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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

焊缝超声相控阵检测
—最新国际标准介绍

李　衍
（无锡市锅炉压力容器学会无损检测专委会，江苏无锡　２１４０２６）

摘　要：介绍最新国际标准有关承压设备对接接头对接焊缝和Ｔ型接头组合焊缝采用相控阵扇形扫查
或电子扫描进行超声检测的重要要求。主要内容包括相控阵仪器、探头和校验试块要求，仪器调试方法（时
基线性、探测范围和灵敏度），聚焦律的设置和校验，检测程序，薄板、中板和厚板对接焊缝及Ｔ型接头的探
测布置和声线示踪，图像显示评价。意在为国内承压设备推广应用标准化相控阵超声检测技术提供有用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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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ＡＳＭＥ）《锅炉压力容器
法规》（２０１０版）直接采用了美国材料试验学会
（ＡＳＴＭ）有关相控阵超声检测仪器和系统特性的评
定方法指南，对此，笔者已作过全面介绍［１３］。这里，
再介绍ＡＳＴＭ 公布的另一份最新国际标准Ｅ２７００
－９《焊缝接触式超声相控阵检测方法》，详述有关焊
接接头检测操作工艺细则，希望为国内承压设备行
业当前正在积极推广应用的焊缝相控阵检测，送上
方法标准的及时雨。

１　适用范围

１．１　焊缝型式
该标准主要适用于熔化焊对接接头对接焊缝和

Ｔ型接头组合焊缝用斜声束扇形（Ｓ）扫查和电子
（Ｅ）扫描的相控阵超声检测。对其他焊接方法，如
摩擦焊、电子束焊等，也可参照本标准进行检测，只
要采用相控阵（ＰＡ）检测时，扫查声束具有足够的覆
盖范围［３］，且所用方法有工艺文件和记录报告并经



批准。

１．２　厚度范围
该标准适用的材料厚度范围为９ｍｍ～２００ｍｍ。

厚度小于９ｍｍ、大于２００ｍｍ 时，只要符合下列条
件，也可采用相控阵超声检测：制作壁厚和形状相同
的模拟试样，通过演示操作，证实用该标准规定的方
法，也能达到足够的检测范围和检测灵敏度。

１．３　不适用对象
该标准不适用于特殊几何形状的焊缝如点焊缝

的检测。

２　参考标准

相控阵超声检测技术是在常规超声检测技术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参阅下列标准篇目有助于相控
阵技术的熟练应用。

２．１　ＡＳＴＭ（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

ＡＳＴＭＥ１６４焊缝接触式超声检测

ＡＳＴＭＥ３１７超声脉冲回波式仪器和系统性能
评定方法（非电子测试法）

ＡＳＴＭＥ５４３无损检测机构规程

ＡＳＴＭＥ５８７接触式超声斜探法

ＡＳＴＭＥ１３１６无损检测术语

ＡＳＴＭＥ２１９２平面状缺陷超声测高法

ＡＳＴＭＥ２４９１相控阵超声检测仪器和系统特
性的评定方法导则

２．２　ＡＳＭＥ（美国机械工程学会）标准

ＡＳＭＥ锅炉压力容器法规第Ⅴ卷第四章 焊缝
超声检验

２．３　ＡＳＮＴ（美国无损检测学会）标准

ＡＳＮＴ－ＴＣ－１Ａ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和认

证推荐细则

ＡＮＳＩ美国国家标准学会／ＡＳＮＴＣＰ－１８９无
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和认证标准

２．４　ＡＩＡ（美国航空航天学会）标准

ＮＡＳ－４１０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和认证

２．５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ＩＳＯ２４００超声检测设备校验参考试块

３　术语定义

该标准使用术语定义见 ＡＳＴＭＥ１３１６无损检

测术语。

４　标准概述

相控阵用于焊缝检测有多种用法。为控制相控
阵技术的使用方法和质量，已制定了工业具体要求。
为推广应用相控阵技术，制定一份通用性操作标准，
自然是众望所归。有些设备制造方已开发了便携
式、用户友好的仪器。ＡＳＭＥ等机构为满足有关焊
缝相控阵检测要求，已发布了相应法规条款和法规
案例（ＣＣ）。例如，ＡＳＭＥＳＥ－２４９１就直接采用了

ＡＳＴＭＥ２４９１标准，为承压设备焊缝相控阵检测，
规定了超声检测仪器和系统特性的评定方法。这里
介绍的ＡＳＴＭＥ２７００－０９标准，规定了用相控阵设
备手工扫查和机械扫查受检焊缝的操作工艺导则。

５　意义和使用须知

５．１　最大特点
工业相控阵不同于常规单晶超声换能器，前者

可用电子方法控制超声波束。相控阵列由一系列称
为阵元的换能器单元（晶片）组成，各个阵元单独接
线，其激发有时间延迟，但线路分开。阵列一般分组
激励产生声脉冲，以产生相位差，形成相长干涉或相
消干涉。

５．２　显示方式
相控阵主要是产生和接收超声波的一种方法，

但也是扫描显示和成像的一种方法。有些扫描显示
图形模拟了手工检测的Ａ扫描显示，有些扫描显示
（如扇形扫描或Ｓ扫描）则是相控阵所独有的。基于
相控阵的显著特点和特性，相控阵需要作特殊的设
置和调整，这是该方法标准的侧重点。市售软件能
使操作者易于进行设置，而无需详悉相控阵要求。

５．３　方法种类
相控阵可用于不同方法—即手工线扫查或带编

码器的线扫查，也可采用不同的显示或组合显示。
在手工扫查中，主要采用带相应Ａ扫描显示的扇形
（Ｓ扫描）显示。扇形（Ｓ扫描）显示有优于电子（Ｅ）
扫描的优点：它能同时以一定的角度范围覆盖检测
体积。

５．４　主要优点
用相控阵对焊缝进行超声检测的主要优点是：
（１）扫查速度快，因同时有多种角度的声波扫

查显示；
（２）成像好，是来自实际深度的扇形扫查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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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有数据储存，如有关选定反射体的数据，便
于查阅和存档；（４）可用电子仪器快速设置，且重复
性好。

５．５　人员要求
凡用本标准进行相控阵超声检测、分析和报

告结果的人员，应为按国家或国际认可的无损检
测人员资格鉴定和认证细则或标准（如 ＡＳＮＩ／

ＡＳＮＴＣＰ１８９、ＡＳＮＴ－ＴＣ－１Ａ、ＮＡＳ－４１０、或
类似文件），经受适当培训、资格鉴定和认证的人
员。另外，还应就相控阵设备和操作技术，经受
附加培训，了解有关知识，累积一定的实际经验。
按本标准进行检测的人员，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
资格鉴定证书编号。

６　仪器设备

６．１　相控阵仪器

６．１．１　一般要求
超声相控阵仪器应为脉冲回波式。仪器上装有

标准ｄＢ增益或衰减控制器，调节量至少为１ｄＢ；有
脉冲发生器和接收器各自分开的多通道。系统应能
产生和显示Ｂ扫描图像和Ｓ扫描图像，这些图像能
储存记忆，供随后观测。

６．１．２　特定要求
相控阵系统应载有聚焦法则设定软件，能借此

直接修正超声波束特性。具体的延时计算，可由系
统自身完成，或由外部计算输入。

６．１．３　数据储存
相控阵系统应有数据储存手段，以保存扫描显

示数据。数据储存可用外接储存器件—移动硬盘、

Ｕ盘或闪存卡等。另外，也可用遥控便携式计算机
连接仪器来储存数据。若仪器本身不能储存 Ａ扫
描数据，如某些手工操作的仪器，也可只记录最终图
像。

６．１．４　垂直线性
相控阵系统的波幅和屏高线性应标准化，即满

足Ｅ２４９１标准的要求，且至少每年校验一次。

６．１．５　探测频率
仪器应能在１ＭＨｚ～１０ＭＨｚ的标称频率下发

射和接收声脉冲。对特殊应用，可采用最大为

２０ＭＨｚ的频率，但这可能要用特殊的数字化仪器，
并经特殊许可。

６．１．６　数字化频率

仪器应能以所用探头标称频率至少为５倍的频
率，将Ａ扫描显示数字化。波幅数字化时，分辨力
至少应为８ｂｉｔ（即２５６个色阶）。

６．１．７　角度校准增益
仪器应能对检测方法中使用的每种角度下、反

射体在一定声程时的回波幅度，进行均衡处理（即角
度校准增益ＡＣＧ），以此对楔块衰减变化和回波透
过率进行补偿修正。

６．１．８　时间校准增益
仪器还应装有在时基范围内能使信号幅度均衡

化（即时间校准增益）的装置。

６．２　相控阵探头

６．２．１　探头设计

所用相控阵探头的设计取决于应用要求。相控
阵探头可用移动式或整体式楔块、延迟线式、水浸式
或局部水浸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用无折射楔块
即无延时块的相控阵探头（即只加耐磨护套的探
头）。

６．２．２　阵列模式
焊缝检测用的相控阵探头，可为１Ｄ（线阵）、

１５Ｄ（半面阵）或２Ｄ（面阵）型。手工扫查法只能用

１Ｄ（线阵）探头，起声波发收作用（一如发收纵波的
探头）的组成阵元成并行排列。２Ｄ（面阵）探头，用
电子振荡，校验应对所有斜交角进行。

６．２．３　阵列参数
相控阵探头中的阵元数和阵元尺寸及阵元芯

距，应根据应用要求和制造单位推荐的限值选定。
所选定的探头，其组成阵元数不得多于所用相控阵
仪器中脉冲发生器和接收器可寻址的阵元数。

６．２．４　楔块角度
使用折射楔块辅助声束调向时，楔块自然入射

角的选定，应使所用检测方法涉及到的声束角度扫
查范围，不超过制造单位对所用探头和波型（纵波或
横波）的推荐限值。

６．２．５　曲面修整
在曲表面上使用的折射楔块，若楔块底面与被

检试件曲表面之间的间距大于０．５ｍｍ，应要求楔块
底面修整到与试件曲表面吻合（常规Ａ扫描曲面斜
探伤也有同类要求）。

７　系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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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时基范围

７．１．１　零点调整
仪器显示应针对所要使用的每一聚焦法则，用

Ａ扫描调整，以使被检材料中的声传播获得准确的
信号显示。时基范围的调整，应包括楔块内传播时
间的校准，以使试件中的零深度位置对每一聚焦法
则均获得准确显示。

７．１．２　时基线性和精确度
应按Ｅ２４９１《相控阵超声检测仪器和系统特性

的评定方法导则》或Ｅ３１７《超声脉冲回波式仪器和
系统性能评定方法（非电子测量法）》进行校验。

７．１．３　深度偏差
体积校正的Ｂ扫描或Ｓ扫描显示，应能显示出

已知靶体（通常指试块中一定几何形状的机加工反
射体，如长横孔、平底孔等）的实际深度，偏差不大于
实际深度的３％或３ｍｍ（取两者中较小值）。

７．１．４　试块选用
时基范围的调整应使用有圆弧面的标准试块，

如ＩＩＷ 试块等。试块材料应与被检试件相同或声
特性相似。

７．２　灵敏度

７．２．１　调整用反射体
灵敏度（波幅）的调整要求：用斜探头探伤时，灵

敏度不随声束角度而变化。灵敏度用平行于板材探
测面、并垂直于声束轴线的横孔调整，也可用与探测
角度方向一致的平底孔或等径反射体调整。在某些
情况下，也可用表面线槽调整灵敏度，但一般不推
荐。

７．２．２　调整范围和时机
仪器的调整，应包括完整的相控阵系统，应在系

统使用前，在被检厚度范围内进行。

７．２．３　探测面状态
在对比试块上校验时，探测面（有堆焊层或无堆

焊层，凸面或凹面）应与被检试件表面状态相似。

７．２．４　耦合剂同一性
检测过程中使用的耦合剂应与校验时使用的耦

合剂相同。

７．２．５　接触状态
检测过程中使用的接触式楔块、或水浸装置或

局部水浸装置，应与校验时使用的一样。

７．２．６　聚焦法则同一性
校验时用的聚焦法则，应施用于实际检测。

７．２．７　控制钮位置
凡影响仪器波幅显示（或灵敏度显示）的任何控

制按钮或旋钮（如脉冲持续时间、滤波、平均化等），
其位置在实际检测与校验时均应相同。

７．２．８　禁用控制钮
凡影响仪器线性的控制按钮或旋钮（如剪裁、抑

制等），均不得使用。

７．２．９　阵元激活基线评价
应按ＡＳＴＭＥ２４９１标准附录Ａ３。

８　耦合条件

８．１　表面准备

８．１．１　表面状态
有可能时，焊缝金属表面最好制备到能圆滑过

渡到相邻母材表面。但也可在焊后状态下检测焊
缝，只要表面状态不影响信号显示的有效评定。

８．１．２　表面清理
清除焊缝两侧母材扫查表面存在的焊接飞溅、

氧化皮、垃圾、锈蚀及过度粗糙，修整距离为被检板
厚的数倍，此距离相关于探头尺寸和声束角度。要
沿焊缝顶部或沿焊缝宽度范围内进行扫查时，焊缝
余高可磨平。注意，扫查表面应尽可能打磨平滑。
通常，表面无需抛光，用圆盘或砂带磨光机轻轻打
磨，即可满足检测要求。

８．１．３　直探伤
对斜探头扫查声束要通过的母材区域，应使用

直探头进行扫查，以检出有可能妨碍斜声束传播、干
扰判定结果的反射体（如板材分层类缺陷）。评定焊
缝检测结果时，应考虑此类反射体的影响，但此类反
射体的检出，无需作为母材拒收的依据。

８．２　耦合剂

８．２．１　种类和特性要求
在探头底面与被检试件表面之间，要有一层耦

合剂—通常为液体或半液体，使声能可从探头传到
被检材料中去。耦合剂应充分润湿探头和试件接触
面，不得存有空气间隙。典型的耦合剂有水、机油、
油脂、甘油、纤维素胶等。所用耦合剂应对被检材料
无害；使用时，应在表面涂上薄薄一层，除水以外，都
要节约使用。用甘油时，常需添加润湿剂，以改善耦
合性能。用水耦合时，水应清洁，最好脱氧。水中可
加抑制剂或润湿剂。

８．２．２　介质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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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介质应选择粘度适合于被检材料表面粗糙

度的介质。

８．２．３　温差控制
对接触式探伤，校验试块与被检试件的表面温

差应不大于１５℃。

９　距离－波幅校正

９．１　校验试块
灵敏度（波幅）调整用的校验试块，其制作材料

厚度和表面粗糙度应与被检试件相似，材质和热处
理应与被检焊缝相似。

９．２　距离－波幅校正
灵敏度的距离－波幅校正，也可用其他方法，只

要校正结果与认可的方法所得结果一样可靠。另
外，代用方法及所用设备，应满足本标准提出的有关
特性要求。

９．３　基准反射体

９．３．１　直探头探伤
直探头探伤时，可用横孔校验，横孔深度位置为

１
４Ｔ

和３
４Ｔ
（Ｔ－试块厚度）。Ｔ＜５０ｍｍ时，１４Ｔ

孔有

可能分辨不出。此时，校验试块中可另加１
２Ｔ

孔，用

１
２Ｔ

孔和３
４Ｔ

孔进行距离波幅校正。

９．３．２　斜探头探伤
斜探头探伤时，也用横孔校验，横孔深度位置为

１
４Ｔ

和３
４Ｔ
。Ｔ＜２５ｍｍ时，校验试块中可另加１２Ｔ

孔，用１
２Ｔ

孔和３
４Ｔ

孔进行距离波幅校正。对薄壁

小径管，校验试块中用横孔作基准反射体可能不切
实际，此时，经合同双方同意，也可采用内外表面开
口线槽作为距离波幅校正的基准反射体。

９．３．３　基准反射体尺寸
调整灵敏度用的横孔孔径尺寸，应经合同双方

同意。采用其他反射体时，其尺寸也由合同双方商
定。

９．４　许用技术

９．４．１　时间校准增益
相控阵检测的信号评价使用彩色编码的Ｂ扫

描或Ｓ扫描作为原始评价方法。因此，所用扫描显
示应提供统一色码，此色码相关于反射体在不同声

程距离上的回波波幅。
注意，只有装有电子距离波幅补偿电路（简称

ＴＣＧ）的仪器，才能使用此法。要使用调整范围内
的所有反射体进行校验和评价。超声检测中要使用
的检测设备、探头、聚焦法则和耦合剂等，均应组合
应用于此衰减调整。

９．４．２　初始基准反射
对有时间或声程（不是实际深度）标度的仪器显

示，设定聚焦法则，使超声波射到的参考靶体（一般
取声程距离处于最远点的靶体－－笔者注）产生最
大回波信号。将此参考反射体的最高回波信号调到

４０％～８０％满屏高（ＦＳＨ）。此靶体即可视为初始
基准反射体。

９．４．３　电子距离波幅校正
应用同一聚焦法则，使检测范围内不同距离处

的其他参考反射体回波，也达到最大，调整电子距离
波幅校正控制器，使所有参考反射体的回波高度与
初始反射体的回波高度，均为同屏高（此即所谓同波
高法）。将此校正应用于实际检测要用到的所有聚
焦法则。

９．４．４　其他等效方法
也可使用其他方法，来完成所有聚焦法则的同

波高法调整，即令检测距离范围内的同大小反射体
获得同波高。每台仪器的操作手册，对该仪器系统
的所用方法，均有最佳说明。

９．４．５　灵敏度调整示例
用横孔来调整焊缝检测灵敏度的方法示例见图

１。注意，尽管用于检测横孔的声线角度各不相同，
到达横孔的距离也各不相同，但各个横孔的回波强
度显示是相同的。图１（ａ）示出了两倍壁厚范围内，
一次声程波（０．５Ｓ波）的延长部分，作为二次声程波
（１．０Ｓ波）的镜像。图１（ｂ）则示出了相控阵扇形
扫描的显示图像，附加的焊缝断面图，能使焊缝中的
缺陷（横孔）上下位置在镜像中一目了然［４］。

９．５　校验周期
灵敏度的定期校验，应按合同双方商定的频度

进行。若设备校验结果其参数变化超过合同双方的
规定值，则应重新调整。若灵敏度变化起源于激活
的阵元数相对于基线评价的数值，则可要求更换探
头。

１０　焊缝检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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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式化Ｓ扫查和Ｓ扫描显示（用ＴＣＧ将横孔回波调

　　 为满屏高８０％）

１０．１　概述
相控阵检测程序通常与常规超声在声束覆盖和

检测角度等方面的程序一样。一般对焊缝结构推荐
的检测程序细节，详见ＡＳＴＭＥ１６４《焊缝接触式超
声检测》。相控阵方法的细节变化，取决于实际检测
时使用的是手工扫查，还是编码扫查。

１０．２　扫查范围
施探前，应先制定书面扫查方案（Ｓｃａｎｐｌａｎｓ），

确定焊缝相控阵扫查程序。扫查方案中，应说明：为
保证声束覆盖整个检测范围，所要求的探头偏离焊
缝中心线的距离，以及相应的声束角度。所要求的
体积覆盖范围，可包括焊缝全体积加上两侧热影响
区。焊缝应尽可能从焊缝两侧进行探伤。

１０．３　横向裂纹的检测
怀疑有横向裂纹存在时，应作补充检测，使声束

平行于或接近平行于焊缝中心线进行扫查。焊缝余
高磨平时，探头可直接置于焊缝上，作平行扫查；余
高未磨平时，探头置于焊缝两侧母材上，作倾斜１０°
～１５°斜平行扫查。前者效果最好。

１０．４　检测布置和声路示例
通常，从有机械加工焊接坡口的板材表面进行

扫查。因焊缝轮廓不同，当然也可采用其他扫查布
置。图２～图７给出了典型的薄板和厚板对接接
头、角接接头、Ｔ型接头，使用相控阵超声检测时的
探头布置和相应声路的示图。并非所有结构都能检
测（如因可接近性受到限制等），这里给出的只是示
例。所示多种探头－焊缝距离给出的声束截面覆盖

范围，是对编码线扫查来说的。这也可用探头手工
移动，以光栅式扫查来取代；此时，探头偏离焊缝距
离连续变化。

　　薄壁对接焊缝应从焊缝两侧进行探测，最好从开有坡口的焊缝

一侧探测（探头可接近时）。对薄壁焊缝，只要探头参数适当，声束足

以全覆盖检测范围，以单一探头－焊缝距离作线扫查即可。

图２　薄壁对接焊缝的Ｓ扫描和Ｅ扫描

　　厚壁对接焊缝应从焊缝两侧进行探测，最好从开有坡口的焊缝

一侧探测（探头可接近时）。对厚壁焊缝，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探

头－焊缝距离，或多种聚焦法则的探头－焊缝距离，进行线扫查，以

确保全部覆盖检测体积。

图３　厚壁对接焊缝的Ｓ扫描和Ｅ扫描

　　对角接焊缝，应将斜探伤与直探伤结合起来使用。对单Ｖ形坡

口，斜探头宜放在开有焊缝坡口一侧的板面上进行探测；对 Ｋ形坡

口，只要可接近，斜探头应从开有坡口的板材两面进行探测。在大多

数情况下，只用直探头在另一角接板面上进行探测，而不再用斜探头

探测。

图４　角接焊缝的组合扫查（Ｓ扫描＋Ｅ扫描）

　　对Ｔ型接头，可将斜探头置于腹板上，用类似于对接接头对接

焊缝的检测方法进行探伤。腹板厚度较薄时，可只用一种探头－焊

缝距离作Ｅ扫描或Ｓ扫描。只要可接近，斜探头应从腹板两面进行

检测。

图５　Ｔ型接头的Ｓ扫描 （腹板侧斜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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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Ｔ型接头，也可不用图５所示从腹板侧进行斜探伤的方法，

而将斜探头置于翼板内侧，用二次波作Ｓ扫描或Ｅ扫描探测焊缝。

翼板厚度较大时，可用两种探头－焊缝距离探测。只要可接近，斜探

头应从翼板两面进行探测。一般翼板面斜探伤不如图５所示腹板面

斜探伤有效。

图６　Ｔ型接头的Ｓ扫描 （翼板内侧斜探伤）

　　只要可接近，Ｔ型接头焊缝最好从翼板外侧进行探测。为使焊

缝熔合面（Ｋ型坡口有三个熔合面）的缺陷获得最佳检出，可三法并

举：（０°Ｅ扫描）＋ （小角度纵波Ｅ扫描 ）＋ （横波Ｅ扫描）。

图７　Ｔ型接头的Ｅ扫描（翼板外侧探伤）

１０．５　扫查方式
扫查探头的移动可选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一

种：手动式，自动式，半自动式。

１０．５．１　手动式
手动扫查的主要方式是探头作光栅式移动，声

束基本上垂直于焊缝轴线。探头前后移动的距离由
扫查方案确定，要确保声束全覆盖检测范围。每次
光栅式扫查探头横向移动距离，应不超过晶片横向
尺寸之半。扫查速度（探头手工前后移动）受系统更
新特性的限制。一般说来，采用的聚集法则越多，则
所需处理时间也越多，因而作Ｂ扫描或Ｓ扫描显示
的更新速率也越慢。

１０．５．２　自动式或半自动式
（１）定位编码器　自动或半自动扫查时，探头上

应连有适应每一轴线探头移动定位的编码器（大多
只用一个编码器）。编码器应作校验，以验证离参考
点位置的定位数据，测量精确度应为扫查总长度的

１％或１０ｍｍ（取两者中较小值）。
（２）导向机构　应使用探头夹持器或磁条之类

的导向机构，以确保探头横向移动时离焊缝中心线
距离始终不变。

（３）采样增量　应按使用的每一聚焦法则，采集
以Ａ扫描形式显示的数据，数据采集增量不大于

２ｍｍ（对要求检出的最小缺陷长度，至少有三倍增
量，如缺陷长度３ｍｍ，要求增量不大于１ｍｍ）。注
意，按验收标准，缺陷测长要求严格时，此增量值还
得减小。使用横向聚焦声束时，即可考虑按上述要
求确定数据采集增量。

（４）探头数　只对有编码器的扫查适用：可同
时使用多个探头和多个聚焦法则组合（比如，用同一
探头作两次Ｓ扫查，但起始阵元不同），只要系统有
运行能力。探头移动可由扫查方案细节确定，即通
过校验试块中的线槽探测来验证声束覆盖范围。

１１　显示评定

焊缝相控阵超声检测的显示评定，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所使用的扫查方法是手工扫查，还是编码
扫查。

１１．１　手工扫查的显示评定

１１．１．１　显示方式
用手工扫查进行相控阵检测时，操作者在扫查

过程中，应使用实时Ｓ扫描或Ｂ扫描显示，来监控
耦合质量和显示屏上超过评定阈值的信号显示。

１１．１．２　评定对象
评定用手工相控阵方法检出的信号，应要求操

作者注意扫查过程中检出的信号，评定所有超过评
定阈值的信号显示。有些相控阵系统可能还包括以
下选项：（１）把某些项目加入检测报告格式：（２）把Ｓ
扫描或Ｂ扫描图像加进检测报告。

１１．２编码扫查的显示评定

１１．２．１　 数据来源
编码扫查方法有赖于评定由储存的 Ａ扫描所

产生的数据显示。

１１．２．２　实时显示
编码系统可装实时显示装置，以显示扫查过程

中采集数据时的一个或多个视图。此项要求仅用于
扫描编程时数据质量的评定，可用于一个或多个通
道的监控。

１１．２．３　数字化波形
编码相控阵扫查所检出的信号显示，应使用作

为Ｓ扫描或Ｂ扫描基础的数字化波形进行评价，该
波形采集于数据获取过程中。

１１．２．４　显示形式
用于信号评价的编码扫查数据显示，除了手工

扫查可得的Ｓ扫描显示或Ｂ扫描显示外，还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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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多种投影显示（如顶视图、侧视图、端视图等）。

１１．２．５　重叠区域
用编码法扫查焊缝时，可分段扫查，只要采集数

据的相邻区域有重叠，且扫查区段之间的重叠有标
识，即有相对于焊缝参考起始点的编码位置（例如，

２ｍ长的焊缝，可分两段扫查，第一段从０ｍｍ～
１０００ｍｍ，第二段从９５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两段之间重
叠５０ｍｍ）。

１１．２．６　评定阈值
在Ｓ扫描或Ｂ扫描显示图上，应有明显的彩色

标明评定阈值，以使值得注意的信号显示在背景色
度上易于识别。

１１．２．７　显示信息
角度校准（也称为检测体积校准）的Ｓ扫描或Ｂ

扫描图像，含有两个重要信息：信号幅度和相关于超
声波束角度的缺陷深度信息。

１１．２．８　缺陷显示定位
缺陷显示定位应标出相对于探测面的深度距

离，并使用相关于焊缝参考点的坐标系统进行定位。

１１．３　缺陷定量

１１．３．１　缺陷测长
缺陷长度一般用端点半波高度法测定，即根据

探头沿焊缝长度方向移动时，由缺陷左右两端的最
大波幅降低一半时的移动距离确定；或者用绝对灵
敏度半波高度法测定，即根据探头沿焊缝长度方向
移动时，由缺陷左右两端的最大波幅降至最小评定
幅度一半时的移动距离确定。

１１．３．２　缺陷测高
缺陷高度可依据Ｓ扫描或Ｂ扫描图像，用６ｄＢ

降落法测定。此法适用于尺寸大于声束截面的平面
状大缺陷；对尺寸小于声束宽度的小缺陷，可使用声
束扩散修正法改善测高定量精度。对方向不利的缺
陷或自身表面不规则的缺陷，用波幅定量法可能会
使缺陷尺寸测不准，或者使缺陷的严重性评不准。
遇此情况，宜采用 ＡＳＴＭＥ２１９２《平面状缺陷超声
测高法》标准所描述的平面状缺陷优化测高法，这对
相控阵超声缺陷定量能起特效作用。

１１．３．３　定量依据
对所有超声发现的缺陷，应根据合同双方认可

的验收标准，进行评定。

１１．４　超声报告
超声相控阵检测报告中应列入的项目，由合同

双方确定。内容可包括：
（１）被检焊缝细节（材质、厚度、坡口型式、焊接

工艺等），工件示图；
（２）扫查面和表面状态；
（３）相控阵超声仪器细节；
（４）相控阵探头细节：

ａ．探头阵元数；ｂ．频率；ｃ．阵元芯距；ｄ．焦距
（识别平面、焦深或声程）；

（５）楔块（声速、入射角、尺寸、相对于１＃阵元
的基准尺寸）；

（６）虚拟窗孔的使用，即注明阵元数和阵元宽
度；

（７）聚焦法则使用的阵元数；
（８）Ｓ扫查的角度范围；
（９）从制造方获取的有关推荐角度范围的单据；
（１０）校验记录，电子－距离校正（ＴＣＧ）记录及

角度增益校正记录；
（１１）编码器；
（１２）使用的扫查机构；
（１３）耦合剂；
（１４）灵敏度调整方法及细节；
（１５）扫查工艺卡（说明探头在试件上的位置，探

头的移动参数，使用的声束角度及体积覆盖范围）；
（１６）传输波型（纵波、横波、脉冲反射波、串列一

发一收波、一发一收直通波等）；
（１７）扫查结果（缺陷细节：位置、长度、高度、波

幅、合格与否等）；
（１８）操作者姓名及资格等级；
（１９）检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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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车辅助传动
十字销裂损的分析与对策

纪晓明１　郭瑞芳２

（１．通辽机务段，内蒙古赤峰　０２４００６；

２．徐州机务段，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７）

摘　要：针对内燃机车辅助传动系统十字销裂损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检修装配工艺和磁粉探伤的不当
是产生裂损多发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关键词：内燃机车；十字销；裂纹；裂损原因；措施
中图分类号：ＴＧ１１５．２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４４２３（２０１２）０４２９０３

　　重载提速机车牵引定数由单机３３００ｔ上调至４
组合的２万ｔ，持续的高负荷运行加剧了内燃机车辅
助传动系统的传动轴、万向轴部件的疲劳损伤。

２０１０年以来我段机车运行中发生多起辅助传动系
统部件的折裂，以十字销裂损居多，因此必须总结经
验，采取对策，在源头控制部件装配质量，以期提高
检修质量确保机车安全运行。

１　受力分析与磁痕特征

辅助传动轴属于万向联轴器的组件，起到传递柴
油机与静液压变速箱和启动变速箱之间转矩的作用。
由于柴油机转速升降幅度较大、工况转换频繁，使其
承受较大的交变载荷和机械冲击载荷。十字销是整
个传动系统受力最大的组件之一，其作用是把主动轴
的转矩传递给从动轴，一般成对使用。十字销的根部
是应力集中点，受力较大，极易产生疲劳裂纹，其裂损
扩展速度快、危害性更严重。由于组装工艺控制不
当、装配时尺寸选配不合适可造成十字销游隙过大以
及润滑不良导致卡滞，使所受到的交变载荷和机械冲
击载荷相应增大从而加剧部件的疲劳破坏直至断裂。

从发现的一些裂纹磁痕及折裂轴的断口分析，

裂纹的特征主要表现在：（１）应力集中主要在柱销圆
根部的剪切力方向的某一点，此点产生疲劳裂纹源，
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萌发为疲劳微裂纹。（２）初期
都是呈极细、较浅的毛细发纹状，一条或数条稀疏分
布，随着疲劳极限的扩展最终沿旋转方向发展直至
被切断。（３）磁痕一般沿轴柱的圆根部周向稀疏分
布，比较平直、窄细长，宽度均匀，两头不尖锐，磁痕
聚集不多且模糊显示。（４）在折裂的断口上观察，有
明显的贝纹区，一般脆断区占截面积的２５％左右，
个别的甚至更大（图１）。是典型的疲劳裂纹特征，
从而说明了服役条件极为苛刻。

图１　某一十字销断口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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