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学成像技术
在气体泄露检测领域的应用



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全球领先的声
学测试方案提供商，产品广泛应用于
手机、耳机、音箱、笔记本等电子产
品的电声测试，以及环境噪声监测、
汽车零部件缺陷检测、家电噪声检测。

杭州兆华电子有限公司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软件企业

省级研发中心



ü 全消声室

ü 丹麦BK测试系统

ü 美国AP音频分析仪

ü 日本ESPEC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研发条件

Ø 两个50+：已有50多人且正在扩充，50%以上出

自985高校/国外顶尖名校

Ø 与浙江大学、中科院声学所等国内顶尖声学科研

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



省级高企研发中心浙江省软件企业 ISO9001认证

众多核心专利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荣誉

ü 自主品牌，自主研发

ü 100%核心知识产权

ü 2项发明专利（授权）

ü 1项外观专利

ü 1项软件著作权

声学成像系列产品



声学成像技术，成功解决空气泄露检测的难点

声
学
成
像
两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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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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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利用相控阵原理，按一定规律布置传声
器阵列，用以扫描和接收所要观察的空间范
围内的声波，通过测量声波到达各传声器的
相位差异来确定声源的位置，同时测量声源
的幅值，并以图像的方式显示声源在空间的
分布，取得空间声场分布云图——声像图。
其中以图像的颜色和亮度代表声音的强弱。

什么是声学成像技术

波束形成声源定位技术

麦克风阵列技术



声学成像工作原理

软件对声波进
行各类运算，
得到声源分布

数据

发生泄漏时，
气体在漏口附
近形成湍流并

辐射声波

麦克风阵列采
集到声信号，
包含了声源位

置信息

融合视频画面
生成声像云图

并显示

观察成像结果，
锁定漏点，评
估解严重程度



声学成像技术的典型产品——手持式声学成像仪

7寸触摸屏，操作简单，
设置简化，上手快；

一体化设计，27cm*17cm、
1.4kg，携带方便，操作不

易疲劳

视频、拍照、录音，测
试结果全方位记录；

大容量存储，测试结果
快速导出，生成报告

IP54防护等级，防振、
防水、防强光；适应

各种恶劣环境

128MIC通道，更佳的
检测灵敏度

800万红外补偿（可选）
摄像头，24小时全天

候拍摄

整机防爆设计，专门
用于危险气体场景



手持式声学成像仪关键指标

内部参数

l被动态空间扫描，直面千万密封点

l 62°声像图视场角，“看见”泄露

l 25FPS刷新率，实时捕捉

l 0.5 - 50米测试距离，由远及近

l 2kHz - 48kHz可调频率，精准排除干扰

l 3.5h快充，4小时持续测试，超过3个月待机

l扩展TF卡，可储存1000+图片和8h+视频

CRY261X系列 气体泄漏型

CRY262X系列 局部放电型



声学成像标准界面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天然气场站巡检案例

陕西某天然气供应场站
综合巡检
气体类型：
0.6~2MPa天然气
0.2~0.4MPa氮气

天然气供应基地，对外
供应民用天然气，场站
内管道和阀门相对集中。
利用声学成像仪进行了
15分钟的检测，发现了
多个泄漏点。

氮气泄露（部分）

天然气泄漏（部分）

缺4个典型图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压缩空气泄漏

湖州某工厂压缩空气系统
气体类型：压缩空气
气体压力：0.7MPa

工厂压缩气体用量大，管道阀门众多。在
现场用声学成像仪检查发现压缩空气管道
存在大量泄漏情况，泄漏一般发生在阀门
阀芯位置较多。企业平时对存在的泄漏问
题并未重视，导致压缩空气系统能耗长期
偏高。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氮气泄漏

台州某医药化工企业医药中间体制备车间
气体类型：99.99%纯氮气（医用）
气体气压：0.2MPa

企业在制备医药中间体的车间内使用
0.2MPa的纯氮气作为保护气体。
用声学成像仪对车间管道进行检测，发现一
处法兰焊缝有泄漏，一处管道阀门有泄漏，
两处泄漏量都比较小，此前车间管理员一直
未发现。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热电厂综合巡检案例

浙江某热电厂综合巡检
气体类型：
高温高压蒸汽
压缩空气

某热电厂使用煤炭作为
能源，对外供应大量的
压缩空气、高温高压蒸
汽，设备和管道遍布工
厂园区。利用声学成像
仪对园内的设备、管道
进行排查，发现了大量
泄漏点。

蒸汽泄漏（部分）

压缩空气泄漏（部分）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化工厂案例

重庆JY化工厂
气体类型：天然气、氨气、氢
气、氮气
气体气压：0.2~10MPa

化工厂内气体种类繁多，巡检
员配备的肥皂水和可燃气体检
测仪无法应对如此繁多的气体
种类和成千上万的密封点，经
常出现漏检情况，容易遗留安
全隐患。
在现场使用声学成像设备对各
类密封点进行快速检测，能够
轻松检测各种气体类型的泄漏
点，本次检测在30分钟内找
到18个此前未知漏点。

天然气 氨气

压缩空气 氮、氢混合气体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化工厂案例

重庆CW化工厂
气体类型：天然气、氧气、空
气、氮气、蒸汽
气体气压：0.2~1MPa

化工厂内气体种类繁多，巡检
员配备的肥皂水和可燃气体检
测仪无法应对如此繁多的气体
种类和成千上万的密封点，经
常出现漏检情况，容易遗留安
全隐患。
在现场使用声学成像设备对各
类密封点进行快速检测，能够
轻松检测各种气体类型的泄漏
点，本次检测在90分钟内找
到多达30个此前未知的漏点。

高位法兰-天然气

阀门-氧气

法兰泄漏-天然气

复杂环境-天然气

压力表接头-空气

用户在测
试过程中，
跟随记录

众多漏点。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化工厂案例

浙江石化MZQ工厂
气体类型：煤制气、氧气、
氮气
气体气压：0.2~1MPa

工厂巡检员目前配备肥皂水和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本次在现场使用声学成像设备
对各类密封点进行快速检测，
在30分钟内找到8个此前未知
的漏点。

管接头-氮气

法兰螺栓-煤制气接口-氧气

法兰-氮气

法兰-煤制气

阀门阀杆-煤制气



气体泄漏应用案例-化工厂案例

浙江衢州JH化工厂
气体类型：一氯甲烷、二
氯甲烷、氯仿、四氯化碳、
氧气、氮气
气体气压：0.2~2MPa

工厂巡检员目前配备肥皂水和
气体检测仪。
本次在现场使用声学成像设备
对各类密封点进行快速检测，
在30分钟内找到5个此前未知
的漏点。 接头-仪用气

接头-仪用气

法兰-氮气 阀门阀杆-煤制气

法兰微漏-一氯甲烷

仪表接头
-压缩空气严重泄露



检测报告示例

每次巡检结束后，利
用声学成像仪所拍摄
的照片或者视频，技
术人员可对漏点数据
进行整理和分析，依
据其泄露程度不同，
给出不同的处理建议

检测报告



在线监测系统



智能巡检系统

搭载于各类巡检设备上的声学成像装置



声学成像更多的应用

自动化设备异响声定位

电路异常噪声定位 汽车异响定位

局部放电检测

非接触测试保证了带电测试的安全。

声学成像仪提供局放强度估算、声

像云图、局放图谱，三大测试结果，

帮助快速检测和评估局放状态。

汽车内部发音体不规则的振动产生

的声音，成像仪可以直观显示异常

响动位置，快读寻找并定位问题。

电路工作中电容、电感、变压器等

破损导致的电路异常噪声及振动噪

声。

自动化设备设备运行当中伺服电机、

轴承、气缸等工作异常导致的设备

异响。



声学成像技术特点总结

传统检测手段 声学成像扫描仪

逐点检测，效率低，易漏检 空间被动扫描检测，高效、无盲区，一个
车间15分钟

检测环境复杂（高温/管道错综复杂/密封
点很高……）

测试距离0.5-50m，非接触式检测，零风
险

微小泄露难以发现 检测微漏，预防损失，省钱省心

检测效果不直观，不方便记录 视频+图片，让你看见“泄露”

有些人不会、有些人不想动手…… 易上手，人人可操作的“电子产品”



我们能为您做什么？

l 免费初次漏气检测

l 免费初次局放检测

l 免费出具测试报告

l 漏气检测产品应用

l 局放检测产品应用

l 巡检机器人定制

l 在线监测定制

l 30天无理由退货

l 应用免费升级

l 免费在线指导

l 免费2年质保

l 延长质保服务

l 终身服务

测试

合作 质保

服务
全面服务

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