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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涂层系统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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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统安装完毕或现有系统维护完毕后，常出现渗漏。造成该情况的原因通常是连接出错或
误用了有缺陷的密封件。若想及时发现该渗漏情况并有效管控设备的密封性，正确操作氦气
检漏仪至关重要。此外，对检漏背后的物理原理及检测过程中的优化可能性了解得越深入，
在实际使用氦气检漏仪时就会越得心应手，测量结果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可靠。

以下综述就如何正确操作氦气检漏仪以及如何在真空系统顺利实施检漏试验给出了一些实
用信息。



将检漏仪连接至涂层系统时需考虑的因素

真空系统在调试或维护完毕后产生的渗
漏量通常较大。而当渗漏达到某个程度
后，市售的氦气检漏仪将无法再继续使
用。市售氦气检漏仪的最大工作压力通
常约在 6 到 25 mbar 之间。如果产生大
量泄漏，该等压力条件可能无法通过抽
空过程而达到。图 1 所示的是一个 Si3N4
（氮化硅）涂层系统。可看到，在某次维
护后，通过抽空过程仅能将压力降至 80 
mbar。有一种方法可降低所用检漏仪的
入口压力，那便是使用针型计量阀。

但该方法不仅会导致响应时间延长，而且
还必须使用辅助泵。与其对真空检漏仪
实施节流调节，我们不妨使用普发真空 
ASM 340 检漏仪。此款检漏仪能以定性
方式创建一种大规模检漏模式，从而找到
当前渗漏所处位置。

以流程泵支持检漏仪

理想情况下，检漏仪应按图 1 和图 2 所
示方式连接至真空系统的前真空管线。不
过，检漏仪本身适用于洁净环境，而抽空
降压过程产生的压缩热会引起严重的热
应力，因此，为保护检漏仪，使其免受该

等热应力的影响，可能需另行连接一个流
程泵。流程泵不仅对热应力不敏感，而且
还可抽出所有气体、蒸汽和扬起的颗粒。

另行连接一个流程泵的做法既能提升检
漏仪的可用性，还能显著延长检漏仪的维
护周期，进而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在抽空降压过程中，一旦压力达到相应的
低水平，检漏仪便能一直保持真空。检漏
仪中的前级泵功率越大，检漏仪可进一步
抽出的气体就越多，真空容器的内表面也
就会越大。

当工作压力稳定在检漏仪工作压力范围内
的某个数值时，流程泵的存在将变得不再
必要，此时，可关掉流程泵，因为示踪气
体已经能够百分百到达检漏仪。为进一步
显著缩短检漏仪的响应时间，可在腔体和
检漏仪之间连接一个涡轮泵。该涡轮泵
就好比一个助推器，可带来额外的抽速，
从而缩短检漏仪的响应时间。

使用法兰在工艺腔上连接一个标准漏孔
有助于追踪漏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同
时，此做法还有助于确定自标准漏孔逸
出的氦气分别被流程泵抽出和被检漏仪
检测到的量，进而直接测量出所谓的分

流率。

此处，不同流动条件会产生不同压力，从
而影响气体动态，气体动态反过来又会影
响分流率。因此，应在压力接近测试压力
时进行测量。当压力范围不同时，流程泵
和检漏仪的抽速和压缩率也会相应不同，
因此，仅估算分流率还不够。

时间常数

真空系统的时间常数如下所示：

 = 达至最大信号强度之 63％ 所需的时 
      间 [s]

Seff = 示踪气体的有效抽速 [l/s] 

V = 样品体积 [l]

真空系统的时间常数一方面取决于系统
容积，另一方面取决于抽气系统对氦气
的抽速。

图 3 显示了时间常数的相关性，即，该常
数对应于达至最大信号强度之 63％ 所需
的时间。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时间尺
度，包括 3τ（达至最大信号强度之 95％ 
所需的时间）或 5τ（达至最大信号强度之 
99％ 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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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将氦气检漏仪集成至涂层系统中 图 2：将不同型号的普发真空检漏仪（ASM 380、ASM 310、ASM 340）集成至
系统中

图 3：漏孔持续暴露于氦气中时，检漏仪上的信号曲线（理想情况） 图 4：集成检漏仪以检测供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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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气系统

若将标准漏孔置于供气管线中，则狭窄的
气体管线及其他安装元件产生的流阻会
导致响应时间变长。借助检漏仪可对这种
情况进行测量。
在图 4 所示的示例系统中，检漏仪产生的
信号起伏不定、变幻无常。即使经过很长
时间，信号依旧无法趋于稳定。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是，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控制回
路乃以独立于检漏的方式调节系统控制。
因此，如图 5 所示，标准漏孔的位置被再

次调整。调整之后，质量流量控制器便不
会再影响系统与其之间的供气管线。
传导率和流阻

在将限制高传导率的某个组件移除之后，
检漏仪的响应时间可相应缩短，且信号可
趋于稳定。由于气体管线中普遍存在流
阻，要想在不存在传导率限制的情况下
再现先前测量到的漏率，需花费四分钟
时间。在一项定量测量中，将标准漏孔移
动后测到的信号强度与将标准漏孔直接
连接至工艺腔时测到的信号强度完全相

同（图 5）。
关于检漏所用质量流量控制器的一些要点

为能单独检测质量流量控制器，我们将检
漏仪直接连接至质量流量控制器后方的
供气管线。在这种情况下，响应时间短于
一秒钟。此处，检漏仪和流程泵之间分流
率的变化对检漏仪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得益于此，检漏仪能够百分百测量到自标
准漏孔处排出的气流。而这种影响背后的
原因则是，内径仅为 4 mm 的供气管线
产生了较高的流阻。相比之下，通往检漏

图 5：设置不含高传导率限制性组件的供气系统 图 6：将检漏仪集成至系统中，以执行质量流量控制器的检漏测试

图 7：管线内径 0.4cm、长度 700cm 时，传导率与压力的关系 图 8：管线内径 0.4cm、长度 2,000cm 时，传导率与压力的关系

仪的管线是一种 DN 25 管线。此过程如
图 6 所示。

超纯气源产生的流阻

在真空技术中，流阻也称为传导率。图 7 
和图 8 显示了当供气管线采用 6 × 1 mm 
的典型尺寸时，其传导率模拟值随管线长
度变化的函数图像。6 × 1 mm 的典型尺
寸系指：外径为 6 mm，壁厚为 1 mm，
故而内径为 4 mm。

当压力较高时，粘性层流流动现象会随之

发生。流阻和管线平均压力之间存在线
性关系。在压力低于约 0.1 mbar 的情况
下，分子流会随之出现。在此范围内，流
阻不再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压力条件，而
是仅取决于管线的几何形状。

当压力范围在大约 5 到 0.1 mbar 之间
时，过渡流（也称克努森流）会随之出现。
在此范围内，还可能发生特定的气体效
应。在产生分子流的压力范围内，长 20m 
的管线对氦气的传导率仅为 0.001 l/s。这
使得响应时间显著延长。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信号会适时变强。
当漏孔未暴露于氦气中的时间不短于系
统处于检测压力范围内的时间时，即使信
号达到最大强度，测得的漏孔尺寸也会远
小于实际尺寸。
在使用或不使用示踪气体的情况下对传导
率有限的组件执行的检漏

图 9 和图 10 分别显示了对尺寸为 6 × 
1mm、长度分别为 7m 和 20m 的供气管
线执行检漏时，漏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在图 9 中，蓝色曲线代表一个容积 1.5l 的



真空容器的示例，在达到特定背景信号
后，一个漏率 Q = 1·10-7 mbar·l/s 的储
气罐式标准漏孔通过法兰连接至该容器，
且漏孔被打开。
当突然释放氦气时，氦气会在标准漏孔的
渗透元件和截流阀之间不断积累，从而造
成短暂的过冲。但是，所显示的标准漏孔
标称值会很快趋于稳定。在关闭标准漏孔
后，信号也随之迅速减弱。
绿色曲线显示了经过某些设置更改后，系
统的响应行为。可看到，此时，上述容器

和检漏仪之间连接了一条长 7m 的供气
管线（尺寸 6 × 1mm）。管线产生的流阻
导致漏率 Q = 5 - 10-6 mbar-l/s (5 - 10-7 
Pa m3/s) 的标准漏孔的响应时间和衰减
时间均显著延长。
红色曲线显示了连接 20m 长 供气管线（
尺寸 6 x 1mm）时的响应时间。此时，在
相同的检测设置下，即使抽空降压过程持
续半小时以上，也无法将氦气完全抽出。
因此，无法达到标准漏孔的标称值。
图 10 中的示例显示了下列情况下的响应

行为：在完全相同的实验设置下，不抽空
管线，而是让几乎不含氦气的氮气（纯度
为 5.0）流过管线。若与此同时实现最大
测试压力，检漏仪理应能达到最灵敏的
测量范围。

此处，检测限制最小应意味着流体动态
处于可能的最佳状态，即响应时间尽可能
短。达到最敏感的测量范围所需的压力
阈值大小取决于具体的设备类型，对于 
ASM 340 检漏仪而言，该压力阈值为 0.5 
mbar。由此可以确定气体流速：管线入

图 9：1.5l 腔体和气体管线（未使用载气） 图 10：腔体和气体管线（将纯度 5.0 的 N2 用作载气）

图 11：对供气管线执行嗅探检漏 图 12：检漏仪在主流中的信号恢复行为

口处的入口压力约为 12 mbar。若使用载
气进行检漏，响应时间和衰减时间会大大
缩短。但与此同时，信号强度也会下降约
十倍频程。
为准确确定响应时间和分流系数，必须使
用标准漏孔来校准该等测量。为实现此目
的，使用不带储气罐的标准漏孔或专用于
安装在供气管线中的标准漏孔最为合适。
与载气法使用相关的国际标准现已存在，
详见 DIN EN ISO 20485：无损检测 - 检
漏 - 测试气体法：ISO 20485:2017；德文

版 EN ISO 20485:2018。
在供气管线上执行嗅探检漏

检漏测试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测量应
在真实条件下进行：检测期间，受测对
象所处的压力必须与其实际使用过程中
承受的压力相符。此处，气体管线处于超
压状态。真空检测是唯一一个能达到超
纯介质源所要求的最高灵敏度（1·10-9 
mbar·l/s 至 1·10-10 mbar·l/s）的检测
程序。符合正确压力取向的嗅探检测如图 
11 所示。

抽空降压和压力变化冲洗会影响信号恢
复行为

容积 700l 的工艺腔中的信号恢复行为如
图 12 所示。该图显示了下列过程中的氦
信号衰减情况：首选执行检漏四分钟，然
后实施抽空降压。在四分钟的时间内，信
号仅衰减了 50％。然而，在执行三次压力
变化冲洗（即，首先通过短时间的抽空将
压力降至 mbar 范围，紧接着通过通风使
压力上升至几百 mbar，随后再次抽空降
压）后，信号衰减了多个十倍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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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检漏仪造成系统不慎通风，须在检
测周期结束前关闭检漏仪的自动通风功
能。此外，建议使用含氦量极低的气体进
行通风。因为这样可确保氦气在检测过程
中有效分解，从而减弱背景信号。若用于
通风的气体含有少许残留水分，则上述冲
洗过程还会产生另一种积极影响，即，使
腔壁覆盖水分，从而缩短反复抽空时所需
的抽空时间。
信号很强时应作何处理？

当氦气检漏仪显示的信号很强时，应注
意，抽速越高，漏率再现的发生速度越
快。此外，在检测到高漏率后，检漏仪的
信号衰减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
高漏率是指漏率的值大于 1·10-4 mbar 
l/s (1·10-5 Pa m3/s)。通过以最大值的形
式为检测到的漏率设置限值，可有效保
护检漏仪，防止大量氦气进入检漏仪。若
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信号，检漏仪将中止
检测。
这种做法可大大缩短下次检测时抽空所
需花费的时间。此处应注意，检漏仪的排
气阀须设置为“关闭”，否则腔体将通过
检漏仪而通风。连接至检漏仪的受测对象
的容积会对信号恢复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使用不含氦气的气体执行所谓的压力
变化冲洗，检漏仪的恢复时间和整个系统
的恢复时间均可缩短。还应考虑检漏仪允
许的最大入口压力。或者，可使用超压安
全阀。此外，排气阀必须设置为“关闭”。
漏率对所用检漏仪类型的依赖性

诚然，漏孔大小及与之对应的漏率并不直
接取决于所用的检漏仪。但所用检漏仪的
抽速和与之并行运行的泵的抽速会通过
分流率影响漏率显示值。表 1 的综述显示
了分流率、氦气抽速和管线横截面对测得
的漏率的影响。假定系统配置如下：
- 腔体容积：700l
- 流程泵：干泵，抽速为 1800 m3/h
- 标准漏孔尺寸：1.3 ·10-8 Pa m3/s  
(1.3 ·10-7 mbar·l/s)

- 测量于分流中进行
- 波纹管长度：1m
若拟实施检漏的对象容积较大或漏孔较
大，或在检测大面积表面时预期解吸率较
高，建议联合使用检漏仪和辅助泵。当在
分流中实施测量时，仅一小部分通过漏孔
而进入的示踪气体会到达检漏仪。

这意味着：
           SL                QL
y =                  =

        SL + ST       QL + QT

y = 分流率

（到达检漏仪的气体所占比例）

 SL = 检漏仪的氦气抽速 [l/s]

 ST = 辅助泵的氦气抽速 [l/s] 

QL = 流向检漏仪的气体 [mbar ·l/s] 

QT = 流向辅助泵的气体 [mbar ·l/s]

从观察结果可知，联合使用检漏仪和辅
助泵的做法对实际应用有所影响：检漏
仪的响应时间变得很短，低至一秒以下。
随着氦气抽速增加，分流率和再现性随
之提升。
通过将检漏仪和受测对象之间的连接
件 - 波纹管的横截面从 25 mm 增大到 
40 mm，分流率和再现性可得到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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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普发真空 ASM 310、ASM 340 和 ASM 380 氦气检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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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这一点对于高性能检漏仪而言尤
为重要，因为若非如此，检漏仪对氦气的
高吸收能力就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根据
经验，在对系统和检漏仪进行连接时，检
漏仪入口法兰的横截面应不小于检漏仪
的横截面。
操作检漏仪时应避免的错误

检漏仪操作错误或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
测量结果不可靠或出错。因此，在开始检
漏之前，应尽可能清洁腔体，使其不含气
体，这一点很重要。为实现此目的，可用
惰性干燥气体进行压力变化冲洗，某些
情况下，对系统进行烘烤除气也是一种适
当方案。
清楚地识别漏孔也很重要。为实现此目
的，需设置与特定应用相匹配的出口压
力，即，残留氦气含量及其所代表的背景
漏率需远低于待检测的漏率。
此外，为确保顺利实施测量并得到可靠

测量结果，应在测量过程中使用辅助泵，

并通过内部或外部存储介质记录所有测
量结果。再者，建议在测量完成后勿直接
移动检漏仪，而是应先观察一下它的追踪
指示器。对涂层系统而言，检漏操作应在
分流中进行。

应从气体面板上的测试连接处对工艺腔

执行检漏。在接近极限真空的辅助泵处，
可使用回流示踪气体测量泄漏情况，即，
即使泄漏处位于检漏仪连接处的上游，
检漏操作仍可执行。若计划执行气体面
板检测，须直接在气体面板上以分流进
行测量。

    www.pfeiffer-vacuum.com

表 1：测得的漏率与分流率、氦气抽速和管线横截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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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普发真空典型涂层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