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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谈 锅 炉 压 力 容 器 超 声 波 检 测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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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水泽加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l 结合超声波检测技术原理的分析，从压力容器角焊缝、压力容器内壁裂纹及压力容器封头管板裂纹等方 

面探讨了超声波检测技术在锅炉压力容器缺陷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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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在役锅炉压力容器的接管 的，但实际上，任何介质总有边界，当超声波在非均 

角焊缝处于不检查状态，潜在危险大。加强超声波 匀介质中传播，或从一种介质传播到另一种介质时， 

检测技术的探讨对提高锅炉压力容器缺陷检测质 由于介质的声阻抗发生了变化，超声波会在声阻抗 

量，提高容器运行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变的分界面上产生反射、折射和透射现象，从而来 

1 超声波检测技术的原理 判断 

最广泛的是 A型显示 

超声检测主要应用超声波在材料中的传播特 脉冲检测仪，通过长期的超声波检测实践及对材料、 

性，以及超声波与缺陷的相互作用机理来进行检测。 制造工艺的充分了解，通过对检测中发现的缺陷进 

理论上，超声波在无限大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 行解剖、分析、验证，以积累经验，可以从显示屏上显 

为确保主机正常工作，应避免强电、磁场和热源的影 

响。③燃气报警器必须与紧急 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送 

排风设施联锁，当燃气报警装置报警时，紧急自动切 

断阀立即自动关闭切断气源，以迅速排除险情，达到 

安全供气的目的。 

3．5 放散管的设置 

锅炉房内的燃气管道上应装设放散管，可以在 

管道检修或在长期停用后再投入运行前，用惰性气 

体或燃气吹扫其中的残存气体，以确保管道检修或 

锅炉点火的安全。以能将管道内燃气或空气吹扫干 

净为原则，应在下列部位设置放散管道： 

锅炉房进气管总切断阀的前面(顺气流方向)； 

燃气干管的末端，管道、设备的最高点；燃烧器前两 

切断阀之间的管段；系统中其他需要考虑放散的适 

当地点。 

放散管可根据具体布置情况分别引至室外或集 

中引至室外，放散管出口应安装在适当的位置，使放 

散出去的气体不致被吸人室内或通风装置内，放散 

管出口应高出屋脊2 m以上。 

放散管管径根据吹扫管段的容积和吹扫时间确 

定，一般按吹扫时间为 15～30 min，排气量为吹扫段 

容积的 10～20倍作为放散管管径的计算依据。 

4 设计的其他注意事项 

锅炉房燃气管道入口处应装设总控制阀与紧急 

自动切断阀，当锅炉房万一出现事故时，能迅速切断 

气源，避免事故扩大；或当锅炉房内燃气管道需要检 

修时，用以切断气源。每个燃烧器前的供气支管上， 

应装置手动切断阀，用以切断气源和调节流量。如 

果燃烧器配有机械鼓风设备，应在燃烧器前设置止 

回阀，以防止回火或空气倒流。在燃烧器前应设置 

金属软管或波纹管，金属软管与止回阀之间的管段 

上应设置压力表。锅炉房内的燃气管道须使用无缝 

钢管，管道与附件严禁使用铸铁件。若锅炉房是单 

独建筑，则应把锅炉房作为丁类生产厂房，锅炉房与 

其他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满足规范要求。在 目前的 

建筑设计中，设在地下室的锅炉房有的没有设置泄 

压口，有时用户在实际使用时将原建筑设计用途更 

改为锅炉房，也没有设置泄压口，这个问题在设计工 

作中应特别注意，协调用户增设泄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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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缺陷回波的静态和动态波形，起波速度，回波前 

沿的陡峭程度与回波后沿的下降斜度，波峰形状，回 

波占宽，移动探头时缺陷回波的波幅、位置、数量及 

包络形状，多次反射底波的次数与波幅的下降规律， 

底波高度的损失情况等等，再根据缺陷在被检工作 

中的位置、分布状况、缺陷的当量大小、延伸情况，结 

合具体的材料特点、工艺及超声波的基础理论知识 

作出综合判断，达到较准确地评估缺陷的性质或种 

类。在对锅炉压力容器的探伤中，超声波的优点比 

较明显，即：①超声波的指向性好，能形成窄的波束； 

②波长短，小的缺陷也能够较好的反射；③距离的分 

辨力好，缺陷的分辨率高。由于裂纹是最危险的缺 

陷之一，所以通过超声波检测可以大大提高缺陷检 

测率，确保产品质量。 

2 锅炉压力容器的常见缺陷 

2．1 裂纹 

裂纹是压力容器中一种危险的缺陷，标准中认 

为，只要判定为裂纹，即为不合格。裂纹形成机理较 

复杂，根据产生条件和时机，可分为：热裂纹、再热裂 

纹、冷裂纹和层状撕裂。裂纹方向性很强，有的回波 

较大，但有的回波也较小，用不同 K值的探头，从不 

同方向入射，可能找出较大回波。 

2．2 未熔合 

未熔合是指焊缝金属与母材金属，或焊缝金属 

之间未熔化结合在一起的缺陷。未熔合按其所在部 

位可分为坡口未熔，层间未熔合和根部未熔合三种。 

未熔合一方面能根据其所在位置判定；另一方面，由 

于其为面状缺陷，方向性很强。因此，不同的 K值 

探头，其反射回波的当量会有很大的差别。 

2．3 未焊透 

未焊透有中间未焊透和根部未焊透，特别是对 

于根部未焊透，其回波的起波速度较快，反应强烈， 

在焊缝两侧探查都能发现，且反射波幅大致相同。 

3 锅炉压力容器的超声波检测技术应用 

3．1 锅炉压力容器角焊缝超声波检测技术 

对角焊缝做全体积的超声波检测，一般采用双 

晶直探头和斜探头并用的检测方法。双晶直探头检 

测法，检测时双晶直探头置于接管内壁，此时易检出 

靠近探头侧与简体侧坡口面的未熔合，对焊缝根部 

未焊透类不连续性无法检出，双晶直探头不可检测 

的区域由斜探头来完成检测。 

3．1．1 探头选择 

对角焊缝进行超声波检测时，通常接管侧采用 

直射法及一次反射法，为了保证经小径管内壁反射 

后的超声波束仍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和较高的分 

辨力，建议根据集箱及接管不同的壁厚，采用专门研 

制的不同焦距的小径管线聚焦斜探头或小径管双晶 

聚焦斜探头。 

3．1．2 探 伤 面的确 定 

由于受结构影响，对角焊缝的横波检测，只能选 

择在内外筒板的各侧做单面探伤。在横波检测前， 

用一次反射法的跨距公式，划出探头距焊缝区域线。 

为能发现角焊缝余高及热影响区中可能产生的缺 

陷，再将此值加上角焊缝腰高和热影响区。根据三 

角原理，划出一次反射法探头移动距离的探伤基准 

线，以保证在一倍跨距内的声束能完整地检查到角 

焊缝区域，而检测根部未焊透时则用一次直射法即 

可划定的基准线为22．5 mm。双晶直探头的移动区 

用被检锅炉集箱圆周曲率的样板在集箱端板和管板 

上划出角焊缝宽度位置，再各加5 mm的热影响区。 

3．1．3 扫描线调节与灵敏度校验 

采用曲面平底孔试块调节仪器扫描线，由于下 

降管壁厚 >100 mm，所以扫描时基线按深度 1：2进 

行调节。下降管角焊缝最大检测厚度是接管壁厚、 

角焊缝盖面宽度和焊缝两侧热影响区宽度(一般取 

5 mm)三者之和。 

3．1．4 波形识别 

将直探头置于插入式接管内壁检测，在焊缝金 

属边缘，相当于角焊缝盖面处，也会收到正常接管或 

筒体外壁的底面回波，若不注意分辨，有可能造成错 

判或漏检。为此，需要在移动探头的同时观察底波 

降低的情况，来确定焊缝与母材侧的交接边界，使探 

头从接管侧向焊缝侧移动。若探头与该标记重合 

时，底波依然很高，则有可能是接管侧或简体侧有未 

熔合或未焊透存在。 

3．2 锅炉压力容器内壁裂纹超声波检测 

锅炉压力容器内壁裂纹超声波检测原理是根据 

现有的检测设备条件，结合被检工件的规格、结构形 

状和产生裂纹的必然形态、拟采用小 K值与大 K值 

两种斜探头相结合的超声波检测方案，以确定容器 

内壁是否存在应力裂纹，及推断减温器喷水管根部 

是否存在泄漏。 

3．2．1 纵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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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2．5 MHz，直径为 20 mm的直探头，置于 

容器外圆面，用直接接触法作周向或轴向 100％扫 

查。检测灵敏度为 2平底孔当量直径，可利用容器 

完好部位内圆孔的大圆柱底面回波调节得到。 

3．2．2 环向缺陷的横波检测 

同一容器的检验，先后采用 K1、I(3探头进行扫 

查，对缺陷相互验证。用 Kl探头对管座沿纵向和周 

向进行扫查，探头周向扫查较难实现良好的耦合，以 

轴向扫查为主。如内壁有龟状裂纹存在，K1探头扫 

查显示波为壁厚深度的端角反射波，其波高与同厚 

度试块端角反射相近。在此扫查灵敏度下，对于裂 

纹深度根部处往往无反射波。K1探头扫查的 目的 

是判断内壁是否开口，裂纹深度定量困难。屏幕显 

示的最高波总是在壁厚深度位置上，而且随着探头 

的移动，缺陷波不断出现。用 I(3探头对管座进行 

扫查，周向和纵向相结合，以纵向扫查为主。在周向 

上扫查时因外形结构的影响，对反射波的定性与定 

位分析较困难。由于其 K值较大，龟状裂纹较深较 

密，往往无法获得内壁处裂纹开口处端角的反射波。 

在裂纹扩展的根部，反射波更趋近于垂直反射，反射 

信号最强。显示屏显示的主要是裂纹根部的反射 

波，在裂纹分布较密集的情况下，探头前后移动时， 

由于相邻裂纹缺陷波的干扰，管座内壁的反射波消 

失，而另外的裂纹根部反射波进入显示屏，可对裂纹 

进行开裂深度的定量。 

3．2．3 缺陷的定量测定与评定 

检测中发现了缺陷波，利用前后、左右移动探头 

的方法，找到缺陷的最高回波，然后根据不同探头定 

出缺陷的当量值，直探头探测时定出缺陷回波的平 

底孑L当量值，K1和 K3斜探头探测时，根据检测灵 

敏度定出缺陷回波高所在的距离一波幅区域及波高 

分贝值。 

3．3 锅炉压力容器封头管板裂纹的超声波检测 

3．3．1 扫描速度和仪器灵敏度的调整 

由于锅筒封头管板管孔很多，且被检管板厚度 
一 般都是20 mm左右，K值的选择入射角度为50。 

左右为宜。为达到检测的规范性，可制作参考试块， 

其尺寸按被检板厚、孔径、孔距确定。扫描速度的调 

整，可在标准试块 CSK一1A上调整，也可利用参考 

试块摸拟管孔的上下端角信号调整。由于管孔的间 

距较小，调整后至少使二次波能呈现在荧光屏上。 

灵敏度的调整，按照最大灵敏度原则，结合参考试块 

摸拟管孔人工裂纹最大反射信号调整到荧光屏满刻 

度的50％，同时测出管板表面粗糙度的声能损失 dB 

差，也可用以前切割下来的钢板上的自然小裂纹调 

整灵敏度。 

3．3．2 扫查方式和裂纹的判断 

探头前后移动，反射信号游动范围内平稳清晰。 

把探头放置在裂纹两侧垂直于裂纹的直线上，且至 

裂纹的距离相同。探测时，可得到形状近似、位置相 

同的反射信号。固有信号和裂纹信号的波形动态过 

程：探头顺孔径方向放置，找到孔边端角最强信号 

K，然后探头向裂纹位置逐渐偏转，孔边端角信号逐 

渐下降，若在其稍后的位置逐渐升起一个信号，而且 

当该信号最强时，孔边端角信号消失，则该信号即是 

裂纹信号。探头再往回偏转时，出现相反过程。 

4 锅炉压力容器超声波检测技术的展望 

随着温度变化，超声波声压衰减变化相当显著。 

此外，不同的反射体，其所处的不同位置可能有不同 

的衰减幅度，不同的传感器频率也会有不同的衰减 

特性。这些问题均需要在今后的高温超声波检测过 

程中加强研究和重视。 

耦合与衰减的影响。耦合的影响：超声波探伤 

中，耦合剂的声阻抗和耦合层厚度对回波高有较大 

的影响。此外，当探头与调灵敏度用的试块和被探 

工件表面耦合状态不同时，而又没有进行恰当的补 

偿，也会使定量误差增加，精度下降。今后，在探伤 

晶粒较粗大和大型工件时，应测定材质的衰减系数， 

并在定量计算时考虑介质衰减的影响，以便减少定 

量误差。 

对缺陷性质要结合缺陷空间位置、焊接缺陷静 

态波形、动态波形和回波幅度进行综合判断。同时， 

锅炉集中下降管的焊接质量关系到锅炉的安全运 

行。射线、超声和磁粉三种检测方法如何综合运用， 

． 扬长避短，是今后应该考虑的问题。 

目前，一些结构的超高压容器的元件在用过程 

中根本无法检测，需要继续开发新的无损检测技术 

和方法，而且，由于形状的原因，需研制携带各种检 

测设备检测长径比大的容器内壁的爬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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