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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杆塔用拉线电磁超声导波检测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电磁超声导波检测仪检测电力杆塔用拉线缺陷的检测方法和质量分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输电线路杆塔用拉线的电磁超声导波检测。

钢芯铝绞线、铝绞线等其他线材缺陷检测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8704 无损检测 磁致伸缩超声导波检测方法

GB/T34885 无损检测 电磁超声检测 总则

GB50233 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675 电力行业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规则

DL/T5009.2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第2部分：电力线路

YB/T5004 镀锌钢绞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磁超声导波检测 electromagnetic ultrasonic guided wave testingr

以电磁声能换能器作为超声导波激励、接收核心器件的超声导波检测。

3.2

电力杆塔用拉线 stay wire for power towers

以镀锌钢绞线等线材制作，平衡作用于电力杆塔的横向载荷、导线或地线张力。

3.3

截面损失率 ratio of cross sectional area loss

被检材料或构件缺陷处横截面减小的面积与其公称横截总面积的比值。

3.4

断股 broken strand

拉线中一根或几根股线出现的断裂。

4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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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员

检测人员应按DL/T675要求，经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

4.2 检测仪器及传感器

4.2.1 检测仪器及传感器现场工作温度范围不低于-20 ℃～50 ℃。

4.2.2 检测仪器应具有信号激励、数据采集、信号波形显示、分析与存储的功能。

4.2.3 传感器的规格型号应与被检拉线规格相同或相近。

4.3 试样

4.3.1 校准试样

校准试样用于对检测设备进行灵敏度和各种功能的测试。

校准试样选用跟拉线材质相同、长度2000 mm、直径为10 mm的圆钢，有2%、4%和6%截面损失率的横

向切槽各一个，如图1所示。切槽的宽度在0.5 mm～2 mm，深度方向的公差±0.2 mm。

图1 校准试样示意图（单位为mm）

4.3.2 对比试样

对比试样用于对被检测拉线缺陷截面损失率当量进行评定。对比试样应采用与被检测拉线规格相同

或相近的材料制作并且无塑性变形，试样的长度不小于1500 mm或实际检测的范围，对于1×7的拉线结

构，每处断丝的数量按截面损失率的28.6%制作缺陷，对于1×19的拉线结构，每处断丝的数量按截面

损失率的15.9%制作缺陷，端部断丝位置距试样端部至少0.5 m。

4.4 检测设备的维护和校准

4.4.1 现场检测之前，应在实验室内选择相应规格的校准试样对检测仪器进行校准，若检测结果与已

知试样缺陷分布相符，则表明仪器正常。

4.4.2 现场检测过程中或检测完毕，如对检测结果有怀疑，应对设备进行功能检查和调整，并对每次

维护检查的结果进行记录。

4.5 检测前的准备

4.5.1 资料查阅

资料查阅应包括下列内容:

a）拉线的规格、材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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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拉线在役记录资料及工作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等。

c）其他资料。

4.5.2 现场勘察

对被检拉线现场勘察，找出所有可能影响检测的因素，在检测时应设法避免这些因素的干扰。

4.5.3 检测方案的制定

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制定检测方案，确定电磁超声传感器安装的部位和表面条件，同时对被检拉线进

行测绘，对传感器的安装部位进行编号，画出被检拉线示意图。

4.5.4 安全

应符合DL/T5009.2《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第2部分：电力线路》的要求。

5 检测

5.1 传感器安装部位表面处理

检测时，传感器安装部位表面的锈迹、氧化层等固体残留物以及可能影响检测的其他障碍物应清除。

5.2 距离-波幅曲线的绘制

应根据被检测拉线的材料和规格，选择符合4.3.2规定的对比试样，绘制距离-波幅曲线。该曲线族

由评定线和判废线组成。对于1×7的拉线结构，判废线由28.6%截面损失率的人工缺陷反射波幅直接绘

制而成；对于1×19的拉线结构，判废线由15.9%截面损失率的人工缺陷反射波幅直接绘制而成。评定线

为判废线高度的一半，即减6 dB。评定线及其以下区域为I区，评定线与判废线之间为Ⅱ区，判废线及

其以上区域为Ⅲ区，如图2所示。

I区

II区

III区

幅

度

dB

判废线

评定线

距离 m

图2 距离-波幅曲线示意图

5.3 传感器的安装

按照被检拉线的规格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并按说明书的要求安装传感器。

5.4 检测仪器系统的调试

5.4.1 根据被检拉线的材料、规格实测应选择的激励频率、激励脉冲数及偏置磁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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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通过调节仪器的参数设置使仪器能够清晰显示被检拉线上端部的反射波信号，并进行记录，同

时应用这些信号及其距传感器的距离来测量导波传播的速度。

5.5 检测信号采集

5.5.1 将仪器检测显示灵敏度由测试距离-波幅曲线时的灵敏度提高 12 dB 进行检测，一旦发现缺陷反

射信号，即降低 12 dB 并调出已存储好的距离-波幅曲线进行比对，凡处于Ⅱ区和Ⅲ区的信号需要进行

信号记录，并测量出在被检拉线上的具体位置，在被检拉线示意图和实物上做出标识。

5.5.2 检测中应确认相邻长度有效范围之间的重叠，重叠范围不低于传感器宽度的 15%，确保不漏检，

从而影响检测结果。

5.6 检测结果的分级

电磁超声导波检测发现的缺陷信号按反射回波的信号幅度与已采用对比试样绘制的距离-波幅曲线

进行比对分级，反射波幅在Ⅰ区的为Ⅰ级，在Ⅱ区的为Ⅱ级，在Ⅲ区的为Ⅲ级。对于Ⅱ级、Ⅲ级信号，

应采用目视检测，用以分辨是位于外部或内部，且：

5.6.1 对于 1×7 的拉线结构，截面损失小于等于 7.2%；对于 1×19 的拉线结构，截面损失小于等于

5.3%；为 I 级。

5.6.2 对于 1×7 的拉线结构，截面损失小于等于 14.3%，或断 1股；对于 1×19 的拉线结构，截面损

失小于等于 10.6%，或断 2 股；为Ⅱ级。

5.6.3 对于 1×7 的拉线结构，截面损失小于等于 28.6%，或断 1股；对于 1×19 的拉线结构，截面损

失小于等于 15.9%，或断 3 股；为Ⅲ级。

6 检测记录及报告

应参照附录A填写至少包括如下内容的记录及报告：

a) 拉线使用单位、编号。

b) 规格、工作环境及投运日期。

c) 表面状态。

d) 检测标准、验收标准。

e) 检测仪器名称、型号、检测频率、脉冲周期。

f) 对比试样的材料、尺寸、缺陷的形状。

g) 距离-波幅曲线。

h) 仪器检测状态参数的设置值。

i) 拉线及其缺陷位置示意图。

j) 结论。

k) 检测人员、审核人签字及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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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电力杆塔用拉线电磁超声导波检测报告

电力杆塔用拉线电磁超声导波检测报告见表A.1。

表A.1 电力杆塔用拉线电磁超声导波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委托单位及线路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资产编号

投运日期 材质/规格

检测标准 验收标准

传感器规格 检测频率 脉冲周期

仪器参数设置

被检拉线检测结果及示意图：

编号 信号位置(m) 信号幅值 信号分级 检测信号图形

结论

检测人员：

年 月 日

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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