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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焊缝的常规无损检测方法及其最新进展，各种检测方法

的优缺点及其发展方向。重点论述了射线照相技术和工业 CT 技术

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介绍了几种超声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以及相

关的信号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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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NDT Technology of the Welds  
(In Chinese) 

LI Jianwen  XU Yansen  WANG Zengyong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EP, 621900) 

ABSTRACT 
Non-destructive testing (NDT) and its up-to-date development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DT 
technology. The up-to-date development of X-ray imaging and industrial CT is 
emphased on, and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ultrasonic imaging and related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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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在现代工业生产中，焊接构件几乎无所不在，保证焊接构件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焊接构件在其焊接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缺陷，出现在表面的缺陷有：未焊透、咬边、

焊瘤、表面气孔、表面裂纹等；内部缺陷有：夹渣、夹杂物、未焊透、未熔合、内部气孔、

内部裂纹等。对表面缺陷可用磁粉法或渗透法来检验；对内部缺陷可用 X 射线或超声波检

验。几种常用的焊缝检验方法的基本原理、适用范围、检验灵敏度及其优缺点列在表 1 中。

本文主要对焊接构件内部缺陷的检测方法即：X 射线检验和超声波检验法的现状及其各自

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进行研究，并讨论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1  磁粉探伤检验、荧光探伤检验与着色探伤检验 
磁粉探伤检验是利用焊件在磁化后，在缺陷的上部会产生不规则的磁力线这一现象来

判断焊缝中缺陷的位置。检测对象为厚度不限的铁磁性金属焊件，表面需光滑，能发现表

面及表面下 1～2 mm的毛发裂缝。检测灵敏度取决于磁化方法、磁化电流、磁粉粒度等因

素，通过目视磁粉在焊接接头上分布情况来判定缺陷的形状和大小。这种检测方法的优点

是灵敏度高、速度快、能直接观察、操作方便，缺点是不能检验非铁磁性材料、不能发现

内部缺陷、不能测定缺陷的深度。 

荧光探伤检验是利用紫外线照射某些荧光物质产生荧光的特性来检查工件表面的缺

陷。检测对象为厚度不限的各种铝合金焊件，表面粗糙度 Ra=3.2～3.6 µm，可检测到宽度

为 10～4 mm，深度为 10～2 mm 的细小表面缺陷。通过荧光直接观察缺陷的位置、形状和

大小，操作方便，设备简单，其缺点是紫外线能产生臭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只

能发现外部缺陷。 

着色探伤检验是利用某些渗透性很强的有色油液，渗入工件的表面缺陷中，除去工件

表面的油液后，涂上吸附油液的显像剂，在显像剂层上就显示出缺陷形状的彩色图像。能

检验厚度不限的任何材料的焊件，表面粗糙度要求达到 Ra=3.2 µm，能检测到宽度不小于

0.01 mm、 小深度为 0.03～0.04 mm 的表面缺陷。通过直接观察焊件上的显影粉来确定

缺陷的位置、形状和大小，不需专门设备、操作简便、费用低廉，但灵敏度较低、检验速

度慢。 

2  射线检验 
在超声检验出现之前，射线照相是发现焊缝中埋藏缺陷的唯一可行方法，人们对射线

检验的基本原理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了解，射线照相在此期间已发展为一项成熟的技

术。 
射线照相取决于对因缺陷及其周围金属的吸收率不同而引起的 γ 射线或 X 射线束透

射强度变化的探测[1]，因为 X 射线吸收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的密度，因此射线照相在

探测质量过剩或质量缺损的体积型缺陷（如夹渣或气孔）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射线照相对

探测有一定厚度的金属块中任意方向上的平面缺陷（如致密裂纹或未熔合）则不一定有效，

除非预先知道其开裂的可能位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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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焊缝无损检验方法比较 

 
近年来射线照相 重大的发展就在于 X 射线检测方面（或实时射线照相），有几种有

效的方法可记录透射的 X 射线强度而不需使用胶片。对于焊缝检验， 常用的技术就是使

用荧光屏或 X 射线图像放大器将 X 射线转换为可见光，并将这种光的输出端连接到数据

采集卡上。X 射线检验法的主要优点是：它非常适用于自动化，可直接获得构件的图像，

而不会因底片曝光和处理延误时间。此外，因为图像是以数字形式提供的，因此容易将图

像处理和自动缺陷分析软件联入检验系统中。如果选择显微聚焦源和大几何尺寸放大率，

探伤方法 适用范围 
可发现缺陷及灵

敏度 判定方法 主要优点 主要缺点 

X 射

线检

查 

2～120 mm 厚度

的焊件，焊接表面

不需要特殊加工 

射

线

探

伤

检

验

γ 射

线检

查 

厚 度 小 于 300 

mm 的焊件，焊接表

面不需要特殊加工 

气孔、夹杂物、

未焊透、未熔合、

裂缝等。灵敏度一

般为厚度的 10% 

由胶片观察

缺陷的位置、形

状、大小及分布

情况 

灵敏度高、

能保存永久性

的缺陷记录 

费用高、设备较重、

不能发现与射线方向

平行的裂缝一类极细

的线状缺陷、有放射

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

响 

超
声
波
探
伤
检
验 

厚度一般为 8～

120 mm 的形状简

单的焊件，表面需

光滑 

任何部位的气

孔、夹杂、裂缝。

灵敏度高，且不因

厚度变化而变化 

根据信号指

示可测定缺陷

的位置、大小和

分布情况 

适 用 范 围

广、对人体无影

响、灵敏度高，

能及时得出探

伤结论 

焊件形状须简单、表

面光洁度要高、对探伤

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

高、不能测定缺陷性

质、不能保留永久性探

伤记录 

磁
力
探
伤
检
验 

厚度不限的铁磁

性金属焊件，表面

需光滑 

表面及表面下

1～2 mm 的毛发

裂缝。灵敏度取决

于磁化方法、磁化

电流、磁粉粒度等

因素 

目视磁粉在

焊接接头上的

分布情况来判

定缺陷的形状

和大小 

灵敏度高、

速度快、能直接

观察、操作方便

不能检验非铁磁性

材料、不能发现内部缺

陷、不能测定缺陷的深

度 

荧
光
探
伤
检
验 

厚度不限的

各种铝合金焊件，

表 面 粗 糙 度

Ra=3.2～3.6 µm 

宽 度 为 10 ～ 4 

mm，深度为 10～

2 mm 的细小表面

缺陷 

通过荧光直接

观察缺陷的位

置、形状和大小

操作方便，

设备简单 

紫外线能产生臭氧、

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

只能发现外部缺陷 

着
色
探
伤
检
验 

厚度不限的任何材

料的焊件，表面粗

糙度 Ra=3.2 µm 

宽度不小于 0.01 

mm 、 深 度 为

0.03～0.04 mm 的

表面缺陷 

直接观察焊

件上的显影粉

来确定缺陷的

位置、形状和大

小 

不需专门设

备、操作简便、

费用低廉 

灵敏度较低、速度

慢、表面光洁度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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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使用 X 射线检验法可获得高质量的图像。近年来，从传统的胶片 X 射线照相技术过渡

到数字 X 射线技术，特别是非胶片化数字射线照相技术，不但大大降低了检测成本，还可

以有效保护环境。AGFA 公司提出了三种数字化方案：胶片的数字化（即利用扫描激光束

测量胶片的光学密度并产生数字信号，它帮助从胶片技术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利用存储

荧光物质的计算机射线照相技术 CR（适用于使用粗胶粒胶片技术的应用场合）和无定形

硒直接射线照相技术 DR（适用于使用中等或细粒胶片技术应用场合）。CR 技术是利用可

重复使用的图像板代替胶片，该图像板由对光敏感的存储荧光物质和薄膜晶体管阵列

（TFT）组成，它可保持经射线照相后的图像。当利用激光束对该图像板扫描时，原先保

存的图形再恢复成可见光。CR 技术或较早的数字图像板是一种间接技术，需要先将 X 射

线能量转化为可见光，然后再将光能转化为数字信号，而转换过程中因光散射影响图像质

量和图像对比度。与 CR 技术相比，DR 技术在射线数字技术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

的数字图像板是利用无定形硒和 TFT 直接捕捉 X 射线并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消除了中

间环节因光散射引起的图像质量蜕化。DR 技术可将曝光时间从 3～5 min 缩短到 5 s，而显

影时间可从 8 min 左右降低到约 35 s，并可获得接近胶片的分辨能力。 
射线照相的主要局限性在于裂纹探测和裂纹尺寸测量方面。对于裂纹探测，特别在厚

焊缝中，射线照相技术没有自动超声技术可靠。此外常规的射线照相不同于超声，它不能

对穿透壁厚的裂纹尺寸（即裂纹深度）进行精确测量。射线照相的另一个主要局限性不在

于其技术性能，而是使用 X 和 γ 射线的安全性。要求确保特别是在现场进行检验或使用

放射性同位素时的安全工作环境。 
此外，还有一种 CT 技术，即计算机辅助层析成像技术，采用一面状射线束透射工件

的一个层面，检测器阵列与射线束处于同一平面，通过机械驱动装置对工件形成一定的扫

描透射，采集射线束穿过该层面的大量数据，通过拉冬（Radon）变换和逆变换，重建该

层面的图像，实现对这一层面的检测。工业 CT 本质上也是一种射线检测技术，能够给出

焊件的断层扫描图像，从图像上可以直观看到目标细节的空间位置、形状、大小，感兴趣

的目标不受周围细节特征的遮挡，图像容易识别和理解，具有突出的密度分辨能力，高质

量 CT 图像的密度分辨能力可达 0.1% 甚至更高，比常规射线检测技术高一个数量级。采

用高性能探测器的工业 CT，探测信号的动态范围可达 106以上，远高于胶片和图像增强器。

采用微焦点X射线工业CT可检测小试件内十几微米的缺陷，扫描层厚度可控制到 20～100 
µm，重建图像矩阵 1024×1024 像素，图像为三维图像。工业 CT 图像是数字化的图像，

从中可以直接给出像素值、尺寸等物理信息，数字化图像便于储存、传输、分析和处理等。 
工业 CT 的局限性在于其设备造价太高，检测成本高，检测效率低，一般用于小体积、

高价值的零件或一些零件关键部位的检测。 
下图为某大马力发动机用电子束焊活塞的环缝工业 CT 扫描图和顶缝工业 CT 扫描图。

活塞由铸造的活塞顶圈和锻造的铝活塞体用电子束焊工艺焊接在一起的，形成两道焊缝，

一道为顶部的筒形焊缝，一道为裙部的环形焊缝，活塞直径 150 mm。从图 1 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焊缝根部的气孔带以及焊缝中心部位有一处长条形气孔。从图 2 中可以看到靠近内

冷油道位置附近的顶缝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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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活塞环缝工业 CT 扫描图       图 2 活塞顶缝工业 CT 扫描图 

3  超声检验 
20 世纪 60 年代，超声检测就被作为焊缝检验的一种无损检测技术。从那时起，这种

技术就得到广泛的发展，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因此，超声检测现已成为一项重要技术，用

来判定很多在役检验的焊接结构，如海上结构、核工业及压力容器工业等。 
在在役检验方面，超声检测之所以比 X 射线照相更受欢迎，是由于射线照相的内在局

限性和应用超声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如上所述，射线照相在辨别体积缺陷时非常有效，但

在检查或测量平面缺陷，且有可能是 严重的缺陷类型裂纹时，其能力则有限。超声波经

平面和立体缺陷散射，可用于探测这两种类型缺陷，并测量其尺寸，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

超声甚至能探测出闭合的裂纹。超声还能容易地给出与缺陷有关的深度信息，而 X 射线，

还需专门的且昂贵的技术（如 CT）才能获得这些信息。在节约资金方面，通过提高生产

率，超声比射线照相可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过去几十年里，超声检验已从一种单纯的人工

操作技术发展到经过计算机辅助处理的人工操作技术，更进一步发展到使用自动扫描仪，

并且在焊缝评定时可联结多个压电传感器的全自动系统。对日益完善的系统在缺陷探测方

面应用的可靠性研究，已形成建立超声焊缝检验可信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还进行了

某些工作来确定检验特殊焊缝几何形状的可靠方法，包括单面 V 形坡口焊缝和双面 V 形

坡口焊缝以及对接焊缝。这些研究中有几项已用射线照相和超声检验的可靠性作了比较，

结果表明人工操作超声技术，甚至使用 不完善的超声方法，对存在的不连续处的拒收率

等于或大于射线照相的拒收率。 
超声检测焊接结构要求不仅能可靠地探测缺陷，而且须准确地对缺陷定位和测量其大

小，使接收/拒收准则能够正确实施。人工操作的超声系统通常使用的是 20 dB 衰减、6 dB
衰减与来自钻孔的幅度比较。然而，这些技术都有误差，这种误差不仅是由缺陷形状、方

向和位置的影响引起的，而且还由衰减、耦合、分辨率及设备特征引起。结合计算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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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超声系统，使得用于缺陷探测及测量的好方法如声时衍射法（TOFD）便于实施，

对所要求的缺陷拒收率，可得到近乎完美的结果。在测量缺陷大小方面，根据合成的小孔

聚焦（SAFT）及其派生的方法如 SUPER-SAFT 进行超声成像的自动超声系统已取得了重

要进展。 
   几种常见的扫描超声成像系统[2]： 

（1）B，C，D 扫描成像及 A 扫描 
超声波回波在示波器荧光屏上直接显示，荧光屏上的 X 轴代表脉冲回波的渡越时间或

缺陷距离，而 Y 轴代表回波的振幅，这种显示方式称为 A 扫描。将示波管和电子束作强

度调制，即用荧光屏上的每一点代表被测样品某个截面上的一个点，而用亮度的大小表示

从样品上对应点测得的回波振幅的大小，就得到 B，C，D 显示方式。B 扫描显示的是与

声束传播方向平行的且与样品的测量表面垂直的剖面；D 扫描所显示的是与声束平面和测

量平面都垂直的剖面；C 扫描显示的是样品的横断面图。超声 B，C 扫描成像设备简单、

操作容易，已成为 普通的两种超声成像方法。 
（2）超声显微技术 
超声显微技术是利用物体声学特性的差异来显示细微结构的技术。由产生或接收的不

同手段形成了不同种类的声学显微镜，其中较重要的有机械扫描声显微镜（SAM）和激光

扫描声显微镜（SLAM）。 
SAM 的工作原理与 C 扫描相似。接收与发射聚焦探头构成共焦系统，声束焦斑直径

接近于声波长。样品置于焦平面上并作栅格式机械扫描。机械扫描与示波管的电子束扫描

同步，从示波管屏幕上就得到对应于物体被照射部位的声学像。按超声的传播方式，SAM
分为透射式和反射式，后者应用较广。 

（3）F 扫描图像显示系统 
F 扫描（又称特征扫描）采取特征扫描的方法，利用计算机全波列采集检测信号，提

取和存储许多特征，经信号处理后，按多种特征进行成像显示，检测特征包括：超声波波

形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脉冲周期和频谱特性等。F 扫描集成了 C，B 扫描的优点和功

能，但 F 扫描的检测能力远远超过 C，B 扫描。除了检测局部缺陷外，还能够对检测信号

进行频谱分析、数字滤波；通过各种特征量的提取和重构，能够实现缺陷的自动识别，从

而提高了定量的精度。 
（4）P 扫描图像显示系统 
P 扫描是投影成像扫描的简称，是专为焊缝检测开发的。两个斜楔探头位于焊缝两侧

并按事先规划好的方法扫查，扫查可手动或自动。测到的声波以 1 dB 的精度记录于磁带

上。然后检测的结果送到 P 扫描处理器，它以声线理论为基础进行计算，并将计算结果以

两个投影图的方式显示：一个是俯视图，将投影面平行于表面；另一个是侧视图，投影面

平行于焊缝，且垂直于表面。由两张视图及附加图可大致估计焊缝中缺陷的形状和空间位

置。使用不同的显示阈值，这相当于不同的检测灵敏度，会得到差别很大的显示图形。确

定正确的显示阈值通常要凭经验的积累。 
P 扫描系统较简单。大部分硬件可由商品仪器搭配而成。而且可将自动扫描器固定在

现成的自动焊接机上，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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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LOK 超声成像技术 
ALOK（德文）是“振幅—传播时间—位置曲线”的缩写。在采集数据时不加时间闸

门，测量系统记下探头在各测量点 Pi 得到的回波串中所有的正峰值及其出现的时间。

ALOK 允许 32 个不同的探头同时在线收集数据。成像和数据分析事后在 32 位中型计算机

上进行。根据几何声学原理，回波的传播时间 τik 在重构空间中确定了圆心在测量点 Pi、

半径 rik=τik /V 的一条圆弧。许多圆弧的交点就是重构出的缺陷的像点。回波振幅用来对重

建图像作修正。振幅修正后可提高信噪比约 20 dB。由上述原理已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复杂

的重建算法。 
ALOK 成像系统是目前少数获得实际应用的高级成像系统之一。ALOK 成像分辨率约

为 4.5 mm。ALOK 成像系统还能对存储数据进行 A，B，C 扫描显示。由于裂缝性缺陷的

表面以镜面反射为主，ALOK 对裂缝的平直部分的重建还存在困难。 
（6）合成孔径聚焦成像技术（SAFT） 
用换能器阵列的各阵元接收来自同一物点的声信号，并对所得的相应的电信号引入适

当的时间延迟，使它们同时到达输出端作叠加输出，就实现了对该物点发出的声波的聚焦

接收。这种成像方式称为合成孔径聚焦成像。上述聚焦方式称为时延聚焦。此外还可引入

相位延迟的方式来聚焦，成为相延聚焦。 
SAFT 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级声成像技术，现在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SAFT 成像的分辨率高，能在近场区工作，并能实现三维成像。然而，SAFT 需用比 ALOK
多得多的数据。对每一个孔径点，SAFT 需要采集和存储整个回波信号，即全波采样。其

重建理论也更加复杂。无论对硬件和软件，SAFT 成像系统的要求都较高。 
应当指出，从 C 扫描到 ALOK 各种扫描成像方法，实质上都是合成孔径的方法，即

利用扫描的方式由小孔径的探头合成了一个较大的成像孔径。 
此外，还有许多的超声成像技术，诸如超声相机、超声 CT、扫描声全息、相控阵成

像、电子线路空间滤波成像和各种逆散射成像等。 
总之，超声成像是定量研究无损检测的重要工具。近十年来，随着电子产业的进步，

各种现代数字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大量引入超声研究，使得若干以往很难解决，或只

是理论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可望得到切实解决。 
定量化[3]是数字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用于超声检测的主要目的之一。到目前为止，工

业用超声无损检测大多还停留在了解材料与构件内是否有缺陷，或凭经验大致判断缺陷的

大小与位置。近期理论与实验研究表明，采用多参量的超声数字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

可给出检验的量化结果，如缺陷的大小、位置、形状或性质（是空穴或夹杂等）。与断裂

力学知识相结合，现代超声检测还可望进一步对构件的强度与剩余寿命进行评估，这方面

的成果已开始在发达国家的电力行业初步应用。 
数字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用于超声检测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分离与识别一些复杂的

检测信号。如粗晶奥氏体钢的超声探伤由于信噪比较低，使得各国学者不断探索新的解决

途径，近期将现代数字信号处理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用于超声检测，人们已经能比较稳定

地探测出各类奥氏体钢构件的缺陷。新型的信号分离与识别技术使得超声检测较好地适应

了新材料及其它工业技术发展的需求，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成本的大幅

度降低，又加快了采用现代数字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的超声检测仪器的工业应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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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目前，人们对降低焊缝检验成本的需求日益增长。而通过开发神经网络，使其用于超

声系统中对缺陷类型、尺寸和位置进行分级，得出的结构符合特定的检验规则，可以大大

降低分析超声数据的成本，而且便于实现超声检测的自动化。 
神经网络只能在有代表性的数据上试用后，才能证明它们是成功的。然而获得代表性

数据的费用很高。一种替代方法是，在网络上采用从超声波与焊缝缺陷相互作用的加强数

学模型产生的数据。在这些数学模型变得更完善之前，对于焊缝的超声判定，强调使用合

格的科技人员是必要的。 
今后，进一步优化焊缝超声检验仍有许多困难，先进方法如 TOFD 的应用有可能取得

实质性的改进，同时，神经网络的实施还只是个开始。在焊接应用中，改进的超声产生和

探测有多种选择方法，如使用相控阵、激光技术和其它特种探头。在超声可靠性范围内需

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如残余应力、较高频率的影响及对真实缺陷而不是模拟缺陷更全面的

考虑。 

4  结论及展望 
近几年在焊缝 NDT 技术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成本效益与诸多因素有关，如 NDT

技术的可靠性、灵敏度、速度和覆盖面，这些方面的要求导致焊缝自动超声检验系统的应

用得以扩大，特别是在核工业和压力容器领域。非接触式 NDT 技术已取得迅速发展，今

后在自动数据处理的神经网络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应提高其检验速度。 
对检验的总经济效益也应给予更多的考虑。要获得 大经济效益就需对所给的某相检

验选择 适合的技术，包括使用一种以上的技术来判定焊接结构的不同部位。例如，磁粉

检验与超声结合快速而经济有效地探测焊缝表面裂纹。新的电磁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也起着

作用。还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超声检验技术的进展补充到焊缝判定规则中。 
总之，焊缝 NDT 特别是在使检验成本降至 低而不损坏结构完整性方面，仍有很多

难题，通过焊接工程师与 NDT 专家之间密切合作，这些难题正在得到解决，既具备 NDT
知识又具备焊缝生产、断裂力学和结构力学知识，是获得 佳效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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