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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金属制件孔隙缺陷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增材制造金属制件中孔隙缺陷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检测的一般要求、检测过程、

检测记录与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增材制造金属制件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孔隙缺陷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944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GB/T 12604.2 无损检测 术语 射线照相检测 

GB/T 12604.11无损检测 术语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 

GB/T 29067 无损检测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图像测量方法 

GB/T 29068 无损检测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系统选型指南 

GB/T 29069 无损检测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系统性能测试方法 

GB/T 29070 无损检测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检测 通用要求 

GB/T 34365 无损检测 术语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检测 

GB/T 35351 增材制造 术语 

GB/T 37158 无损检测 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检测最大可检测钢厚度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604.2、GB/T 12604.11和GB/T 353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准空间  reference space 

在三维空间中同局部孔隙的规格参数相关的具有特定形状的参考立体。 

3.2  

基准面  reference plane 

在二维平面中同局部孔隙的规格参数相关的具有特定形状的参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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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孔隙率  porosity 

金属制件中孔隙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数，表示金属制件的多孔性或致密程度。 

3.4  

局部孔隙率  localized porosity 

在某个选定的基准空间内孔隙体积与制件体积的百分比。 

3.5  

孔隙长度  pore length 

单个孔隙边界的最长距离。 

3.6  

孔隙间距  distance of adjacent pores 

相邻两孔之间的最短距离。 

3.7  

孔隙群  pore accumulations 

当相邻孔隙间距小于其中较小孔隙的长度时，这一组孔隙称为孔隙群。 

3.8  

可忽略孔  disregarded pores 

由供需双方约定或仪器扫描质量所限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孔隙。 

 

4 协议条款 

检验前供需双方应明确检测要求，包括： 

——检测位置 

——可忽略孔尺寸 

——需检测的参数项目 

——基准类型和大小（空间基准或平面基准） 

——切层厚度（适用于扇形射线束） 

5 一般要求 

5.1 检测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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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检测人员上岗前应进行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取得放射人员工作证。 

5.1.2 检测人员应按 GB/T 9445标准规定要求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同等资格。 

5.1.3 检测人员应了解工业 CT技术相关计算机知识，掌握工业 CT 伪像来源和伪像分辨能力及相应的

处理方法。 

5.2 系统要求 

5.2.1 工业 CT 系统各子系统按 GB/T 29068的要求进行配置。 

5.2.2 工业 CT 系统的选择应根据所检金属制件的特征（如几何尺寸、密度、孔隙状况、结构复杂性及

供需方检测需求等），选择合适的工业 CT系统。 

注： 检测孔隙缺陷的关键之一是选择正确的射线源。选择既能提供高能级又能同时使用小焦点的射线源可有效提高

空间分辨力。一般地，高能量系统对较大或高密度的零件具有更强的穿透能力，但会导致图像分辨力将低。 

5.3 功能要求 

5.3.1 工业 CT 系统应具备二代或三代运动扫描方式。 

5.3.2 工业 CT 系统应具备扇形束或锥形束扫描功能。 

5.4 探测器要求 

5.4.1 工业 CT 系统应包含面阵探测器或线阵探测器及配件。 

5.4.2 探测器 A/D转换范围不低于 16bit。 

5.4.3 探测器应有坏像素校正功能。 

5.4.4 探测器像素点不宜大于可忽略孔隙尺寸。 

5.5 计算机系统要求 

5.5.1 计算机系统用来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扫描过程，应具备图像重建、显示、处理、分析、测量、

数据存档等功能。 

5.5.2 计算机宜配备不低于 128 GB容量内存，存储硬盘不低于 1 T，高亮度和高分辨率显示器。 

5.5.3 图像重建按扫描方式能够重构二维切片图或三维图像，应有抑制噪声、伪像等功能。 

5.5.4 应有孔隙分析统计功能。 

5.6 性能要求 

5.6.1 射线能量 

应保证射线能量穿透被检样品，探测器灰阶显示宜控制在满量程灰阶范围内 20%～80%之间。 

5.6.2 空间分辨力和密度分辨力 

检测系统的空间分辨力、密度分辨力等主要性能指标要进行定期检定，每年不应少于一次，推荐采

用 GB/T 29069进行空间分辨力和密度分辨力的测试。在设备安装调试、维修或更换部件后,应对主要性

能指标进行测试，并记录测试结果。 

6 检测过程 

6.1 检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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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制件的 CT检测应明确检测需求，确认工业 CT系统空间分辨力、密度分辨力是否满足要求。 

6.1.2 应了解被检制件的物理参数（包括材料、结构、尺寸、最大厚度、质量、可检测最大回转直径

及转台最大承重等指标）是否能满足检测需求，以确保任何局部穿透和衍射偏差尽可能一致地扫描。 

6.1.3 检测前应制定检测工艺卡，其工艺参数选择应满足 GB/T 29070标准规定的要求。检测工艺卡宜

按照附录 A或根据被检制件特点自行设计。 

6.2 对比试样 

根据检测需要，设计制作孔隙缺陷对比试样，测试系统的实际检测能力。对比试样的具体制作可在

实际产品上加工，也可参考附录B制作。 

6.3  制件装夹 

6.3.1 选择合适的夹具摆放被检制件，被检制件或检测区域中心尽量摆放靠近转台中心；夹具不宜进

入扫描界面。 

6.3.2 通过位置标定仪确定金属件所需扫描的断层位置，或通过 DR成像确定扫描断层位置。 

6.3.3 必要时选用低密度材料（如泡沫、碳纤维材料、木材、塑料等）辅助检测制件装夹，并保证样

品在扫描过程中不出现晃动。 

6.4 参数设置 

参照附录 A的检测工艺卡对射线源参数、探测器参数、扫描方式、视场直径、图像矩阵、检测位置

等进行设置。 

6.4.1 应根据被检制件的尺寸、材料组成、检测需求等特性，选择射线源能量、射线强度、焦点尺寸

等射线源参数。 

6.4.2 在设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选用较小焦点射线源，提高空间分辨力。 

6.4.3 在设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检测制件应处于最佳放大倍数 M的位置，计算方法见式（1）。 

 𝑀 = 1 + (𝑑/𝑎)2 ·············································································  (1) 

式中： 

式中： 
M——最佳放大倍数； 

d——探测器像素点尺寸，单位为毫米（㎜）；  

a——射线源焦点尺寸，单位为毫米（㎜）。 

6.4.4 当射线源焦点尺寸足够小，且扫描视场能包容整个制件时，宜选择较大的放大比，以提高         

空间分辨力。 

6.4.5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选用高的管电流或射线出束频率，以提高射线强度，增加信噪比。 

6.4.6 结合工业 CT 的系统配置，根据制件尺寸、检测精度和检测效率，选择适宜的扫描方式。 

6.4.7 根据被检制件尺寸，选择适宜的视场使制件图像与整幅 CT图像占比约为 2/3左右。 

6.4.8 根据制件检测空间分辨力和密度分辨力的要求，选择准直器尺寸及切片厚度和像素合并模式。 

6.4.9 在保证射线穿透的情况下，根据检测需求，改变管电压或管电流，达到最佳检测效果。 

6.4.10 根据检测效率、检测精度等要求选择重建矩阵（如：512×512、1024×1024、2048×2048等）。 

6.4.11 根据制件大小、材料、空间分辨力、密度分辨力的要求决定扫描采样时间。密度分辨力要求高

时宜增加采样时间，空间分辨力高时宜增加扫描矩阵，相应延长扫描时间。 

6.5 扫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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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扫描区域内无人，开启射线源，开始扫描。切片厚度应不大于验收允许的最小孔隙尺寸,切片

数量应根据被测制件需要检测部位的实际情况确定。 

6.6 图像重建 

选用合适的数据滤波和图像重建方法。重建范围应大于被检制件最大尺寸。重建 CT 图像的像素尺

寸应小于要求检出最小缺陷尺寸的二分之一。部分 CT 系统重构软件带有消除伪影和噪声等功能，必要

时可以使用这些功能。应注意在使用此类功能时，防止过滤掉有用信息。 

6.7 图像显示 

根据需要，选取黑白、彩色、放大或二维、三维图像显示。通过调整窗宽/窗位，使图像便于观察。 

6.8 图像处理 

6.8.1 在不丢失图像缺陷信息条件下，可采用合适的灰度调节改善对比度和清晰度。 

6.8.2 细节特征测量时选择合适的样品边缘提取方法后再进行测量。 

6.9 图像分析 

6.9.1 根据图像上的细节特征的像素值、形状、尺寸、灰度等情况，采用具有尺寸测量、灰度测量、

孔隙分析软件，对图像进行分析。 

6.9.2 采用半波阈值法对图像边界确认。 

6.9.3 通过对体数据赋予一定的灰度值，使目标检测区域的孔隙能被分析软件识别到。 

6.10 基于三维空间的孔隙参数测定 

6.10.1 最大孔隙长度 L  

在三维空间中量取某一孔隙边缘的最长距离作为该孔的孔隙长度，见图 1。 

当出现空隙群时，把该空隙群视作单个孔隙处理，在三维空间中该空隙群边界的最大距离为该孔的

孔隙长度。 

在整个金属制件中，所有孔隙（或空隙群）在三维空间中的最大长度为该被测件的最大孔隙长度。 

 

图1 孔隙长度和孔隙间距示意图 

6.10.2 最小孔隙间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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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维空间中量取相邻两孔隙间的最短距离作为该组孔的孔隙间距 A，见图 1。 

在整个金属制件中，所有孔隙之间在三维空间中的最小间距为该被测件的最小孔隙间距。 

6.10.3 空隙群特征 H、Hr、Hk 

在一组密集孔中量取相邻孔隙的长度及其间距，当相邻孔隙间距小于其中较小孔隙的直径时，将改

组孔隙识别为孔隙群。 

——总孔隙群 H：整个金属制件中的存在孔隙群。若存在，记为 H1；若不存在，则记为 H0。 
——表面孔隙群 Hr：距金属制件外壁面的三分之一范围内存在孔隙群。若存在，记为 Hr1；若不存

在，则记为 Hr0。 
——芯部孔隙群 Hk：除表面孔隙群以外的芯部位置的孔隙群。若存在，记为 Hk1；若不存在，则

记为 Hk0。 

6.10.4 孔隙数量和孔隙比率 

6.10.4.1 总孔隙率 P 

金属制件中所有孔隙体积与该制件总体积之比为总体孔隙率，以百分率%表示。 

6.10.4.2 总孔隙数 Z 

金属制件中所有孔隙（含孔隙群）的个数。 

6.10.4.3 局部孔隙率 P’ 

当供需双方对制件局部位置的孔隙缺陷水平有特殊要求时，可按附录 C 进行基于三维空间的局部孔

隙率测定。 
局部孔隙率是一种相对的孔隙比率，因基准空间的位置、形状、尺寸等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基准空

间的选取一般由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约定。报告局部孔隙率数值时，应同时说明基准体选取情况，必要

时附图说明。 

6.10.5 可忽略孔 U 

当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约定可以对某一规格以下的微小孔隙不参与统计计算时，或受工业 CT 扫描

成像精度的限制，某些微小孔隙可能会由于尺寸低于仪器的分辨能力而无法进行相关参数的测定时，需

要将可忽略孔的尺寸报出。 

6.11 基于二维平面的孔隙参数测定 

6.11.1 剖视面的选择 

工业 CT 扫描成像后，在孔隙严重部位建立剖视图，该剖视面的方向一般依据标准或供需双方约定。

如未具体规定，则在 X、Y、Z 三个成形方向中选择孔隙密集或孔隙长度较大的方向作为剖视面的法线方

向。 

6.11.2 平面中的孔隙参数 

在选定剖面上测定制件在该平面上的最大孔隙长度、最小孔隙间距、空隙群特征、孔隙数量、孔隙

比率、可忽略孔等参数，具体方法同 6.10.1～6.10.5，基准面的选择方式可参考附录 D。 

6.12 孔隙参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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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参数的表示宜包含以下信息： 

—— 空间类型（三维空间以 S表示，二维平面以 P表示）； 

—— 孔隙数 Z； 

—— 孔隙率 P； 

—— 最大孔隙长度 L； 

—— 最小孔隙间距 A； 

—— 孔隙群 H； 

—— 可忽略孔 U。 

示例1： 

基于三维空间的孔隙参数表示 

S1— Z10 / P0.1% / L0.2 /A0.3 / H0 / U0.05 

                                                   表示忽略不计0.05mm以内孔隙 

                                                   表示不存在孔隙群 

                                                   表示最小空隙间距为0.3mm 

                                                   表示最大孔隙长度0.2mm 

                                                       表示孔隙率为0.1% 

                                                   表示孔隙数量为10个  

                                                   表示基于S1三维空间测量 

示例2： 

基于二维平面的孔隙参数表示 

P1— Z4 / P0.1% / L0.2 /A0.3 / H1 / U0.05 

                                                   表示忽略不计0.05mm以内孔隙 

                                                   表示存在孔隙群 

                                                   表示最小空隙间距为0.3mm 

                                                   表示最大孔隙长度0.2mm 

                                                       表示孔隙率为0.1% 

                                                   表示孔隙数量为4个  

                                                   表示基于P1平面测量 

 

6.13 图像保存 

对图像按标准格式进行输出和保存，宜用 DICOM、TIFF 等格式，图像的原始数据不应被修改。 

7  检测记录及报告 

检测记录及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委托单位信息； 

b) 被检样品信息： 

1) 成形材料； 

2) 制造工艺的说明，包括后处理； 

3) 样品名称、图号、批次、序号、材质、结构、检测要求、检测时机等； 

4) 样品的数字化模型信息（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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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测设备参数：名称、型号、设备制造商、设备校准时间、尺寸测量精度等主要性能参数； 

d) 检测工艺参数：检测时射线源参数、类型、能量、强度、焦点尺寸；检测时探测器参数、类

型、像素尺寸或后准直器尺寸、采样时间或积分时间；样品检测部位或断层位置、扫描方式、

射线源至探测器距离、射线源至样品距离、图像矩阵、视场直径、图像重建方法及参数、图

像测量部位及测量方法等； 

e) 检查结果：根据协议条款报告检测结果，附图说明测量区域在整个金属制件中的空间分布（如

适用）。 

f) 检测人员、复核人员、审批人员签字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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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业 CT检测工艺卡 

A.1 工业 CT检测工艺卡 

工业CT检测工艺卡见表A.1。 

表A.1 工业 CT检测工艺卡 

样品 

信息 

名称  成形方式  

图号  批次  

序号  材质  

检测 

系统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射线源类型  焦点尺寸  

探测器类型  探测器型号  

检 
 

测  
工  
艺  

参  

数  

及  

注 
 

意 
 

事 
 

项 

管电压 kV  管电流 mA  

FDD  FOD  

扫描方式  检测视场直径  

像素矩阵  积分时间  

积分张数  滤波方式  

图像重建方法  前后准直器  

图像处理方法  

检测方法标准  

检测部位示意图： 

检测要求及注意事项： 

编制人员/日期：  

复核人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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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对比试样制作 

 

B.1 对比试样制作 

对比试样图见图 B.1。 

对比试样制作方法如下： 
a) 加工人工缺陷时应按图 A.1 的形状制作对比试块，对比试样应采用与被检样品的材料射线吸

收特性相同或相近的均匀材料制作。 

b) 对比试样直径 D应与被检测制件检测部位的截面最大尺寸一致。 

c) 人工通孔的直径 d 宜包含 0.10 mm、0.20 mm、0.30 mm、0.40 mm、0.50 mm 几类尺寸，尺寸

加工完成后需标定。 

d) 试样厚度 H应不低于最小切片厚度。 

 

 

 

说明： 

D——试样直径； 

H——试样厚度； 
d——人工通孔直径。 

图B.1 对比试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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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三维空间中局部孔隙率的测定方法 

C.1 方法一：平面截取法 

在规定的截面间距内所截取的金属制件孔隙体积与制件体积之比为该部位的局部孔隙率。平面截取

方法如图 C.1所示。 
截面间距H由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的技术要求来确定；截面的方向一般与制件侧面轮廓垂直相交；

截面位置的选择应最大程度包围孔隙严重区域。 

 

说明： 
    1——截面 1； 
    2——截面 2； 
    3——金属制件； 

H——截面间距。 

图C.1 以平面为边界的基准空间示意图 

C.2 方法二：立方体截取法 

当孔隙所在制件局部结构较为复杂时，可采用规定边长的立方体作为参考基准与制件相交取样，该

取样部位的孔隙体积与制件体积之比为局部孔隙率。立方体截取方法如图C.2所示。 

基准体的边长 a 由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的技术要求来确定。若未规定，则按局部壁厚选取基准体边

长。基准体位置的选择应最大程度包围孔隙严重区域。 
制件的局部空间特征跟基准体存在一定的尺寸偏差是允许的，此时基准体凸缘（基准体超出被测件

部分，见图C.2）应控制在基准体体积的5%范围内，计算局部孔隙率时应将这部分扣除，取基准体内有

效的被测件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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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2 以立方体为边界的基准空间示意图 

C.3 方法三：其他形状截取法 

根据供需双方协商，也可以选定其他立体形状和尺寸的基准空间（比如球体、圆柱体等），作为局

部孔隙率的取样依据。具体可参考C.2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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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二维平面中局部孔隙率的测定方法 

D.1 基准面的形状 

基准面形状示意图见图D.1。 

在选择基准面时，根据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约定，允许采用以下三种几何形状： 

——正方形 

——圆形 

——三角形 

当未有具体规定时，宜选择与被测件的局部剖面特征相接近的形状作为基准面的形状。 

 

图D.1 基准面形状示意图 

D.2 基准面的尺寸 

基准面的尺寸一般由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约定。当未有具体规定时，基准面尺寸应接近制件的局部

壁厚，覆盖住该局部最大可能的面积。 

制件的局部剖面特征跟基准面存在一定的尺寸偏差是允许的，此时基准面凸缘（基准面超出被测件

部分，见图D.2）应控制在基准面面积的5%范围内，计算局部孔隙率时应将这部分扣除，取基准面内有

效的被测件面积。 

 

图D.2 基准面凸缘示意图 

D.3 基准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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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面的位置一般选择孔隙严重并能在该处计算出局部孔隙率最大值的部位。 

当孔隙出现在厚壁和薄壁过渡的位置时，基准面的位置宜靠近薄壁侧，薄壁侧的基准面面积宜占50%

以上，见图D.3。 

 

图D.3 薄壁侧与厚壁侧的基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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