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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0 管道内表面裂纹的激光超声检测方法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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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X80 管道的大规模应用，长输油气管道长期服役的安全性备受关注。为解决管道内表面
裂纹缺陷的检测问题，针对具有非接触、高精度特点的激光超声无损检测方法开展试验研究，并将其
应用于 X80 管道内表面裂纹缺陷检测。通过试验测量获取了 X80 管道试样无裂纹区域和有裂纹区
域的激光超声信号以及激光超声 B 扫描检测与成像，分析了裂纹缺陷对激光超声信号的影响。结
果表明：激光超声 B 扫描可以有效检测出管道内表面裂纹缺陷并精准定位，具有在管道无损检测领
域推广应用的价值。（图 9，
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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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ultrasonic detection method and test for inner surface cracks of
X80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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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X80 pipelines are applied in large scale, the safety of long-term service of long-distance oil and gas pipeline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tecting the inner surface crack defects of pipelines,
experimental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for the laser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detection method characterized by noncontact and high precision, which was also applied to the inner surface crack defect detection of X80 pipelines. The
laser ultrasonic signals in the areas of X80 pipeline specimen with/without cracks and the laser ultrasonic based B-scan
detection and imaging were obtained through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crack defects on
laser ultrasonic signal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ner surface crack defects of pipelines can
be detected and accurately located through the laser ultrasonic based B-scan. Hence, the laser ultrasonic based B-scan is
valuable fo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nondestructive detection of pipelines. (9 Figures, 21 References)
Key words: X80, pipeline detection, inner surface cracks, nondestructive testing, laser ultrasonic

截至 2020 年，中国长输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超过

方法主要有射线检测法、超声波检测法、涡流检测法、

16×10 km，基本形成横亘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

漏磁检测法等[7-8]。射线检测对平面型缺陷的检测灵

的天然气管道网络，其中 X80 管道总里程居于全球首

敏度较低，存在对人体有害的辐射，需要对探伤人员

4

[1-3]

。在管道长期服役过程中，受腐蚀老化、运行维

做额外安全防护措施，且检测结果底片不易存储与携

护不及时等因素的影响，管道容易出现腐蚀、裂纹等缺

带。与射线检测相比，超声检测对裂纹的检出灵敏度

陷。如果含缺陷管道未及时检修，则会导致管壁减薄、

较高，且对人体无害[7-8]。随着新型超声传感器技术、

燃气泄漏等安全隐患，而泄漏形成的燃空混合气极易

自动化控制技术、现代计算机技术与图像处理技术的

发生火灾或爆炸。因此，需要对长期服役的天然气管

发展，超声检测也逐渐进入自动化检测时代，其应用范

位

[4-6]

道定期开展安全状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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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无损检测

围日趋广泛。激光超声检测方法作为一种新型检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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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材料无损检测与评估[9-13]，
该方法具有非接触、无需耦合剂、空间分辨率高的优
点[14]，可以对管道实现快速、高精度地无损检测。目
前，基于激光超声检测管道缺陷裂纹方面的研究在检
测机理、试验研究、定量表征等方面仍有待加强[6-7]，因
此，针对天然气管道内表面裂纹缺陷的激光超声检测
图1

机理与定量表征方法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管道激光超声检测装置原理示意图

0~50 mJ ；
通过双波混合激光干涉仪检测超声信号，检

现实意义。
在此利用激光超声检测方法对 X80 管道内表面

测激光波长 1 550 nm。脉冲激光器发出一束脉冲激光

轴向裂纹和周向裂纹开展检测试验，分析管道内表面

的同时，向数据采集卡发出同步采集信号；
脉冲激光激

裂纹对激光超声信号的影响，进而通过激光超声 B 扫

发的超声波引起样品表面振动，双波混合干涉仪将振

描实现管道内表面裂纹的检测与成像，以期为解决

动位移信息转换为模拟信号，经数据采集卡采集后传

X80 管道内表面裂纹的非接触、高精度无损检测问题

输给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与成像。调节激发探

提供参考。

头和检测探头的相对位置，使检测探头轴线垂直于管
道试样表面；
程序控制运动电机带动管道轴向移动和

1

周向转动，完成扫描检测成像。

激光超声热弹激发原理

2.2

脉冲激光在管道中激发超声波的方式有两种：
热
[15-17]

周向裂纹检测
管道试样内表面周向裂纹检测方案（图 2）
：
检测

。其中，在热弹效应下脉冲激

点与激发点间距为 8 mm，分别将检测点与激发点设置

光功率密度小于钢管材料的损伤阈值，钢管表面材料

在管道试样内表面裂纹的同侧和异侧。当检测点与激

吸收激光能量并转换为热能，诱发激光照射区域材料

发点位于管道试样内表面裂纹同侧时，激发光激发的

急速膨胀，并激发出超声波。热弹激发超声波不会对

超声波先经过检测光，再到达裂纹处，部分超声波被裂

钢管表面造成损伤，是激光超声无损检测的主要激发

纹反射产生反射回波，反射回波与直达波在检测光处

弹激发和烧蚀激发

[18-21]

方式。热弹激发物理过程可由热弹耦合理论阐述

，

装置带动管道试样做周向步进旋转运动，步进角度为

热弹耦合方程为：

.
[K ]{T }＋[C ]{T }={R q}＋{R Q}
[M ]{U }＋[K ]{U }={R ext}

相互叠加，使检测到的超声波信号增强；
通过机械扫描

（1）

0.5°，可以得到管道试样周向不同位置的激光超声信

（2）

号，实现反射法 B 扫描检测与成像。当检测点与激发

式中：[K ]为热传导矩阵；{T } 为温度向量；[C ]为比热
.
容矩阵；{T } 为温升率向量；{R q} 为热通量向量；{R Q}

点位于管道试样内表面裂纹异侧时，超声波到达裂纹

为热源向量；[M ]为质量矩阵；{U } 为位移矢量；{ }

能量穿过裂纹处形成透射波，使得在裂纹处检测到的

为加速度矢量；{R ext} 为外力矢量。

超声波信号大幅衰减，通过使管道试样做步进旋转运

处后，一部分能量被反射形成反射回波，另外一部分

动，步进角度为 0.5°，可以实现透射法 B 扫描检测与

2

检测试验

2.1

管道试样与检测装置

成像。

管道试样材质为 X80 管线钢，外径 46 mm、内径
41 mm，在管道内表面加工有周向裂纹和轴向裂纹。
管道激光超声检测装置（图 1）采用 Quantel 公司
生产的 Q 开关 Nd ：
通过 YAG 型脉冲激光器在管道
中激发产生超声波，脉冲激光波长 1 064 nm、脉冲宽
度 8 ns、最大重复频率 20 Hz、单个脉冲激光能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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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反射法周向扫描
图2

（b）透射法周向扫描

管道试样内表面周向裂纹激光超声检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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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反射法周向扫描检测结果

2.2.2

透射法周向扫描检测结果

在管道试样无裂纹区域与有裂纹区域的激光超

由管道试样无裂纹区域与有裂纹区域的激光超声

声检测反射法周向 A 扫描信号（图 3）显示：
在 0~2 μs

检测透射法周向 A 扫描信号（图 5）可知：
有裂纹区域的

区间内，两组 A 扫描信号几乎一致；
在 2~4.5 μs 区间

透射表面波信号幅值大幅衰减，
无裂纹区域透射表面波

内，无裂纹区域 A 扫描信号与有裂纹区域 A 扫描信号

信号极大值与极小值的差值高达 10 mV，
而有缺裂纹区

存在一定的相位差；
在 4.5 μs 之后，有裂纹区域的 A 扫

域透射表面波信号幅值仅为 4 mV，
因此，
可利用透射表

描信号因直达波与裂纹反射波相互叠加，使得有裂纹

面波信号幅值表征管道试样内表面裂纹缺陷。

区域 A 扫描信号的振荡幅值大于无裂纹区域的 A 扫
描信号振荡幅值。依据超声波检测反射原理，当超声
波遇到裂纹缺陷时会发生反射，反射波与直达波在检
测点位置相互叠加，使检测到的超声信号发生改变，其
规律是裂纹深度越大，被反射的超声波能量越大。因
此，可利用 4.5 μs 之后的信号幅值变化表征管道试样
内表面裂纹缺陷。

图5

管道试样内表面周向裂纹透射法激光超声检测 A 扫描
信号曲线

由管道试样激光超声检测透射法周向 B 扫描检测
与成像结果（图 6）可知：
在无裂纹区域，超声波声场的
分布较为规则（0°~60°）
；
在有裂纹区域（60°~120°）
，
超声波信号幅值显著减小，
且声场产生了不规则变化。

图3

管道试样内表面周向裂纹反射法激光超声检测 A 扫描
信号曲线

由管道试样激光超声检测反射法周向 B 扫描检
测与成像结果（图 4）可知：
在无裂纹区域，超声波声
场的分布较为规则（0°~60°）；
当检测点与激发点随
着管道旋转逐渐接近并进入裂纹区域（60°~120°）
时，直达波与裂纹复杂边界的反射回波相互叠加，使
得 4.5 μs 之后的超声波声场发生复杂畸变。

图6

2.3

管道试样内表面周向裂纹透射法激光超声检测 B 扫描
信号检测图

轴向裂纹检测
针对管道试样无裂纹区域与有裂纹区域的激光

超声轴向裂纹检测，采用与周向裂纹检测相同的方
案（图 7）：
检测点与激发点间距为 8 mm，管道试样做
周向旋转步进运动，步进角度为 0.5°，采集周向不同角
度的激光超声信号，实现周向 B 扫描检测与成像。
利用表面波幅值表征管道试样内表面的轴向裂
纹，提取 2.7 μs 时刻信号幅值与角度位置数据绘制
图4

管道试样内表面周向裂纹反射法激光超声检测 B 扫描
信号检测图

曲线（图 8），曲线在 24°位置幅值最小，表明该点位于
管道试样内表面裂纹缺陷的正上方。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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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
4.5 μs 之后的信号可以有效特征表征
管道内表面周向裂纹。
（2）采用透射法周向扫描方法检测管道内表面周向
裂纹时，表面直达波的幅值变化最显著，是表征管道内
表面周向裂纹的最佳特征，
可以根据表面波幅值的变化
确定内表面周向裂纹的位置，
并估算裂纹的周向弧长。
图7

管道试样内表面轴向裂纹反射法激光超声检测示意图

（3）当管道内表面存在轴向裂纹时，周向扫描得到
的声场中存在 V 形分布的缺陷回波，V 形的顶端即内
表面裂纹的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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