的“左右移动点数”执行
	书签C822D9B8　　　　　　　　　　右移
	书签1DD45330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右移”。可以将当前通道信号沿着横坐标轴方向向右移动，每次曲线左右移动的点数按照“操作设置”中的“左右移动点数”执行
	书签CBB8A510　　　　　　　　　　上旋
	书签853D9810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上旋”。可以将当前通道信号在点击时标线以右的曲线部分向上旋转，每次曲线旋转的比例按照“操作设置”中的“上旋/下旋比例”执行
	书签D3F82542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下旋”。可以将当前通道信号在点击时标线以右的曲线部分向下旋转，每次曲线旋转的比例按照“操作设置”中的“上旋/下旋比例”执行
	书签01464137　　　　　　　　　　下旋
	书签A2DCB1FD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反向”。可以将当前通道信号沿着纵坐标轴方向反向处理，每点击一次通道信号曲线就反向一次，即点击偶数次，通道信号曲线方向不变
	书签3071D95B　　　　　　　　　　反向
	书签8B169353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滤波”。进入滤波设置界面，可以对当前通道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书签D4D6B314　　　　　　　　　　滤波
	书签0388C4A2　　　　　　　　　　归零
	书签D5588E2D　　　　　　　　　　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归零”。可以对当前通道信号进行尾部归零处理
	书签B0265678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还原”。可以把当前通道信号还原到最初状态
	书签C62E43CE　　　　　　　　　　还原
	书签6C73E01C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原始波形展示”菜单中的“旋归零”。可以把当前通道信号在点击时标线位置拉回到零线上
	书签2F8240FE　　　　　　　　　　旋归零
	书签057CE716　　　　　　　　　　曲线选中后背景变为淡蓝色，仅在V-D、a-ε、F-ε页面上有效。
	书签2678B226　　　　　　　　　　曲线选中后背景变为淡蓝色，仅在a-ε、F-ε页面上有效。
	书签9C82D2BF　　　　　　　　　　143
	书签426534D6　　　　　　　　　　142

	页 22
	书签13210A9C　　　　　　　　　　滤波界面
	书签2BD69C2B　　　　　　　　　　5.5.4  凯斯分析设置菜单
	书签80E083FF　　　　　　　　　　“凯斯分析设置”菜单中各项功能，必须在“功能切换”菜单的“凯斯分析”处于选中的状态下（即对曲线进行凯斯分析的界面中），才能进行操作。
	书签3036CB51　　　　　　　　　　菜单项
	书签FAD0FCAC　　　　　　　　　　操作
	书签143316F3　　　　　　　　　　说明
	书签698CDB7D　　　　　　　　　　分析方法
	书签291CD0DB　　　　　　　　　　点击“凯斯分析设置”菜单“分析方法”中的选项。选择凯斯分析的方法，包括阻尼系数法（RSP）、最大阻尼法（RMX）、最小阻尼法（RMN）、卸载法（RSU）4种计算方法。
	书签F5097810　　　　　　　　　　选中后前面打√
	书签B53B5BEB　　　　　　　　　　速度曲线调整
	书签E63D5D60　　　　　　　　　　点击“凯斯分析设置”菜单“速度曲线调整”中的选项。对速度曲线进行调整，包括上移、下移、左移、右移、放大、缩小、上旋、下旋、还原、旋归零等10种操作。分别对应工具栏中                          相应的图标
	书签3EFB9D8F　　　　　　　　　　力曲线调整
	书签E66B3DD8　　　　　　　　　　点击“凯斯分析设置”菜单“力曲线调整”中的选项。对力曲线进行调整，包括上移、下移、左移、右移、放大、缩小、上旋、下旋、还原、旋归零等10种操作。分别对应工具栏中                          相应的图标
	书签2712D828　　　　　　　　　　视图伸展
	书签76D0D029　　　　　　　　　　点击“凯斯分析设置”菜单“视图伸展”中的选项。对速度、力曲线同时进行拉伸或压缩调整，包括视图拉伸、视图压缩等2种操作。分别对应工具栏中       相应的图标
	书签9530CBB3　　　　　　　　　　5.5.5  信息与参数菜单
	书签E1EDEDA3　　　　　　　　　　点击“参数设置”菜单，弹出如下的界面。可以对桩径、截面积、周长、锤重、落高、扩底等信息进行调整修改，对桩型、仪器型号等信息可以重新选择、计算。
	书签18FA4F64　　　　　　　　　　参数设置界面
	书签F029EA4E　　　　　　　　　　点击“操作设置”菜单，弹出如下的界面。可以对左右移动点数、上下移动比例、放大/缩小比例、上旋/下旋比例等信息进行调整修改。
	书签0967FDDB　　　　　　　　　　操作设置界面
	书签1E1F775C　　　　　　　　　　145
	书签ED0873CF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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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0FAEAC74　　　　　　　　　　菜单项
	书签FC481AFC　　　　　　　　　　含义
	书签2BE202AA　　　　　　　　　　说明
	书签D522CBC1　　　　　　　　　　左右移动点数上下移动比例放大/缩小比例上旋/下旋比例
	书签DF44D46F　　　　　　　　　　设置曲线左右移动的点数设置曲线上下移动的比例设置曲线放大、缩小的比例设置曲线上旋、下旋的比例
	书签E533CEC2　　　　　　　　　　点击“曲线格式设置”菜单，弹出如下的界面。可以对F、V、WD、WU、Energy、D、R、TP（TS）、CS等曲线颜色、线性、粗细等信息进行调整修改。
	书签E383A451　　　　　　　　　　曲线格式设置界面
	书签B746BBDC　　　　　　　　　　5.5.6  帮助菜单
	书签5B8A7645　　　　　　　　　　点击“关于”菜单，弹出如下的界面：
	书签4CFC6AA5　　　　　　　　　　5.6  分析步骤
	书签94A3DA3A　　　　　　　　　　5.6.1  文件打开
	书签BD0AD091　　　　　　　　　　打开某根需要分析的高应变数据，在曲线显示区域则显示此桩测试时的第一锤信号的FZV曲线，同时在工程信息区、桩土信息区、传感器信息区、锤击记录信息区中显示此桩当时测试时的相关设置信息，在结果信息区根据测试设置的信息自动计算的结果信息。注意：要根据设备存储的文件格式选择打开文件的格式
	书签293E3CF2　　　　　　　　　　5.6.2  滤波处理
	书签B0D037E0　　　　　　　　　　如信号曲线存在较多的干扰时，可以采用滤波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理；在a-ε、F-ε等界面中，采用鼠标左键点击选中某道曲线，使该通道背景变为淡蓝色，表示此道曲线作为需要处理的信号曲线。然后通过菜单或工具栏中的滤波、归零、旋归零等功能将曲线调整到满意的状态。说明：此步骤在信号曲线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忽略。
	书签96C82067　　　　　　　　　　5.6.3  曲线位置调整
	书签9723529F　　　　　　　　　　采用鼠标左键点击选中某道曲线，使该通道背景变为淡蓝色，表示此道曲线作为需要处理的信号曲线。然后通过菜单或工具栏中的曲线上移、下移、左移、右移、上旋、下旋、反向等功能将曲线调整到满意的状态。说明：此步骤在信号曲线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忽略。
	书签BFABA4A4　　　　　　　　　　5.6.4  凯斯分析
	书签4BDE50EB　　　　　　　　　　点击“功能切换”的“凯斯分析”，进入凯斯分析界面进行分析。
	书签E02B2237　　　　　　　　　　5.6.5  分析方法的确定
	书签33EA9839　　　　　　　　　　根据需要，点击“凯斯分析设置”菜单“分析方法”中的选项，选择凯斯计算方法。一般选择“阻尼系数法（RSP）”的计算方法。
	书签A57B60A9　　　　　　　　　　5.6.6  桩头、桩底、缺陷的确定
	书签44509EC2　　　　　　　　　　在“凯斯分析”界面中，一般情况下，软件自动将ZV信号曲线中峰值最大值对应的位置认定为桩头，并在“桩示意图”中画出桩头的位置。如果桩头位置是对的就不需要调整，如果桩头位置不对，将鼠标移动到判定的桩头位置处，点击鼠标左键确定桩头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峰值点”，即可确定桩头峰值位置，以红色颜色虚线表示，如果选择“起跳点”，即可确定桩头的起跳位置，以绿色颜色虚线表示；“桩示意图”中画出的桩头位置实时调整为桩头峰值对应的位置。软件自动根据测点下桩长和平均波速，判断出桩示意图的桩底位置，并在“桩示意图”中画出桩底的位置。如果判断的桩底位置不对，可以将鼠标移动到判定的桩底位置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反射点”，即可确定桩底位置，以红色颜色虚线表示；“桩示意图”中画出的桩底位置实时调整为桩底峰值对应的位置，桩底起跳位置的绿色虚线也实时调整。当要判断缺陷时，在确定桩头、桩底位置后，将鼠标移动到桩头、桩底位置之间判定为缺陷的位置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缺陷”，即可确定缺陷位置，“桩示意图”中实时调整缺陷位置。
	书签04E72FAF　　　　　　　　　　147
	书签D6EC1AB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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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AD316767　　　　　　　　　　5.6.7  参数调整
	书签CA7E3408　　　　　　　　　　在桩土信息区、传感器信息区调整相关参数，结果信息中的各项目实时调整。说明：此步骤根据是否需要，选择是否操作。
	书签2D4951BC　　　　　　　　　　5.6.8  信息的登录
	书签7A29FD82　　　　　　　　　　在工程信息区输入相应的工程信息。
	书签0D771B50　　　　　　　　　　5.6.9  单锤CASE结果保存
	书签38730718　　　　　　　　　　将分析完成的信号曲线，相关信息，点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单锤结果文件”，即可把结果保存。说明：保存格式为扩展名为.CAS的CASE结果文件。
	书签52C73024　　　　　　　　　　5.6.10  报告输出
	书签4A0D5C0C　　　　　　　　　　对分析完成的信号曲线，点击“文件”菜单中的“报告输出”，进入输出界面。选择输出的样式，调整页面设置、调整报告设置，然后可以通过点击“打印预览”，显示需要输出的页面情况。调整完成后，可以通过“导出WORD”、“打印”等操作。得到所需的报告。
	书签25EF8781　　　　　　　　　　1、检测报告
	书签051E5EDE　　　　　　　　　　工程名称:HHG3
	书签BA3CE509　　　　　　　　　　桩号:J175
	书签B45531EC　　　　　　　　　　检测日期:2011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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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E4DD00C　　　　　　　　　　工程信息工地名称:HHG3桩号:J175锤重\(kN\):0落高\(m\):2.00文件名称:K174.RPD桩参数信息总桩长\(m\):48.00容重\(kg/m^3\):2400桩径\(mm\):1000截面积\(m^2\):0.4225阻尼系数:0.40波阻抗\(kN.s/m\):3853.20平均波速\(m/s\):4024
	书签AACF2148　　　　　　　　　　传感器参数ε1\(uV/uε\):7.09ε2\(uV/uε\):7.08ε1/ε2:1.00A1\(mV/g\):3.04A2\(mV/g\):2.91A1/A2:1.04计算结果最大质点速度\(m/s\):0.73最大压应力\(MPa\):11.62桩顶最大位移\(mm\):3.30最终位移\(mm\):-11.21最大拉应力\(MPa\):2.44阻尼系数法\(kN\):3384.19最大打击力\(kN\):4969.72最大能量\(kN.m\):9.19完整性系数: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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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206611B8　　　　　　　　　　第六章  低应变分析软件用户手册
	书签BE37E468　　　　　　　　　　6.1  程序特点
	书签B3750899　　　　　　　　　　RSM低应变分析软件是为RSM系列各种低应变检测仪器配备的基桩完整性低应变反射波法检测分析软件，可以对RSM模式单速度法采集的曲线、PIT模式采集的曲线进行分析。此软件在编程上强调了操作更灵活，界面更友好。在功能上给了用户更大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a 对曲线的处理与分析：完善的滤波功能，可对采集的曲线进行后期处理，方便用户后期报告的编写。简单的操作即可完成对曲线的分析与评定，及时准确得找到桩的问题所在。b 丰富的参数设置：灵活机动的参数设置，分别可修改工程名称，检测单位，桩信息，砼等级，桩身描述等功能。c 打印版面设置：可以灵活选择时域曲线，频谱，模拟桩等为打印内容，并可选择输出的打印结果是否配以文字的分析信息。同时也可以灵活设置打印的版面：如指定打印纸四周预留的空白，指定每页输出结果的数量，打印份数，指定每页是否加上工程名称为抬头，是否在末页加上检测单位与人员，是否加入页码等。d 统计表的生成：根据分析结果，软件能够自动生成信息统计表。e 完善的文件管理功能：考虑到低应变反射波法测试往往曲线文件存盘数量巨大，数据从仪器导入电脑后，自动保存在与工程同名的文件夹中。通过软件打开该文件夹中的任意一个数据，软件自动给出该文件夹中所有数据的列表，用户可通过列表方便的浏览该工程中所有文件的曲线。对于分析结果，软件自动在原始文件名的右上角加星号进行标示，以区分结果文件和原始文件。既便于结果的输出，又便于原始文件的备案。
	书签645BABFB　　　　　　　　　　6.2  环境要求
	书签6E83B02A　　　　　　　　　　RSM低应变分析软件对计算机的要求为：CPU主频不低于133MHz、内存不小于16M、工作平台为简体中文版Window 95 有其以上版本、用户应熟悉Windows平台的基本操作与概念。
	书签697BBC7F　　　　　　　　　　6.3  软件安装与卸载
	书签1ABCCDA3　　　　　　　　　　6.3.1  软件安装
	书签76CBF814　　　　　　　　　　在Windows平台上，在随仪器设备附带的光盘中，找到RSM低应变分析软件.exe安装程序，图标为             。在此图标上双击鼠标左键，即可运行安装程序。此时出现如下安装界面：
	书签2B8DB0AB　　　　　　　　　　安装界面
	书签493BFF9B　　　　　　　　　　然后按照安装提示下一步、下一步执行下去，即可安装完毕。
	书签0D2FBCB5　　　　　　　　　　6.3.2  软件卸载
	书签D6BFC224　　　　　　　　　　在“开始”菜单的“所有程序”中找到“中岩科技”下面的“RSM低应变分析软件包”中的“卸载”，点击鼠标左键，即可进入卸载软件的界面：
	书签3FB4EB4C　　　　　　　　　　卸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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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A6D36126　　　　　　　　　　在上面界面中，选择“除去”。然后按照卸载提示下一步、下一步执行下去，即可卸载RSM低应变分析软件。
	书签975CA5BA　　　　　　　　　　6.4  数据备份
	书签E607D5D5　　　　　　　　　　将导出有低应变工程数据并需要进行分析的U盘插在计算机的U口上；把需要分析的低应变工程数据拷贝到计算机的相应目录中。
	书签546F5538　　　　　　　　　　6.5  软件界面介绍
	书签7DEBC432　　　　　　　　　　在桌面双击          图标，或在“开始”菜单的“所有程序”中找到“中岩科技”下面的“RSM低应变分析软件包”中的“RSM低应变分析程序”，点击鼠标左键，即可运行软件。进入软件的主界面。
	书签DD53C6A5　　　　　　　　　　软件主界面
	书签2FC3DFCC　　　　　　　　　　功能菜单区
	书签DEFB269E　　　　　　　　　　工具栏区
	书签DF16F72B　　　　　　　　　　曲线显示区
	书签ED01021C　　　　　　　　　　文件列表区
	书签0A552EB2　　　　　　　　　　工程信息区
	书签C13E5645　　　　　　　　　　波形信息区
	书签F94BD4B5　　　　　　　　　　桩信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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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35F92293　　　　　　　　　　频谱信息区
	书签B2322002　　　　　　　　　　在软件主界面上，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工具”菜单中的“生成单桩报告”，进入输出单桩报告界面。
	书签ABD6D666　　　　　　　　　　输出单桩报告界面
	书签599BFD06　　　　　　　　　　在软件主界面上，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工具”菜单中的“生成工程报告”，进入输出工程报告界面。
	书签62673849　　　　　　　　　　输出工程报告界面
	书签696829ED　　　　　　　　　　“生成工程报告”界面中，除对选择的结果数据统计出最大速度、最小速度、平均速度、标准差、离散系数等信息外，还能调整“打印输出样式”、“打印线型”，并且对打印的信息参数可以进行“批量输出参数修改”。
	书签433C770F　　　　　　　　　　6.6  功能说明
	书签1FC96683　　　　　　　　　　按照菜单的组织方式，详细说明软件各个功能的使用。
	书签0FF551A7　　　　　　　　　　6.6.1  文件菜单
	书签BD7421BA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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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89A62986　　　　　　　　　　菜单项
	书签2EC7A854　　　　　　　　　　操作
	书签DB98BA52　　　　　　　　　　说明
	书签440EFBA1　　　　　　　　　　打开文件
	书签F6E6F066　　　　　　　　　　另存为
	书签A7809404　　　　　　　　　　RSM文件转换
	书签1A02CF5A　　　　　　　　　　PRT文件转换成PIT
	书签CB3E1255　　　　　　　　　　导出文件当前状态Excel
	书签71A3F7DE　　　　　　　　　　选项设置
	书签D751E859　　　　　　　　　　退出
	书签C38F8C66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文件”菜单中的“打开文件”。进入到文件打开界面，找到所需要分析的低应变数据，打开文件即可
	书签DBF95C79　　　　　　　　　　打开扩展名为.PRT的原始数据文件
	书签C014BEE1　　　　　　　　　　保存
	书签E57D86C4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将当前分析完成的信号曲线的结果进行保存
	书签7F5678BA　　　　　　　　　　在文件列表中，分析完成并保存的结果文件会在原始数据文件的右上角有星号标识
	书签2A811204　　　　　　　　　　点击“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进入到另存为界面，将当前打开处理后的信号曲线另存为其他名称的文件
	书签4069441E　　　　　　　　　　原始数据文件、结果文件执行了“另存为”后均为原始数据文件
	书签00CC896A　　　　　　　　　　点击“文件”菜单中的“RSM文件转换”。进入到文件夹选择界面，找到所需要转换包含有RSM格式的文件夹，点击“确定”即可将文件夹内的RSM格式的数据转化为PRT格式的数据
	书签547ED551　　　　　　　　　　将采集的RSM格式的数据转化为PRT格式的数据，便于采用此分析软件进行分析。RSM文件转换只对文件夹进行操作，不对单个文件进行操作
	书签CF49E6E6　　　　　　　　　　点击“文件”菜单中的“PRT文件转换成PIT”，可以将PRT格式文件转换成A格式的PIT文件。进入到文件选择界面，找到所需要转换的文件，选择转换数据的方式，点击“转换”即可将选择的文件数据转化为A格式的数据
	书签759C620D　　　　　　　　　　此功能主要是方便习惯使用PIT分析软件的用户，对仪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书签024AB4C1　　　　　　　　　　点击“文件”菜单中的“导出文件当前状态Excel”，可以将当前文件各曲线的相关信息导出到Excel表格中
	书签0AD076FB　　　　　　　　　　点击进入选项设置界面
	书签72906E75　　　　　　　　　　打开过的文件列表
	书签3EEC7E75　　　　　　　　　　点击“文件”菜单中的“退出”。将停止并退出低应变分析软件
	书签EC5221AF　　　　　　　　　　选项设置-系统设置界面
	书签61CE3044　　　　　　　　　　项目
	书签0598505C　　　　　　　　　　含义
	书签9D3FF9A7　　　　　　　　　　说明
	书签29AB3E9F　　　　　　　　　　自定义波形放大系数
	书签1D0C7587　　　　　　　　　　波形左右移动点数
	书签5EC31F7B　　　　　　　　　　波形上下移动比例
	书签26BC3FC3　　　　　　　　　　细化指数（频谱分析）
	书签F6305B27　　　　　　　　　　拉伸压缩的档位设置
	书签60B2C925　　　　　　　　　　允许修改测试日期
	书签65D2C689　　　　　　　　　　自定义曲线的放大系数，在查看曲线时起作用
	书签9524DD7F　　　　　　　　　　设置曲线左右移动的点数
	书签20BC774B　　　　　　　　　　设置曲线上下移动的比例
	书签4C8E537D　　　　　　　　　　设置频率轴的细化指数
	书签18A845E2　　　　　　　　　　设置波形拉伸压缩的档位
	书签8640EDB8　　　　　　　　　　通过是否勾选，确定是否允许对测试日期进行修改
	书签52A47B34　　　　　　　　　　打勾表示允许对测试日期进行修改，不打勾表示不能对测试日期进行修改
	书签4CBF221C　　　　　　　　　　100%为当前曲线最大值
	书签5B708966　　　　　　　　　　此值必须大于1，小于等于4；根据设置的数值档位，对当前曲线进行几次拉伸、压缩操作
	书签BF14313A　　　　　　　　　　此值越小，频谱图横坐标越大，频率分辨率越低
	书签7ED3F84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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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7E6ABBB7　　　　　　　　　　选项设置-打印样式选择界面
	书签CE774D25　　　　　　　　　　项目
	书签0442521F　　　　　　　　　　含义
	书签EE40B964　　　　　　　　　　说明
	书签A0B24A23　　　　　　　　　　工程报告样式选择
	书签B1022C0F　　　　　　　　　　选择工程报告样式，如工地名、桩号、桩长等；选择波形信息内容，如长径比、纵坐标等
	书签37B59966　　　　　　　　　　可以多选
	书签DAB9EAAE　　　　　　　　　　可以多选
	书签92C0FCBF　　　　　　　　　　选择信息统计报告样式，如测试日期、施工日期等
	书签ACDB3B92　　　　　　　　　　信息统计报告样式选择
	书签3BF20E01　　　　　　　　　　选项设置-打印页面设置界面
	书签9569CC98　　　　　　　　　　项目
	书签8938D84F　　　　　　　　　　含义
	书签52911B9B　　　　　　　　　　说明
	书签AF5D7CE8　　　　　　　　　　页边距页码设置页眉/页脚设置打印机设置
	书签AD04F37B　　　　　　　　　　页边距设置，如左、上、右、下等页码设置，如页码样式、起始页码等页眉/页脚设置打印机设置，如打印机名称、设置打印机等
	书签26FAB6ED　　　　　　　　　　选项设置-显示设置界面
	书签330A97B2　　　　　　　　　　项目
	书签E1FFF934　　　　　　　　　　含义
	书签ED22C57A　　　　　　　　　　说明
	书签5FFF6CE7　　　　　　　　　　波形
	书签7EFFC663　　　　　　　　　　中心线
	书签87EACF9A　　　　　　　　　　桩长小数点设置
	书签39578B0A　　　　　　　　　　选择波形显示的颜色、线型
	书签713BBD54　　　　　　　　　　选择横轴中心线显示的颜色、线型
	书签B42DA553　　　　　　　　　　选择低应变分析软件中跟长度有关的数值小数点显示的位数
	书签6A36047C　　　　　　　　　　颜色、线型只能单选
	书签2988677E　　　　　　　　　　颜色、线型只能单选
	书签BC334F78　　　　　　　　　　此值只能在1、2、3中进行选择；如：选择1，表示所有长度数值小数点后面只显示1位小数
	书签8D4883D0　　　　　　　　　　159
	书签E44E313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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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2A5E7671　　　　　　　　　　选项设置-打印线型设置界面
	书签877586D4　　　　　　　　　　对显示、打印的各种曲线线型进行设置，可以设置实线、虚线，线型的粗细；说明：当选择为虚线形式时，线型的粗细是不能调整的。
	书签EAB2C5F6　　　　　　　　　　6.6.2  编辑菜单
	书签E29456F6　　　　　　　　　　菜单项
	书签E7166701　　　　　　　　　　操作
	书签C7A5D4F8　　　　　　　　　　恢复当前通道
	书签62530D5F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恢复当前通道”。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恢复到最原始的、未经过处理的状态
	书签9FDC872F　　　　　　　　　　恢复所有通道
	书签297170A0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恢复所有通道”。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文件中的各通道信号曲线恢复到最原始的、未经过处理的状态
	书签832D2FE9　　　　　　　　　　波形复制
	书签078AEC5B　　　　　　　　　　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波形复制”。可以对选择的当前通道信号曲线进行复制
	书签47D5DF33　　　　　　　　　　波形粘贴
	书签6DF3C62A　　　　　　　　　　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波形粘贴”。可以将复制的通道信号曲线粘贴、替换到选择的当前通道信号曲线窗口中
	书签A4B32338　　　　　　　　　　波形左移
	书签0A20723D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波形左移”。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沿着横坐标轴方向向左移动，每次移动的点数按照“系统设置”中的“波形左右移动点数”执行
	书签48357D20　　　　　　　　　　波形右移
	书签925D3130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波形右移”。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沿着横坐标轴方向向右移动，每次移动的点数按照“系统设置”中的“波形左右移动点数”执行
	书签6A9517D2　　　　　　　　　　波形上移
	书签E8B61C29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波形上移”。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信号沿着纵坐标轴方向向上移动，每次曲线上下移动比例按照“系统设置”中的“波形上下移动比例”执行
	书签7A1BE151　　　　　　　　　　波形下移
	书签8D4353D4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波形下移”。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沿着纵坐标轴方向向下移动，每次曲线上下移动比例按照“系统设置”中的“波形上下移动比例”执行
	书签4A0E6CEC　　　　　　　　　　波形反向
	书签9A434815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波形反向”。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沿着纵坐标轴方向反向处理，每点击一次通道信号曲线就反向一次，即点击偶数次，通道信号曲线方向不变
	书签0F1D6D2D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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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5401A1F2　　　　　　　　　　6.6.3  查看菜单
	书签E0EEB109　　　　　　　　　　菜单项
	书签60FCC62C　　　　　　　　　　操作
	书签E18B2F11　　　　　　　　　　波形拉伸
	书签B3391E4B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查看”菜单中的“波形拉伸”。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沿着横坐标轴方向进行拉伸，每次拉伸的多少根据“系统设置”中的“拉伸压缩的档位设置”进行操作
	书签7DDC19D8　　　　　　　　　　波形压缩
	书签7E8F41B9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查看”菜单中的“波形压缩”。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沿着横坐标轴方向进行压缩，每次压缩的多少按照“系统设置”中的“拉伸压缩的档位设置”进行操作
	书签9F158E3D　　　　　　　　　　波形放大系数
	书签8740CCD7　　　　　　　　　　点击“查看”菜单，移动鼠标到“波形放大系数”可以看见有不同比例的放大系数可供选择。当选择了一种放大系数后，可以对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按照所选择的放大系数处理后显示在当前通道注意：打开一个新的信号曲线文件，波形放大系数默认为100%
	书签70CFE410　　　　　　　　　　填充方式
	书签8700E70B　　　　　　　　　　点击“查看”菜单，移动鼠标到“填充方式”可以看见“正向填充”、“反向填充”、“双向填充”、“不填充”这几种情况可供选择，这几种填充方式只能单项选择。当选择了一种填充方式后，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文件中的各通道信号曲线按照所选择的填充方式处理后显示在各通道，并且此填充方式对后续分析的文件有效，直到更改填充方式
	书签ED89485D　　　　　　　　　　查看方式
	书签3A0314F8　　　　　　　　　　点击“查看”菜单，移动鼠标到“查看方式”可以看见“时间”、“长度”这两种情况可供选择，这两种查看方式只能单项选择。当选择了一种查看方式后，可以将当前正在分析文件的横坐标，按照所选择的查看方式进行处理，并且此查看方式对后续分析的文件有效，直到更改查看方式
	书签8D592B95　　　　　　　　　　设置平均波形
	书签D329897A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查看”菜单中的“设置平均波形”可以进入平均曲线计算选择界面。通过在需要参与平均曲线计算的各通道左边的小方框中打钩表示已选择，可以多选。平均后的曲线显示在“AVG”窗口注意：当某通道信号异常，对平均曲线会产生影响。要把异常通道的信号曲线剔除后再进行平均曲线的计算
	书签9143A9B5　　　　　　　　　　纵坐标锁定
	书签D34B9479　　　　　　　　　　点击“查看”菜单中的“纵坐标锁定”，“纵坐标锁定”的左边会在“勾选”、“不勾选”之间转换当“纵坐标锁定”处于“勾选”状态下时，当前正在分析文件中的各通道信号曲线按照统一的纵坐标标准进行绘制，这样可以对各次采集信号的强弱进行对比；当“纵坐标锁定”处于“不勾选”状态下时，当前正在分析文件中的各通道信号曲线按照自适应的纵坐标标准进行绘制
	书签44C867BD　　　　　　　　　　语言
	书签9C9D62BC　　　　　　　　　　点击“查看”菜单，移动鼠标到“语言”可以看见“英文”、“简体中文”这两种情况可供选择，这两种查看方式只能单项选择。当选择了一种语言方式后，需要更改为另一种语言方式，必须退出软件后重新打开软件才能生效。并且此语言方式对后续分析的文件有效，直到更改语言方式
	书签26106A3B　　　　　　　　　　桩头位置
	书签733BD118　　　　　　　　　　根据计算模式的选择，桩头位置选择不同。当选择的是“固定时间差”模式时，“桩头位置”默认为“峰值”方式，不能修改；当选择的是“变化时间差”模式时，“桩头位置”可以有“峰值”、“起始点”的选择
	书签92E91CFD　　　　　　　　　　计算模式
	书签DDFFD9FF　　　　　　　　　　点击“查看”菜单，移动鼠标到“计算模式”可以看见“固定时间差”、“变化时间差”这两种情况可供选择，这两种查看方式只能单项选择。当选择了“固定时间差”的计算模式后，必须知道“桩长”或“波速”中的任意一个参数，然后根据曲线判断桩头、桩底的时间，来计算“波速”或“桩长”。如果在“桩信息区域”中，桩长、波速这两个参数中有一个窗口是蓝色的，表示这个参数已知，另一个参数属于要求的参数。当选择了“变化时间差”的计算模式后，通过调整“桩信息区域”中的“桩长”、“波速”这两个参数，改变桩的示意图，使桩头、桩底的位置和信号曲线中桩头、桩底的位置相对应。当选择了一种计算模式后，此计算模式运用在当前正在分析的通道信号曲线，并且对后续分析的文件有效，直到更改计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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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18200464　　　　　　　　　　点击“视图”菜单，可以看见“主视图”、“单波视图”、“频谱视图”这三种视图方式可供选择，另外的相位视图暂时不能选择。“主视图”、“单波视图”、“频谱视图”这三种视图方式只能单项选择
	书签9B52D319　　　　　　　　　　点击“视图”菜单，可以看见“主面板”、“工具栏”、“状态栏”这三种功能。当点击相应的功能，此功能的左边会在“勾选”、“不勾选”之间转换
	书签7B83C9DC　　　　　　　　　　单波视图界面
	书签C9667717　　　　　　　　　　频谱视图界面
	书签27CEBFAA　　　　　　　　　　165
	书签5426FAC6　　　　　　　　　　164

	页 33
	书签8F372801　　　　　　　　　　6.6.5  处理菜单
	书签7B6E3863　　　　　　　　　　菜单项	
	书签8CEFEF2F　　　　　　　　　　操作	
	书签3A3F03EE　　　　　　　　　　说明
	书签1AF35D08　　　　　　　　　　撤销缺陷
	书签36909A95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处理”菜单中的“撤销缺陷”，将撤销在当前分析文件中最后一次判断的缺陷
	书签5233EDD4　　　　　　　　　　撤销所有缺陷
	书签5B36660A　　　　　　　　　　点击工具栏中    图标，或点击“处理”菜单中的“撤销所有缺陷”，将撤销在当前分析文件中判断的所有缺陷
	书签CEECBC91　　　　　　　　　　只能在当前正在分析的文件中通道信号曲线判断有缺陷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否则此功能不能使用
	书签8A4B5EC0　　　　　　　　　　小波分析
	书签C16C665A　　　　　　　　　　点击“处理”菜单中的“小波分析”，将进入小波分析界面，对当前正在分析文件中通道信号曲线进行小波分析
	书签2627DBB3　　　　　　　　　　点击“处理”菜单中的“积分”，对当前正在分析通道的速度信号曲线进行积分处理，处理后的位移信号曲线显示在当前通道中
	书签7C2579E1　　　　　　　　　　积分
	书签A052FFA7　　　　　　　　　　微分
	书签24EA1F36　　　　　　　　　　点击“处理”菜单中的“微分”，对当前正在分析通道的速度信号曲线进行微分处理，处理后的加速度信号曲线显示在当前通道中
	书签E7DEE972　　　　　　　　　　不论进行积分还是微分处理，通道信号曲线只能显示速度信号、加速度信号、位移信号中的一种信号
	书签A6411B46　　　　　　　　　　数字滤波
	书签7A5FF1BA　　　　　　　　　　点击“处理”菜单中的“数字滤波”，进入数字滤波界面。分别输入高通、低通频率，点击“确定”，即可对当前正在分析通道的速度信号曲线进行滤波处理，处理后的信号曲线显示在当前通道中。同“波形信息区域”中的低通滤波、高通滤波操作。“波形信息区域”中的低通滤波、高通滤波还存在“单个记录”、“单根桩体”、“整个工程”的选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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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0024BED6　　　　　　　　　　6.7.6  固定参数的输入
	书签0432BA02　　　　　　　　　　根据自己的习惯或基桩的信息，将一些不变的参数通过“固定参数”的形式确定，避免影响后续的分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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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F8E561FB　　　　　　　　　　在“主视图”、“单波视图”、“频谱视图”中，一般情况下，软件自动将信号曲线中峰值最大值对应的位置认定为桩头，并在“桩示意图”中画出桩头的位置。如果桩头位置是对的就不需要调整，如果桩头位置不对，当实际需要判定的桩头位置在软件自动认定的桩头位置之前时，将鼠标移动到判定的桩头位置处，点击鼠标左键即可确定桩头位置；当实际需要判定的桩头位置在软件自动认定的桩头位置之后时，将鼠标移动到判定的桩头位置处，点击鼠标左键就会弹出窗口，移动鼠标并用鼠标左键点击窗口中的“桩头”，即可确定桩头位置；“桩示意图”中画出的桩头位置实时调整。1、当采用“固定时间差”的计算模式时，软件自动根据预设桩长和预设波速，判断出桩示意图的桩底位置，并在“桩示意图”中画出桩底的位置。如果判断的桩底位置不对，可以将鼠标移动到判定的桩底位置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窗口，移动鼠标并用鼠标左键点击窗口中桩底类型中的对应选项，即可确定桩底位置和桩底形状；“桩示意图”中画出的桩底位置实时调整。2、当采用“变化时间差”的计算模式时，通过调整“桩信息区域”中的“桩长”、“波速”这两个参数，并回车确定后，改变桩的示意图，使桩头、桩底的位置和信号曲线中判定的桩头、桩底位置相对应。当要判断缺陷时，只能采用“固定时间差”的计算模式。在确定桩头、桩底位置后，将鼠标移动到桩头、桩底位置之间判定为缺陷的位置处，点击鼠标左键，弹出窗口，移动鼠标并用鼠标左键点击窗口中选择缺陷类型中的对应选项，然后选择缺陷严重程度中的相应选项，即可确定缺陷位置和缺陷类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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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F1F1BF56　　　　　　　　　　1_J_2_2
	书签1B64813E　　　　　　　　　　检测单位
	书签4B1524D3　　　　　　　　　　测试人
	书签4ED95F47　　　　　　　　　　检测日期
	书签32C54300　　　　　　　　　　2010-12-02
	书签044FD32A　　　　　　　　　　检测依据
	书签311E182F　　　　　　　　　　JGJ 106-2003
	书签D912ECB2　　　　　　　　　　审核人
	书签B057D742　　　　　　　　　　施工日期
	书签8FFE025B　　　　　　　　　　2009-08-06
	书签03398BDA　　　　　　　　　　测试仪器
	书签CCDD504C　　　　　　　　　　RSM-P
	书签E8C5E112　　　　　　　　　　DTB
	书签F2F84FED　　　　　　　　　　桩型
	书签CB282031　　　　　　　　　　设计强度
	书签8B85CB9D　　　　　　　　　　等级
	书签EA5FF5E9　　　　　　　　　　C15
	书签2E89E61A　　　　　　　　　　设计桩径
	书签AB0DD67D　　　　　　　　　　（
	书签E86F1251　　　　　　　　　　mm
	书签3932D42B　　　　　　　　　　）
	书签61B0F1D6　　　　　　　　　　400
	书签84B150D3　　　　　　　　　　设计庄顶标高
	书签81A8BEEB　　　　　　　　　　（
	书签A9706050　　　　　　　　　　m
	书签190B982C　　　　　　　　　　）
	书签B3ED8533　　　　　　　　　　-
	书签DCE0BFE4　　　　　　　　　　设计桩端标高
	书签DD23C22F　　　　　　　　　　（
	书签4E3D8BA7　　　　　　　　　　m
	书签0ACF4BA9　　　　　　　　　　）
	书签9D12E78D　　　　　　　　　　-
	书签C4D27B8B　　　　　　　　　　实测桩顶标高
	书签CB69C753　　　　　　　　　　（
	书签E8B6E9D0　　　　　　　　　　m
	书签8934753C　　　　　　　　　　）
	书签7CFADFE6　　　　　　　　　　-
	书签4E06D058　　　　　　　　　　原始测试曲线：
	书签8C8D1243　　　　　　　　　　距桩顶
	书签00A4DF67　　　　　　　　　　3.99m
	书签3E9FC634　　　　　　　　　　缩径。
	书签8939FA19　　　　　　　　　　提交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书签4A760A7F　　　　　　　　　　173
	书签A2ED0DC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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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23515E45　　　　　　　　　　低应变反射波法单桩检测报告单（格式2）
	书签13F7F6A5　　　　　　　　　　编号：
	书签61540640　　　　　　　　　　工程名称
	书签D39DC6BA　　　　　　　　　　桩号
	书签2C7BF49E　　　　　　　　　　2
	书签B3B4090D　　　　　　　　　　检测单位
	书签33678523　　　　　　　　　　测试人
	书签47640C69　　　　　　　　　　测试日期
	书签D2B32A22　　　　　　　　　　2007-09-03
	书签CEA415C7　　　　　　　　　　检测依据
	书签989FD706　　　　　　　　　　JGJ106-2014
	书签E4E6AA52　　　　　　　　　　审核人
	书签48A37D0A　　　　　　　　　　2、工程检测报告
	书签02F34B70　　　　　　　　　　3、检测结果汇总表
	书签A4B6AC62　　　　　　　　　　175
	书签40A2787F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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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AFBB5553　　　　　　　　　　第七章  附加资料
	书签8D77C02B　　　　　　　　　　7.1  规程规范摘抄
	书签5F6FE6EF　　　　　　　　　　7.1.1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14）摘抄
	书签78D73AB6　　　　　　　　　　低应变法
	书签B4A319B0　　　　　　　　　　8.1  一 般 规 定8.1.1 本方法适用于检测混凝土桩的桩身完整性，判定桩身缺陷的程度及位置。桩的有效检测桩长范围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8.1.2 对桩身截面多变且变化幅度较大的灌注桩，应采用其他方法辅助验证低应变法检测的有效性。8.2  仪 器 设 备8.2.1 检测仪器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基桩动测仪》JG/T 3055的有关规定。8.2.2 瞬态激振设备应包括能激发宽脉冲和窄脉冲的力锤和锤垫；力锤可装有力传感器；稳态激振设备应为电磁式稳态激振器，其激振力可调，扫频范围为10Hz～2000Hz。8.3  现 场 检 测8.3.1 受检桩应符合下列规定：1 桩身强度应符合本规范第3.2.5条第1款的规定；2 桩头的材质、强度应与桩身相同，桩头的截面尺寸不宜与桩身有明显差异；3 桩顶面应平整、密实，并与桩轴线基本垂直。8.3.2 测试参数设定，应符合下列规定：1时域信号记录的时间段长度应在2L/c时刻后延续不少于5ms；幅频信号分析的频率范围上限不应小于2000Hz；2设定桩长应为桩顶测点至桩底的施工桩长，设定桩身截面积应为施工截面积；3桩身波速可根据本地区同类型桩的测试值初步设定；4采样时间间隔或采样频率应根据桩长、桩身波速和频域分辨率合理选择；时域信号采样点数不宜少于1024点；5 传感器的设定值应按计量检定或校准结果设定。8.3.3 测量传感器安装和激振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1 安装传感器部位的混凝土应平整；传感器安装应与桩顶面垂直；用耦合剂粘结时，应具有足够的粘结强度；2 激振点与测量传感器安装位置应避开钢筋笼的主筋影响；3 激振方向应沿桩轴线方向；4 瞬态激振应通过现场敲击试验，选择合适重量的激振力锤和软硬适宜的锤垫；宜用宽脉冲获取桩底或桩身下部缺陷反射信号，宜用窄脉冲获取桩身上部缺陷反射信号；5 稳态激振应在每一个设定频率下获得稳定响应信号，并应根据桩径、桩长及桩周土约束情况调整激振力大小。8.3.4 信号采集和筛选，应符合下列规定：1 根据桩径大小，桩心对称布置2个～4个安装传感器的检测点：实心桩的激振点应选择在桩中心，检测点宜在距桩中心2/3半径处；空心桩的激振点和检测点宜为桩壁厚的1/2处，激振点和检测点与桩中心连线形成的夹角宜为90°；2 当桩径较大或桩上部横截面尺寸不规则时，除应按上款在规定的激振点和检测点位置采集信号外，尚应根据实测信号特征，改变激振点和检测点的位置采集信号；3 不同检测点及多次实测时域信号一致性较差时，应分析原因，增加检测点数量；4 信号不应失真和产生零漂，信号幅值不应大于测量系统的量程； 5 每个检测点记录的有效信号数不宜少于3个；6 应根据实测信号反映的桩身完整性情况，确定采取变换激振点位置和增加检测点数量的方式再次测试，或结束测试。8.4  检测数据分析与判定8.4.1 桩身波速平均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1当桩长已知、桩底反射信号明确时，应在地基条件、桩型、成桩工艺相同的基桩中，选取不少于5根Ⅰ类桩的桩身波速值，按下列公式计算其平均值：
	书签42DFD8E1　　　　　　　　　　å
	书签257773D6　　　　　　　　　　=
	书签BEA85B92　　　　　　　　　　=
	书签1AFD901B　　　　　　　　　　n
	书签0293AB8C　　　　　　　　　　i
	书签B9B8767F　　　　　　　　　　i
	书签57E72FA0　　　　　　　　　　c
	书签F1B53434　　　　　　　　　　n
	书签DF0C9683　　　　　　　　　　c
	书签4A5FDE36　　　　　　　　　　1
	书签F780E236　　　　　　　　　　m
	书签9558E609　　　　　　　　　　1
	书签5E731326　　　　　　　　　　（8.4.1-1）
	书签9B2C8EE9　　　　　　　　　　T
	书签43F3E283　　　　　　　　　　L
	书签2E6C8997　　　　　　　　　　c
	书签C1E0E646　　　　　　　　　　i
	书签CB8E9376　　　　　　　　　　D
	书签C924F8A2　　　　　　　　　　=
	书签C2BE675C　　　　　　　　　　2000
	书签F445F7FB　　　　　　　　　　（8.4.1-2）
	书签185AE2C5　　　　　　　　　　f
	书签5C472242　　　　　　　　　　L
	书签D20BDA8B　　　　　　　　　　c
	书签86EDC4EC　　　　　　　　　　i
	书签39D0DE6B　　　　　　　　　　D
	书签2AB9365F　　　　　　　　　　×
	书签775E3B29　　　　　　　　　　=
	书签CB9D519A　　　　　　　　　　2
	书签B1CEEA0D　　　　　　　　　　（8.4.1-3）
	书签8F041B99　　　　　　　　　　177
	书签25C06151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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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628BB5B　　　　　　　　　　式中 Cm——桩身波速的平均值（m/s）；         Ci—— 第i根受检桩的桩身波速值（m/s），且︱ci－cm︱/cm不宜大于5%；         L ——测点下桩长（m）；      ΔT ——速度波第一峰与桩底反射波峰间的时间差（ms）；      Δ f —— 幅频曲线上桩底相邻谐振峰间的频差（Hz）；           n ——参加波速平均值计算的基桩数量（n≥5）。2 无法满足本条第1款要求时，波速平均值可根据本地区相同桩型及成桩工艺的其他桩基工程的实测值，结合桩身混凝土的骨料品种和强度等级综合确定。8.4.2 桩身缺陷位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书签4911B164　　　　　　　　　　c
	书签6C4691F7　　　　　　　　　　t
	书签B155C45D　　　　　　　　　　x
	书签FCEC5078　　　　　　　　　　×
	书签F42FB6FB　　　　　　　　　　D
	书签01A77B61　　　　　　　　　　×
	书签60F84A6E　　　　　　　　　　=
	书签8C9AD6D0　　　　　　　　　　x
	书签A4A5FC5A　　　　　　　　　　2000
	书签A25042BB　　　　　　　　　　1
	书签4DEAF271　　　　　　　　　　（8.4.2-1）
	书签ADC7415D　　　　　　　　　　f
	书签56A106C4　　　　　　　　　　c
	书签3D7EC2F7　　　　　　　　　　x
	书签9CFF8E3C　　　　　　　　　　¢
	书签DC8CAEEB　　　　　　　　　　D
	书签A12C9687　　　　　　　　　　×
	书签589DFCCF　　　　　　　　　　=
	书签9EF79F1B　　　　　　　　　　2
	书签43852619　　　　　　　　　　1
	书签3BD31EEC　　　　　　　　　　（8.4.2-2）
	书签E3188FFA　　　　　　　　　　式中   x ——桩身缺陷至传感器安装点的距离（m）；          Δtx——速度波第一峰与缺陷反射波峰间的时间差（ms）；           c ——受检桩的桩身波速（m/s），无法确定时可用桩身波速的平均值替代；        Δ f ′——幅频信号曲线上缺陷相邻谐振峰间的频差（Hz）。8.4.3  桩身完整性类别应结合缺陷出现的深度、测试信号衰减特性以及设计桩型、成桩工艺、地基条件、施工情况，按本规范表3.5.1和表8.4.3所列时域信号特征或幅频信号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判定。
	书签3B4A6A08　　　　　　　　　　表8.4.3  桩身完整性判定
	书签3C15F63D　　　　　　　　　　类别
	书签68AA761C　　　　　　　　　　时域信号特征
	书签10FB0979　　　　　　　　　　幅频信号特征
	书签513563D5　　　　　　　　　　Ⅰ
	书签1BF345C2　　　　　　　　　　Ⅱ
	书签ADE3969D　　　　　　　　　　Ⅲ
	书签261FEC2A　　　　　　　　　　桩底谐振峰排列基本等间距，其相邻频差Δ f≈ c/2L
	书签FE930D84　　　　　　　　　　2L/c时刻前无缺陷反射波，有桩底反射波
	书签FFB113A3　　　　　　　　　　2L/c时刻前出现轻微缺陷反射波，有桩底反射波
	书签5F3308EA　　　　　　　　　　桩底谐振峰排列基本等间距，其相邻频差Δ f≈c/2L，轻微缺陷产生的谐振峰与桩底谐振峰之间的频差Δ f ′ > c/2L
	书签CA95FD5C　　　　　　　　　　有明显缺陷反射波，其他特征介于Ⅱ类和Ⅳ类之间
	书签1E609657　　　　　　　　　　Ⅳ
	书签193D3BA8　　　　　　　　　　2L/c时刻前出现严重缺陷反射波或周期性反射波，无桩底反射波；或因桩身浅部严重缺陷使波形呈现低频大振幅衰减振动，无桩底反射波
	书签65167954　　　　　　　　　　缺陷谐振峰排列基本等间距，相邻频差Δ f ′ > c/2L，无桩底谐振峰；或因桩身浅部严重缺陷只出现单一谐振峰，无桩底谐振峰
	书签12E77D6B　　　　　　　　　　注：对同一场地、地基条件相近、桩型和成桩工艺相同的基桩，因桩端部分桩身阻抗与持力层阻抗相匹配导致实测信号无桩底反射波时，可按本场地同条件下有桩底反射波的其他桩实测信号判定桩身完整性类别。
	书签70F32BB8　　　　　　　　　　8.4.4 采用时域信号分析判定受检桩的完整性类别时，应结合成桩工艺和地基条件区分下列情况：1  混凝土灌注桩桩身截面渐变后恢复至原桩径并在该阻抗突变处的反射，或扩径突变处的一次和二次反射；2  桩侧局部强土阻力引起的混凝土预制桩负向反射及其二次反射；3  采用部分挤土方式沉桩的大直径开口预应力管桩，桩孔内土芯闭塞部位的负向反射及其二次反射；4  纵向尺寸效应使混凝土桩桩身阻抗突变处的反射波幅值降低。当信号无畸变且不能根据信号直接分析桩身完整性时，可采用实测曲线拟合法辅助判定桩身完整性或借助实测导纳值、动刚度的相对高低辅助判定桩身完整性。8.4.5 当按本规范第8.3.3条第4款的规定操作不能识别桩身浅部阻抗变化趋势时，应在测量桩顶速度响应的同时测量锤击力，根据实测力和速度信号起始峰的比例差异大小判断桩身浅部阻抗变化程度。8.4.6 对于嵌岩桩，桩底时域反射信号为单一反射波且与锤击脉冲信号同向时，应采取钻芯法、静载试验或高应变法核验桩端嵌岩情况。8.4.7 预制桩在2L/c前出现异常反射，且不能判断该反射是正常接桩反射时，可按本规范第3.4.3条进行验证检测。实测信号复杂，无规律，且无法对其进行合理解释时，桩身完整性判定宜结合其他检测方法进行。8.4.8 低应变检测报告应给出桩身完整性检测的实测信号曲线。8.4.9 检测报告除应包括本规范第3.5.3条规定的内容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1 桩身波速取值；2 桩身完整性描述、缺陷的位置及桩身完整性类别；3 时域信号时段所对应的桩身长度标尺、指数或线性放大的范围及倍数；或幅频信号曲线分析的频率范围、桩底或桩身缺陷对应的相邻谐振峰间的频差。
	书签71F5521F　　　　　　　　　　179
	书签BB828075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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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93F337D6　　　　　　　　　　高应变法
	书签E05C38DD　　　　　　　　　　9.1  一 般 规 定9.1.1 本方法适用于检测基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监测预制桩打入时的桩身应力和锤击能量传递比，为选择沉桩工艺参数及桩长提供依据。对于大直径扩底桩和预估Q - s曲线具有缓变型特征的大直径灌注桩，不宜采用本方法进行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9.1.2 进行灌注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时，应具有现场实测经验和本地区相近条件下的可靠对比验证资料。9.2  仪 器 设 备9.2.1 检测仪器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不应低于现行行业标准《基桩动测仪》JG/T 3055规定的2级标准。9.2.2 锤击设备可采用筒式柴油锤、液压锤、蒸汽锤等具有导向装置的打桩机械，但不得采用导杆式柴油锤、振动锤。9.2.3 高应变检测专用锤击设备应具有稳固的导向装置。重锤应形状对称，高径（宽）比不得小于1。9.2.4 当采取落锤上安装加速度传感器的方式实测锤击力时，重锤的高径（宽）比应为1.0～1.5。9.2.5 采用高应变法进行承载力检测时，锤的重量与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的比值不得小于0.02。9.2.6 当作为承载力检测的灌注桩桩径大于600mm或混凝土桩桩长大于30m时，尚应对桩径或桩长增加引起的桩-锤匹配能力下降进行补偿，在符合本规范第9.2.5条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检测用锤的重量。9.2.7 桩的贯入度可采用精密水准仪等仪器测定。9.3  现 场 检 测9.3.1 检测前的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1  对于不满足本规范表3.2.5规定的休止时间的预制桩，应根据本地区经验，合理安排复打时间，确定承载力的时间效应；2  桩顶面应平整，桩顶高度应满足锤击装置的要求，桩锤重心应与桩顶对中，锤击装置架立应垂直；3  对不能承受锤击的桩头应进行加固处理，混凝土桩的桩头处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规定；4  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本规范附录F的规定；5  桩头顶部应设置桩垫，桩垫可采用10mm～30mm厚的木板或胶合板等材料。9.3.2  参数设定和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1  采样时间间隔宜为50μs～200μs，信号采样点数不宜少于1024点；2  传感器的设定值应按计量检定或校准结果设定；3  自由落锤安装加速度传感器测力时，力的设定值由加速度传感器设定值与重锤质量的乘积确定；4  测点处的桩截面尺寸应按实际测量确定；5  测点以下桩长和截面积可采用设计文件或施工记录提供的数据作为设定值；6  桩身材料质量密度应按表9.3.2取值；
	书签7729F0E4　　　　　　　　　　表9.3.2  桩身材料质量密度（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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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83A1CAE0　　　　　　　　　　7  桩身波速可结合本地经验或按同场地同类型已检桩的平均波速初步设定，现场检测完成后应按本规范第9.4.3条进行调整；8  桩身材料弹性模量应按下式计算：                       E = ρ · c2                          \(9.3.2\) 式中：E——桩身材料弹性模量（kPa）；          c ——桩身应力波传播速度（m/s）；         ρ——桩身材料质量密度（t/m3）。9.3.3  现场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1  交流供电的测试系统应接地良好，检测时测试系统应处于正常状态；2  采用自由落锤为锤击设备时，应符合重锤低击原则，最大锤击落距不宜大于2.5m； 3  试验目的为确定预制桩打桩过程中的桩身应力、沉桩设备匹配能力和选择桩长时，应按本规范附录G执行；4  现场信号采集时，应检查采集信号的质量，并根据桩顶最大动位移﹑贯入度、桩身最大拉应力、桩身最大压应力、缺陷程度及其发展情况等，综合确定每根受检桩记录的有效锤击信号数量；5  发现测试波形紊乱，应分析原因；桩身有明显缺陷或缺陷程度加剧，应停止检测。9.3.4  承载力检测时应实测桩的贯入度，单击贯入度宜为2mm～6mm。9.4  检测数据分析与判定9.4.1  检测承载力时选取锤击信号，宜取锤击能量较大的击次。9.4.2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高应变锤击信号不得作为承载力分析计算的依据：1  传感器安装处混凝土开裂或出现严重塑性变形使力曲线最终未归零；2  严重锤击偏心，两侧力信号幅值相差超过1倍；3  四通道测试数据不全。9.4.3  桩底反射明显时，桩身波速可根据速度波第一峰起升沿的起点到速度反射峰起升或下降沿的起点之间的时差与已知桩长值确定（图9.4.3）；桩底反射信号不明显时，可根据桩长、混凝土波速的合理取值范围以及邻近桩的桩身波速值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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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13699164　　　　　　　　　　9.4.4  桩身材料弹性模量和锤击力信号的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1  当测点处原设定波速随调整后的桩身波速改变时，相应的桩身材料弹性模量应按本规范式（9.3.2）重新计算；2  对于采用应变传感器测量应变并由应变换算冲击力的方式，当原始力信号按速度单位存储时，桩身材料弹性模量调整后尚应对原始实测力值校正；3  对于采用自由落锤安装加速度传感器实测锤击力的方式，当桩身材料弹性模量或桩身波速改变时，不得对原始实测力值进行调整，但应扣除响应传感器安装点以上的桩头惯性力影响。9.4.5  高应变实测的力和速度信号第一峰起始段不成比例时，不得对实测力或速度信号进行调整。9.4.6  承载力分析计算前，应结合地基条件﹑设计参数，对下列实测波形特征进行定性检查：1  实测曲线特征反映出的桩承载性状；2  桩身缺陷程度和位置，连续锤击时缺陷的扩大或逐步闭合情况。9.4.7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静载试验方法进一步验证：1  桩身存在缺陷，无法判定桩的竖向承载力； 2  桩身缺陷对水平承载力有影响；3  触变效应的影响，预制桩在多次锤击下承载力下降；4  单击贯入度大，桩底同向反射强烈且反射峰较宽，侧阻力波﹑端阻力波反射弱，波形表现出的桩竖向承载性状明显与勘察报告中的地基条件不符合；5  嵌岩桩桩底同向反射强烈，且在时间2L/c后无明显端阻力反射；也可采用钻芯法核验。9.4.8  采用凯司法判定中、小直径桩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1  桩身材质、截面应基本均匀。2  阻尼系数Jc宜根据同条件下静载试验结果校核，或应在已取得相近条件下可靠对比资料后，采用实测曲线拟合法确定Jc值，拟合计算的桩数不应少于检测总桩数的30%，且不应少于3根。3  在同一场地、地基条件相近和桩型及其截面积相同情况下，Jc值的极差不宜大于平均值的30%。4  单桩承载力应按下列凯司法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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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6F573E4　　　　　　　　　　式中：Rc──凯司法单桩承载力计算值（kN）；          Jc──凯司法阻尼系数；           t1──速度第一峰对应的时刻；          F\(t1\)──t1时刻的锤击力（kN）；          V\(t1\)──t1时刻的质点运动速度（m/s）；          Z──桩身截面力学阻抗（kN·s/m）；          A──桩身截面面积（m2）；          L──测点下桩长（m）。5  对于t1+2L/c时刻桩侧和桩端土阻力均已充分发挥的摩擦型桩，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值可采用式（9.4.8-1）的计算值。6  对于土阻力滞后于t1+2L/c时刻明显发挥或先于t1+2L/c时刻发挥并产生桩中上部强烈反弹这两种情况，宜分别采用下列方法对式（9.4.8-1）的计算值进行提高修正，得到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值：1） 将t1延时，确定Rc的最大值；2） 计入卸载回弹的土阻力，对Rc值进行修正。9.4.9  采用实测曲线拟合法判定桩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1  所采用的力学模型应明确、合理，桩和土的力学模型应能分别反映桩和土的实际力学性状，模型参数的取值范围应能限定；2  拟合分析选用的参数应在岩土工程的合理范围内；3  曲线拟合时间段长度在t1+2L/c时刻后延续时间不应小于20ms；对于柴油锤打桩信号，在t1+2L/c时刻后延续时间不应小于30ms；4  各单元所选用的土的最大弹性位移sq值不应超过相应桩单元的最大计算位移值；5  拟合完成时，土阻力响应区段的计算曲线与实测曲线应吻合，其他区段的曲线应基本吻合；6  贯入度的计算值应与实测值接近。9.4.10  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Ra应按本方法得到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值的50%取值。9.4.11  桩身完整性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判定：1  采用实测曲线拟合法判定时，拟合所选用的桩、土参数应符合本规范第9.4.9条第1～2款的规定；根据桩的成桩工艺，拟合时可采用桩身阻抗拟合或桩身裂隙以及混凝土预制桩的接桩缝隙拟合；2  等截面桩且缺陷深度x以上部位的土阻力Rx未出现卸载回弹时，桩身完整性系数β和桩身缺陷位置x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桩身完整性可按表9.4.11并结合经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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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4910736D　　　　　　　　　　9.4.12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桩身完整性宜按地基条件和施工工艺，结合实测曲线拟合法或其他检测方法综合判定：1  桩身有扩径；2  混凝土灌注桩桩身截面渐变或多变；3  力和速度曲线在第一峰附近不成比例，桩身浅部有缺陷；4  锤击力波上升缓慢；5  本规范第9.4.11条第2款的情况：缺陷深度x以上部位的土阻力Rx出现卸载回弹。9.4.13  桩身最大锤击拉、压应力和桩锤实际传递给桩的能量，应分别按本规范附录G的公式进行计算。9.4.14  高应变检测报告应给出实测的力与速度信号曲线。9.4.15  检测报告除应包括本规范第3.5.3条规定的内容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1  计算中实际采用的桩身波速值和Jc值；2  实测曲线拟合法所选用的各单元桩和土的模型参数、拟合曲线、土阻力沿桩身分布图；3  实测贯入度；4  试打桩和打桩监控所采用的桩锤型号、桩垫类型，以及监测得到的锤击数、桩侧和桩端静阻力、桩身锤击拉应力和压应力、桩身完整性以及能量传递比随入土深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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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03A829B5　　　　　　　　　　7.1.2  《公路工程基桩动测技术规程JTG/T F81-01-2004》摘抄
	书签E6A15D2B　　　　　　　　　　4  低应变反射波法4.1  适用范围4.1.1  本方法是通过分析实测桩顶速度响应信号的特征来检测桩身的完整性，判定桩身缺陷位置及影响程度，判断桩端嵌固情况。4.1.2  本方法适用于混凝土灌注桩和预制桩等刚性材料桩的桩身完整性检测。4.1.3  使用本方法时，被检桩的桩端反射信号应能有效识别。4.2  检测仪器与设备4.2.1  检测系统包括信号采集及处理仪、传感器、激振设备和专用附件。4.2.2  信号采集及处理仪应符合下列规定：1  数据采集装置的模-数转换器不得低于12bit。2  采样间隔宜为10～500μs，可调。3  单通道采样点不少于1024点。4  放大器增益宜大于60dB，可调，线性度良好，其频响范围应满足5Hz～5kHz。4.2.3  传感器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传感器宜选用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或磁电式速度传感器，频响曲线的有效范围应覆盖整个测试信号的频带范围。2  加速度传感器的电压灵敏度应大于100mV/g，电荷灵敏度应大于200PC/g，上限频率不应小于5kHz，安装谐振频率不应小于6kHz，量程应大于100g。3  速度传感器的固有谐振频率不应大于30Hz，灵敏度应大于200mV/cm/s，上限频率不应小于1.5 kHz，安装谐振频率不应小于1.5kHz。4.2.4  根据桩型和检测目的，宜选择不同材质和质量的力锤或力棒，以获得所需的激振频率和能量。4.3  现场检测技术4.3.1  检测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1  检测前应按本规程第3.3.1条的规定搜集有关技术资料。2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激振设备、传感器及检测仪，检查测试系统各部分之间是否连接良好，确认整个测试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3  桩顶应凿至新鲜混凝土面，并用打磨机将测点和激振点磨平。4  应测量并记录桩顶截面尺寸。5  混凝土灌注桩的检测宜在成桩14d以后进行。6  打入或静压式预制桩的检测应在相邻桩打完后进行。4.3.2  传感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1  传感器的安装可采用石膏、黄油、橡皮泥等耦合剂，粘结应牢固，并与桩顶面垂直。2  对混凝土灌注桩，传感器宜安装在距桩中心1/2 ~ 2/3半径处，且距离桩的主筋不宜小于50mm。当桩径不大于1000mm时不宜少于2个测点；当桩径大于1000mm时不宜少于4个测点。3  对混凝土预制桩，当边长不大于600mm时不宜少于2个测点；当边长大于600mm时不宜少于3个测点。4  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不应少于2个测点。4.3.3  激振时应符合下列规定：1  混凝土灌注桩、混凝土预制桩的激振点宜在桩顶中心部位；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的激振点和传感器安装点与桩中心连线的夹角不应小于45°。2  激振锤和激振参数宜通过现场对比试验选定。短桩或浅部缺陷桩的检测宜采用轻锤短脉冲激振；长桩、大直径桩或深部缺陷桩的检测宜采用重锤宽脉冲激振，也可采用不同的锤垫来调整激振脉冲宽度。3  采用力棒激振时，应自由下落；采用力锤敲击时，应使其作用力方向与桩顶面垂直。4.3.4  检测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1  采样频率和最小的采样长度应根据桩长和波形分析确定。2  各测点的重复检测次数不应少于3次，且检测波形具有良好的一致性。3  当干扰较大时，可采用信号增强技术进行重复激振，提高信噪比；当信号一致性差时，应分析原因，排除人为和检测仪器等干扰因素，重新检测。4  对存在缺陷的桩应改变检测条件重复检测，相互验证。4.4  检测数据分析与判定4.4.1  桩身完整性分析宜以时域曲线为主，辅以频域分析，并结合施工情况、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和波型特征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定。4.4.2  桩身波速平均值的确定：1  当桩长已知、桩端反射信号明显时，选取相同条件下不少于5根I类桩的桩身波速按下式计算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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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FF6B8A31　　　　　　　　　　2
	书签0B968450　　　　　　　　　　（4.4.2-2）
	书签B9A00E41　　　　　　　　　　式中  cm——桩身波速的平均值（m/s）；         ci——第i根桩的桩身波速计算值（m/s）；         L ——完整桩桩长（m）；        ΔT——时域信号第一峰与桩端反射波峰间的时间差（ms）；        Δ f—— 幅频曲线桩端相邻谐振峰间的频差（Hz），计算时不宜取第一与第二峰；        n——基桩数量（n≥5）。2  当桩身波速平均值无法按上款确定时，可根据本地区相同桩型及施工工艺的其他桩基工程的测试结果，并结合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与实践经验综合确定。4.4.3  桩身缺陷位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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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D9222B90　　　　　　　　　　1
	书签4B1BEAB8　　　　　　　　　　（4.4.3）
	书签F44D32E1　　　　　　　　　　式中   x——测点至桩身缺陷之间的距离（m）；          Δtx——时域信号第一峰与缺陷反射波峰间的时间差（ms）；         Δ f ′——幅频曲线所对应缺陷的相邻谐振峰间的频差（Hz）；         c——桩身波速（m/s），无法确定时用cm值替代。4.4.4  混凝土灌注桩采用时域信号分析时，应结合有关施工和岩土工程勘察资料，正确区分由扩径处产生的二次同相反射与因桩身截面渐扩后急速恢复至原桩径处的一次同相反射，以避免对桩身完整性的误判。4.4.5  对于嵌岩桩，当桩端反射信号为单一反射波且与锤击脉冲信号同相时，应结合岩土工程勘察和设计等有关资料以及桩端同相反射波幅的相对高低来推断嵌岩质量，必要时采取其他合适方法进行核验。4.4.6  桩身完整性的分析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结合其他检测方法：1  超过有效检测长度范围的超长桩，其测试信号不能明确反映桩身下部和桩端情况。2  桩身截面渐变或多变，且变化幅度较大的混凝土灌注桩。3  当粧长的推算值与实际桩长明显不符，且又缺乏相关资料加以解释或验证。4  实测信号复杂、无规律，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桩身完整性分析和评价。5  对于预制桩，时域曲线在接头处有明显反射，但又难以判定是断裂错位还是接桩不良。4.4.7  桩身完整性类别应按下列原则判定：1  I类桩：桩端反射较明显，无缺陷反射波，振幅谱线分布正常，混凝土波速处于正常范围。2  II类桩：桩端反射较明显，但有局部缺陷所产生的反射信号，混凝土波速处于正常范围。3  III类桩：桩端反射不明显，可见缺陷二次反射波信号，或有桩端反射但波速明显偏低。4  IV类桩：无桩端反射信号，可见因缺陷引起的多次强反射信号，或按平均波速计算的桩长明显短于设计桩长。4.4.8  检测报告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并应包括下列内容：1  桩身混凝土波速值。2  桩身完整性描述，包括缺陷位置、性质及类别。3  时域曲线图，并注明桩底反射位置。4  桩位编号及平面布置示意图，地质柱状图。5  高应变动测法5.1  适用范围5.1.1  本方法适用于检测混凝土灌注桩、预制桩和钢桩的单桩轴向抗压极限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监测混凝土预制桩和钢桩打入时桩身应力和锤击能量传递比，为选择沉桩工艺参数及桩长选择提供依据。5.1.2  进行单桩的轴向抗压极限承载力检测应具有相同条件下的动-静试验对比资料和现场工程实践经验。5.1.3  超长桩、大直径扩底桩和嵌岩桩不宜采用本方法进行单桩的轴向抗压极限承载力检测。5.2  检测仪器与设备5.2.1  检测系统包括信号采集及分析仪、传感器、激振设备和贯入度测量仪等。5.2.2  信号采集器和传感器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信号采样点数不应少于1024点，采样间隔宜取100 ~ 200μs。当用曲线拟合法推算被检桩的极限承载力时，信号记录长度应确保桩端反射后不小于20ms或达到5L/c 。2  信号采集器的采样频率应可调，其模-数转换精度不应低于12bit，通道之间的相位差不应大于50μs；3  力信号宜采用工具式应变传感器测量，其安装谐振频率应大于2kHz，在1000με范围内的非线性误差不应大于±1%；4  速度信号宜采用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其安装谐振频率应大于10kHz，且在1~3000Hz范围内灵敏度变化不大于±5%，在冲击加速度量程范围内非线性误差不大于±5%。5  传感器的灵敏度系数应计量检定。5.2.3  激振宜采用由铸铁或铸钢整体制作的自由落锤。锤体应材质均匀、形状对称、 底面平整，高径比不得小于1。5.2.4  检测单桩轴向抗压承载力时，激振锤的重量不得小于基桩极限承载力的1.2%。5.2.5  桩的贯入度应采用精密仪器测定。5.3  现场检测技术5.3.1  检测混凝土预制桩和钢桩的极限承载力的最短休止期应满足下列条件：          砂土7d，粉土10d，非饱和粘性土15d，饱和粘性土25d。5.3.2  检测混凝土灌注桩的极限承载力时，其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应达到设计要求， 且应满足第5.3.1条规定的最短休止期。5.3.3  检测前的桩头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1  桩顶面应平整，桩头高度应满足安装锤击装置和传感器的要求，锤重心应与桩顶对中。2  加固处理桩头时应满足下列要求：1）新接桩头顶面应平整且垂直于被检桩轴线，侧面应平直，截面积应与被检桩相同，所用混凝土的强度应高于被检桩的强度；2）被检桩主筋应全部接至新接桩头内，并设置间距不大于150mm的箍筋及上下间距不应大于120mm的2~3层钢筋网片。5.3.4  检测时在桩顶面应铺设锤垫。锤垫宜由10 ~ 30mm厚的木板或胶合板等匀质材料制作，垫面略大于桩顶面积。5.3.5  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1  桩顶下两侧面应对称安装加速度传感器和应变传感器各1只，其与桩顶的距离不应小于1.5倍的桩径和边长。传感器安装面应平整，所在截面的材质和尺寸与被检桩相同。2  应变传感器与加速度传感器的中心应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同侧两种传感器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大于100mm。传感器的中轴线应与桩的轴线保持平行。3  在安装应变式传感器时，应对初始应变进行监测，其值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值。5.3.6  被检桩基本参数的设定应符合下列规定：1  测点以下桩长和截面积可根据设计文件或施工记录提供的数据设定。2  桩身材料质量密度宜按表5.3.6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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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F9903EF5　　　　　　　　　　表5.3.6  桩身质量密度ρ（kg/m3）
	书签EB35C06D　　　　　　　　　　混凝土灌注桩
	书签10C16425　　　　　　　　　　混凝土预制桩
	书签A46E1765　　　　　　　　　　预应力混凝土管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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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B39CB210　　　　　　　　　　255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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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65F21795　　　　　　　　　　3  桩身平均波速可结合本地经验或按同场地同类型已检桩的平均波速初步设定，现场检测完成后应按本规程第5.4.1条第2款予以调整。4  传感器安装位置处的桩身截面面积应按实际直径或边长计算确定，波速的设定宜综合考虑材料的设计强度和龄期的影响。5  桩身材料的弹性模量应按下式计算：E =  ρ · c2                                \(5.3.6\)式中：E——桩身材料弹性模量（Pa）；c —— 桩身波速（m/s）；ρ—— 桩身材料质量密度（kg/m3）。5.3.7  激振应符合下列要求：1  采用自由落锤为激振设备时，宜重锤低击，锤的最大落距不宜大于2.0m。2  对于斜桩，应采用相应的打桩机械或类似装置沿桩轴线激振。3  实测桩的单击贯入度应确认与所采集的振动信号相对应。用于推算桩的极限承载力时，桩的单击贯入度不得低于2mm且不宜大于6mm。4  检测桩的极限承载力时，锤击次数宜为2 ~ 3击。5.3.8  检测桩身完整性和承载力时，应及时分析实测信号质量、桩顶最大锤击力和动位移、贯入度以及桩身最大拉\(压\)应力、桩身缺陷程度及其发展情况等，并由此综合判定本次采集信号的有效性。每根被检桩的有效信号数不应少于2组。5.3.9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采集的信号不得作为有效信号：1  传感器安装处混凝土开裂或出现严重的塑性变形，使力信号最终未归零。2  信号采集后发现传感器已有松动或损坏现象。3  锤击严重偏心，一侧力信号呈现严重的受拉特征。5.3.10  试打桩用于评价其承载力时，应按桩端进入的土层逐一进行测试；当持力层较厚时，应在同一土层中进行多次测试。5.3.11  桩身锤击应力监测应包括桩身最大锤击拉应力和最大锤击压应力两部分。桩身锤击拉应力宜在预计桩端进入软土层或桩端穿过硬土层进入软夹层时测试；桩身锤击压应力宜在桩端进入硬土层或桩侧土阻力较大时测试。5.4 检测数据分析与判定5.4.1  锤击信号选取与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1  分析被检桩的承载力时，宜在第一和第二击实测有效信号中选取能量和贯入度较大者。2  桩身波速平均值可根据已知桩长、力和速度信号上的桩端反射波时间或下行波上升沿的起点到上行波下降沿的起点之间的时差确定。3  传感器安装位置处原设定波速可不随调整后的桩身平均波速而改变。确有合理原因需作调整时，应对传感器安装处桩身的弹性模量按式（5.3.6）重新设置，且应对原实测力信号进行修正。4  力和振动速度信号的上升沿重合性差时，应分析原因，不得随意调整。5.4.2  推算被检桩的极限承载力前，应结合工程地质条件和设计参数，利用实测信号特征对桩的荷载传递性状、桩身缺陷程度和位置及连续锤击时缺陷的逐渐扩大或闭合情况进行定性判别。5.4.3  采用实测曲线拟合法推算被检桩的极限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1  采用的桩和土的力学模型应能分别反映被检桩和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性状；在各计算单元中，所用土的弹性极限位移不应超过相应桩单元的最大计算位移。2  曲线拟合时间段长度在t1+2L/c后的延续时间不应小于20ms或3L/c中的较大值。3  分析所用的模型参数应在岩土工程的合理范围内，可根据工程地质和施工工艺条件进行桩身阻抗变化或裂隙拟合。4  拟合曲线应与实测曲线基本吻合，贯入度的计算值应与实测值基本一致，且整体曲线的拟合质量系数宜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5.4.4  采用凯司法推算单桩的极限承载力时，应符合下列规定：1  只适用于桩侧和桩端土阻力均已充分发挥的摩擦型桩。2  用于混凝土灌注桩时，桩身材质、截面应基本均匀。3  单桩轴向抗压极限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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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0A982F67　　　　　　　　　　式中   QUC──单桩轴向抗压极限承载力（kN）；           Jc──凯司法阻尼系数；           t1──速度信号第一峰对应的时刻（ms）；           F\(t1\)──t1时刻的锤击力（kN）；           V\(t1\)──t1时刻的振动速度（m/s）；           Z──桩身截面力学阻抗（kN·s/m）；              A──桩身截面面积（m2）；           L──测点以下桩长（m）。4  Jc应根据基本相同条件下桩的动-静载对比试验结果确定，或由不少于50%被检桩的曲线拟合结果推算，但当其极差相对于平均值大于30%时不得使用。5.4.5  对于等截面桩，测点下第一个缺陷可根据桩身完整性系数β值按表5.4.5判定，其位置x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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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51E31E6　　　　　　　　　　式中  σt——桩身最大锤击拉应力（kPa）；          x——测点至计算点之间的距离（m）；          A——桩身截面面积（m2）；          Z——桩身截面力学阻抗（kN·s/m）；         c——桩身波速（m/s）；         L——完整桩桩长（m）。2  桩身最大锤击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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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F6C68FC7　　　　　　　　　　式中  σp——桩身最大锤击压应力（kPa）；          Fmax——实测最大锤击力（kN）；          A——桩身截面面积（m2）。5.4.9  桩锤实际传递给桩的能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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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9B0959FE　　　　　　　　　　式中  En——桩锤传递给桩的实际能量（J）；         T——采样结束的时刻（s）；         F——桩顶锤击力信号（N）；         V——桩顶实测振动速度信号（m/s）。5.4.10  检测报告格式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并应包括下列内容：1  实测力和速度信号曲线及由加速度信号经两次积分后得到的桩顶位移信号曲线；拟合曲线、模拟的静载荷-沉降曲线、土阻力和桩身阻抗沿深度的变化曲线；2  凯司法中所取定的Jc值；3  试打桩和打桩监控所采用的桩锤和锤垫类型，监测得到的锤击数、桩侧和桩端阻力、桩身锤击拉（压）应力、能量传递比等随入土深度的变化关系；4  试桩附近的地质柱状图及土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书签99EBEF33　　　　　　　　　　7.2  常见故障及排除
	书签7E34643B　　　　　　　　　　这部分介绍了如何处理系统出现的故障。但这里并不能包含所有的情况，如果您在这里找不到答案，请与我公司联系。同时将所发生的故障及您的处理记录下来。在不能或不便于马上修理时，请仔细阅读本部分。如果进行所有尝试仍不能解决问题，在方便的时候与维修部门联系，彻底解决问题。a仪器无法开机可能原因：电量是否充足当外接交流电使用时，是否选择正确的接口b使用应变，电桥指示灯黄色/红色黄色：可能原因：应变片或应变环安装时产生较大形变解决方法：点击监视，观察电桥指示灯是否变为绿色（平衡），如能变为绿色即可继续使用，如还为黄色，请重新调装应变环或应变片的安装。红色：可能原因：应变片或应变环已损坏或连接异常。解决方法：检查应变环或应变片的连接或安装，或更换应变环或应变片。c 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时，点击采样后，仪器自动触发可能原因：电缆损坏，有短路，程序设置不正确；加速度传感器损坏。解决方法：检查传感器相关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检查程序设置与相接传感器是否相配（参照程序说明中设置说明），更换加速传感器。点击采样后，仪器始终不触发可能原因：电缆损坏，如断线，程序设置不正确；加速度传感器损坏。解决方法：检查传感器相关连线是否断线及连接，检查程序设置与相接传感器是否相配（参照程序说明中设置说明），更换加速度传感器。
	书签A21E5403　　　　　　　　　　195
	书签FFFF2032　　　　　　　　　　194

	页 48
	书签B867C937　　　　　　　　　　7.3  仪器操作流程
	书签D61FF54A　　　　　　　　　　7.4  高应变测试报告参考
	书签F5611E53　　　　　　　　　　工程名称
	书签ED63E89E　　　　　　　　　　:sy
	书签4D716916　　　　　　　　　　桩号
	书签E4977ECE　　　　　　　　　　:1#
	书签64FEDFB0　　　　　　　　　　检测日期
	书签6C7FE39C　　　　　　　　　　:2011-4-13
	书签126B9CCA　　　　　　　　　　工程信息工地名称:sy      桩号:1#检测单位:RSM检测人员:None锤重\(kN\):30锤数:1/1桩参数信息总桩长\(m\):25.00容重\(kg/m^3\):2450灌入深度\(m\):0.00弹性模量\(MPa\):39.20桩径\(mm\):1000灌注日期: 2011-4-1弹性波速\(m/s\):4000波阻抗\(kN.s/m\):882.00扩底信息:
	书签FC4E84EC　　　　　　　　　　传感器参数F1\(uV/uε\):7.38F2\(uV/uε\):7.29F1/F2:1.08V1\(uV/uε\):5.95V2\(uV/uε\):6.01V1/V2:1.90计算结果最大质点速度\(m/s\):3.24最大压应力\(MPa\):35.29桩顶最大位移\(mm\):11.40最大拉应力\(MPa\):6.47阻尼系数法\(kN\):2654.95总阻力\(kN\):2654.95最大能量\(kN.m\):29.26完整性系数:1.00最小阻力法\(kN\):3254.47
	书签825CEFAF　　　　　　　　　　197
	书签7E5D8C8E　　　　　　　　　　196

	页 49
	书签9F3BEE66　　　　　　　　　　工程名称
	书签E9FE7B3B　　　　　　　　　　:sy
	书签86B34E3D　　　　　　　　　　桩号
	书签620600A8　　　　　　　　　　:1#
	书签C08B38C1　　　　　　　　　　检测日期
	书签82F5D6FF　　　　　　　　　　:2011-4-13
	书签7DA2F97D　　　　　　　　　　工程信息工地名称:sy      桩号:1#检测单位:RSM检测人员:None锤重\(kN\):30锤数:1/1桩参数信息总桩长\(m\):25.00容重\(kg/m^3\):2450灌入深度\(m\):0.00弹性模量\(MPa\):39.20桩径\(mm\):1000灌注日期:2011-4-1弹性波速\(m/s\):4000波阻抗\(kN.s/m\):882.00扩底信息:
	书签2E7ABFE2　　　　　　　　　　传感器参数F1\(uV/uε\):7.38F2\(uV/uε\):7.29F1/F2:1.08V1\(uV/uε\):5.95V2\(uV/uε\):6.01V1/V2:1.90计算结果最大质点速度\(m/s\):3.24最大压应力\(MPa\):35.29桩顶最大位移\(mm\):11.40最大拉应力\(MPa\):6.47阻尼系数法\(kN\):2654.95总阻力\(kN\):2654.95最大能量\(kN.m\):29.26完整性系数:1.00最小阻力法\(kN\):3254.47
	书签92C45FA4　　　　　　　　　　7.5  低应变测试报告参考
	书签39DE4DF1　　　　　　　　　　7.5.1  单桩检测报告
	书签438F21C4　　　　　　　　　　低应变反射波法单桩检测报告单
	书签5407CB33　　　　　　　　　　编号：
	书签BFA66C1D　　　　　　　　　　工程名称
	书签37F88F86　　　　　　　　　　检测单位
	书签B1215E28　　　　　　　　　　检测日期
	书签95F9D362　　　　　　　　　　检测依据
	书签520FD992　　　　　　　　　　2010-12-02
	书签B7298CD3　　　　　　　　　　JGJ 106-2003
	书签A8D86DA1　　　　　　　　　　桩号
	书签E37BADA4　　　　　　　　　　测试人
	书签492CC97B　　　　　　　　　　审核人
	书签43C5FC56　　　　　　　　　　1_J_2_2
	书签9C24C079　　　　　　　　　　施工日期
	书签AED49EF2　　　　　　　　　　2009-08-06
	书签CC700E65　　　　　　　　　　测试仪器
	书签CAA19440　　　　　　　　　　RSM-PRT\(M\)
	书签A505AE42　　　　　　　　　　桩型
	书签6B839A71　　　　　　　　　　设计强度
	书签4EFAA1B4　　　　　　　　　　等级
	书签F95AD5C6　　　　　　　　　　C15
	书签037926D9　　　　　　　　　　设计桩径
	书签9A5AC9FA　　　　　　　　　　（
	书签D7458BD8　　　　　　　　　　mm
	书签3AD50E43　　　　　　　　　　）
	书签237BAEFD　　　　　　　　　　400
	书签52B96A60　　　　　　　　　　设计庄顶标高
	书签7D1D0C17　　　　　　　　　　（
	书签59980FB3　　　　　　　　　　m
	书签BCF2B70E　　　　　　　　　　）
	书签DE171082　　　　　　　　　　-
	书签5940AB9A　　　　　　　　　　设计桩端标高
	书签04C2F71B　　　　　　　　　　（
	书签7F2B176A　　　　　　　　　　m
	书签1D86969F　　　　　　　　　　）
	书签9508D8D4　　　　　　　　　　-
	书签5B3F9D41　　　　　　　　　　实测桩顶标高
	书签0638F427　　　　　　　　　　（
	书签91FA8082　　　　　　　　　　m
	书签D01C621E　　　　　　　　　　）
	书签85C02E8F　　　　　　　　　　-
	书签57ABD2EB　　　　　　　　　　原始测试曲线：
	书签A37965A7　　　　　　　　　　距桩顶
	书签66B372B2　　　　　　　　　　3.99m
	书签55811B74　　　　　　　　　　缩径。
	书签43F23E58　　　　　　　　　　提交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书签ACF23399　　　　　　　　　　199
	书签7719F068　　　　　　　　　　198

	页 50
	书签5681E12A　　　　　　　　　　低应变反射波法单桩检测报告单
	书签AF34A8C0　　　　　　　　　　编号：
	书签44077A0F　　　　　　　　　　工程名称
	书签C4A6A96B　　　　　　　　　　桩号
	书签358FCAA5　　　　　　　　　　2
	书签A44B1327　　　　　　　　　　检测单位
	书签4B3F8982　　　　　　　　　　测试人
	书签142235EF　　　　　　　　　　测试日期
	书签7106A11F　　　　　　　　　　2007-09-03
	书签7DA49A8F　　　　　　　　　　检测依据
	书签31C849C7　　　　　　　　　　JGJ 106-2014
	书签9BFE1F2B　　　　　　　　　　审核人
	书签3320A04D　　　　　　　　　　7.5.2  工程检测报告
	书签45791109　　　　　　　　　　201
	书签57AC53AA　　　　　　　　　　200

	页 51
	书签07A20FA6　　　　　　　　　　配件销售QQ：2852367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