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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管道类裂纹缺陷涡流内检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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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气管道类裂纹缺陷尤其是内表面的类裂纹缺陷是导致管道失效的主要因素，但由于现有
内检测技术的局限性，类裂纹缺陷成为了管道内检测研究的难点。基于电磁涡流技术，选取不同
缺陷深度下的管道本体及环焊缝处类裂纹，通过自主搭建的高速自动涡流检测试验装置开展了不
同类型的类裂纹涡流内检测试验，分析了类裂纹缺陷的涡流信号特征，验证了电磁涡流技术用于
类裂纹缺陷内检测的可行性。试验结果表明：在较高的检测速度下，通过缺陷阻抗信号可以区分
油气管道不同位置的类裂纹缺陷，且随着缺陷深度增大，信号特征越明显；随着缺陷提离值增大，信
号特征逐渐减弱；缺陷信号信噪比水平较高，可以满足准确识别类裂纹缺陷的要求。（图 10，表 1，
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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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of eddy current inline inspection for crack-like defects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XUAN Wenbo1, WANG Ting2, DAI Lianshuang3, WANG Fuxiang1
1. Pipeline R & D Center, PipeChina North Pipeline Company;
2. PipeChina North Pipeline Company; 3. China Oil & Gas Pipeline Network Corporation
Abstract: The crack-like defects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especially the crack-like defects on the inner surface, a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pipeline failur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existing inline inspection technology, the cracklike defects are difficult to detect through inline inspection. Herein, various eddy current inline inspection tests of crack-like
defects were performed by setting up an eddy current high-speed automatic testing device to detect the crack-like defects in
the pipe body and girth weld at different defect depths base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eddy current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he eddy current signal characteristics of crack-like defec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electromagnetic
eddy current technology to the inline inspection of crack-like defects was verifi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ack-like
defects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impedance signal of defects at a higher
inspection speed. Meanwhile,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s become more obvious with the increase of defect depth, but attenuat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liftoff value of defects. In addition, the greater signal-to-noise ratio of defect signal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for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crack-like defects. (10 Figures, 1 Table, 22 References)
Key words: oil and gas pipelines, inline inspection, electromagnetic eddy current, crack-like defects, signal analysis

油气管道在服役过程中，由于腐蚀、机械损伤以
及其他外力因素，经常会导致管道失效，甚至引起爆
炸事故

[1-3]

。在管道的众多失效因素中，管道类裂纹

缺陷是主要失效因素，尤其是位于管道环焊缝处的类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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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缺陷，受现场焊接技术水平及施工条件的限制，
其质量难以保证，所产生的类裂纹缺陷在管道运行过
程中受力扩展易产生疲劳断裂失效[4-6]。
管道内检测是发现裂纹缺陷、消除潜在事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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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有效手段。目前，国内外管道常用的内检测技

应、激励频率均能够影响检测线圈的阻抗[22]。
从矢量分析的角度看，涡流检测获得的检测信号

术主要包括漏磁内检测、超声内检测、电磁超声内检
[7]

测等 。漏磁内检测是最成熟且应用最广泛的内检测

可以看作是缺陷、干扰以及正常工件对线圈的多种阻

技术，但受制于漏磁技术原理的限制，其难以检测出开

抗影响信号的叠加，是各种影响信号单独作用时对线

口较小的缺陷。超声技术可以识别细小裂纹，探测精

圈阻抗影响信号的矢量总和。因此，可以对探头线圈

度较高，但必需利用液体介质与管壁耦合，主要适用于

施加多个频率叠加的激励信号，然后将获得的检测信

[8]

石油管道 。电磁超声内检测技术可以检出管道的应

号通过矢量运算，不仅能够获得缺陷信号，还能抑制干

力腐蚀裂纹、直焊缝裂纹，部分检测公司已研发出相应

扰，实现缺陷检测。

[9-10]

的内检测器

。但现有的内检测技术在检测类裂纹

缺陷方面尚存在局限性，已成为国内外管道内检测技
术研究的难点[11-13]。电磁涡流技术具有无需与管体接
触、无需介质耦合以及对表面缺陷识别能力强等优点，

2

模拟试验

2.1

高速自动涡流检测试验装置

是目前解决类裂纹缺陷检测问题的重要探索技术之

为了模拟管道内检测的工况条件，自主设计并搭

一。涡流检测技术发展迅猛，国内外各种类型的涡流

建了高速自动涡流检测试验装置（图 1），其主要包括

[14-19]

仪器相继出现

。基于电磁涡流原理，自主设计并

自动检测模块、探头驱动模块、信号提取模块及信号采

搭建了高速自动涡流检测试验装置模拟内检测工况，

集模块。自动检测模块包括探头夹具、高速导轨、电机

利用信号可识别性、缺陷深度、检测速度、提离值、信噪

及控制系统，
主要功能是固定缺陷试件、
夹持涡流探头，

比等指标，探讨了电磁涡流技术应用于管道类裂纹缺

通过触摸屏控制实现对管道缺陷试件的自动/手动状态

陷内检测的可行性。

的定速（速度为 0～4.8 m/s）检测。探头驱动模块由直
接 数 字 合 成（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DDS）电 路、

1

涡流检测理论

放大电路组成。信号提取模块的功能由正交矢量锁相
放大电路实现，提取探头信号中的幅值与相位信息。

1.1

涡流检测原理

信号采集模块采用基于 FPGA（Field Programmable

涡流检测是一种无损检测方法，其通过测定被检

Gate Array）的高速信号采集系统，使用 FPGA 驱动

工件内感生涡流的变化而引起的检测线圈阻抗的变

并行 AD 芯片对锁相放大器的输出信号进行采集，

化，既可无损评定导电材料及其工件的性能，也可发现

并对采集数据进行预处理，剔除误码，对数据进行打

[20-21]

被检工件表面、近表面缺陷

。当通有交变电流的

检测线圈靠近被测物体时，由于激励磁场的作用，被测
物体中将感应出涡流。涡流的幅值、相位、路径均受到
被测物体各项性质的影响，而由被测物体中的涡流产
生的磁场也将在检测线圈中感应出电压。因此，通过
对比检测线圈上感应电压的变化，即可判断被测物体
是否存在缺陷。
1.2

阻抗分析法
阻抗分析法是以分析涡流效应引起线圈阻抗变化

及其相位变化之间的关系为基础，鉴别各影响因素效
应的一种分析方法。
从电磁波传播的角度分析，阻抗分析法实质上是
根据信号有不同相位延迟的原理来区别工件中的不
连续性。在实际应用时，电导率、磁导率、填充系数、
试件几何形状、提离效应、试件的不连续性、边界效

图1

油气管道类裂纹缺陷涡流内检测试验装置组成示意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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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通过 USB 端口传入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制作了 2 组缺陷试件（表 1，其中 wt 为管道壁厚）。其

2.2

试验条件及参数设置

中，第 1 组缺陷是采用高频疲劳振动方法加工的真实

试验所用探头为绝对式涡流检测探头，选用管径

类裂纹缺陷，第 2 组缺陷是采用线切割方法加工的标

为 813 mm、壁厚为 14 mm 的 X65 钢级管道切片，加工
表1
缺陷编号

加工方法

试件尺寸/mm

第1组

疲劳加工

300×100×14

第2组

线切割

300×100×14

准类裂纹缺陷。

油气管道类裂纹缺陷涡流内检测试件参数表
裂纹尺寸

缺陷类型

深度

管体裂纹

20％wt、
50％wt、
80％wt

焊缝裂纹
管体裂纹
焊缝裂纹

20％wt、
50％wt、
80％wt
20％wt、
50％wt、
80％wt
20％wt、
50％wt、
80％wt

长度/mm

宽度/mm

裂纹长度随深度扩展

小于 1.0

100

0.3

检测试验基本参数设置：
检测试验中激励频率为

归一化处理，使电阻、电抗都成为无量纲的标量。将探

100 kHz，
检测速度为 0.8 m/s，
提离值为 0。当分析检测

头阻抗转为无量纲的标量，通过绘制阻抗平面图，即可

速度的影响时，选用 0.8 m/s、
1.6 m/s 两种检测速度进

直观地发现缺陷信息。

行对比；
当分析提离值的影响时，选用 0、1 mm、2 mm、

3.2

3 mm、4 mm 及 5 mm 共 6 种提离值进行对比。

类裂纹缺陷的可识别性
选取管道本体、环焊缝处的类裂纹缺陷进行检测，

并提取缺陷信号，从阻抗平面图、阻抗信号曲线两个角

3

试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度分析类裂纹缺陷的可识别性。
管体类裂纹、环焊缝类裂纹、无缺陷环焊缝的阻抗

3.1

涡流检测信号解析

平面图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图 2）：
管体类裂纹仅具有

试验探头采用正弦波作为激励信号产生感应涡

位于第二象限的线形特征，环焊缝类裂纹具有位于第

流，输出信号是探头阻抗与探头串联电阻对输入信号

二象限、第四象限两个线形特征，无缺陷环焊缝仅具有

的分压。信号提取模块可以提取探头信号中的幅值、

第四象限的线形特征。可见，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线形

相位信息，同相输出信号、正交输出信号能够直接表征

特征分别表征类裂纹缺陷、环焊缝，通过阻抗平面图可

缺陷信息和探头阻抗信息，其计算式分别为：

以明显地识别出不同位置的类裂纹缺陷。

UI ＝
UQ ＝

U AU C
2

U AU C
2

cos φ

（1）

sin φ

（2）

式中：U I 为同相输出信号，V；U Q 为正交输出信号，V；

U A 为输出信号幅值，V；U C 为探头激励信号幅值，V；
φ 为探头激励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差，
（°
）。
将 U I、U Q 作为坐标代入极坐标中，可以得到极坐
标幅值 U 、极坐标旋转角 θ ，其计算式分别为：

U=

2 U AU C
2

θ =arctan（-tan φ ）

图2

（3）
（4）

经过滤波后的探头输出信号与激励信号的幅值、

管体类裂纹、环焊缝类裂纹、无缺陷环焊缝阻抗对比图

由于无缺陷环焊缝存在余高的影响，管体类裂纹、
环焊缝类裂纹的阻抗信号曲线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管体类裂纹的阻抗实部信号表现为一个波谷特征，虚

相位不同，当检测中发现缺陷时，探头输出信号的幅

部信号表现为一个波峰特征，但实部信号峰值明显大

值、相位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测量探头输出信号的幅

于虚部信号（图 3）。环焊缝类裂纹的阻抗实部信号表

值、相位变化，便可获取探头电阻抗变化量，即阻抗、电

现为波峰-波谷-波峰的组合特征，阻抗虚部信号则表

抗。为了方便分析阻抗变化轨迹，需要将电阻抗进行

现为波谷-波峰-波谷的组合特征（图 4）。可见，阻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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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的线形特征组成（图 6）。同时，随着类裂纹缺陷
深度增大，管体类裂纹、环焊缝类裂纹的信号特征表
现越明显。

图3

缺陷深度 80%wt 的管体类裂纹阻抗信号曲线

图6

3.4

不同缺陷深度下环焊缝类裂纹阻抗对比图

检测速度对检测信号的影响
检测速度是衡量内检测可行性的重要指标，在高

速检测状态下是否能够准确获取缺陷的信号特征决
定了涡流内检测的可行性。利用高速自动涡流检测
图4

缺陷深度 80%wt 的环焊缝类裂纹阻抗信号曲线

试验装置，设定不同的检测速度对缺陷深度为 50％wt

号曲线具有明显的表征类裂纹、环焊缝的特征，由此可

的管体缺陷、焊缝缺陷试件进行检测试验。根据试验

以区分不同位置的类裂纹缺陷。

结果可知：
当检测速度增大后，管体类裂纹阻抗图仍具

从上述阻抗平面图、阻抗信号曲线可以明显地识

有明显的缺陷线形特征（图 7），环焊缝类裂纹阻抗图

别出不同位置的类裂纹缺陷，验证了涡流检测技术对

也具有明显的缺陷、焊缝线形特征（图 8），因此表明可

类裂纹缺陷的可检出性。
3.3

缺陷深度对检测信号的影响
分别选取不同缺陷深度的管体类裂纹、环焊缝类

裂纹进行检测试验，由于疲劳加工与线切割缺陷的检
测信号结果相同，因此均以线切割缺陷为例进行分
析。检测试验结果表明：
不同缺陷深度的管体类裂纹
的阻抗图表现为第二象限的线形特征（图 5），不同缺
陷深度的环焊缝类裂纹的阻抗图特征则由位于第二
象限表征类裂纹的线形特征与位于第四象限表征环

图5

不同缺陷深度下管体类裂纹阻抗对比图

图7

不同速度下缺陷深度 50%wt 的管体类裂纹阻抗对比图

图 8 不同速度下缺陷深度 50%wt 的环焊缝类裂纹阻抗对比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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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高速状态下获取缺陷的检测信号。
3.5

SNR=10 lg

提离值对检测信号的影响
涡流检测的优点之一是可以实现非接触测量，
因此

研究探头提离对检测信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如果

P signal
P noise

第 40 卷 第 12 期

=20 lg

U signal
U noise

（5）

式中：SNR 为信噪比，dB；P signal、P noise 分别为信号、
噪声
的功率，
W；U signal、U noise 分别为信号、
噪声的幅值，
V。

在某一提离范围内，
涡流检测系统仍可准确地捕捉到缺

采用高速涡流检测试验装置，以 100 kHz 检测频

陷信号，则可以在涡流探头提离试件表面进行测量，不

率、0.8 m/s 检测速度对缺陷深度为 80％wt 的管体、焊

仅可以减小试件与探头的磨损，
还可以提高检测速度。

缝类裂纹缺陷进行检测，获取的信号、噪声幅值分别约

为了分析提离值对涡流检测信号的影响，选取

为 0.3 V、
0.015 V。根据式（5），计算得到信噪比约为

不同的提离值对缺陷深度为 80％wt 的类裂纹试件

26 dB，可以满足油气管道类裂纹缺陷涡流内检测系统

进行检测试验。结果表明：
随着探头提离值的增大，

的设计要求。

管体类裂纹、环焊缝类裂纹阻抗实部与虚部的峰值
（图 9、图 10）均明显减小，且环焊缝类裂纹的阻抗幅
值受提离值影响，其衰减速度略快。当提离值过大时，

4

结束语

由于阻抗峰值较小，无法准确区分缺陷的信号特征，且

针对油气管道类裂纹缺陷的内检测技术难题，自

环焊缝处形貌不规则。为了准确地识别缺陷的涡流信

主搭建了高速自动涡流检测试验装置，加工制作了不

号，应尽量贴近管道表面或选择较小的提离值进行缺

同尺寸的类裂纹缺陷，通过开展类裂纹缺陷涡流自动

陷检测，避免缺陷漏检。

检测试验，从信号可识别性、缺陷深度、检测速度、提离
值、信噪比等不同角度验证了电磁涡流技术应用于管
道类裂纹缺陷内检测的可行性。电磁涡流技术可以实
现内检测工况下类裂纹缺陷的检测与识别，为后续开
展电磁涡流内检测技术的系统应用、内检测器的研发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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