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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ＱＸ

技术规格

物理参数：
尺寸： １５５×３２０ ×３８５ （ｍｍ）
重量： ８ ｋｇ
显示屏：高对比度ＶＧＡ ，背光半反
射ＬＣＤ 显示，适合各种光照条件
屏幕尺寸： １０．４英寸 （２６．４ ｃｍ）
工作温度范围： ０ ｏ Ｃ ～ ４０ ｏＣ
电源： １２０－２２０ ＶＡＣ （５０－６０ Ｈｚ） ～
１２ ＶＤＣ 变流器或１２Ｖ 电池；
内置备用电池工作时间达３０ 分钟
内置防水键盘和鼠标

电子参数：
最低５１２ ＭＢ ＤＲＡＭ
最低硬盘容量４０ＧＢ 串口、并口、
以太网和ＵＳＢ 接口
光盘刻录机ＣＤ－ＲＷ
模数转换器分辨率： １２位
采样率： ５００ ＫＨｚ
扫描率： ３０ 次 （拉度速度达１．５ ｍ／ｓ）
用户可调增益

跨孔透射法超声波检测仪（ＣＨＡ ）利用跨孔声波测试技术
确定声测管管对之间的混凝土质量及其一致性，声测管材质可
以是ＰＶＣ 管或钢管，施工过程中将其预埋在钻孔桩、泥浆墙、
螺旋钻孔桩、灌注桩以及其他类型的混凝土基础中。
跨孔透射法超声波检测仪（ＣＨＡ ）包括最初的
ＣＨＡ－ＱＸ 型和最新的ＣＨＡＭＰ 型两种，它们都包装
坚固。
ＣＨＡ－ＱＸ 配有键盘和彩色屏幕，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操作系统。ＣＨＡ－ＱＸ 本身可实时使用ＣＨＡ－Ｗ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浏览和准备报告。
ＣＨＡＭＰ 小巧轻便，配有可在各种光照条件下
操作的彩色触摸屏幕。ＣＨＡＭＰ 内置电池可在正常
测试条件下使用一整天。现场可进行实时分析（瀑
布图）。采用ＰＣＭＣＩＡ 存储卡将实测数据传送到计
算机中，然后使用ＣＨＡ－Ｗ 软件和三维成像软件回
放这些数据并准备检测报告。

其他参数：
英制或公制可选
Ｐｃ 兼容的奔腾处理器（或相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操作系统
配有ＣＨＡ－Ｗ 软件
配有用户操作手册
保质期一年

探头（用于ＣＨＡ－ＱＸ
发射探头标称频率： １００ ｋＨｚ
发射探头电压： ６００－８００ 伏
探头直径： ２５ｍｍ
探头长度： １８５ ｍｍ （７．３ 英寸
）
配重长度： ５６ ｍｍ ／ ２．２ 英寸）

和ＣＨＡＭＰ

）

材料： 陶瓷
外壳： 黄铜
电缆长度： ６０ｍ 、１００ｍ 或１５０ｍ
电缆外壳： 高强PVC材质

探头包装在坚固的充油的黄铜外壳内，并且经过了１０００ 英尺水深的压力测试。发
射探头具有专门的安全保护特性。使用１２伏电源供电，探头内部转换成高电压。这个
高电压允许测试声测管间距超过２米。探头底部添加配重使得测试更深，扶正器可使探
头保持在声测管的中心。

ＣＨＡＭＰ
发射探头在某一个声测管中边下降边发射高频信
号，该高频信号穿过混凝土被另一个声测管中同步移
动的接收探头所探测。随着探头沿整个桩长提升和
／或下降，连续地扫描混凝土，获得信号强度随时间
和深度变化曲线。扫描所有声测管管对断面可评价整
个桩身混凝土质量及识别缺陷所在位置（深度和方
向）。ＣＨＡ 也可以用于小直径螺旋钻孔桩的单管测
量。

物理参数：

两个类型的ＣＨＡ 都满足或超过ＡＳＴＭ Ｄ６７６０
准中有关声波透射法检测仪器的有关要求。

电子参数：

标

技术规格

尺寸：１１５ ×１９０ ×２４０ （ｍｍ ）
重量：４．２ ｋｇ
屏幕：在阳光下可读的ＶＧＡ 触摸显示屏
屏幕尺寸：８．４ 英寸（２１．３ ｃｍ ）
工作温度范围：０ ｏ－４０ Ｃｏ
电源：内置１２Ｖ 电池（可连续采集至少
５小时）

ＰＣＭＣＩＡ 驱动器包括可插拔的存储卡，
容量≥１２８ＭＢ
１２位Ａ／Ｄ 模数转换器
采样率：５００ ｋＨｚ
扫描速率：３０ 次／秒（拉动速度达１．５米
／秒）
用户可调增益

其他参数：
英制或公制可选
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 ＣＥ 操作系统
配有ＣＨＡ－Ｗ 软件
配有用户操作手册
保质期一年

ＣＨＡ－ＱＸ 和ＣＨＡＭＰ 都支持双向高分辨率深度
编码器来单独测量探头实时所在深度及其移动方
向。不论探头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ＣＨＡ 都可
以进行数据采集。深度编码器可以直接放到声测
管上，此时精度最高；也可以放到三角架上，便
于现场操作。

ＣＨＡ－Ｗ 软件可处理ＣＨＡ－ＱＸ 或ＣＨＡＭＰ 采集的数据。ＣＨＡ－
Ｗ 软件可在ＣＨＡ－ＱＸ 中运行，也可以在操作系统Ｗｉｎｄｏｗ ２０００ 、
ＸＰ 或以上的计算机上运行。
ＣＨＡ－Ｗ 软件保证将所有声测管管对断面数据采集下来，提供
强大工具分析这些数据并生成清晰的图形，例如：
声波图：以传统的“瀑布图”方式显示信号强度与时间和深度
关系图
首波初至（ＦＡＴ ）图：显示由发射探头至接收探头信号旅行时间
与深度关系曲线。
波速图：波速是混凝土强度的重要指标。波速图显示波速与深
度关系曲线。波速输出表中可显示波速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能量或波幅图：显示信号强度与深度关系曲线。
ＣＨＡ－Ｗ 软件具有独特的ＥＤＧＥ ＦＩＮＤＥＲ ＴＭ 和ＤＥＦ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Ｍ 功能。首波初至时间是大多数声波透射法缺陷分析的首
要参数；ＣＨＡ－Ｗ 使用ＥＤＧＥ ＦＩＮＤＥＲ 功能中的信号成像技术识别首波初至ＦＡＴ （自动阈值和手动设置可选）。信号强度是识
别缺陷的辅助参数。ＣＨＡ－Ｗ 使用对信号随时间积分和波幅两种方法评价信号强度。ＤＥＦ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功能通过设置ＦＡ Ｔ延
迟和／或能量衰减阈值帮助用户识别缺陷。当ＤＥＦ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发现缺陷时，ＣＨＡ－Ｗ 软件将以图形（红色横线）和表格形
式显示缺陷所在位置。该软件提供定制输出结果格式的编辑工具及帮助准备报告。

Tomosonic
地球物理软件成像公司ＧｅｏＴｏｍｏ 专
门为跨孔透射法检测仪ＣＨＡ 开发了
ＴｏｍｏＳｏｎｉｃ 软件。Ｔｏｍｏｓｏｎｉｃ 对在某些
（而不是所有）管对断面上出现的局部
缺陷的分析特别有用。这个选购的成像
软件使用二维和三维成像技术生成彩色
编码图像，有助于局部缺陷的可视化。
Ｔｏｍｏｓｏｎｉｃ 提供水平和垂直切片视图和
三维空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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