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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461-2012《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  

修改单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 GB/T 29461-2012《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2009 年提出申

请，适用于市政燃气、给水管道等公称直径小于 400 mm 的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

的检测。随着国内外聚乙烯管道的应用领域拓宽、需求不断提高，管道的公称直

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例如在核电领域中，Barakah 核电站和 Callaway 核电站采

用聚乙烯管道的公称直径达到 36 in（914 mm），三门核电站采用聚乙烯管道的公

称直径达到 30 in（762 mm）。为了满足聚乙烯管道在重大工程中的大公称直径应

用需要和应对管道公称直径不断扩大的趋势，有必要扩大检测标准适用的公称直

径范围。 

1.2 编制单位、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国家质检总局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局、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津洋、郭伟灿、施建峰、丁守宝、高继轩、徐平、胡

斌、丁良玉、李翔、王笑梅。 

1.3 工作过程 

2009 年 12 月，在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役分会的组织下，

首次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成立了以浙江大学、浙江省特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和浙江

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的起草小组，并研究了标准起草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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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和分工。 

2011 年 4 月，起草组以“生命线工程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的研

究成果为基础，参照 GB15558.2《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 2 部分：

管件》和美国 ASTM 规范 F1055－1998 中的相关规定，提出了《聚乙烯管道电

熔接头超声检测》国家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2011 年 5 月 31 日，全国锅炉压力

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役分会将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按有关规定分发行业有

关专家征求意见。与此同时，起草组就标准征求意见稿与国内建材行业及无损检

测行业的专家进行讨论并征求意见。截止 2011 年 8 月 30 日，专家们对本标准征

求意见稿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2011 年 9 月，标准起草组对下阶段

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对相关技术参数和方法进行仔细梳理，对标准草

案征求意见稿进行相应修改，完成了标准送审稿。 

2011 年 10 月，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役分会将送审稿发给

在役分会委员及相关专家。截止 2011 年 12 月，共收到 73 条疑问和修改意见。

标准起草组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采纳了 62 条修改意见，回复了 4 条疑问，对

不采纳的 7 条修改意见给出了理由。在此基础上，起草组对送审稿进行了认真修

改，形成了送审稿修改意见汇总表和国家标准《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

报批稿。 

2012 年 12 月标准正式发布，2013 年 7 月标准正式实施。2020 年 11 月，标

准起草单位对标准适用公称直径范围提出修改建议。 

2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是在 GB/T 29461-2012《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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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修改时，结合当前行业实际发展情况遵守以下原则： 

（1）结合国内外聚乙烯管道应用现状、标准自发布实施以来国内在聚乙烯

管道电熔接头的检测方面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进行修改。 

（2）根据实际应用需要，使本标准在适用范围方面更加完善。 

（3）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标准的综合水平，促进我国在聚乙烯管道电熔

接头检测技术方面的发展。 

2.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检测的适用范围、一般要求、检测程序、

验收标准、检测报告、规范性附录及资料性附录等内容，在 GB/T 29461-2012《聚

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基础上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第三行中更改公称直径范围，将“40 mm~400 mm ”更改为“40 

mm~1200 mm”。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直径为（40-1200）mm 的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的超声检

测。公称直径小于 40mm 的管件，其对应的聚乙烯管子公称外径也小于 40mm，

管子公称直径小于等于 25mm，已不属于压力管道范围；公称直径大于 1200mm

的聚乙烯管道目前很少应用。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标准制定单位通过调节探头频率、阵元数等检测参数，验证公称直径为 762 

mm 的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可采用超声相控阵检测。采用上述检测参数调节的方

法，超声相控阵检测技术可实现大公称直径的聚乙烯管道检测，公称直径最大可

达 1200 mm。利用该技术对 2014~2015 年对三门核电重要厂用水系统进行无损安

全评价，证明该技术能应用于现场大直径聚乙烯管道的超声相控阵检测。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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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内容总结如下： 

3.1 检测试块检测 

对于大壁厚的 HDPE 管道，采用检测试块进行模拟实际检测，试块厚度为

110 mm。利用钻孔模拟孔洞缺陷，加工了含预制孔洞缺陷的检测试块，缺陷深

度在 5~100 mm 范围内，加工误差不超过 0.1 mm，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含孔洞和裂纹缺陷的检测试块 

采用 4.0 MHz 探头，阵元间距 0.5 mm，阵元数目 32，检测厚度 110 mm 的

试块。在增益为 40 dB 时，可清晰检测出深度 60 mm 内的孔洞缺陷；调大增益

至 80 dB，可检测到深度 70 mm 处的孔洞缺陷，但此时检测图像信噪比较低。因

此，在此条件下，其检测极限深度位于 70 mm 附近，如图 3-1-2 所示。 

  

(a) 增益 40 dB (b) 增益 80 dB 

图 3-1-2 110 mm 检测试块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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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2 MHz 探头，阵元间距 1.0 mm，阵元数目 32，再次检测该试块，检测

结果如图 3-1-3 所示，通过适当调整增益，可实现接头深度范围 110 mm 内全检

测，且孔洞缺陷形态清晰，信噪比较高。 

  

(a) 增益 24 dB (b) 增益 42 dB 

图 3-1-3 不同增益下专用扫查方式检测结果 

上述所述，采用现有的检测系统和检测方案，组合使用不同频率的相控阵探

头，可检测出核电站 HDPE 管道接头 1~110 mm 范围内 1 mm 的孔洞缺陷，检测

图像清晰，灵敏度和信噪比高。 

3.2 大直径聚乙烯管超声相控阵检测实验 

此批待检测的聚乙烯管共有 4 种规格类型，材料为 PE100，均为电熔焊接，

型号尺寸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聚乙烯管件型号尺寸表 

规格 径厚比（SDR） 电阻丝直径（mm） 

DN450 17 1.13 

DN500 17 1.18 

DN560 17 1.3 

DN630 17 1.3 

检测选用型号为 5L128-0.6×10 的超声探头，频率为 5 MHz，检测电压均为

100 mV，声速 2450 m/s，对不同规格接头的不同位置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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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DN450，SDR17 接头检测 

DN450，SDR17 接头的检测图像如图 3-2-1。 

  

（a）位置 1 （b）位置 2 

  

（c）位置 3 （d）位置 4 

图 3-2-1 DN450，SDR17 检测结果图 

使用超声相控阵检测技术对 DN450 的电熔接头进行检测，得到的检测图像

可以清晰的分辨接头中的各种结构，图（a）（b）位置电阻丝排列较为集中，发

生了电阻丝水平错位，图（c）位置中的细长红色区域是由于套筒在加工过程中

特意设置的结构造成的，并非缺陷，其他规格接头检测结果中的红色区域形成原

因同理。此外，局部位置存在孔洞缺陷。 

3.2.2 DN500，SDR17 接头检测 

DN500，SDR17 接头的检测图像如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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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置 1 （b）位置 2 

  

（c）位置 3 （d）位置 4 

 

 

（e）位置 5  

图 3-2-2 DN500，SDR17 检测结果图 

使用超声相控阵检测技术对 DN500 的电熔接头进行检测，各类特征清晰，

从（a）、（b）、（e）位置可以判断接头出现孔洞缺陷，该技术可以实现对 DN500

的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的检测。 

3.2.3 DN560，SDR17 接头检测 

DN560，SDR17 接头的检测图像如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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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置 1 （b）位置 2 

  

（c）位置 3 （d）位置 4 

图 3-2-3 DN560，SDR17 检测结果图 

使用超声相控阵检测技术对 DN560 的电熔接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电

阻丝排列较整齐，特征清晰，未发现缺陷存在。 

3.2.4 DN630，SDR17 接头检测 

DN630，SDR17 接头的检测图像如图 3-2-4。 

  

（a）位置 1 （b）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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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位置 3 （d）位置 4 

图 3-2-4 DN630，SDR17 检测结果图 

使用超声相控阵检测技术对 DN630 的电熔接头进行检测，电阻丝排列相对

整齐，局部位置检测到孔洞缺陷。 

 

3.3 三门核电站现场验证 

对三门核电站用大管径 HDPE 管道电熔接头进行检测分析，通过现场实地

验证，探索现有的超声检测技术对超大壁厚聚乙烯管道检测的适用性。三门核电

站用 HDPE 管道外径 762 mm，壁厚 85 mm，电熔接头最大壁厚约为 87 mm。 

检测的 HDPE 管电熔接头详细尺寸，如图 3-3-1。 

 

图 3-3-1 三门核电站用 HDPE 管道电熔接头结构图 

使用超声检测仪，对接头进行超声相控阵检测，检测参数如表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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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超声检测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发射/接受频率（MHz） 2MHz 能量 4 

发射电压 (V) 40 重复频率 (Hz) 6000 

探头 2.5L32-0.1-10 扫查方式 扇扫 

阵元数 32 扫查角度 -20~20°/-30~30° 

步进角度 0.4° 聚焦 (mm) 目标以下 1~2 

在电熔接头的特征位置进行超声检测，包括接头凹槽和凸台等结构，也包括

沿接头环向的特征位置，尤其是接头顶部，侧位（孔洞缺陷易发区）和底部（电

阻丝错位缺陷易发区）。对四件试样进行超声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3.3.1 1 号样品 

1 号样品电熔接头为直管段接头，超声检测图谱如图 3-3-2。该电熔接头整

体电阻丝排布较整齐，没有明显的水平或垂直方向的错位；在局部位置发现了若

干小气隙或气孔，环向移动探头时，孔洞消失，孔洞位于电阻丝附近，直径不超

过 3 mm。将探头放置在凸台上，可通过左右移动探头并调整扇扫角度实现对接

头更大范围的检测。 

   

(a) 电阻排列整齐 (b) 局部位置存在孔洞 (c) 大范围超声检测 

图 3-3-2 1 号试样超声检测图谱 

3.3.2 2 号样品 

2 号样品电熔接头为直管段接头，接头左侧的超声检测图谱如图 3-3-3。该

电熔接头整体电阻丝排布较整齐，局部位置存在水平错位，部分电阻丝位置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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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样局部位置发现孔洞，孔洞位于电阻丝上方2~3 mm处，宽度约为8~10 mm，

沿接头环向移动探头，孔洞延长大约 10 cm。 

   

(a) 电阻丝排列整齐 (b) 电阻丝水平错位 (c) 环向位置Ⅰ出现孔洞 

   

(d) 环向位置Ⅱ存在孔洞 (e) 环向位置Ⅲ存在孔洞 (f) 环向位置Ⅳ孔洞消失 

图 3-3-3 2 号试样超声检测图谱 

2 号样品接头右侧的超声检测图谱如图 3-3-4。该电熔接头整体电阻丝排布

较整齐，局部位置存在较小程度的垂直错位；试样局部位置发现孔洞，孔洞位于

电阻丝上方 2~3 mm 处，宽度约为 2 mm，沿接头环向移动探头，孔洞延长大约

10 cm。部分位置同时存在以上两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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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阻丝排列整齐 (b) 电阻丝垂直错位 (c) 环向位置Ⅰ出现孔洞 

   

(d) 环向位置Ⅱ存在孔洞 (e) 环向位置Ⅲ存在孔洞 (f) 环向位置Ⅳ孔洞消失 

图 3-3-4 2 号试样超声检测图谱 

3.3.3 3 号样品 

3 号样品电熔接头为弯管处接头，超声检测图谱如图 3-3-5。电熔接头整体

电阻丝排布较整齐，但局部位置最外侧电阻丝与相邻电阻丝水平距离较大，且随

着探头沿环向移动由位置Ⅰ到Ⅳ(约 20 cm)，该距离继续增大，最大值为 12.8 mm，

说明该接头引线具有水平错位；该接头并未发现明显的孔洞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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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阻丝排列整齐 (b) 环向位置Ⅰ电阻丝分布 (c) 环向位置Ⅱ电阻丝分布 

   

(d) 环向位置Ⅲ电阻丝分布 (e) 环向位置Ⅳ电阻丝分布 (f) 大范围的电阻丝分布 

图 3-3-5 3 号试样超声检测图谱 

3.3.4 4 号样品 

4 号样品电熔接头为垂直管处接头，超声检测图谱如图 3-3-6。电熔接头整

体电阻丝排布较整齐，局部位置存在较小程度的垂直错位和水平错位；局部位置

存在熔合面缺陷，环向移动探头，熔合面缺陷消失；局部位置存在孔洞，包括存

在于电阻丝周围的孔洞（直径约为 2 mm），存在于电阻丝以上 2 mm 处的孔洞（直

径约 3 mm），沿环向移动探头，孔洞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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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阻丝排列整齐 (b) 电阻丝错位 (c) 熔合面缺陷 

   

(d) 电阻丝周围的孔洞 (e) 电阻丝上方的孔洞 (f) 大范围的电阻丝分布 

图 3-3-6 4 号试样超声检测图谱 

通过以上现场验证，相控阵超声检测技术可成功应用于核电站用 DN762 

SDR9 的超大壁厚 HDPE 管接头的内部缺陷检测，拓展了该技术的应用范围。 

3.4 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超声相控阵检测技术已能够对超过 DN400 的大公称直径聚

乙烯管道电熔接头的检测，经验证，该技术同样可适用 400 mm~1200 mm 范围

HDPE 管道电熔接头的无损检测。已有大量直径超 400 mm 的 HDPE 管道在各国

家重要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亟需相应的无损检测技术与标准能够对焊接接头进

行无损安全评价。建议在 GB/T 29461-2012《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基

础上，修改检测范围至 1200 mm 的 HDPE 管道，以满足各类工程对 HDPE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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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需求。 

4  标准水平 

本标准根据聚乙烯管道应用现状，结合国内在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的超声检

测方面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进行修改，符合相控阵检测技术实际

应用的同时紧跟国际标准发展的方向，打破了我国大公称直径聚乙烯管道电熔接

头无对应超声检测标准的现状。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上按我国标准体系作了编辑，与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标准的格式和表达方式等完全执行了现行的国家

标准和有关法规，符合 GB/T 1.1 的有关要求。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本标准属性 

本标准为国家推荐性标准。 

8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次修改的 GB/T 29461-2012《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标准起草单

位负责对标准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疑问的解释。 

建议本标准批准修改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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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代替 GB/T 29461-2012《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聚乙烯管道电熔接头超声检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0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