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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

统的检测方法，该系统有多组探头阵列模块和数

据采集模块，同时对多个车轮进行检测。检测设

备可安装于机车之上，检测过程中无需人工手

持，可跟随车辆同时前进一段距离，即可完成对

整个车轮的扫查。系统采用多探头多通道组合扫

查技术，通过多通道组合的超声波探头阵列，分

别由上位机控制独立通道进行超声激励和信号

采集。上位机软件与数据采集模块可通过有线或

无线(WiFi)方式进行通信。上位机软件基于UDP

协议将指令发送给数据采集模块，控制其工作。

数据采集模块基于TCP协议将探伤数据发送给上

位机软件，经过处理，以B扫图的形式将车轮伤损

情况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判断缺陷是否存在及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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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支架，探头阵列模

块，数据采集模块以及上位机软件模块；

所述探头阵列模块，包括一个支架，所述支架上安装探头、编码器以及耦合装置；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连接所述探头；接口控制器，连接所述

编码器，并与耦合装置相连及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相连；数据传输装置，与超声波探伤UT控

制器相连，并连接上位机；电源，给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接口控制器、无线装置以及耦合装

置供电；

所述上位机软件模块，发送指令给所述数据采集模块，接收并处理数据采集模块的回

应包以及探伤数据；

所述固定支架用于固定所述探头阵列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和上位机软件模块；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所述上位机软件根据不同轮型给所述UT控制器配置相应参数；

步骤二：所述上位机软件打开所述耦合装置，同时启动所述UT控制器，UT控制器激励所

述探头发射超声波开始探伤检测，并采集数据；

步骤三：所述UT控制器初步处理探伤数据，并将其传送到所述上位机软件；

步骤四：所述上位机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处理，并实时显示A扫或B扫数据，同时存储数

据；

步骤五：停止采集后形成完整A扫或B扫图，通过调整阈值的方法分析是否存在缺陷，判

定探伤结果并生成检测报告；

所述A扫或B扫图绘制方法为：每相应长度对应B扫图上相应像素点；绘制简单的图形投

影边框效果图；首先根据采集到编码器数据，确定本帧数据对应图上的位置，具体方法为：

根据编码器数据计算出走过的弧长，并转化为对应的角度，以效果图中轮缘上规定的点作

为参考起点找到该帧数据对应的点的位置，并在该点与原点的连线上绘制本帧数据的A扫

或B扫图；然后根据声程和声压连线上改变上述效果图数组中对应的像素点的值，最终形成

A扫或B扫图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探伤检测方法为：将所述支架固

定于车轴之上，所述探头阵列模块贴合车轮；数据采集盒安装于探头支架的机械臂上，随车

移动一段距离，所述距离大于等于车轮周长；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至上位机软件，以待处

理；探头阵列按通道分类，根据多个通道超声探头的连续扫查以及多角度多方位的扫查，完

成对车轮的检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一组或多组所述探头阵列模块同时工作，分别检测同一机车的不同车轮；所述探头阵

列的通道大于或等于8个；列车移动速度小于等于5km/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探伤数据处理方法为：解析每一

帧采集数据并以数组形式表示，解析后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同时存入本地；预处理后的数据

经过画图算法形成A扫或B扫图在检测过程中实时显示；检测完成后可以读取存入本地的原

始数据重新绘制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图。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探伤结果判定方法为：根据伤损

的严重程度设定阈值，范围为0-100％，0％表示所有伤损都为不可忽略的，100％表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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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损都是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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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的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损检测领域，更确切的说，涉及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的检

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车轮是机车的主要受力部件，其几乎承担了机车的全部重量并完成在钢轨上的转

动。目前铁路运输的提速和重载快速发展，机车车轮踏面、轮辋、轮辐及辐板孔部件容易出

现应力集中等现象，导致车轮的擦伤、剥离、不圆度、非正常磨耗加剧，特别是性质十分严重

的轮辋周向裂损故障时有发生，直接危及行车安全。因此对机车车轮进行无损检测并判断

车轮内部的伤损类型和位置一直是铁路运输部门十分关心的问题，机车车轮除了在出厂前

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外，在使用过程中也需要定期对车轮的健康状态跟踪检测、分析

及维护等。所以，利用高效的检测方法并研制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对于保障机车

的日常行车安全很有必要。

[0003] 目前常用于机车车轮检测的无损检测方法，可以分为电涡流探伤(EC)、磁粉探伤

(MT)、超声探伤(UT)等技术。这些技术方法中，磁粉和涡流探伤法只能对车轮的踏面表面的

缺陷(擦伤)进行检测，而超声探伤法可对车轮内部的缺陷进行检测。超声探伤技术是指利

用超声波具有穿透性和反射能力的特点用来对被测工件的内部进行无损检测的过程。当声

脉冲遇到声特性阻抗发生变化的地方(如出现密度分层)，部分入射声能会被反射，根据反

射声波的声压大小可对被测工件(机车车轮)内部伤损情况做出一定的评估。超声探伤的优

点是：适用范围广；成本较低；灵敏度相对较高；在缺陷的定位、定量分析上有一定的优势。

[0004] 另外，现有技术中，发明专利申请《一种跟随式机车车辆超声波探伤机》公开号CN 

104677989A和相同技术内容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告号CN  20438389443U。该现有技术公开了

一种跟随式机车车辆超声波探伤机，包括固定工作平台、探伤装置、超声换能器、耦合剂管

路3、适配器4、采集装置5和信号传输装置6。该发明采用跟随式检测，也可以安装在减震臂

主体上或不影响工作的其他适合位置，但是其在线检测的效率和可靠性尚未达到要求，并

且其在安装便捷性也有欠缺。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旨在实现的技术问题为：设计一种列车车轮

便携式探伤系统，使之具有安装方便、兼容性强、检测范围广、精度高、误判率低、人工依赖

程度低等特点，可实时切换显示不同车轮的A扫、B扫图；对缺陷进行位置及颜色的标识；实

时存储探伤数据，可供历史查询及回放；系统可按不同轮型灵活配置不同参数，方便操作；

多用户登陆系统，分配不同权限。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本系统的

主要组成是贴合车轮扫查的探头阵列模块；控制探头工作、采集探伤数据的数据采集模块；

接收探伤数据、处理探伤数据、绘制探伤图形及存储回放等其它功能的上位机软件。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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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探头阵列模块，数据采集模块以

及上位机软件模块；所述探头阵列模块，包括一个支架，上面安装不同类型的探头、编码器

以及耦合装置；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连接所述探头；接口控制器，

连接所述编码器，并与耦合装置相连及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相连；无线装置，与超声波探伤

UT控制器相连，并连接上位机；采集模块连接固定支架，固定支架则用于固定整个模块于车

辆之上，无需人工手持；电源，给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接口控制器、无线装置以及耦合装置

供电；所述上位机软件模块，发送指令给所述数据采集模块，接收并处理数据采集模块的回

应包以及探伤数据。

[0008] 上述的检测系统，其进一步特征在于：所述探头阵列模块，是探头的载体，用于固

定探头的排列方式并使之贴合在车轮上；探头阵列中安装了双晶和大角度两种类型的探

头，分别用于检测轮辋、轮缘及踏面部分的缺陷。

[0009] 上述的检测系统，其进一步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模块，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基

于UDP协议接收上位机软件指令，并返回对应代码作为应答信号，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连接

着位于探头阵列中的多路超声波探头，探伤时驱动探头发送超声波探伤波束和接收返回的

探伤回波，并将数据初步处理后基于TCP协议传送给上位机软件，以待处理。

[0010] 上述的检测系统，其进一步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软件模块，是人机交互的窗口，

基于UDP协议给数据采集模块发送指令，所述数据采集模块执行指令，控制整个系统；上位

机软件模块还用于接收数据采集模块上传的探伤数据，经过处理以后，直观并且实时地展

示给用户，以便查阅；探伤过程中接收数据的同时存储原始数据，探伤结束后存储B扫图像，

更加方便用户进行查询；探伤结果以B扫图的形式呈现，准确表示出缺陷的位置、大小信息，

判断出缺陷与否。

[0011] 本发明同时公开了一种使用上述检测系统的车轮便携式探伤检测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12] 步骤一：所述上位机软件根据不同轮型给所述UT控制器配置相应参数；

[0013] 步骤二：所述上位机软件打开所述耦合装置，同时启动所述UT控制器，UT控制器激

励所述探头发射超声波开始探伤检测，并采集数据；

[0014] 步骤三：所述UT控制器初步处理探伤数据，并将其传送到所述上位机软件；

[0015] 步骤四：所述上位机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处理，并实时显示A扫或B扫数据，同时存

储数据；

[0016] 步骤五：停止采集后形成完整A扫或B扫图，通过调整阈值等方法分析是否存在缺

陷，判定探伤结果并生成检测报告。

[0017] 所述探伤检测方法为：将所述支架固定于车轴之上，探头阵列贴合车轮，数据采集

盒安装于探头支架的机械臂上，多组探头阵列同时工作，分别检测同一机车的不同车轮，随

车移动一段距离，所述距离大于车轮周长，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至上位机软件，以待处理；

不同探头按通道分类，根据多个通道超声探头的连续扫查以及多角度多方位的扫查，完成

对车轮的检测。探头阵列的通道大于或等于8个。

[0018] 所述探伤数据处理方法为：解析每一帧采集数据并以数组形式表示，解析后将数

据进行预处理，同时存入本地；预处理后的数据经过画图算法形成A扫或B扫图在检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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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时显示；检测完成后可以读取存入本地的原始数据重新绘制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图，

以供检测人员分析。

[0019] 所述A扫或B扫图绘制方法为：每1mm对应A扫或B扫图上1个像素点；绘制简单的图

形投影边框效果图；首先根据采集到编码器数据，确定本帧数据对应图上的位置，具体方法

为：根据编码器数据计算出走过的弧长，并转化为对应的角度，以效果图中轮缘上规定的点

作为参考起点找到该帧数据对应的点的位置，并在该点与原点的连线上绘制本帧数据的A

扫或B扫图；然后根据声程和声压连线上改变上述效果图数组中对应的像素点的值，最终形

成A扫或B扫图像。

[0020] 所述探伤结果判定方法为：根据伤损的严重程度设定阈值，范围为0-100％，0％表

示所有伤损都为不可忽略的，100％表示所有伤损都是可忽略的；对于实时显示图像，伤损

大于阈值的以红色表示，低于阈值的以灰色表示；对于数据分析图像，根据数据声压大小及

阈值，伤损颜色从灰色到深红递变，颜色越深表示伤损越严重。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兼容性强、精度高、误判率低、人工依赖程度低的特点；

(2)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防止由于操作人员的误操作而导致探伤结果的不准确；(3)采用

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省去了复杂的参数配置，改用一键设置功能，操作人员只需简单培训

而无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即可操作仪器；(4)软件采用B扫的显示方式来呈现探伤结果，更

加直观易懂；(5)软件功能丰富齐全，除探伤显示等基础功能外还包括系统自检、用户信息

管理、检测过程记录、数据查看、数据存储以及输出检测报告等综合功能，且具有可扩展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机车车轮多轮对跟随式超声波检测系统结构示意图一。

[002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机车车轮多轮对跟随式超声波检测系统结构示意图二。

[002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多组探头阵列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接收数据流程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软件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本系统的整个结构如附图1、2所示。所述系统的检测步骤如下：

[0029] 步骤一：登陆上位机软件，验证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分用户权限进入探伤系

统；

[0030] 步骤二：录入检测信息(包括车号、轮型、班次、检测类型等)，基于UDP协议将参数

配置到UT控制器中；

[0031] 步骤三：基于UDP协议将打开耦合剂、启动采集的命令发送至UT控制器，UT控制器

激励超声探头发射超声波对车轮进行扫描，同时UT控制器接受回波信号，并将探伤数据通

过TCP协议传送至上位机，接收数据的流程示意图如图4所示；

[0032] 步骤四：预先绘制车轮的轮饼图，接受UT控制器传来的探伤数据，通过数据处理转

换成A扫、B扫数据，A扫数据通过波形图直接显示波形；B扫数据经过成像算法改变轮饼图中

对应位置的色值从而形成B扫图像，实时并可切换不同车轮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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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的B扫成像处理算法为：根据编码器数据计算出走过的弧长，并转化为对应的

角度，以效果图中轮缘上规定的点作为参考起点找到该帧数据对应的点的位置，并在该点

与原点的连线上绘制本帧数据的B扫图。然后根据声程和声压连线上改变上述效果图数组

中对应的像素点的值，最终形成B扫图像。

[0034] 步骤五：检测完毕后发送关闭耦合剂、停止采集命令，UT控制器停止工作；同时上

位机形成完整的B扫图像，通过调节阈值大小对缺陷进行分析，并根据需要对缺陷进行复检

复核，确认缺陷信息；

[0035] 所述的探伤结果查阅方法为：根据对缺陷的严格程度设定阈值，阈值范围为0-

100％，0％表示所有的缺陷都视为严重不可忽略缺陷，100％表示所有的缺陷都视为轻微可

忽略缺陷；对于特定阈值，阈值以下缺陷以灰色不同深度表示，阈值以上缺陷以红色不同深

度表示；

[0036] 步骤六：形成并打印检测报告；

[0037] 步骤七：存储本次探伤数据，分车轮分通道保存原始探伤数据，同时保存每个车轮

的B扫图像；

[0038] 步骤八：点击历史查询，可根据日期等条件选择需要查看的文件双击进入回放模

式，查看历史探伤数据；

[0039] 步骤九：所有操作完成以后，复位系统并退出。

[0040] 软件工作流程图如图5所示。

[0041] 本发明探头阵列覆盖整个踏面，能够探测出不同位置不同类型的缺陷。并且对不

同轮型具有兼容性，能够测量更多的轮型。探伤过程中，能够实时查看A扫B扫图，人工主观

依赖性大大减少。同时对于某一缺陷，能够实时查看位置信息，方便缺陷的复检复核及确

认，降低了检测的复杂性。本发明的机车车轮多轮对跟随式超声波检测系统包括以下模块：

探头阵列模块，数据采集模块以及上位机软件模块。如图1所示。

[0042] 探头阵列模块是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探头的载体，用于固定探头的排

列方式并使之贴合在车轮上；支架则用于固定整个模块于车辆之上，无需人工手持，解放了

劳动力；探头阵列中安装了双晶和大角度两种类型的探头，分别用于检测轮辋及踏面部分

的缺陷。

[0043] 数据采集模块是整个系统的硬件核心。其中UT控制器基于UDP协议接收上位机软

件指令，并返回对应代码作为应答信号。UT控制器连接着位于探头阵列中的多路超声波探

头，探伤时驱动探头发送超声波探伤波束和接收返回的探伤回波，并将数据初步处理后基

于TCP协议传送给上位机软件，以待处理。

[0044] 上位机软件模块是整个系统的软件核心，也是人机交互的窗口。基于LabVIEW开

发。上位机软件基于UDP协议给数据采集模块发送指令，数据采集模块执行指令，达到控制

整个系统的目的。上位机软件还用于接收数据采集模块上传的探伤数据，经过处理以后，直

观并且实时地展示给用户，以便查阅。探伤过程中接收数据的同时存储原始数据，探伤结束

后存储B扫图像，更加方便用户进行查询。探伤结果以B扫图的形式呈现，能够准确表示出缺

陷的位置、大小等信息，很容易地判断出缺陷与否，具有精度高、误判率低、人工依赖程度低

等优点。

[0045] 1、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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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在实际工程中，本技术条件适用于机车车轮超声波检测系统，系统的供电电压为

AC220V，数据采集模块的供电电压为DC12V；闸门阈值设置范围：满幅度0％～100％；系统检

测范围：轮辋及近表面部位；检测缺陷类型及灵敏度：轮辋近表面径向裂纹：踏面表面径向

10mm(长)×2mm(深)的当量裂纹；轮辋内部径向裂纹：踏面下30mm，Φ3×100mm横孔当量缺

陷；轮辋周向裂纹：踏面下30mm，Φ3×100mm横孔当量缺陷。

[0047] 2、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的具体实施方式

[0048] 实施例一：机车车轮多轮对跟随式超声波检测系统包括3个模块：探头阵列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以及上位机软件模块。支架上安装8个探头，1000芯编码器2个以及1个耦合剂

喷射装置。探头类型分别为：双晶直探头6个，单晶大角度70度探头2个；单晶大角度探头前

后各一个，分别向前和向后扫描；中间分2排错位排放6个双晶直探头；2个编码器一前一后

安装于支架的一侧；超声波探伤UT控制器与接口控制器安装于支架臂上。整个探头阵列通

过机械臂固定于车辆之上，并使探头贴合与车轮踏面之上，探头与车轮之间的细小缝隙以

耦合剂填充。

[0049] 数据采集模块固定于机械臂上，以DC12V电压供电。其中的UT采集单元通过UDP和

TCP协议与上位机通信。UDP协议用于传送命令及相应的回应，而TCP协议用于上传采集到的

探伤数据。上位机IP固定为192.168.0.6，下位机IP可设置为192.168.0.**(其中**可取11

～16)。UDP协议下位机监听端口号：2000，上位机监听端口号：2000+IP地址(如：UT的IP地址

为192.168.0.11，对应的上位机监听端口号为2011)。TCP协议上位机为服务端，下位机为客

户端，上位机监听端口号：2000+UTIP地址(如：UT的IP地址为192.168.0.11，对应的上位机

监听端口号为2011)。

[0050] 上位机软件是人机交互的接口，控制系统的运行。打开软件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登

陆系统。录入检测信息并加载完UT参数后开始探伤。探伤开始，弹出探伤显示界面。打开耦

合剂，启动采集，车辆前行带动编码器旋转触发探头工作，开始采集数据。数据经TCP协议传

送至上位机。接收数据的流程如图4所示。上位机经过数据处理形成A扫B扫图像，可以选择

车轮及通道切换查看相应的图像，探伤完毕后停止采集，并点击探伤结束来结束本次采集。

[0051] 检测完毕后系统自动跳入数据分析界面，通过改变阈值的方式分析缺陷是否存

在，对缺陷进行复核或确认，并可以打印探伤报告，完成本次检测。

[0052] 重复上述操作完成所有检测任务后，可以进入历史查询界面查看历史数据。选择

需要查看的数据，双击进入数据分析界面，对所选的数据进行查看与分析。也可以退出系

统，完成检测。

[0053] 整个系统的工作过程如下所述：安装探伤设备，完成后打开软件，录入检测信息

后，软件通过UDP协议发送参数配置指令以及启动采集命令，同时车辆开始前进，速度控制

在5km/h以内，作为优选，控制在1m/s左右。启动采集后编码器的触发信号存在的情况下，探

头产生超声激励开始工作，同时采集回波信号。采集到的回波信号经UT初步处理后通过TCP

协议传送至上位机。上位机接收到数据后进行数据处理分别形成A扫B扫图，并实时显示。探

伤结束后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判断缺陷是否存在以及危险等级，并生成探伤报告，或者复

检后完成上述分析。最后可以对历史数据进行查询或直接退出系统，结束检测。

[0054] 实施例二：如图3所示，机车车轮多轮对跟随式超声波检测系统同实施例一，其中3

组探头阵列模块同时工作，分别检测同一机车的不同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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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本发明的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的固定支架可以固定于车体上或者转向架上，

用于车辆的跟随式检测；也固定于检修车间内，用于车辆的非移动式检测。

[0056] 综上所述，一种列车车轮便携式探伤系统的结构简单，并具有兼容性强、精度高、

操作简便等优点。另外，以上的实施例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凡是按照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

发明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未涉及的技术均可通过现有的技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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