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SPECTION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检测 

 
  

加拿大路赛尔无损检测公司  

ICUMAS 2014 
2014中国国际地下管线大会 



报告提要 

 1. 背景介绍  

 

 2. 管道智能内检测的概述  

 

 3. 内检测技术-漏磁/ 超声波/ 远场涡流 

 

 4. 内检测方法的选择 

 

 5. 外检测技术介绍 

 

 
 

 

 



管道风险 



How many operators are currently taking a risk with their 

pipelines?  

 有多少操作者正在冒险运行他们的管道？ 

• Do not know their pipelines and its contents 

     不了解他们管道的状态及运行介质 

• Without a routine pigging program  

     没有常规的清管和内检测计划 

• Without data on the volume or location of any deposits  

    缺乏管内沉积物数量和位置的数据 

• With little or no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pigging 

pipelines  

    缺乏管道检测的知识和经验 

• Those who just hope for the best  

    乐观地希望管道能一直完美地运行 

 

如何避免风险 



It comprises those actions focused on preventing 

pipeline failures and ensuring:  

着重于避免管道故障和确保管道能安全地运行： 

• Public and employee safety 公众和职工安全 

•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保护环境 

• Reliable service可靠运行 

These actions general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通常包含以下几点的措施 

• Inspection of the pipeline 检测管道 

• Integrity assessment 完整性评估 

• Repair and remediation 修理和补救 

• Risk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rograms危险预防  

• Continual integrity assessment planning 

                                              连续的完整性评估计划 

  

  

  

 

 

 

管道完整性管理 



管道智能内检测的概述 
 

  
 

 



内检测的任务 

General Corrosion 
大面积腐蚀 

Deep Pitting 
   深腐蚀坑 

   Axial gouge 
   沟槽 

Shallow Pitting 
浅腐蚀坑 

Weld defects 
焊缝处缺陷 

Dents & Dents with Metal Loss 
凹坑及带金属损失的凹坑 

发现管道缺陷，并对其进行定性，定量和定位 



内检测的方法 

基于管道完整性管理的管道检测服务，通常包括周期性清管，

几何测径（通球或智能），周期性智能内检测（漏磁，超声波

或远场涡流），局部管段的抽样外检测。 

 



  
  

  

   

– NACE Recommended Practice RP0102-2002: In-Line 

Inspection of Pipelines (如何操作) 

– Pipeline Operators Forum POF- 2009, Specific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Intelligent Pig Inspection of 

Pipelines (如何报告) 

– API 1163, In-Line Inspections Systems Qualification 

Standard ( 检测器规范要求) 

– ASNT ILI-PQ-2005, In-Line Inspection Personnel 

Qualif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人员资格要求)  
 

内检测的规范 



  
  

   

 
Talk to pipeline owner: 

与管道业主沟通： 

 Timing (Deadlines, Expectations) 时间 

 Schedule (Who, When, Where) 进度表 

 Support (What, How much, Me vs You)支持 

 Equipment (Mine vs Yours) 设备  

 Capabilities (My needs vs  your ability) 要求 

 Reporting (How soon, Early Crisis) 检测报告 

 Data (Format, Copies) 完工资料    
 

            

内检测的实施方案 



  
  

   

      
 管道基本信息 

 检测期间管内介质条件 

 管道历史维修信息 

 检测实施计划和报告要求  

 发球筒/收球筒情况  

 管道建造规格 

 实施检测的现场条件     

 
 

            内检测前正确无误地完成问卷表    

管线问卷表 



  
  

   

      
 现场作业条件已满足内检测的要求 

 收发球筒符合检测器的要求 

 渐进式清管已顺利有效完成 

 智能几何测径结果能确保检测器通过 

内检测前的准备 



内检测的风险管理 

• 完成管线问卷表和现场调研，数据必须详细精确； 

• 符合要求的收发球筒和管线准备； 

• 现场检测方案切实可行； 

• 严格执行渐近式清管程序； 

• 实施管线测径和模拟智能器通球； 

• 采用双向式智能检测器,刚性部分直径小或可变径； 

• 流量/压力监控（海管段），地面跟踪 （陆地管段）； 

• 完善可行的应急处理方案； 



      应用案例 
 

• Production lines 油气田生产管线 
  

• Distribution lines 油气集输管线 

• Water Injection lines 注水管线 

• Jetty lines 登陆管线 

• Sub sea pipelines 海底管线 

• Transmission pipelines                                          

 油气输送管线 

• Riser inspection                                          

 平台立管检测 

• Industrial facilities                                   

 炼化厂生产管线 

 

 

 



开挖验证 



周期性检测的必要性 

WL 45% 

WL 20% 



管道缺陷评估 
  

  

  

• Data evaluation 数据分析 
  
  

• Reporting: POF 检测报告 
  

• Raw data + Software 原始数据+软件 
  

• Run comparison 多次检测的数据对比 

• ASME B31G, DNV, R-streng 

• Determining Remaining 

     Strength 剩余强度评估 
  

• Fitness-for-Purpose 

Analysis 失效分析 
 



漏磁内检测   
  

 

 



漏磁检测的工作原理 

漏磁检测器自身携带的磁铁将检测器通过的局部管壁饱和磁

化, 在管壁的全圆周上形成磁回路。如果管内壁或外壁有缺陷, 

管壁内的磁力线将围着缺陷重新分布, 结果是一部分磁力线泄

露出来, 进入到周围介质, 产生漏磁场。泄漏的磁场被位于磁

极之间的、紧贴管壁的传感器检测到。这些信号经过滤波、

放大、转换处理后被记录到存储器中, 检测结束后经数据分析

系统处理,  对其进行判断识别，提供检测报告。 



主要特点 

• 检测器运行压力大，一般运行压力为2.0至15.0 MPa； 

• 检测速度高，一般为每小时5至15公里； 

• 能检测出管道的特征和内外壁腐蚀，内壁缺陷的检测灵敏度

要高于外壁缺陷； 

• 缺陷定量精确度一般为基准壁厚的+/- 10%至15%； 

• 可以检测干性天然气管道； 

• 检测器需要和内壁近接触，不能穿透厚涂层或内衬； 

• 被检测的管道壁厚有一定的限制； 

• 检测速度的出现变化，数据需要修正； 



检测器特征 
  
  
  

• Multi diameter / 25% diameter reduction 缩径25% 

• Compact tool (length < 2 m) 长度<2m 
  
• Bi-directional design 双向设计 

  
• Low friction 低摩擦 

  
• Gapless sensor arrangement 周向全覆盖 

  
• Tri-axial Hall effect sensors 3轴传感器 

  
• ID/OD discrimination 识别内外壁缺陷 
  
• Signal quality 高质量信号 

• High-wall thickness capability 厚壁管检测 
  
• Lift-off / Short radius bends 高提离和紧弯 

• Velocity / Temperature 速度/温度测量 

• Modern Software 先进的软件 



1.5 D 弯管 



漏磁检测能力 
  
  

  

• General corrosion < 5% (大面积腐蚀<5%) 
  
• Pitting < 10% (点蚀<10%) 

  

• Resolution < 10%  (分辨率 <10%)  

• Variable sampling < 2 mm （采样率<2mm) 
  

• Compact dimensions 

    （结构紧凑） 
  

• Odometers: 3 channels  

    （3个里程轮周向分布）                                                   

 

                                                         



海底油气混输管道，4条24英寸，25公里长度 

漏磁内检测案例 

智能几何检测器 漏磁检测器 



超声波检测 
  

 

 



 
旋进式超声波检测器 

 



超声检测器的工作原理 

Transducer MotorRotating Mirror

Inner Pipe Wall

Inner Pipe Wall

Outer Pipe Wall

Outer Pipe Wall

Pig Body

Centralising Disks



• 检测器包含一个水平放置的超声传感器； 

• 传感器能够发射水平的声波； 

• 当声波碰到一个45 °的旋转镜面后，声波垂直反射到管壁； 

• 信号到达管壁表面后会按照原路径反射回传感器； 

• 发射和接收信号的时间可转换成距离，并被记录下来； 

• 根据管线直径的不同，每秒可测量壁厚高达1,600次； 

 

超声检测器的工作原理 



主要特点 

• 检测器的直径小，重量较轻，动复员和收发射比较容易； 

• 检测器很短（长度小于1米），适合有限的工作空间； 

• 能够检测金属和非金属管线； 

• 检测器运行压力小，一般运行压力为0.2至0.5 Mpa； 

• 缺陷定量精确度高，壁厚测量精度可达+/-0.1mm； 

• 被检测的管道壁厚没有限制； 

• 复壁外管对内管检测没有干扰； 

• 能检测管线机械变形，可以同时提供管线的内径变化尺寸； 

• 数据分析直观，可现场即时出示结果； 

• 检测速度低，一般为每分钟2至5米,需要停产或限制流速； 

• 液态介质耦合，检测干性天然气管道，需加液柱； 

 

 



数据分析 



检测从井口平台到生产平台的立管和海管，
此管线是2.7公里长14英寸的天然气和冷凝物
混输管线 

井口平台 发球前的准备 

超声内检测案例 



远场涡流内检测 
  

 

 



远场涡流检测原理 



远场涡流检测特征 
 Measures I.D. and O.D. wall loss equally well  

    内外壁缺陷检测灵敏度一致 

 Can measure through thick coatings, liners or scale 

    可以透过涂层、衬垫或积垢检测管壁 

 Differentiates thickness increase from wall loss  

    可以区分管壁增厚和减薄 

 Mechanically rugged: all sensors are inside housings 

    结构坚固：所有的传感器都在检测器内部 

 In addition to wall loss, RFT measures-  

    除了壁厚，还可以检测： 

 Electrical conductivity电导率 

 Magnetic permeability导磁率 

 Stress 应力集中 

 Bends 弯管 

 Magnetic objects nearby 

                  管外壁的磁性物 



• 8-inch Steel Pipe  

    8英寸钢管 

• HDPE lined with longitudinal Grooves 

    内衬为带纵向缝隙的高密度聚乙烯管 

• Approx. 5 years old 

    大约铺设了5年 

• External concrete jacket  

    管外部带混凝土包覆层 

• Four segments, up to 

5km long 

    4个管线，每段最长5公里 

• Transporting H2S Gas. 

     输送含硫化氢的天然气管 

远场涡流内检测案例  



四个管线: 总长16.5公里 



标定管 



实施检测 



海底案例 
In the winter of 2010, Russell successfully inspected 
two DN300 steel pipelines in Hong Kong, the total 
length is 6KM.  

2010年冬天在香港，成功检测了2条直径300mm, 总
长6公里的海底管道。 

 



内检测方法的选择 
 



管道工况的挑战 

• Bore Restrictions  通径限制 

• Small Radius Bends   紧弯 

• Back-to-Back Bends  靠背弯 

• Mitered Bends 

    焊接型弯管 

• Unbarred Tees 

    不带栅栏的T型管 

• Y Connections 

    Y型连接 

• Diameter Changes 

    管径变化 



• No Launcher or Receiver 

    没有收发球筒 

• Steep and Vertical Sections 

    较陡和垂直管道 

• Deadlegs, crossovers and laterals 

    盲管，穿道管和旁路 

• Low flow 低流量 

• Low pressure 低压力 

• Very thick wall  厚管壁 

• With liners 带衬管的 

      

 

管道工况的挑战（续） 



如何检测不同工况的管道 

• Choosing the right technology 

    选择正确的技术 

• Choosing the right Tool  

    选择适合的检测器 

• Getting the Tool in and out of the pipe  

   确保检测器能顺利进出管线 

• Negotiating elbows and 1.5D bends 

    通过90度肘弯和1.5D的紧弯 

•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limitations  

   温度和压力限制 



选择适合的技术 

• Internal Pigs:  

   管道智能内检测器： 

– MFL - best for bare lines with thin walls  

   漏磁-最好用于薄壁的光管 

– U.T. - best for bare pipe with thick walls                   

超声-最好用于厚壁的光管 

– RFT – best for lined pipe or scaled pipe 

   远场 - 最好用于带内衬的管或积垢的管 



选择适合的检测器 

• Considerations are: 需要考虑的因素 

– Is the line bare or lined, clean or scaled? 

   是光管还是有内衬的管，管内壁干净还是有积垢？ 

– Does it have tight bends or elbows?  

        是否有紧弯或90度的肘弯？ 

– Is it in liquid or gas service? 是液体管还是干气管？ 

– Can it be taken out of service for the test? 

   是否可以停产检测？ 

– Space limitations for access and egress  

   作业空间是否受限制？ 

– How long is it? 有多长？ 

– Do any valves need to be added or modified? 

   是否需要增加或改造阀门？ 



  

MFL 

（漏磁） 
Rotary UT 

（旋进式超声） 
RFT 

（远场） 

Bare pipe 

（光管） 可以 可以 
 

可以 

Clean pipe 

（干净的管） 可以 可以 可以 

Scaled Pipe 

（带沉积物的管）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Lined Pipe 

（有内衬的管）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Liquid Service 

（输送液体介质的管） 可以 可以 可以 

Gas Service 

（气管线） 可以 检测器前后需加液胶柱 可以 

壁厚<17.5mm的管线 可以 可以 可以 

壁厚>17.5mm的管线 
 

有局限 可以 有局限 

紧弯管（<1.5D） 不可以通过 不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 

低压管（<2.0MPa） 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不能停产或限流速的管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检测器选择 



  

MFL 

（漏磁） 
Rotary UT 

（旋进式超声） 
RFT 

（远场） 

检测器运行速度 (推荐） 6 - 100米/分钟 < =5 米/分钟 < =10 米/分钟 

检测器运行压力 2.0 – 30.0 MPa 0.2 – 5.0 MPa 0.1 – 5.0 MPa 

大面积腐蚀可检测最小深度 5% 5% 5% 

大面积腐蚀深度精度 ±10% ±1mm ±10% 

大面积腐蚀长度精度 ±10mm ±2mm ±10mm 

大面积腐蚀宽度精度 ±10mm ±2mm ±10mm 

点蚀；环向、轴向沟槽可检测最小
深度 10% 10% 15% 

点蚀；环向、轴向沟槽深度精度 ±10% ±1mm ±15% 

点蚀；环向、轴向沟槽长度精度 ±10mm ±2mm ±10mm 

点蚀；环向、轴向沟槽宽度精度 ±10mm ±2mm ±10mm 

检测器选择（续） 



外检测技术介绍 
 



管道外检测 

管道外检测通常是指，利用适合的无损检测手段，在不

影响管道运行的情况下，从管道外面检测管道的内外壁

腐蚀或焊缝缺陷。 

 

介绍几种先进的有特色的外检测技术： 

1. 能穿透保温层或防腐层检测管道内外壁腐蚀的电磁

成像扫描仪； 

2. 高灵敏度的超声波高频导波腐蚀成像仪； 

3. 高精度的超声波B扫描和C扫描腐蚀成像检测仪； 

4. 超声波TOFD和相控阵管道焊缝成像检测仪； 



电磁成像扫描仪（远场涡流） 



远场涡流外检测数据 



电磁检测变径扫查器 



变径扫查器的检测数据 



变径扫查器现场应用 



带保温层管道检测案例 



超声导波 

超声导波检测技术主是利用超声导波探头发射的导波沿管道传播的，利用反

射回来的回波状况来判断管道内外壁的腐蚀情况以及相应位置，包括低频导

波和高频导波，适用于检测常规外检测手段难于接近的区域。 

 

低频导波：频率10-100 KHz，一次检测几米或几十米（理想工况，如少于2

个弯管，无三通或法兰，内外防腐层对声波衰减小等），通常检测灵敏度为

管壁横截面的3 - 9%，理想工况时可达1 %。适用于管道大当量腐蚀的预检

测，对长输管线（没实施内检测）的跨越或开挖点的粗检有优势； 

 

高频导波：频率1-2 MHz，一次检测2-3米。检测灵敏度较高，可发现小当量

的腐蚀坑和裂纹，可对缺陷进行轴向和周向定位，彩色成像。适用于检测穿

路套管、围墙，支架下的管道，弯管，法兰体等， 可以在管道内检测缺陷的

开挖验证时，快速查找到缺陷的精确位置。 

 

 

 



超声高频导波 



超声高频导波 

小径管上检出
直径1mm针孔 



超声高频导波 



高频导波与B/C扫描的综合应用 



高频导波与B/C扫描的综合应用 



自然腐蚀缺陷的C扫描、B扫描、D扫描及3D评估 

腐蚀缺陷评估 



管道腐蚀案例 

在役管道内壁介质冲刷腐蚀C扫描成像 



管道焊缝超声波检测 

• 检测技术：常规脉冲超声，TOFD,  相控阵； 

• 数据显示模式：A超，B/C/D扫描成像， 3D评估； 

• 扫查方式：单侧或双侧，手动检测或自动化检测； 

 

 



     

TOFD检测 



7 

相控阵检测 



7 

焊缝双侧检测 



公司简介 

Russell NDE Systems Inc. 
• Incorporated in 1972,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 Formed own R&D group in mid 80s 

• A world Leader in RFT (Remote Field Testing) 

• Pipeline Inspection solutions since 1991 

• R&D 

•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 Software 

• Services 

• Training 

公司90年代生产的4英寸漏磁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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