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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桩基检测中桥梁混凝土超声波检测技术的应用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bridge concrete ultrasound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pile foundation detection
龙建旭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运作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物流运输了。物流运输行业的飞速
发展得益于道路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突破，因此提高道路桥梁工程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作用。在
桥梁工程中，很大程度上决定桥梁稳定性、强度和耐久性的就是桥梁的桩基，为此在桥梁建设中一定要把握好桩基
的建设质量。在桩基混凝土的检测方法中，主要有超声波法、高应变动测法、低应变动测法、钻芯法这四种方法，
其中超声波法以其综合优势和特点被经常用于桥梁桩基混凝土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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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operation of society and people’s daily life have been
inseparable from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benefits from
the breakthroughs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s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has a very
critical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idge engineering, the pile foundation determines the stability,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the bridge to a great extent.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pile foundation must be well grasped
in bridge construction. In the detection methods of pile foundation concrete, there are mainly four methods: ultrasonic
method, high strain dynamic method, low strain dynamic method and core drilling method. Among them, ultrasonic
method is often used in the detection of bridge pile foundation concrete because of its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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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的地理形势和发展情境，在桥梁工程的建设
中经常运用的基础形式就是桩基结构。桩基结构有着强度
高、稳定性好以及抗震能力强的优点，在桥梁的使用过程中
能够有效地将桥梁上部所受到的各种荷载传递到下部持力
层中去，能够有效缓解桥梁因受到荷载而导致的基础沉降
的问题。但是目前来看，桥梁桩基部分的施工质量受到外
界环境、地质条件、施工水平以及所选择的工艺等各方面
因素的影响，在施工的过程中混凝土极易出现颈缩、离析、
断裂等问题，因此桥梁桩基中混凝土检测成为当下桥梁工
程施工中的重点内容。

1
原理

超声法在桥梁桩基混凝土检测中的

在现有的桥梁桩基混凝土检测方法中，超声法由于检
测方便、快捷，是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运用超声法对桥梁
桩基的检测原理是：超声检测仪内部具有一个超声脉冲波
的发射源，在对混凝土进行检测时能够像混凝土内部发射
出高频率的弹性脉冲声波，同时在超声检测仪中还设置有
精度非常高的声波接收系统，这一系统能够准确地记录高
频脉冲波在桩基混凝土内部的传播过程所展现出来的脉动
特性。一般来说脉冲波的波动特性都是非常规律的，但是
如果在混凝土内部存在不连续的截面或者损坏的截面时，
混凝土内部的缺陷就会对脉冲波造成阻抗的影响，使得原
本规律的脉冲波在到达该截面时会发生反射和投射，至使

声波接收系统接收到的脉冲波呈现出不规律、能量偏低的
特点。如果是混凝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蜂窝麻面、松散孔
洞问题时，混凝土的破损部分会对脉冲波造成更大的影响，
使得脉冲波发生更加明显的反射和投射。工作人员在使用
超声检测仪时，根据声波接收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声波的初
始时间和接收时间、波形的变化、频率的变化以及声波能量
的衰减特点等特点，能够计算出检测区域内混凝土的密实
程度。一般在一个桩基结构构件上会检测不同的侧面以及
不同的高度，根据不同区域内声波不同的特点，对这些数据
加以分析就能够了解混凝土构件中存在缺陷的位置、大小
以及具体是哪一种缺陷。混凝土是由水泥组成的胶凝材料，
掺入了水、砂石以及一些外加剂，是一种多相非匀质体，因
此超声波在正常的混凝土中传播时，它的传播速度是处在
一定范围内的，如果在传播的过程中遇到了裂缝、断裂、密
实度有差异或者夹泥等问题，声波就要选择一条没有缺陷
的路径或者在传播速度更慢的介质中传播，那么在接收系
统上就会看声波的传播时间加长，超声波的速度降低、声
波的波幅降低、声波发生衰减并且波形就会出现改变。操
作人员正是根据这些波形参数的变化，来对桥梁桩身混凝
土的质量进行分析。

2
应用

超声法在桥梁桩基混凝土检测中的

运用超声波法对混凝土进行检测时，首先要做好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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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准备工作。首先操作人员要在混凝土构建中预埋声测
管，一般对于桩径小于 1.5 米的桩基，要在桩内埋设三根声
测管，而对于桩径大于 1.5 米的桩基，为了能够检测到每个
部分，一般要在桩内设置四根声测管。声测管的材质一般
采用金属的声测管，声测管之间用螺纹进行连接。在选择
声测管的直径时，应当考虑大于换能器外部直径 1.5 厘米。
操作人员在埋设声测管时应当和钢筋笼一起进行绑扎，在
设置声测管的地方要采取封闭措施，而且声测管的管口要
比桩基高 30 厘米并设置封口管，避免在灌注混凝土时有杂
物进入声测管。在开始对桩基进行检测前，操作人员应当
对超声检测仪进行检查，确定在通电后仪器能够正常使用。
超声检测仪器主要包括换能器、声波检测仪以及显示系统。
同时，操作人员还要记得对超声检测的延迟时间以及超声
波传播时间的修正值进行检验。
在完成以上全部准备工作后才能够开始桩身的检测工
程。首先，操作人员要在扶正器上安装好换能器以及用于
接收换能器，随后将扶正器放置在预先设置在桩身中的声
测管中，并且保证扶正器能够在声测管中自然地进行上升
和下降。在开始检测之前，操作人员要对超声检测仪上的
具体参数进行调整，从而让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具有比较
高的信噪比，从而有效避免噪音的干扰，使得波幅能够更
好地在显示器中展现出来。在对桩身进行检测时，要以 0.2
米或 0.5 米为检测单位，安排测点之间的间距，如果在检测
的过程中发现某一部分所得到的超声波特性有很大变化，
则应当在该点附近增加更多地测点，从而对混凝土缺陷更
好地进行检测。与此同时，操作人员应注意尽可能地将发
射换能器和接收换能器放置在同一高度的位置或者是相差
高度为定值的位置，避免因高差的变化而对检测结果造成
影响。在检测的过程中，一般是采用从声测管的下部逐渐
向上进行检测，操作人员要密切关注在不同测点中超声波
传播时间、声波频率、波幅等参数的变化，对于一些有异常
特点的波形要迅速进行记录，随后对这一区域进行更多测
点的测量，可以采用平测、斜测、扇形扫测或者双向斜测的
方法进行检测。桩基中一般有很多根声测管，那么操作人
员应当将两根声测管作为一组，对桩基混凝土的质量进行
分组检测。
在检测完桩基内的每一根声测管之后，为了提高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操作人员要对桩基随即抽取，进行重复检
测，一般在实际工程中重复检测的桩基数量应当控制在全
部检测桩基的 10%到 20%之间。对于重复检测的结果，操
作人员应当尽可能确保二者声波传播实践的相对标准差处
于 5%的范围之内，而声波波幅的相对标准差则处于 10%的
范围之内。如果同一根声测管的两组检测结果出现了较大
出入，那么操作人员要及时对出现异常的区域进行重复检
测，直到得到符合要求的数据为止，从而保证桩基混凝土
质量检测的准确性。

3 运用超声法检测桩基混凝土时的注
意要点
为了在超声波检测混凝土时取得准确的检测结果，操
作人员在检测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1）在埋设超声波声测
管时要注意确保每个声测管都彼此相互平行而且对称，并
确保探头能够在声测管之中顺畅地同时伸缩。对于桩径
小于 800 毫米的桩基，要设置两根声测管；对于桩径大于
1600 毫米的桩基，要设置四根以上的声测管；而对桩基处
于 800-1600 毫米之间的桩基，一般要设置三根声测管。2）
在桩基混凝土浇筑并养护 28 天之后强度完全形成之后才
对桩基混凝土进行检测。首先要对桩头位置进行开挖从而
去掉桩头，将桩身表面打磨平整之后才能开始检测，可以
借助在表面上加水泥砂浆来加强测面的平整。一般去桩头
时要注意保护桩身内的声测管，同时避免杂物、残渣落入
声测管内部，不能向声测管中注入水泥砂浆，以免后续探
头无法伸入声测管中。3）在对超声波检测仪采集到的波形
频谱进行分析时，操作人员要对各个声波频率分量的波形
幅度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幅度最大的即为主频率。在对波
形频谱进行分析时要对不同的波形长度进行截取，从而获
得不同的频率曲线。同时，在对频谱曲线进行分析的时候，
操作人员要将分辨率和漏波加入到考虑范围内，考虑这些
因素对检测精度的影响，同时还要对叠加波形对检测精度
的影响加以考虑。4）在监测的过程中，操作人员要尽可能
一次性获得波形的频谱特性，在对测区进行宣策时要注意
桥梁桩身测区选择的合理性，使其均匀地分布在桩身上，
从而保证超声波频谱分析的准确性，尽可能地减少对频域
准确性和时域准确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随着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对桥梁工程施
工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桥梁的桩基对于桥梁强度、稳
定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桩基施工完成之前对桩
基混凝土的强度和密实程度进行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运
用超声波法对桩基混凝土进行检测，由于其运用的是桩身
内的预埋声测管，因此不会对桩身造成影响，同时这种方
法操作便捷、技术可靠，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桩基混凝土的
实际情况，能够帮助提高桩基混凝土检测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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