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简介  

第二章  产品说明

2.1 系统硬件

2.2 水下探头

2.3 绕线车

2.4 计算机要求

01

CONTENTS目   录

1.1 操作原理1.1 操作原理 01

第三章 系统安装  

3.1 软件安装

3.2 系统连接

第四章 操作指导  

4.1 运行声纳程序

4.2 扫描预览

4.3 开始录制

4.4 扫描设置

4.5 数据浏览

4.6 鼠标测量

4.7 抓取图片

4.8 图像设置

4.9 轮廓编辑

4.10 缺陷判读

4.11 修改信息

 

 

 

02

02

03

03

03

04

04

04

05

05

05

06

07

09

10

11

11

12

13

14



第五章 报告生成  15

第一章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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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操作原理1.1操作原理

管道声纳检测系统采用声学方法检测有水的管道或钻井的内部情况，利用声波反射原理

对水下物体进行探测和定位识别，无需像管道摄像检测方法排干管道内部的液体，即可获得

充满液体的管道内部破损、淤积等相关状况。例如，当管道充满水时，如果想用摄像系统来

检测，就必需将管道积水排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管道声纳检测系统必须将探头浸入水中

才能工作，区别于摄像系统直视管道前方，声纳探头测试与管道成直角方向的管壁。在通过

管道时，声纳探头快速旋转，并且将一个个管道横截面显示出来。声纳利用色彩表示从管壁

反射回来的回波强度，这些回波强度说明表面的类型（硬或软）。用红色表示强的回波信

号，用蓝色表示弱的回波信号，位于两者之间的颜色按照比例表示相应的回波信号强度。

由于声纳探头旋转360deg每秒，通常的探测方式是，用声纳波束描绘管道内部一个螺

旋圆周，声纳探头的移动速度取决于管道直径和需要探测的缺陷大小。对于一个给定的范

围，总是采集250个样本，因此固定的范围对应固定的分辨率。例如，250mm范围时，纵

向分辨率是1mm。

管道内壁扫描区域大小取决于换能器波束角，即能量衰减3db处角度，声纳探头波束角

0.9deg，因 此 ， 250mm范 围 时 ， 波 束 直 径 为 4.8mm 3000mm范 围 时 ， 波 束 直 径 为

57.6mm。

，

第六章 三维视图  

第七章 导出视频  

第八章 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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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品说明

管道声纳检测系统包括声纳探头、电缆盘、专业分析处理软件及运行windows系统的笔

记本电脑或桌面电脑组成。

声纳探头具有一个可旋转的超声换能器，换能器投射极窄小的声波束到管道壁，并接收

回波。每次发射/接收过程都将采250个样本，而每个360deg圆周将在1秒内进行400个发射

/接收的周期。

主控单元从水下探头收集原始的声波数据，并且在把数据通过无线或者网口有线方式送

往PC之前对号进行数字化和处理。

探头内有电源模块，给换能器和电机供电。绕线车可以将交流转化为直流给探头供电。

2.1 系统硬件2.1 系统硬件

RSM-SONAR 管道声纳检测系统

2.2 水下探头2.2 水下探头

2.2.1 机械&环境参数

(a) 总长 465mm

(b) 直径 70mm

(c) 不锈钢外壳

(d) 水下最大深度 1000m

(e) 工作温度 0～40℃

(f) 存放温度－20～70℃

(g) 空气中称重 2.8kg                                          

(h) 水中称重 1.2kg

声纳探头

2.2.2 声学参数

(a)声学频率 2MHz

(b)波束宽度 0.9deg（－3db），圆锥形波束

(c)范围分辨率（0.125m 范围）0.5mm

(d)最大回波返回距离 6m

(e)发射脉冲宽度 4～20us

(f)接收带宽 500KHz

(g)采样频率：可变

2.2.3 信号调节及探头电源

(a) 220V 交流电或者是选配专用电池

(b)信号强度可软件调节

2.3 绕线车2.3 绕线车

a)大小 325x480 x460mm                                                                                                                        

b)重量 26kg

c)网络协议 手动绕线车   

2.4 计算机要求2.4 计算机要求

a)WindowsWIN7/WIN10 操作系统



第三章  系统安装

如果状态栏消息显示       ，观察wifi或者有线是否连接正常；电源开关是否打开。确保

各个接头连接正确。

否则重新进行相应连接后再开启电源。

3.1 软件安装3.1 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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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纳软件拷贝至笔记本电脑中，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

安装完成后，“PipelineSonar”图标将会被放置在桌面上，双击启动程序。

3.2 系统连接3.2 系统连接

3.2.1当连接系统时，请务必注意确保所有的连接正确，否则可能损坏电子部分。

3.2.2连接比较简单，如果是通过无线连接，需寻找相应的无线网络，我们的无线网络

名称以“RSM-”开头，密码为RSM-RV800。如果是有线连接，只需通过网线将笔记本和

绕线车连接即可。需保证笔记本和绕线车在同一网关下。

第四章  数据采集

4.1 运行声纳程序 4.1 运行声纳程序 

程序运行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程序可通过双击桌面的图标，或者从“开始”菜单中选择启动。启动后程序将会打开一

个长方形的窗口，声纳探测图像将显示在这里，点击开始采集，状态指示将显示声纳探头状态。

4.2 扫描预览4.2 扫描预览

在主窗口中点击“数据采集”按钮。连接正确设备后，待当设备状态显示为“已连接”

时，“启动扫描预览”和“启动扫描录制”按钮将被启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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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扫描”按钮来启动扫描，进入“扫描预览模式”后，该按钮被更改为“停止

扫描”。在主窗口中间区域将显示声纳探头扫描到的管壁横断面图，同时，“扫描半径”、

“脉冲宽度”、“信号增益”等相关扫描设置功能将被启用。

4.3 开始录制4.3 开始录制

主窗口显示声纳图像。

在开始录制之前，需进行检测信息录入。点击“开始录制”按钮，会弹出提示窗口确认

相关信息的填写，如下图所示。注意检测信息中的“管径”应准确填写，否则会影响管壁轮

廓及沉积状况的自动分析。

点击“应用”按钮可保存当前填写的检测信息，软件会在下次打开“检测信息录入” 

窗口时加载上次应用的检测信息。若无需保存，可不执行此步操作。

点击“确定”按钮， 其中“声纳影像文件.SNR”文件已采用管段编号自动命名，在指

定保存路径保存。

进入“录制”后，软件将根据探头的前进状态自动进行增量采集存储，采样间距可人为

设置。

工程信息录入窗口

4.4 扫描设置4.4 扫描设置

4.4.1 扫描半径

用于设置声纳探头的扫描半径，可调范围125mm~6000mm。可调级别有：110mm，

220mm， 330mm， 440mm， 550mm， 750mm， 1100mm， 1532mm， 2300mm，

3050mm，4500mm，6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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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置的扫描半径应大于或等于被检测管道的直径，例如：在检测直径为 800mm 的管

道时应设置扫描半径为 500mm。

4.4.2 脉冲宽度

脉冲宽度是指声纳探头发射信号的宽度，以微秒（us）为单位，其与扫描半径存在对

应关系。可调范围为 4us~20us。脉冲宽度的可调级别与扫描半径的对应关系如下：

4us      110mm~550mm

8us     550mm~1100mm 

12us    1100mm~1532mm 

16us    1530mm~2300mm

20us    2300mm~6000mm

增加脉冲宽度会增强系统的敏感性，使更多的信号显示为红色。管壁图像的厚度，也受

到脉冲宽度的影响，脉冲宽度越大，管壁图像的厚度也越大。较小的脉冲宽度能够探测到更

多的细节。

4.4.3信号增益

信号增益调节实际上是通过调节声纳探头的工作电压，来实现声波信号放大倍数据的

调节。

4.4.4声波速度

声波在水中的传播的速度通常为 1500/s，但实际的水中声波速度受到温度、压力、含

盐度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如果精度要求在 3%以内，可以采取默认的声波速度 1500m/s。如

果需要更高精度，可使用鼠标测量工具中的“测量环”进行声波速度的标定调整，最简单有

效的方法如下：

用一个已知直径且桶壁垂直的水桶，从被检测管道内取水，使桶内水位高度达到

150mm 上，然后将探头的灰色部分完全浸入水桶中间。在“扫描预览”状态下进行声波速

度的调节，当增大声波速度时，管壁横断面图中的管壁轮廓将向四周扩展，反之则向中心收

缩。启用“测量环”工具，鼠标右键调整其直径和实际的桶径相匹配，鼠标左键移动“测量

环”在图像中的位置直至与管壁轮廓内圈的边缘重叠。

4.4.5起始距离

设置探头的起始检测距离，单位：米。

4.5.1打开数据

在主窗口中点击“打开数据”按钮，弹出 “打开图像”对话框。选择某个“.snr”文

件后，点击“打开”按钮即可。

4.5 数据浏览4.5 数据浏览

文件打开窗口

文件打开后，在主窗口中间区域将播放显示声纳探头扫描到的管壁横断面图，在主窗口

右侧将显示“色谱图像”，在窗口左侧将显示“检测信息”。同时，播放控制、鼠标测量等

功能按钮将被启用，如下图所示。

打开数据窗口界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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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打开文件时色谱图会滞后显示，待文件打开完成后会被加载到系统缓存中，下次

再打文件时会很快，色谱图会与管壁横断面图同步显示。

4.5.2播放控制

4.5.2.1播放状态控制

状态栏

通过“暂停/恢复播放”和“停止播放”按钮可在“播放”、“暂停”、“停止”这三

种播放状态间切换。暂停播放将保持当前的播放进度，恢复播放时在当前位置继续播放。停

止播放后将重置播放进度并显示第 1 帧图像。

通过“上一帧”、“下一帧”按钮或键盘上的左、右光标键，可实现逐帧画面播放控制。

4.5.2.2播放进度调节

在“播放”、“暂停”、“停止”状态下均可通过鼠标拖动“播放进度控制滑块”或直

接在“播放进度条”上点击，可调节当前的播放进度。

4.5.2.3播放速度调节

在“播放”状态下可通过“加速播放”和“减速播放”按钮调节当前的播放速度，共有

“慢速”、“常速”、“快速”三种播放速度可选。

4.6鼠标测量4.6鼠标测量

4.6.1测量尺

启用“测量尺”工具可以用来测量两点间的距离。可通过鼠标左键确定起始测量点， 

鼠标右键确定结束测量点，测量结果将显示在起始测量点位置，以 mm 为单位。

在三个鼠标测量工具中，“测量尺”为最高优先级，其次为“测量环”，当同时启用多

个测量工具时，只响应高优先级的测量工具的鼠标操作。

4.6.2测量环

启用“测量环”工具可以用来测管道直径。可通过鼠标左键移动测量环位置，鼠标右键

更改测量环大小，测量结果将显示在 10:00~11:00 方向位置，以mm 为单位。

4.6.3测量网格

启用“测量网格”工具可以用来标定管道半径，该工具不响应鼠标操作。其以孔壁横断

面图画布中心点为圆心，等分半径绘制出四个同心圆，并标定出四个同心圆的半径。

4.7抓取图像4.7抓取图像

通过“抓图”按钮可抓取当前图像保存到指定位置。

4.8图像设置4.8图像设置

数据采集过程中（预览和录制模式），或打开

文件进行回放过程中，均可在“图像设置”选项卡中

调节声纳图像（管壁横断面图）的显示效果，如：降

噪或增益调节、色阶调整、调色板切换、叠加项（深

度、方位角、轮廓描边等）设置等，如如右图所示。

声纳图像是根据回波信号强度进行着色的，回

波信号强度被分级为 0~255，并分别对应从蓝（浅

）到红（深） 渐变的 256 种颜色。“图像设置”选

项卡右侧的色卡显示了当前声纳成像所使用的全部

颜色。

通过“降噪”功能降低图像对回波信号的敏感

度，过滤掉更多的弱信号，可以消除背景噪声。可在 

0~254的值域范围内调节降噪阀值，当信号强度等于

或低于阀值时将以背景色显示（不在图像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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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益”功能升高图像对回波信号的敏感度，使更多弱信号在图像中显现，以达到

增强图像显示效果的目的。可在 255~1 的值域范围内调节增益阀值，当信号强度大于或等

于阀值时将以峰值颜色显示（默认“彩虹”调色板且“色阶”为 1 时峰值颜色为红色）。

在 1~16 的值域范围内“色阶”调节，可以更改图

像颜色渐变的平滑度，色阶值越小，颜色过渡越平滑，

反之颜色的过渡越突兀。

系统预设了多个“调色板”供选择使用，包括彩虹、红色、蓝色、绿色、灰度、灰度负片。

当“在图像中显示探头状态信息”被勾选时，将在声纳图像中叠加显示“距离”、“倾

角”、“转角”信息。此操作将影响抓取图像和报告插图的叠加项的显示状态。

注：1、所显示的声纳图像已自动进行了转角纠正。

2、调节图像显示效果不会影响回波信号的采集存储和管壁轮廓的自动抓取功能。

3、对于图像设置参数的更改，将在退出程序时被纪录保存。

4.9轮廓编辑4.9轮廓编辑

数据采集过和回放过程中，会自动分析提取管

壁轮廓，在“管壁轮廓”选项卡中可进行管壁轮廓

抓取设置、控制轮廓描边的显示状态或对管壁轮廓

进行编辑操作，如右图所示。

点击“显示管壁轮廓”按钮，当其处于选中状

态时， 在声纳图像中将采用红色显示出“实测管壁

”的轮廓描边线，并根据“检测信息”中填写的“

管径”绘制出“参考管壁”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通过“显示管壁轮廓”功能显示出来的“实测

管壁”，是自动抓取或编辑后保存下来的。若要显

示即时抓取的管壁轮廓，可通过点击“抓取管壁轮

廓”按钮来实现。

当管壁轮廓显现后，点击“启用轮廓编辑”按

钮使其处于选中状态，此时光标更改为画笔样式，

可通过鼠标左键在声纳图像中绘制编辑“实测管壁

”轮廓描边。通过鼠标右键可移动“参考管壁”，使其与“实测管壁”完全重合或处于中心

点对齐状态，若在“实测管壁”的 3:00~9:00 区间内存在沉积， “参考管壁”图形中将增

加“T”形线标识出沉积区域，并在声纳图像的左上角显示出自动测算的沉积宽度和沉积深

度值，如下图所示。

启用轮廓编辑功能后，通过鼠标左键或键盘中的上、下光标键来调节自动分析提取管壁

轮廓功能的忽略半径。忽略区以图像画布中心点为圆心，被黑色半透明圆形遮罩层所覆盖，

之前处于此区域内的轮廓描边将被擦除，防止声纳探头壳体或漂浮（筒）筏被误判为管壁轮

廓，如下图所示。

勾选“自动设置管道中心点”后，软件将自动检索“实测管壁”的中心点，并调整“参

考管壁”的中心点与之对齐。勾选此项，可在通过“鼠标画笔”或“排除”功能编辑“实测

管壁”轮廓描边的过程中实时动态调整对齐“实测管壁”和“参考管壁”的中心点，并更新

沉积量的测算。点击“保存管壁轮廓”按钮，可保存对当前管壁轮廓的编辑，并自动切换到

下一帧声纳图像。使用快捷键“空格”放弃对当前帧的轮廓更改并切换到下一帧声纳图像。

点击“保存管壁轮廓”按钮，可保存对当前管壁轮廓的编辑，并自动切换到下一帧声纳

图像。使用快捷键“空格”放弃对当前帧的轮廓更改并切换到下一帧声纳图像。

数据分析示意图（仅供参考）

4.10缺陷判读4.10缺陷判读

数据回放过程中，在“管壁轮廓”选项中的“缺陷类型”按钮会显示当前帧的缺陷名称

，默认未被判读为缺陷帧时，显示为“(ZC)正常”。

点击“缺陷判读按钮”，将弹出“缺陷判读”窗口，选择当前帧的缺陷名称、级别、时

钟方位，填写判读备注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缺陷判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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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判读信息保存完毕后将弹出“成功”提示窗口，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此时，“

缺陷判读”按钮样式会做出相应更改。

管壁轮廓下部显示的缺陷类型

注：1、被判读为缺陷帧的声纳图像会在生成报告时，自动输出至“缺陷详细图表”中

。2、软件会自动检测所有帧的沉积各水位状况（包括未判读为沉积缺陷的帧），在生成报

告时自动生成管道沉积状况纵断面图。

显示的缺陷样式图

缺陷判断界面

4.11修改信息4.11修改信息

数据回放过程中，在“检测信息”选项中双击需要修改的项目即可进行修改。完成修改

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进行保存。

注意检测信息中的“管径”应准确填写，否则会影响管壁轮廓及沉积状况的自动分析。

第五章  报告生成

导出报告窗口

点击主窗口中的“报告”按钮，弹出 “导出报告”对话框。其中，报告文件已采用管

段编号自动命名，在指定保存路径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默认路径跟文件路径一致。

报告生成期间鼠标会处于等待状态。

报告生成完毕后，软件将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提示对话框，询问是否打开存入目录进行查

看，点击 [是] 即直接打开报告文件。

报告导出成功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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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维视图

三维视图示意图

本软件可以将采集的各个断面剖面情况，结构数据信息，合并生产管道三维数据，可以

更直观查看管道变形和沉积情况。

第七章  导出视频

通过“导出视频”功能将某段管道的动态声纳检测影像转换为视频格式，可通过“

RSM-RV管道检测视频判读分析软件”进一步评估分析，输出更加标准化的检测报告。

数据打开回放后，点击主窗口中的“导出视频”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导出视频”

对话框。其中，视频文件已采用管段编号自动命名，指定保存路径后点击“保存” 按钮。

视频导出期间会显示进度条。导出完成后，软件将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提示对话框，询问

是否打开存入目录进行查看，点击 [是] 即可转到视频的保存目录并自动为您选中新生成的

视频文件。

导出视频窗口

视频导出成功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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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系统配置

选项维护界面

系统配置界面分为选项维护和高级设置两个分项。选项维护可以对工程信息中的选项进

行维护，可以对检查井类型、检查井材质、井盖材质、管道类型、管道材质等类型进行增减

和自定义等。

高级设置窗口

高级设置窗口可以设置数据保存路径、声纳数据保存间距和角度报警值。声纳间距设置

范围为100~5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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