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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在压力容器焊缝检测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AC electromagnetic field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pressure vessel weld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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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压力容器的焊接质量，可以应用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下文主要就该技术的应用进行论述研究。
关键词：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压力容器焊缝检测；实际应用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elding quality of pressure vessel, AC electromagnetic field detection technology can
be applie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s mainly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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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压力容器由于工作环境特殊，需要对容器的焊缝质量
进行严格的检测，从而通过数据分析确保压力容器的质量。
在压力容器焊缝检测的时候可以应用交流电磁场检测技
术，有效提高焊缝检测工作的时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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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焊缝检测工作简述

为了保证压力容器的质量，需要定期对压力容器进行
检测，通过对压力容器的焊缝质量进行检测，可以确保压
力容器的正常使用。压力容器的裂纹问题是焊缝质量检测
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当压力容器出现焊缝裂纹问题的时
候，会直接影响压力容器的正常运行。
在压力容器焊缝质量检测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磁粉检
测或者渗透检测的方式，以上两种方式不仅检测工作强度
大、检测的数据不准确，且检测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工作人
员的影响，在焊缝质量检测数据获得后也不易保存，工作
人员只可以根据具体检测的数据进行定性的分析，不能进
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1]。
为了提高压力容器焊缝检测工作的质量，越来越多的
企业引进了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通过该技术可以准确检
测出压力容器的焊缝质量。目前通过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
的实际应用发现，该技术不仅在传统碳钢压力容器的焊缝
质量检测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且在不锈钢和合金钢
的压力容器焊缝质量检测中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优势。
当压力容器的焊缝出现裂纹的时候，采取交流电磁场
检测技术可以一次性地检测出具体的裂纹数量、大小、位
置和空间布局等，有效降低反复检测的工作效率。检测获
取的数据信息经过计算机电脑的数据统计处理，可以对压
力容器中焊缝裂纹的产生与实际情况进行定量分析。通过
相对应的数学计算理论可以准确计算出裂纹的实际宽度和
深度，这些数据信息为压力容器的焊缝维修工作提供了可
靠的数据资料。
在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可以设计方便
的计算机应用软件，然后将检测出的数据信息输入对应的
软件当中，从而描绘出特殊的裂纹曲线和蝶形图，通过对
以上两种图像的研究分析，可以准确判断出裂纹的缺陷产
生原因。在压力容器焊缝质量进行检测的时候，需要对检
测的数据信息进行记录，并整理成资料统计入库。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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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检测出的不同裂纹情况，设计可以同时覆盖压力容器材
料的检测探头，这样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压力容器焊缝的检
测工作效率，且很好地降低了检测的工作强度。

2

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的应用研究

为了验证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在压力容器焊缝质量检
测工作中的可行性，笔者采取了压力容器用 16MN材料制
作的实际钢板材料进行试验焊接，并且对焊缝的质量进行
检测，从而更好地验证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的实用性。在
钢板材料进行焊接的时候不添加任何的导电材料，从而保
障钢材焊接的质量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质量缺陷。
在钢板材料完成焊接施工之后，通过交流电磁场检测
技术对焊缝的质量进行检测，得到不连续的杂物有 20 毫米
且深度达到了 3 毫米，在焊缝有效探头的检测范围内可以
对焊缝内存在的内部缺陷、质量问题和焊接问题进行一次
性检测完成。在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应用的时候，根据交
流电磁场的工作特征选择 6HHZ为检测扫描频率，在对钢
板的焊缝进行检测的时候，需要进行顺时针的缓慢扫查。
在探头进行扫描的时候，扫描的电子传感器同时出现了BX
和BZ的主要信号源。且当交流电磁场的检测探头开始进
行顺时针的缓慢移动检测时，对应产生的BX信号与BZ信
号在电脑仪器中出现了闭合的蝶形图，根据对蝶形图的研
究分析，可以判断出该钢板的焊接质量中没有出现连续性
的质量缺陷 [2]。
在交流电磁场的检测探头对焊缝进行扫描的时候，探
头对应的编码器解读出了探头检测出的焊缝缺陷长度为
19.5 毫米，利用数学理论进行计算可以得到缺陷的深度为
3.2 毫米。通过对缺陷数据的整理分析，最后判断出钢材的
焊缝质量存在的裂纹误差控制在工程施工的要求之内，因
此说明该种材质的钢板在进行焊接的时候可以保障施工的
质量，进而为压力容器的焊接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基础，从
而更好地提高压力容器的整体运行质量。
我国某化工企业对 1000 立方米的丙烯球罐进行定期
的焊缝质量检测，在前期检测的过程中发现了球罐的焊缝
中存在很多的裂纹。为了进一步了解该球罐焊缝中裂纹的
具体分布情况，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
对丙烯球罐的所有焊缝进行全面的扫描检查，对检测出的
裂纹进行及时标记，在交流电磁场检测完成之后，利用磁
（下转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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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土地表面的瑞利波速分布图和影响深度的分布图进行掌
握，以此来对土地的性质进行研究，为后期的工程施工做
好相关的数据准备。再使用平板载荷试验以及触探实验等，
来提高确定施工场地土质层承载力以及各种工程施工指标
的效率，使测试的结果更加准确有效 [4]。最后，要结合测试
的实验结果以及相关的资料，对其展开分析。由于建筑工
程施工场地的面积较大，不同场地的土质层结构有着一定
的差异，因此，在对土的性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要科学地
借助各种检测方式，对不同场地土质层的各种指标进行试
验，再将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以此来对不同场地的土的承
载力以及工程施工的具体性质进行更加准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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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在展开建筑工程之前，要对地基进行强夯
处理使其更加具备坚固性。但施工场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

响，土地的性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强夯地基处理要进
行检测，必须结合多种检测方式进行对比，以此来了解更
加精确的土的性质。检测方式必须根据施工所在地的各种
综合因素来进行选择，只有在恰当检测方式的使用基础上，
才能够为强夯地基处理的效果做好保障，从而为后期建筑
工程的建设质量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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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检测技术对有裂纹的焊缝进行质量性能的验证，在磁粉
检测技术进行验证之后，确实发现了丙烯球罐焊缝中存在
具体的裂纹。
在所有的焊缝裂纹中存在一条特殊的裂纹，该条裂纹
存在于T型焊接的水平焊缝中，T型焊缝在交流电磁场检测
技术应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无关的检测数据信息，因此为
了保障该类焊缝检测的工作质量，在对球罐的T型焊缝进
行检测的时候，需要采用小范围的检测探头，具体的探头
型号与检测的面积范围有关，需要根据具体的检测工作选
择对应的工作探头。在检测的过程中进行均匀缓慢的检测，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障检测工作的可靠性，对出现裂纹的区
域进行重点检测，确保所有的焊缝都得到了检测，且排除
其他相关的干扰，从而获得更加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为
化工企业制定对应的球罐焊缝裂纹处理方案提供准确的信
息，保障球罐处理检修工作的可靠性与可行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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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在压力容器的焊缝出现裂纹时，需要采取
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对其焊缝裂纹进行检测，从而获取更
加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为压力容器的焊缝处理工作质量
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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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中的应用[J]. 中国特种设备安全,2016,32(04):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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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擦拭，直到表面多余的渗透液全面擦拭干净。在擦拭过
程中，需要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向进行擦拭，不能反复擦拭。
第四步显像：在喷涂显像剂之前，先要摇动喷灌，促使喷灌
内部的显像剂充分均匀。在喷涂时，喷涂距离压力容器表
面的长度约为三到四厘米，喷涂角度约为三四十度。显像
时间保持在十分钟左右。第五步检验：着色检测应当在白
光下进行，显示的图像颜色为红色。在检验时，工作现场
应当保持充足的光照，被检测工件表面的光照度不能超过
1000IX。通过观察发现实验体表面。第六步清洗压力容器
表面：在检测之后，先采用干净不脱毛干布进行实验体表
面的渗透剂和显像剂擦拭，直到擦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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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等级评定

缺陷裂纹在纵缝上，距离环缝垂直距离约为 0.3cm。
经 过 精 准 裂 纹 长 度 的 测 量 为 0.08cm，明 显 不 符 合《NB/
T47013.5-2015》标准。然后在让技术人员对于缺陷部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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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打磨补焊，然后对该位置进行重新渗透检测，发现没有
缺陷，判定等级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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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在压力容器的制造过程中，采用无损检测
是确保压力容器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本次实验，总结出
了如果发现被检测工件有裂纹缺陷，可以对检测出的缺陷
进行返修，然后重新进行渗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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