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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强夯地基处理检测中的地基检测方法
Brief analysis of foundation detection method in detection of dynamic compaction founda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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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强夯地基处理检测中的不同地基检测方法，以及各个方法的优势与劣势，并对这些方法的合
理使用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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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foundation detection in dynamic compac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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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基处理是建筑工程施工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施工环
节，工程项目建设的地点不同，土质层的性质和结构也就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于地基处理的方法，必须结合地质
结构和性质来进行选择，才能够使不同地区的地基强度满
足建筑工程的实际需求。强夯地基处理是一种最为常用的
地基处理方法，该种方法的使用也必须结合一定的检测方
法，在对土壤性质进行检测的基础上，才能够选择更加恰
当的强夯处理方式。本文主要对强夯地基处理检测当中的
不同地基检测方法展开分析，并对这些方法的合理使用进
行研究，希望能够为相关行业的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继而推动建筑工程行业建设质量的提升。

1 强夯地基处理检测中的不同地基检
测方法分析
1.1 瞬态瑞利波法的基本认识
瞬态瑞利波是一种新型的勘探方法，该种方法在建筑
工程当中的使用，大力地推动了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有
效地解决了多种问题，主要用于覆盖层分层，以及覆盖层厚
度的探测等。瞬态瑞利波法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使用起
来更加方便快捷，主要测量的是测点之间土体的平均波速，
所测量的结果具备一定的准确性 [1]。而且该种方法的使用
范围非常广泛，对土质性质结构和地形并未有较高的要求，
可以实现施工的要求，在对地基深处进行强夯处理方面有
着较好的效果。但是瞬态瑞利波法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
在使用的过程中，一旦失去与瑞丽波速和土工试验的相关
参数进行对比，就无法实现准确的测量价值。
1.2 平板载荷试验的检测方法
这种方法的原理主要是使用一定形状和面积的刚性平
板，在岩土体原位，对其增加竖向的荷载，再观察刚性平板
的沉降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到沉降和荷载之间的
具体关系曲线，从而结合该曲线对岩土体自身的承载力以
及发生变形的具体特征展开检测和分析。这种方式可以使
用在更加广泛的施工场合当中。使用平板荷载试验检测的
地基承载力，与其他方式相比较，检测的结果更加有效准
确 [2]。但是，这种实验的使用有所限制，只能够用于刚性平
板以下深度范围在 2.0d左右的土质层的建筑工程当中，对

于一些强夯处理地基的深度加固情况无法实现检测的效
果，而且，在使用这种方式的过程中，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
以及较大的精力，在工期较短的工程当中并不适合使用该
种检测方式。
1.3 圆锥静力触探试验
这种实验的检测，主要是使用静力匀速地把具备一定
标准规格的金属探头深入土质层当中，地基土自身的性质
不同，对金属探头的阻力也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因此，可以
通过测量金属探头的阻力来得出土壤的性质，同时，还可以
得出力学性质与土壤深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圆锥静力触探
试验检测方式在一些碎石比较多的地方无法更好地运用，
但该种方式所检测出来土壤性质结构的结果比较准确 [3]。
所有检测方法都需要人工展开操作，只有这种方法受人工
操作的影响比较小，在处理强夯粘性土的地基检测当中，
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
1.4 圆锥动力触探试验
圆锥动力触探试验检测方式与静力触探实验检测方式
相反，主要使用的是具备标准质量的穿心锤，将其固定在
一定的高度，使穿心锤进行自由落体，在自由落体之后将
规格相似的圆锥形金属探头打在土壤当中。通过金属探头
深入土壤的深度和具体范围的相关参数，可以分析土壤的
力学性质，以及土的力学性质与深度之间的关系，从而达
到检测的效果。在使用这种方式的过程中，由于金属探头
是从土壤的表面向下进行连续的探入，结合相关的参数便
可以轻易地掌握强夯地基的加固效果。该种方式可以使用
在一些存在碎石的土地基当中，有着一定的便捷性。但是
由于不同场地的土质结构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检测探
头探击数量和承载力以及变性参数之间的关系无法适用在
全部场地范围的土质结构当中，缺少相关的资料信息，就
无法实现准确的测量效果。

2 地基检测方法在强夯地基处理检测
中的配合使用
以上所提到的几种强夯地基处理的检测方法，各自存
在着差异和优势，可以有效地将这几种方式进行结合，分
别利用各自的优势来展开地基检测，从而实现更加准确的
效果。
在对地基进行强夯之前，可以先使用瑞利波对施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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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土地表面的瑞利波速分布图和影响深度的分布图进行掌
握，以此来对土地的性质进行研究，为后期的工程施工做
好相关的数据准备。再使用平板载荷试验以及触探实验等，
来提高确定施工场地土质层承载力以及各种工程施工指标
的效率，使测试的结果更加准确有效 [4]。最后，要结合测试
的实验结果以及相关的资料，对其展开分析。由于建筑工
程施工场地的面积较大，不同场地的土质层结构有着一定
的差异，因此，在对土的性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要科学地
借助各种检测方式，对不同场地土质层的各种指标进行试
验，再将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以此来对不同场地的土的承
载力以及工程施工的具体性质进行更加准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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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展开建筑工程之前，要对地基进行强夯
处理使其更加具备坚固性。但施工场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

响，土地的性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强夯地基处理要进
行检测，必须结合多种检测方式进行对比，以此来了解更
加精确的土的性质。检测方式必须根据施工所在地的各种
综合因素来进行选择，只有在恰当检测方式的使用基础上，
才能够为强夯地基处理的效果做好保障，从而为后期建筑
工程的建设质量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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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检测技术对有裂纹的焊缝进行质量性能的验证，在磁粉
检测技术进行验证之后，确实发现了丙烯球罐焊缝中存在
具体的裂纹。
在所有的焊缝裂纹中存在一条特殊的裂纹，该条裂纹
存在于T型焊接的水平焊缝中，T型焊缝在交流电磁场检测
技术应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无关的检测数据信息，因此为
了保障该类焊缝检测的工作质量，在对球罐的T型焊缝进
行检测的时候，需要采用小范围的检测探头，具体的探头
型号与检测的面积范围有关，需要根据具体的检测工作选
择对应的工作探头。在检测的过程中进行均匀缓慢的检测，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障检测工作的可靠性，对出现裂纹的区
域进行重点检测，确保所有的焊缝都得到了检测，且排除
其他相关的干扰，从而获得更加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为
化工企业制定对应的球罐焊缝裂纹处理方案提供准确的信
息，保障球罐处理检修工作的可靠性与可行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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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压力容器的焊缝出现裂纹时，需要采取
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对其焊缝裂纹进行检测，从而获取更
加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为压力容器的焊缝处理工作质量
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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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擦拭，直到表面多余的渗透液全面擦拭干净。在擦拭过
程中，需要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向进行擦拭，不能反复擦拭。
第四步显像：在喷涂显像剂之前，先要摇动喷灌，促使喷灌
内部的显像剂充分均匀。在喷涂时，喷涂距离压力容器表
面的长度约为三到四厘米，喷涂角度约为三四十度。显像
时间保持在十分钟左右。第五步检验：着色检测应当在白
光下进行，显示的图像颜色为红色。在检验时，工作现场
应当保持充足的光照，被检测工件表面的光照度不能超过
1000IX。通过观察发现实验体表面。第六步清洗压力容器
表面：在检测之后，先采用干净不脱毛干布进行实验体表
面的渗透剂和显像剂擦拭，直到擦拭干净。

5

缺陷等级评定

缺陷裂纹在纵缝上，距离环缝垂直距离约为 0.3cm。
经 过 精 准 裂 纹 长 度 的 测 量 为 0.08cm，明 显 不 符 合《NB/
T47013.5-2015》标准。然后在让技术人员对于缺陷部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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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打磨补焊，然后对该位置进行重新渗透检测，发现没有
缺陷，判定等级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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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压力容器的制造过程中，采用无损检测
是确保压力容器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本次实验，总结出
了如果发现被检测工件有裂纹缺陷，可以对检测出的缺陷
进行返修，然后重新进行渗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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