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焊缝检测 
管材焊接

WI2000/3000 技术概述

基于激光技术检测系统的优势

• 可以简化并减少轧机的安装时间 

• 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

• 即时在线检测，迅速诊断和调整

• 将操作经验转换为具体数据

• 实时趋势报告和预警

• 降低操作运营成本

• 提高焊接质量 

• 减少材料浪费

• 提高批产效率，产量和原材料质量

• 减少:  
•  客户退货
•  现场故障
•  产品责任索赔 

在竞争激烈的管材市场里，产品的质量，一致性和完整性是能够成功送到客户手
里的关键。请用WI2000/3000确保您的产品满足客户的要求!

系统介绍

WI2000/3000 是专门为管材焊接行业而设计的焊接和成型过程质量检测
系统。   

WI2000/3000 具有高速图像传感器并且结合了快速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技
术可以检测到15微米大小的缺陷。可以检查的缺陷类型包括：焊缝错边，
焊缝咬边，焊缝凹陷，焊缝余高，管材成型，凝固收缩裂纹和焊缝刮后检
测等等。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稳定生产和满足管材行业的质量标准，对焊接管件过
程中的一些变量的实时检查是必要的。从安装设置到生产，轧机动力学对
这些变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这些变量的实时测量和检查是控制和提高
焊接质量的第一步。  

技术规格： WI2000 WI3000
传感器和分辨率 黑白CCD，GigE接口

656 x 492 像素 (SR) 或 1024 x 776 像素 (HR) 
黑白CCD，GigE接口
656 x 492 像素 (SR) 或 1024 x 776 像素 (HR) 或 3360 x 
1024 像素 (XR) 

帧速 120到400帧每秒（656x100像素窗口) 15到250帧每秒 (SR models)

Sensor Head 128 mm (5.0”) (宽) X 59 mm (3.1”) (深) x 244  mm (9.6”) (

高); 4.0 Kg (9lb) 

180 mm (7.0”) (宽) X 100 mm (4.0”) (深) x 244  mm (9.6”) (

高); 4.0 Kg (9lb) 

检测头加上装配支架（选项）大小 128 mm (5.0”) (宽) X 222 mm (8.7”) (深) x 346 mm (13.6”) (

高); 7.0 Kg (15lb)
通用的安装/调整系统以便于竖直和水平调整。

180 mm (7.0”) (宽) X 260 mm (10”) (深) x 450 mm (18”) (高); 
7.0 Kg (15lb)
通用的安装/调整系统以便于竖直和水平调整。

控制台 工业级控制台装有15寸的触摸液晶显示屏

485 mm (19.1”) (宽) X 212 mm (8.4”) (深) x 340 mm (13.4”) (高); 16.5 Kg (34lb) 

操作界面语言支持 英语，中文，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荷兰语，日本语。

检测头冷却装置 可调整空气压力入口：
220 L/min @ 6 bar (8 cfm @ 90 psi)

水冷2L/min 

控制台冷却装置 可调整空气压力入口：
708 L/min @ 6 bar (25 cfm @ 90 psi)

通用输入/输出 4个数字输入（24伏直流，光电隔离，NPN）
4个数字输出（24伏直流，光电隔离集电极开路） 

电缆线 10米（标准）
完全符合IEC6100-4-2 4级，4级电气IEC6100-4-4免疫力

操作运行条件 电源：100-240伏交流，500瓦，50-60赫兹
周围温度： 10-50°C
传感器运行温度（内部空气冷却）:15-30°C 

 功能特点： 

• 系统的设置可以即时在连续生产线上进行更改。   

• 系统预置的数据可以保存供以后调用 - 降低轧机设定时间和增加生产总量。

• 通过实时趋势报告来进行过程监控 - 简化轧机设置，减少停机时间和材料浪费。

• 强大的系统软件：独特的3D三角算法允许高速处理密集间隔数据。

• 实时地针对过程变量的趋势报告和预警可以使操作人员立即知道即将发生的焊接
缺陷或失误，从而迅速作出诊断和调整。  

• 数据记录和过程回放的功能给客户提供了对班次效率，产量和生产原材料质量评
估的可行性。

• 直接与轧机缺陷标记系统的集成使得在不用停机的情况下对焊接缺陷进行标记。

• 激光安全装置 – 四项互锁保证了检测头操作的安全性和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自
动停止系统。

可靠的检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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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2000/3000 标准配置选项

WI2000/3000 系统性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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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头参数 WI2000

SR5

WI2000

SR12

WI2000

HR5

WI2000

HR9

WI2000

HR12

WI2000

HR22

WI3000

HR35

WI3000

HR50

WI3000

XR90

最小管外径尺寸 6 mm (0.24″) 11 mm (0.43″) 2.5 mm (0.10″) 5 mm (0.20″) 7 mm (0.28″) 13 mm (0.51”) 20 mm (0.79″) 30 mm (1.18″) 60 mm (2.36″)

最大焊缝宽度 1.6 mm (0.066″) 4.0 mm (0.157″) 1.6 mm (0.066″) 3.0 mm (0.118″) 4.0 mm (0.157″) 7.3 mm (0.289”) 12 mm (0.47″) 18 mm (0.71″) 35 mm (1.38″)

横向视野 4.7 mm (0.18″) 12 mm (0.47″) 4.5 mm (0.18″) 8.7 mm (0.34″) 12 mm (0.47″) 21.5 mm (0.85”) 34 mm (1.34″ ) 49 mm (1.93″) 90 mm (3.54″)

竖直视野 1.6 mm (0.06″) 4.0 mm (0.16″) 1.0 mm (0.04″) 1.8 mm (0.07″) 2.6 mm (0.10″) 4.5 mm (0.18”) 8.8 mm (0.35″ ) 16.4 mm (0.65″) 8.8 mm (0.35″)

横向分辨率 7 μm (0.0003″) 18 μm (0.0007″) 4.5 μm (0.00017″) 9 μm (0.0004″) 12 μm (0.0005″) 21 μm (0.0008”) 31 μm (0.0012″) 48 μm (0.0019″) 31 μm  (0.0012″)

竖直分辨率 8 μm (0.0003″) 20 μm (0.0008″) 5.0 μm (0.00019″) 11 μm (0.0004″) 13 μm (0.0005″) 22 μm (0.0009”) 44 μm (0.0017″) 82 μm (0.0032″) 44 μm  (0.0017″)

标准速度[轮廓/秒] 250 25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5

激光线厚度 35 μm (0.0014″) 90 μm (0.0035″) 29.5 μm (0.0012″) 45 μm (0.0018″) 60 μm (0.0024″) 105 μm (0.0041″) 110 μm (0.0043″) 120 μm (0.0047″) 120 μm (0.0047″)

工作距离 25 mm (0.98″) 25 mm (0.98″) 25 mm (0.98″) 25 mm (0.98″) 25 mm (0.98″) 25 mm (0.98″) 92 mm (3.62″) 92 mm (3.62″) 92 mm (3.62″)
WI2000 WI3000

可检测轮廓的类型

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