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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优势 F
®

今天，“MAC® 优势”为世界

1. NDT 技术

2. 性能

各地的金属制造商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宝贵资产。随着公
司的不断发展，如近期我们
对 TacTic™ 超声波检测系统
的收购，我们也一直在寻求
新的方法，将关键的无损检
测应用、服务和专业知识带
给更广泛的客户。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知道，如果您计划购买或租赁
我们的设备，MAC 专业的团队将会成为您团队的
一部分。我们的业务发展经理将会帮助您确定合适
的设备以满足您的检测要求...以及协助您确定准确
的检测规范。我们的现场工程师们很多都有拥有
ASNT III 级证书，将会指导您进行项目准备、安
装、启动，并培训您的操作人员。
这些专家团队将会为您提供全程的支持，也正是因
为他们日夜在背后的默默付出，才得以让“ MAC®
优势”成为可能。

Dudley Boden
总裁 &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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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现有四大基石
3. 检测系统

4. 团队

热点聚焦
全新机器人式
ECHOMAC®
PA 相控阵焊缝检
测系统 - 第 18 页

用户友好型相控
阵系统检测管材
焊缝缺陷

ECHOMAC® PA
相控阵棒材检测
系统 - 第 18 页

实现圆棒内部和
表面缺陷 100%
检测

ECHOMAC® UT
25MM 超声波旋
转体 - 第 19 页

高精密小直径管
材和棒材超声波
检测

TACTIC™
现已成为 MAC®
公司的一部分 第 23 页

扩大了 MAC 的
无损检测系统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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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材检测

MAC 提供包含多种检测技术的完整系统来评估圆形、方形和六边形棒材的缺陷

和完整性。可单独或组合采用涡流、超声波和漏磁方法，适用于检测碳钢、不
锈钢，以及铝、钛、铜和其他有色金属。

检测内部不连续和夹杂

检测表面纵向裂缝

纵波超声和横波超声是需要对棒材进行全体积检
测时的首选方法。如检测内部小缺陷、空隙和其
他异常，以及检测表面浅缝和近表面缺陷。

MAC 的 MultiMac® 涡流仪器 (第
20 页) 配合 Rotomac® 涡流旋转
头 (第 21 页) 当检测冷拔材料时
最小可检测 0.10mm 深的表面裂
缝。如果表面光洁度高，可以检
测更浅的缺陷。

• 新推出的 Echomac® PA 超声相控阵棒材检测
系统(第 18 页) 可以以最快 2 米/秒的速度检测
各种尺寸范围的圆形和方形棒材，同时系统仅
需要较少的操作人员调整。

发现表面和近表面较短的
缺陷
MultiMac® 涡流仪器 (第 20 页) 将
会提供最佳的检测结果。穿过式
探头可检测到产品表面较短缺陷
附近涡流场的变化。该系统常与
Rotomac® 涡流旋转头 (第 21 页)
一同使用。

• Echomac® 超声波旋转体 (第 19 页) 常用于直
径 5-500mm 圆形棒材的高速检测。
• MAC 的 TacTic™ 高性价比水浸式 “棒材旋转”
超声波检测系统 (第 19 页) 是检测小批量材料
或需要频繁更换检测规格情况下的一个很好的
选择。

Echomac® 25mm 超声波旋转
体检测医疗领域小直径棒材
中的纵向和横向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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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交钥匙

涡流旋转头和穿过式探头检测系统检测
SBQ 棒材中的纵向和横向缺陷。

系统，配备世界一流的仪器
仪表和全系列的物料输送设
备。此外，您的项目将有一
个单一的协作团队指导，这
一切都使 MAC 成为棒材制造
商的最佳选择。”

Ben Longman

国际系统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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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材检测

检测小批量圆形管材和棒材中的表面和近表
面缺陷
MAC 近期收购的 TacTic™ 水浸式“管材旋转”超声波检测
系统 (第 19 页)，与 Echomac® 超声波检测仪器 (第 18 页)
配合，为生产小批量或需要频繁更换检测规格的实验室或生
产商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有不同配置的型号可供选择，可检测直径范围 6.35–200mm
的管材和 6.35-150mm 的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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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交流漏磁、超声波和电
磁检测的联合探伤系统实现
了钢棒 100% 全体积检测。

检测热轧钢棒中的较浅缺陷
交流漏磁 (第 21 页) 具有高功率交流磁饱和场，与典型的涡流检测
相比，可提供更好的信号幅度与缺陷深度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对
于较深的裂缝类缺陷。MAC 的 Rotoflux® AC 交流漏磁旋转体 ( 第
21 页) 设计用于检测直径范围 15-180mm 的棒材，根据产品表面状
态的不同，最浅可检测 0.1mm 深的表面纵向缺陷。

核验合金成分、硬度或钢种
Varimac® 涡流分选仪 (第 20 页) 可以分选黑色金属或有色金属产
品。MAC 的 PC -VI 产品比较仪 (第 20 页) 作为低频检测仪器，可
用于分选铁磁性材料。二者均可以很容易地整合到检测系统中。

Echomac® UT 25mm 超声波旋
转体用于检测高精密小直径管
材和棒材。
MAC_4-5,6-7_2022.ind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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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检测

配备龙门架的
Echomac® PA 相控阵

MAC 拥有用于管材自动检测的全套技
术、仪器和机械机构，可检测焊管、无
缝管、不锈钢管、合金管、厚壁管、钢
管和有色金属管。

系统将检测探头定位
在被检管材之上。

我们的经验 - 包含无数的制造过程、配
置和尺寸 - 基于符合 ASTM、API、EN、
ISO 和其他行业质量标准的大量的检测
设备基数。

检测中厚壁焊管中的长连续裂缝、夹杂、孔洞或空腔
推荐使用超声波技术检测较厚壁管材中的
焊缝缺陷、夹杂、孔洞或空腔。MAC 的
Echomac® 超声波检测系统产品线 (第
18-19 页) 可以检测焊缝区域或全管体。
• 传统的 Echomac® 超声波检测系统使用
安装在机械系统上的固定的或旋转的探
头来完成检测。其中超声波旋转体可以
检测直径范围 5-500mm 的管材。

• 相控阵 Echomac® 检测系统 (第 18 页)
使用龙门架或机械臂将检测头定位在管
材上方用于检测焊缝。该系统可以检测
较大尺寸范围的管材，相较于传统超声
波检测系统，能够更好地覆盖焊接区
域，且操作人员干预和维护更少。

• 漏磁检测系统，如 MAC 的 Rotoflux®
DC 旋转体 (第 21 页)，也可用于检测
厚壁管外表面和内表面纵向和横向缺
陷。该漏磁旋转体经常与超声波检测系
统联合使用，以符合 API 标准要求使用
两种检测方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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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薄壁管内/外表面较短缺
陷

检测无缝管表面长而连续的裂
缝类缺陷

涡流检测技术是检测薄壁金属管材最为
通用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它适用于
各种管径和检测速度，可以检测碳钢、
不锈钢和有色金属管材中的短小的、不
完整的焊接，以及近表面和内表面的状
况。MAC 的 MultiMac® (第 20 页) 或
Minimac® (第 20 页) 涡流检测仪器，配
合穿过式探头和探头平台，均可以提供
有效的解决方案。

推荐使用 MultiMac® (第 20 页) 涡流检
测仪器配合 Rotomac® 涡流旋转头 (第
21 页) 检测无缝管表面纵向缺陷，特别
是对于薄壁管材。在检测时探头围绕管
材高速旋转，可检测直径范围
5-180mm 的材料。MultiMac® 仪器也
可同时连接穿过式探头和涡流旋转头用
于检测表面较短缺陷以及表面裂缝类缺
陷。

测量偏心率
Echomac® 超声波检测系统 (第 18 页)
可安装于管材挤压工艺中管材拉拔时，
或安装于管材定尺切断阶段，用于精确
测量管材尺寸、壁厚以及内外径尺寸并
监控管材的偏心率。这一监控过程对核
领域或无缝管应用至关重要。

涡流检测探头配合导套，用于检测
不锈钢管材。

访问 www.mac-ndt.cn 9
MAC_8-9_2022.indd 9

5/23/22 3:07 PM

管材检测
使用“管材旋转式”超声波检测
系统检测表面和近表面缺陷
MAC 近期收购的 TacTic™ “管材旋转式” 水
浸超声波检测系统 (第 19 页) 为检测小批量
材料或需要经常更换规格的应用提供了更
具成本优势的方案。该系统与 MAC 的
Echomac® 超声波检测仪器 (第 18 页) 一同
使用，可检测直径范围 6.35–200mm 的管
材和直径范围 6.35–150mm 的棒材。

MAC 的 Echomac® FD 6/6A 型超声波仪器以及 TacTic’s™ 的 Model 76 EX-24 型
“管材旋转式” 水浸超声波检测系统检测钛管。

监控焊缝轮廓、检测纵
向焊缝缺陷
MAC 的 Echomac® 超声相控阵
焊缝检测系统 (第 18 页) – 安装
于紧邻焊机后的高温区域，最
高温度达 122˚ C (252˚ F) – 是监
控毛刺清除工具质量的绝佳选
择。紧靠上游的安装位置能够
在发生去毛刺工具失效或严重
焊接缺陷时迅速为操作人员提
供反馈。系统也可安装于管材
成型后温度较低的区域，此时
管材已经具有更加可预测的形
状和温度，因而能够实现更高
的缺陷检测精度。该相控阵系
统能否处理直径 51–700mm 的
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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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翅片管中的夹杂
使用两通道 MultiMac® 仪器 (第
20 页) 以及磁性夹杂检测器
(MID) 可以检测非磁性管材中的
铁磁性夹杂。该系统包含磁饱和
探头平台、特有的 ZZ 型探头和
前后压轮，能够检测翅片管所有
区域中的铁磁性夹杂，包括过度
段、翅片段以及留节段。

Echomac® 超声相控阵焊缝检测系统
5/23/22 2:55 PM

线材和杆材检测
涡流检测技术是检查线材和杆材连续性、成分、缺陷和其他状
况的首选方法。它也用于定位各种金属线材中的焊点和接头，
包括定尺长度、连续生产、绞合电缆、多芯电缆和绝缘电缆。
也可用于检测碳钢、不锈钢、铜、钛、镍钛诺和其他有色金属
线材和杆材。

“MAC 正在不断改进其产品线以满足
日益苛刻的检测要求。”

Garrett Vidak
现场工程师

检测冷拔线材中的较
短缺陷和纵向缺陷
MultiMac® 涡流检测系统
(第 20 页) 可以安装在冷拔线
材生产线上用于检测表面缺
陷。使用配备直流磁饱和平
台的穿过式探头，可以检测
磁性钢线表面较短的缺陷；
如果需要同时检测较短的缺
陷以及纵向缺陷，则需要使
用穿过式探头以及Rotomac®
探头旋转式涡流检测系统 (第
21 页)。

MultiMac® 涡流检检测系统安装
于舒马格 (Schumag) 联合拉拔机
组上用于检测六边形和圆形棒
材。该系统配备 CP 65mm “浮动
式” 探头平台，其进出口均带有
气动三轮导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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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线材和杆材检测
检测接头、焊点和断股

检查线材的连续性

MultiMac® (第 20 页) 仪器是处理高生
产速度多芯电缆检测的不错选择，可用
于检测多芯电缆中的接头、焊点和断
股。当接头过大时，也可使用分体式
探头 (第 21 页) 。

Minimac® 50/55 (第 20 页) 仪器需要最
少的操作时间就可以用来检查单股或多
股绝缘电线和电缆的连续性。它可以直
接安装在上产线上。使用分体式或分段
式探头 (第 21 页) 可允许绝缘层外径尺
寸的变化。

以较低的通过速度检测纵向
缺陷
Rotomac®25 RM 旋转头 (第 21 页) 与
MAC 的 Minimac® 60/65 结合使用
时，可对直径 3-25mm 的线材、杆材
和厚壁管材提供高性价比的、有效的
检测。该旋转头设计用于冷镦机、弹簧
制造、支撑杆等低速生产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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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AND ROD TESTING

“当 MAC 的磁性夹杂检测器

(MID) 探头与质量分级软件一
同使用时，将会为我们的客户
带来在非常高的速度下评估线
材和杆材质量这一优势。MID
探头将检测铜杆中的铁磁性夹
杂，这些夹杂最后会对最终用
户的产品造成损害。”

检测合金成分、热处
理、硬化层深度以及硬
度的变化
Varimac® 涡流分选仪 (第 20
页) 可检测各种形状和材料的产
品，包括非磁性不锈钢。而对于
碳钢线材中的变化则推荐使用低
频电磁产品比较仪 (第 20 页) 进
行检测。

Dave O’Connor
区域经理

Varimac® 涡流分选仪

检测小直径线材中的缺陷
当使用穿过式探头检测线材时，最高 5 MHz 的检测频率对检测直
径小至 0.004mm 的材料最为有效。20mm Rotomac® 高速旋转头
(第 21 页) 设计用于检测直径 2-20mm 线材表面纵向缺陷，如裂缝
和折叠。其运行转速高达 18,000 转/分，可实现产品的高速检测。
Rotomac® 20mm
高速旋转体

Minimac® 涡流检测仪可用于检测
线材和杆材各种表面状况，如裂
缝、焊点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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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安装的检测设备可在制造过程中检测各种类型的零件。包括紧固

零件检测

件、 滚珠轴承、活塞、结构杆、膨胀器、销子和医用针头等。另外，

“MAC 擅长于为零件的检测
与分选提供快速且经济的解
决方案。我们的领导地位源
于对高适应性分选设备的选
择，以及受过专业培训的现
场工作人员的支持。事实证
明，这两种条件的结合对我
们的客户来说是一项重要的
资产。

还可用于检测棒材、板材和线材等材料。

检测物理特性
MAC 分选仪是对产品的尺寸、成分、钢种和热处理等情况
进行 100% 分选的最佳选择。Varimac® 涡流分选仪 (第 20
页) 可以分选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材料。PC-VI 产品比较仪
(第 20 页) 作为低频电磁比较仪，可以分选铁磁性材料。
当与 MAC 的零件分选门配合使用可将零件分选为三组，
分选速率最高 6 件每秒。

Mike Rakos
区域经理

三路分选门

图中绿色矩形框内的产
品为“合格品”，红色
矩形框内的产品为“超
过规范”的产品，而矩
形框以外的为“低于规
范”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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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S: Testing Parts

评定汽车零部件球墨铸铁球化率
nspection Echomac®
of fasteners
parts for properties such as heat
VM (第and
20 页)metal
可评估材料的声速、厚度，或进行缺陷
检测，提供了行业公认的可靠的方法核验零件的材料完整性。可
ent, hardness
and alloy is a key requirement in meeting tight specifications
使用一台仪器同时检测两个独立检测站的两个零部件。也可提供
omotive, nuclear and other industries. Improperly heat-treated parts, for
相关的水槽式检测系统。
e, can result
in costly machining issues, reworking, lost production time and
t failure. Comparators can provide a fast, reliable method of inspection.

Method Is Right For You?

may be submitted for a free evaluation
lysis by MAC’s experienced engineers
mine the best NDT solution for your
ion.

ore details, log on to: www.mac-ndt.com/
/parts.pdf

Production Comparator

Detects variations in carbon steel parts.
• Low-frequency comparator tests for case depth,
core hardness, grade and structure.
• Highly sensitive circuits can detect changes in test
signal phase, amplitude or harmonic distortion.
• Optional software allows for 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eight frequencies to meet complex
test standards.

Custom Systems

Testing special parts and conditions.
Combinations of Eddy Current, Ultrasonic and/or
Flux Leakage technologies can also be specially
designed to meet your inspection needs.

发现裂缝、夹杂、裂纹和焊接缺陷
MAC 的涡流、超声和漏磁技术可用于检测各种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零部件，类似于检测线
材、棒材和管材的应用。

astener parts that can be inspected for
s, alloy, various dimensions and other physical
eristics using eddy current or electromagnetic
ators.

ac® Comparator

r variations in alloy, dimension
cks.
earings, fasteners and other
ormed parts.

ts ferrous (magnetic) or nonferrous
magnetic) parts.

cting rod bolt, typical of parts that
ested for hardness using a lowcy electromagnetic comparator
MAC_14-15_2022.indd
15
the Production
Comparator
VI.

气门组件的气门销 ( B ) 可在装配前通过 Varimac® 检测热处理是

Valve train assembly showing pins (B) that can
否适当，摇杆 ( A ) 可通过 PC-VI 产品比较仪检测在铸造阶段产生
be tested prior to assembly by a Varimac® for
的气孔。
proper
heat treatment. The rocker arm (A) can
be inspected with the Production Comparator
to detect gas pockets that result from the
cas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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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系统
无论您需要检测棒材、管材、线材还是零部件，MAC 各种类型的检测平
台、探头平台和输送部件均可以完全集成到您的生产过程中。 当与 MAC
的仪器结合使用时，您的无损检测系统可以发挥其最大的潜能。

标准或定制选项
MAC 提供整套标准的或定制的物料输送组件和系统，用于精确地夹持和定位检
测仪器、检测探头、旋转设备和驱动装置。平台控制器可完全地控制检测平台、
多个检测单元和压轮。另外，可使用 PLC 处理各种输入/输出配置。

三轮定心检测平台
三轮定心检测平台作为恒定中心线的导
向和驱动单元，可稳定地驱动管材或棒
材通过检测单元。前后双三轮设计保证
了管材能够可控地进出检测站，消除了
由于管材震动造成的错误缺陷信号。当
更换尺寸时，几乎不需要手动设置，PLC
将自动控制三轮、旋转体和辊道。

包含 125mm Echomac® 超声波
旋转体、550 涡流旋转体的联
合检测系统安装于 “V” 型辊检
测平台上，该系统用于棒材检

16 邮箱 china@mac-n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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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分析公司是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具
“V” 型辊检测平台
我们标准的检测平台使用 120 度 “V” 型辊和压轮以支持和定位被检
材料。该平台下部是固定的 “V” 型辊，上部是平面压辊以提供三点
式接触来保证被检产品被牢靠的固定并消除震动。提供自动或手动
尺寸控制，可根据产品直径的变化自动或手动调节尺寸。

有多种无损检测技术的完整检测解决方
案的制造商。得益于公司丰富的经验，
我们的客户可以保证获得无缝集成的真
正的交钥匙解决方案。”
Casey Powers
亚太运行总监

图中所示的自动化的检测系统包
括 Echomac® 100 超声波旋转体
和 CP 125 穿过式探头安装于三轮
定心平台上。出口部分包括辊
道、不合格品料框、合格品料框
以及堆料台架。进口部分包括辊
道和上料台架。

包含产品比较仪 (分钢仪)、
Rotoflux® 漏磁和 Echomac®
超声波旋转体的联合检测系统
安装于三轮定心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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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超声波和相控阵超声波检测
BT

Echomac® FD-6/6A 仪器
• 棒材和管材在线或离线缺陷检测、焊缝检测、测厚、尺寸测量
• 兼容旋转式、浸没式、喷射式、喷水式以及“管材旋转式”的
应用
• 高信噪比、精确的测厚分辨率 (<1µm)、卓越的测厚精度

仪器

BTW

Echomac® SM 仪器
• 检测管材、棒材和线材的缺陷、壁厚和偏心率，以及测量尺寸
• 最多可配备 8 个通道，紧凑的机箱和内置显示器
• 兼容旋转式、浸没式、喷射式、喷水式以及“管材旋转式”的
应用

仪器

机器人式 Echomac® PA 相控阵焊缝检测系统
• 发现管材在焊接和去毛刺过程中产生的缺陷
• 具有成本效益的焊管相控阵检测系统
• 焊缝的轮廓可快速提醒操作人员去毛刺过程中的任何问题
• 检测内外表面纵向缺陷
• 极少的操作人员干预
• 可安装于紧邻焊机后的高温区域

Echomac® 龙门架式超声或相控阵检测系统
• 超声波检测内外表面纵向缺陷
• 使用多晶片探头，相控阵检测技术可以在成型辊之前或之后各
种位置进行检测
• 相控阵可用于检测缺陷，监控去毛刺过程

• 单套设备可以处理更大尺寸范围的棒材
• 圆棒内部和表面缺陷 100% 检测
• 提供三种型号，实现了 10mm-254mm 的产品覆盖能力
• 卡带式探头组设计，五分钟内可实现尺寸的切换

MAC_18-21_2022.ind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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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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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检测系统

B

Echomac® PA 相控阵棒材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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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超声波和相控阵超声波检测
P

Echomac® VM 声速测量设备
• 评定汽车零部件球墨铸铁球化率
• 评定声速、测量厚度或检测缺陷
• 可使用一台仪器同时检测不同独立检测站的两个零件

超声波检测系统

Echomac® PA 相控阵车轮检测设备

火车车轮

• 在役火车车轮踏面检测
• 提供全自动和半自动两种选项
• 可检测直径范围 650-1350mm 的车轮
超声波检测系统

P

Echomac® PA 相控阵复合材料检测设备
• 检测各种几何尺寸的零部件
• 系统扩展性高，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增加检测通道
• 符合或超过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际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规
范

超声波检测系统

TB

TacTic™ “管材旋转式” 超声波检测系统
• 可检测直径范围 6.35–200mm 的圆形管材或棒材
• 水浸式“管材旋转”检测系统
• 检测表面和近表面缺陷
• 具有成本优势，适合于生产小批量或需要经常更换检测规格
的应用

超声波检测系统

Echomac® 旋转体系列可以检测直径范围 5-500mm 的产品，我们列举两
种型号的旋转体。

Echomac® 25mm 超声波旋转体

BT

• 检测直径范围 5-25mm 的材料，最小壁厚 0.3mm
• 设备长度仅 630mm，可以轻松地安装在现有生产线上
• 精确的测厚分辨率 (<1μm) ，卓越的重复性
超声波旋转体

Echomac® 150mm 超声波旋转体

BT

• 圆形棒材或管状产品高速检测
• 检测直径 30-150mm 的材料
• 最大转速 1800 转/分
超声波旋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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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流检测
RPTW

MultiMac® 仪器
• 可同时运行穿过式探头和/或旋转式探头
• 最多同时使用 8 个通道，可以任意组合
• 检测表面横向、较短的缺陷和/或纵向裂缝类缺陷
• 检测磁性和非磁性材料

仪器

RPTW

MultiMac® SM 仪器
• 两个独立的检测通道
• 安装于尺寸为 509mm x 304.8mm x 304.8mm (20x12x12") 的
机柜中，并配备 15 吋触屏显示器。
• 可用于检测镍钛诺线材

仪器

RPTW

Minimac® 紧凑型仪器
• 两个高性价比、单通道涡流仪器选项
• 两种型号均可检测短的表面缺陷和一些近表面缺陷
• Minimac® 50 设计用于检测连续长的产品
• Minimac® 55 可用于检测连续长的产品或定尺产品

仪器

BP

Varimac® 涡流分选仪器
• 快速分选金属零部件物理特性的变化
• 可用于核验棒材或线材的合金成分和硬度
• 可根据屏幕上的目标区域选择并调整闸门大小
• 与 MAC 的零件分选门配合使用可实现 6 件/秒的分选速率

仪器

BP

PC-VI 产品比较仪 (分钢仪)
• 铁磁性材料低频检测仪
• 检测合金成分、热处理、硬化深度的差异
• 实现铁磁零件的快速无损分选

仪器

20 邮箱 china@mac-n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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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流旋转头采用旋转式探头技术，是检测裂缝类缺陷的首选方法。MAC 各种型号的 Rotomac® 旋
转头可以检测直径范围 3-180mm 的材料。

WR

25RM Rotomac® 低成本旋转头
• 可实现对直径范围 3-25mm 产品表面纵向缺陷的可靠的在线检测
• 运转转速 1,000 转/分，适用于低速生产线应用

涡流旋转头

WR

20mm Rotomac® 高速旋转头
• 小直径产品纵向缺陷高速涡流检测
• 检测表面纵向缺陷如裂缝和折叠，检测产品直径范围 2-20mm
• 运转转速最大 18,000 转/分

涡流旋转头

WRB

150mm Rotomac® 旋转体
• 检测产品直径范围 12.7-150mm
• 运转转速最大 1800 转/分，无级调节

涡流旋转头

漏磁检测
B

Rotoflux® AC 交流漏磁检测系统
• 检测热轧黑皮棒材表面缺陷的最佳技术
• 检测直径范围 15-180mm
• 最小可检测 0.1mm 深的表面纵向缺陷

漏磁检测系统

PT

Rotoflux® DC 直流漏磁检测系统
• 检测厚壁石油管材中的缺陷
• 检测内外表面和近表面缺陷
• 有多种型号可供选择，覆盖直径范围 30-500mm 的管材

漏磁检测系统

检测传感器
探头平台和更多
• 探头平台可用于穿过式、分段式或扇形探头，可检测直径
2.54-304.8mm 的材料
• 穿过式探头、陶瓷绕线管、 包含探头的旋转探头盘以及超声波
探头均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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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支持

“公司对 TacTic™ 超声波系统的
资产收购是对我们服务与支持
的有力补充。这将 MAC 的解
决方案扩展到航空航天领域，
并将我们的无损检测服务选项
置于以往无法触及的客户范
围。”

近 95 年以来，世界各地的金属生产商一直依赖于 MAC 创新的无损检测
解决方案。我们的全球支持团队遍布于 25 个国家，包括超过四十名经验
丰富的现场工程师和代表。

Jerry Zhu
中国区业务发展经理

TacTic™ 超声波无损检测系统

灵活的租赁选项

MAC 近期对 TacTic™ 的资产收购扩大了
我们无损检测系统的范围，涵盖了自动化
的、专业的水浸式“管材旋转”超声波检
测系统，可检测圆形管材和棒材中的表面
和近表面缺陷。

提供绝大多数标准检测系统的短期或长期租赁业务。
• 安装协助、培训及现场人员服务作为租赁的一部分提供
• 对于以前购买的系统，可以签订售后服务合同，或按照售
后服务的次数单独收费

这些系统具有成本优势，是生产小批量或
需要经常更换检测规格的生产商的理想选
择。
TacTic™ 客户还可以获得由 MAC 全球销
售和技术人员网络提供的本地支持、服务
和校验能力。另外，MAC 也将为这些客
户首次提供租赁服务这一选项。

TacTic™ 水浸槽和 “管材旋转” 辊道。探头固定器组件显
示在水浸槽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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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全球支持保证
MAC 全球网络确保了您获得最高的生
产力和满意度：
• 工作人员按照 ASNT 的要求进行培训
和测试，许多具有 ASNT III 级证书
• 由强大的现场团队支持的即时远程诊
断服务，可快速解决问题
• 具有超声波、涡流、漏磁和电磁检测
技术
• 详细的工厂生产过程知识储备
• 采用最新技术，满足所有涉及的行业
标准
• 严格的出厂和现场验收测试，以满足
客户的要求
• 完整的产品服务：安装、培训维护和
延长质保
• MAC 在美国、瑞典和意大利均有研发
运行支持

我们通过 ISO 17025 认证的
检测工厂可以处理小批量检
测需求
如果您的检测量太小而无需投资一套
检测设备，MAC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博
德曼的工厂可提供检测服务。
• 如需要，最快可在 48 小时内检测完
毕并送还客户

ZMS 计划 – ROWA 和 BIS 用户
超声相控阵升级改造计划
作为 ZMS 计划的唯一联络单位，MAC 公
司将负责销售、系统集成和售后服务工
作。

• 检测设备包含涡流穿过式探头、涡流
旋转探头、高速超声波旋转体以及其
他检测设备
• 检测工厂可以根据行业规范检测您的
产品，包括 ASTM E-213、ASTM 243
和 MIL STD 2154 等
• 详情致电 +1 (330) 758-1367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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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Analysis Corporation
美国磁性分析公司 - 总部

103 Fairview Park Drive Elmsford, New
York 10523 – USA

T: +1 914 530 2000
F: +1 914 703 3790
www.mac-ndt.com
info@mac-ndt.com

Magnetic Analysis Corporation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Facility

美国磁性分析公司 - 制造和检测工厂
675 McClurg Road
Boardman, OH 44512 – USA

T: +1 330 758 1367
ffundy@mac-ndt.com

无损检测仪器、系统和解决方案
杆材

零件

管材

Magnetic Analysis Ltd. – UK
美国磁性分析公司英国分公司
uk@mac-ndt.com
+011 33 613 164 691

Magnetic Analysis Australia Pty. Ltd.
美国磁性分析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
dterry@mac-ndt.com
+61 0 4220 93633

Magnetic Analysis Nordic AB – Sweden
美国磁性分析公司瑞典分公司
info@manordic.com
+46 63 51 77 20

MAC Representative Office – China
MAC 代表处 - 中国
china@mac-ndt.com
+86 21 62360955

Magnetic Analysis Italia S.r.l.
美国磁性分析公司意大利分公司
Italy@mac-ndt.com
+39 348 4458 584

MAC Rep.Office - Latin America
MAC 代表处 - 拉丁美洲
eamaral@mac-ndt.com
+55 11 96751 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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