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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无损检测中超声波探伤技术的应用
王　荷

（大连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　钢结构无损检测中超声波探伤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但是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进行持续优化改进。而要

想充分发挥超声波探伤技术的优势作用，还需要全面把握其应用要点。对此，本文结合钢结构无损检测实际，简要阐述了

超声波检测技术的概念内涵与应用现状，指明了其具体的应用范围，并探讨了其在焊缝检测中的应用要点，希望能够为相

关主体提供有益借鉴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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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钢结构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建筑领域，其质

量与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存在密切关联，若是钢结构质量

有问题，且在施工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就会对工程建设

埋下巨大隐患。超声波检测技术作为当前工程检测的主流，

具有非常显著的应用优势，并在钢结构检测中得到了日益

广泛的普及。但客观来讲，超声波探伤技术的应用也有着

严格要求，如何全面把握应用要点，也是相关人员需要重

点思考与实践的重点。

1 基本概述

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的原理就是利用超声检测仪对被

检测对象产生具有发射和透射功能的超声波，频率范围通

常在 1-5 兆赫兹，能够对钢结构金属材料焊缝中的缺陷进

行检测，如裂纹、未熔合、未焊透等，同时能够有效判定

缺陷所处的位置。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具有设备简便、检

测效率高、结果精准等优势，是当前自动化检测的代表性

技术。另外，超声波无损探伤检测，对检测对象的要求相

对较低，在材料属性、制造工艺、规模大小等方面没有太

多局限，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无损检测领域。当然，超

声波无损探伤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就是不适用于形状

复杂、表面粗糙、粗晶材料的检测。还有就是，超声波无

损探伤技术主要分为两类，包括手工探伤和自动化探伤，

前者具有可操作性强、适用范围广的优势，但也存在耗时

较长、用工较多的缺点。但因国内钢材生产企业对钢材坯

料无损探伤重视度较低，所以在钢结构生产环节基本以人

工探伤为主。但对于建筑企业来讲，为确保建筑工程质量，

除了加强钢结构生产环节的检测把关外，还应该通过人工

探伤与自动化探伤的有机结合，对钢结构质量进行独立检

测，最大程度地消除钢结构质量风险。当然，这种结合正

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开始应用于所有钢结构检测领

域，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钢结构无损检测中超声波探伤技术的应用范围

2.1 钢结构焊接检测

在钢结构焊接中，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有着非常重要

的应用价值，通过对焊接施工质量的检测，能够有效判定

钢结构焊缝等级，进而为后续施工提供一定依据。目前，

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应的焊缝等级分类标准和检测方法，施

工企业只需根据相关标准实施检测，对钢结构焊接质量进

行客观评估，并做好后续质量管理即可，而这也是建筑施

工质量管理的重要面向 [1]。

2.2 压力管道强度检测

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在压力管道强度检测领域也有着

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检测能够全面了解压力管道的结构

缺陷、焊接方法、受力状态等，进而判定其是否满足设计

标准和施工要求，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具体强度检测能够

为后续强度施工提供可靠依据。

2.3 压力容器厚度检测

除了在上述领域的应用外，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还可以

应用于压力容器厚度检测，就是通过对检测对象材质结构、

空间状态等信息的分析，准确把握压力容器厚度，进而明

确相关部位的质量风险，也是提高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

3 钢结构无损检测中超声波探伤技术的应用要点

3.1 充分做好准备工作

3.1.1 注重专业队伍建设

检测人员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才能确保检测结果

的精准性，这就要求检测人员必须持有专业证书，同时把

握相关专业知识，全面了解金属材料和焊接知识，能熟练

使用超声波检测设备，精准识别超声波形，了解相关标准

和规范，这是确保检测技术高效应用的根本前提 [2]。

3.1.2 确保仪器设备质量

超声检测仪和试块必须符合国家既定标准，即《A 型脉

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JB/T 10061-1999）

和《无损检测超声检测用试块》（GB/T 23905-2009）。同

时要依据《无损检测 A 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检测系统工作性

能测试方法》（JB/T 9214-2010）的相关标准做好仪器性能

与系统性能的测试，确保测试结果符合相关标准。

3.1.3 确保耦合剂合理选用

耦合剂作为重要的填充剂，不仅能够提高超声波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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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且能够起到润滑作用，提高探讨移动效率，同时降

低磨损率。在超声无损探伤检测中，要尽量选择具有较强

流动性、透声性，且价格低廉、安全性高的耦合剂，如机油、

化学浆糊等。

3.1.4 做好焊缝准备

在实施超声波无损探伤检测之前，要对被检测对象进

行全面清理，必要时要进行打磨处理，以确保钢结构焊缝

两侧探头移动区宽度 1.25p 范围内表面粗糙度在 0.5mm 以

下，同时考虑焊缝与试块声能性能存在的差异，一般通过

提高 4 分贝的方法实施表面补偿，或根据《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GB/T 11345-2013）附

录 F，对声能传输损失差值进行有效测定。但要指出的是，

焊缝检测时的温度与试块调节仪上的温度差值最好别超过

15℃，同时要确保耦合剂的统一 [3]。

3.1.5 合理调节仪器设备

在对钢结构实施检测前，要对检测设备实施合理调节。

首先，在 CSK-IA 试块上获取直径 50mm、100mm 弧面的最

高反射回波作基线调节，对声速、零偏和探头前沿进行全

面测定。其次，在 CSK-IA 试块上获取 φ50mm 圆孔的最高

反射回波，然后对探头折射角度进行测定。最后，在 RB 试

块上获取三个及以上深度的 φ3mm×40mm 横孔反射体的

最高反射回波，并依此制定 DAC 曲线，同时要保证最深反

射体深度大于两倍母材厚度。在完成 DAC 曲线制作后，还

要结合检测标准中规定的检测灵敏度标准，分别将评定线、

定量线和判废线分别设为 -14 分贝、-6 分贝和 0 分贝。

3.2 做好焊缝内部缺陷的全面扫查

当钢结构焊缝外观检测合格，以及焊接时间达标后，

才能对钢结构焊缝内部结构进行全面检测，具体可以分为

初步扫查、精细扫查和复核扫查。扫查要根据 B 级检测等

级相关标准实施，借助斜探头在焊缝单面双侧实施检测，

当条件不够时，可以采用两个斜探头进行单面、单侧的逐

一检测。

3.2.1 初步扫查

在确保探头灵敏度的基础上，将斜探头放在焊缝一侧，

与焊缝长度走向垂直进行锯齿状的反复检测，以实现单面

双侧的初步扫查，扫查宽度最少要在 1.25p 以上，同时检测

速度要合理，避免出现扫查遗漏区域，同时反复检测的时

候要重叠 10% 的探头宽度。在检测过程中要观察屏显，若

是发现高于评定线的回波信号，就要进行及时标记，为后

续精细扫查提供可靠依据。另外，之所以要做锯齿状检测，

是为了检测出内部纵向存在的缺陷，当然，若是需要对横

向缺陷进行检测，就要实施平行或斜平行扫查。

3.2.2 精细扫查

在对钢结构焊缝进行精细扫查的时候，需要依据初步

扫查环节的标记信号展开，就是对标记位置进行多角度、

多方向、多层次的全面扫查，并结合焊缝结构尺寸信息进

行真假判定。在排除所有伪显示后，找出欠缺最高反射回波，

并对其幅度、位置进行记录，采用 6 分贝法或端点峰值法

对所标记长度进行测量，同时做好记录。重复上述流程对

所有初步扫查环节的标记实施检测。

3.2.3 复核扫查

通常来讲，通过上述两个环节的扫查后，能够较为全面、

精准地获得检测结果，但对于个别异常或疑难反射回波，

则需要进行复核扫查。复核扫查能够通过更换检测人员、

丰富探头角度、转变扫查面等方式来实现，是对内部缺陷

的进一步验证与确定，如果在复核扫查后还不能解决相关

疑难信息，那么就要采用射线检测的方法实施验证，以确

保检测结果的精准性 [4]。

3.3 超声检测结果客观评级与判定

根据缺欠最高反射回波幅度高低与指示长度长短信息，

及《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2011）的凭借规定，可

将钢结构焊缝超声无损探伤结果分成四个级别，不同级别

所对应的质量程度不同，其中 I-IV 级，分别是质量由高到

底的排序。通过检测结果与既定标准的对照，能够客观合

理地对钢结构质量进行判定。根据《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GB 50205-2020）的规定，一级钢结构质量检

测结果评级为 I 级或 II 级时就属于质量合格，而评级为 III

级或 IV 时则属于质量不合格。二级钢结构质量检测结果评

级为 I 级、II 级或 III 级时则属于质量合格，评级为 IV 级时

则属于质量不合格。一旦检测结果判定为不合格，就需要

进行更换或返修，并根据原检测标准和流程实施复检。若

是采取的是抽样检验，那么还要结合《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2011）相关规定，对检验批实施结果判定 [5]。

综上所述，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在钢结构质量检测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具有精准性强、操作简单、成

本较低等优势。本文结合具体检测实践和工作经验，重点

归纳总结了钢结构无损探伤检测技术的应用要点，希望能

够进一步提高相关技术的应用水平，为钢结构施工提供全

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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