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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5 钢疲劳损伤的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测技术研究
李海洋袁 高翠翠袁 史慧杨袁 王召巴
渊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袁山西 太原 030051冤

摘 要院该文采用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测方法袁研究 Q235 钢拉伸疲劳损伤和腐蚀疲劳损伤的测试与评价过程曰搭建

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测系统袁分别在不同拉伸频率的循环拉伸载荷和腐蚀疲劳载荷下袁采集非线性声波时域信号并

进行频谱分析袁测量非线性系数随加载载荷周期数的变化趋势袁并分析拉伸频率和腐蚀环境对非线性系数的影响遥
实验结果表明院Q235 钢试件的超声非线性系数与疲劳周数具有一定的单调递增关系袁超声非线性系数可以用来表征
材料的表面疲劳损伤程度曰拉伸频率对试件的疲劳损伤影响小袁不同频率拉伸疲劳下袁钢材的非线性系数相差不大曰
腐蚀环境会加剧试件的疲劳损伤程度袁在腐蚀疲劳载荷下袁非线性系数会增大遥 实验结果可为研究 Q235 钢拉伸疲劳
损伤和腐蚀疲劳损伤的测试与评价过程提供一定的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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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nonlinear Rayleigh wave detection technique for fatigue
damage in Q235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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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袁 the nonlinear Rayleigh wave detection method is used to study the
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process of the tensile fatigue damage and corrosion fatigue damage of
Q235 steel. The nonlinear Rayleigh wave detection system is built袁 under different tensile
frequency cyclic tensile loading and corrosion fatigue tensile loading袁 the nonlinear acoustic time
domain signals are collected and the frequency spectrum is analyzed袁 the variation trend of the
nonlinear coefficients with the number of loading cycles is measured袁 and the influence of tensile
frequency and corrosion environment on the nonlinear coefficient is analy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ltrasonic nonlinear coefficient and fatigue cycle of Q235 steel specimen have
a certain monotonic increasing relationship袁 the ultrasonic nonlinear coefficient can be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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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e the surface fatigue damage of the material曰 The tensile frequency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fatigue damage of the specimen袁 and the nonlinear coefficients of the steel have little differ鄄
ence under different frequency tensile fatigue曰 The corrosion environment will aggravate the fa鄄
tigue damage degree of the specimen袁 and the nonlinear coefficient will increase under the corro鄄
sive fatigue loa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an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studying the test and
evaluation process of the tensile fatigue damage and corrosion fatigue damage of Q235 steel.
Keywords: tensile fatigue曰 corrosion fatigue曰 Rayleigh wave曰 nonlinear coefficient

0 引 言

钢结构广泛应用于汽车和航空航天等领域袁材
料的早期疲劳损伤会对重大设施的安全运行造成
严重威胁遥 因此袁钢结构早期疲劳损伤是工业领域
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1-2]遥 非线性超声检测技术作为
一种检测钢材料早期性能退化的有效手段袁已经得
到了无损检测行业的广泛关注[3]遥 Rayleigh 波具有可
以在光滑曲面传播而不发生反射尧能量主要集中在
结构表面尧衰减程度比较小和传播距离比较远等优
点袁可实现钢材表面疲劳损伤的检测[4]遥
国内外学者 [5-7]已经对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测
方法做了大量的研究遥 颜丙生等[4]采用了激发和接
收 Rayleigh 表面波的方法袁检测了镁合金厚板的表
面疲劳损伤遥 税国双等[8-9]利用直接激发 Rayleigh 表
面波袁激光干涉仪接收信号的方法袁测量了材料非
线性参数和检测了固体火箭的表面涂层遥 Doerr 等[10]
利用非线性 Rayleigh 表面波实现了不锈钢 304 和
304L 敏感性的评价遥 Zhang 等[11]研究了在玻璃上表
面划痕对非线性 Rayleigh 表面波特征的影响遥 但对
于载荷频率和腐蚀条件对非线性系数的影响尚不
明确袁采用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测 Q235 钢疲劳损伤
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遥
因此袁结合 Rayleigh 波的优点和发展状况袁本文
采用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测技术袁实现了载荷频率
和腐蚀条件下 Q235 钢疲非线性系数的测量和对
比袁进而实现了疲劳损伤的检测遥

1 Rayleigh 波的非线性系数

一般来说袁固体介质都具有非线性袁并且是通
过高阶弹性常数来表征的遥 非线性的主要来源有固
体介质原子间的非谐和性与材料中位错尧滑移带等
微观结构[12]遥 在固体介质中传播时袁单一频率的正弦
超声波将会与固体介质间产生非线性相互作用袁从
而产生高次谐波遥
固体介质在拉格朗日坐标 X 的运动方程[13-14]为

2
鄣 滓ij
籽 鄣 u2i =
鄣t
鄣 Xj
3
式中院籽要要
要介质密度袁kg/m 曰

渊1冤

ui要要
要位移矢量袁m曰
t要要
要时间袁s曰

滓ij要要
要应力张量袁MPa遥
对承受疲劳载荷的固体材料袁其非线性本构关
系为
滓ij = 滓 0ij + A ijkl

鄣 uk
1
鄣 u 鄣 um
+ A ijklmn k
+ 噎 渊2冤
鄣 Xl 2
鄣 Xl 鄣 X n

式中院滓 0ij 要要
要材料中的初始应力袁MPa曰

A ijkl 尧A ijklmn 要要
要固体介质的二阶和三阶 Huang

系数遥

軍ijkl 和三阶弹性常
A ijkl 和 A ijklmn 与二阶弹性常数C

軍ijklmn 的关系为
数C

軍ijkl
A ijkl = 滓 0jl 啄ik + C

軍ijklmn + C
軍jlmn啄ik + C
軍ijnl啄km + C
軍jnkl啄im
A ijklmn = C

渊3冤
渊4冤

軍ijkl 和三阶弹性常
在疲劳过程中袁二阶弹性常数C

軍ijklmn 随微结构的演化而发生变化遥
数C
考虑一维纵波在各向同性固体中的传播袁将式渊2冤
代入式渊1冤得到院
鄣 2u1 = c 2 鄣 2u1 1 - 茁 鄣 u1
渊5冤
鄣 X1
鄣 t2
鄣 X 12

蓘

蓡

軍1111+滓110 冤/籽 是纵波的传播速度袁茁 是超声
式中 c= 姨渊C
非线性系数袁其表达式为
軍
軍
茁 = - C111 111+ 3 C1 111
軍1 111+ 滓110
C

渊6冤

由于在疲劳载荷作用下袁初始应力 滓ij0 与二阶弹
軍1 111 的变
性常数相比袁相对较小袁且二阶弹性常数C

軍111 111 产
化很小袁因此疲劳载荷主要使三阶弹性常数C
生变化袁并导致声学非线性系数改变遥 即袁非线性系
数可以反映三阶弹性常数的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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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半空间自由表面的 Rayleigh 波遥 Rayleigh
波的非线性系数已被证明[15]为
c L 姨c 2L - c R2
2
茁 = 8A
渊7冤
2
2
棕 A 1 X 2 渊 c S - cR 冤 2 - 1
式中院X 要要
要Rayleigh 波在固体中的传播距离曰
棕 要要
要角频率曰
c R 尧c L 尧c S 要要
要Rayleigh 波尧 纵波和横波在固体
中的传播波速曰
A 1 尧A 2 要要
要基波幅值和二次谐波幅值遥
由于实验过程中角频率 棕 和传播距离 X 固定
不变袁所以可采用 Rayleigh 波的超声相对非线性系数
来表征超声非线性系数的变化情况袁其相对非线性系
数的表达式为
茁 = A 2 / A 12
渊8冤
因此袁本文可通过测量基波和二次谐波的幅值袁
计算得到相对非线性系数袁实现金属疲劳损伤的评价遥

2 试件的制备及实验系统

别编号为 1尧2尧3遥 试件的样品图和几何尺寸图分别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遥 试件的参数如表 1 所示遥
首先袁分析拉伸载荷的加载频率对钢试件疲劳
损伤的影响遥 在 1 号和 2 号试件上分别加载频率为
15 Hz 和 20 Hz 的拉伸载荷遥 然后袁分析腐蚀载荷对
钢试件疲劳损伤的影响遥 采用腐蚀介质浓度为 10%
的盐水将 3 号试件浸泡 20 d袁制备成腐蚀试件袁再加
载拉伸频率为 20 Hz 的拉伸载荷遥 对比 1 号和 2 号
试件袁可分析拉伸频率对金属材料力学性能退化过程
的影响曰对比 2 号试件和 3 号试件袁可分析腐蚀介质
是否对金属性能劣化起到加速作用遥
2.2 实验系统
本文搭建了 Rayleigh 波法的非线性超声检测系
统袁实验系统框图如图 3 所示遥 主要包括美国 Ritec
公司生产的 RAM-5000 SNAP 非线性超声检测系
统尧高能匹配电阻尧滤波器尧换能器尧有机玻璃楔块尧
试件尧放大器尧示波器及计算机遥

2.1

试件的制备
本实验所用的材料为 Q235 钢袁所有试件都是由
同一块钢板切割加工而成遥 制备 3 个相同的试件袁分

RAM-5000
示波器
发射端

SNAP

接收端1

设备控制
接收端2

RT-50电阻

信号放大器

低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

发射换能器

接收换能器

Rayleigh表面波传播

图1

40 mm

试件样品图

图3

a=5 mm
R=100 mm
b=20 mm
70 mm

图2

几何尺寸图

表 1 材料参数表
材料
Q235 钢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纵波速度/

横波速度/

MPa

MPa

渊m窑s-1冤

渊m窑s-1冤

235

375耀460

5 920

3 230

实验系统框图

由 RAM-5000 SNAP 非线性超声检测系统产生
频率为 5 MHz尧 周期数为 30 的脉冲串激励信号袁经
过高能匹配电阻和低通滤波器后加载到中心频率为
5 MHz 的发射换能器上袁由发射换能器激发超声波袁
经过耦合剂的耦合进入有机玻璃楔块袁与有机玻璃
楔块作用后生成 Rayleigh 波袁在待测试件里传播遥 接
收端采用相同角度的有机玻璃楔块和中心频率为
5 MHz 且有足够带宽的接收换能器接收 Rayleigh 波袁
接收信号经过高通滤波器和放大器后被 RAM-5000
SNAP 非线性超声检测系统接收袁并在示波器上显
示遥 由示波器对信号进行观测和采集袁将采集到的信
号在计算机上进行提取和处理遥 在实验过程中袁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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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能量的损失袁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袁应保证发
射换能器和接收换能器始终在同一条直线上袁并使用
常规的医用超声耦合剂对换能器尧 有机玻璃楔块和
待测试件间的接触面进行有效耦合遥

3 实验方法及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方法
本实验中袁采用 PA-100 型微机控制电液伺服
疲劳试验机对试件进行拉伸疲劳试验袁应力比为 R=
滓min/滓max=0.25袁中心线为 10伊103 N袁振幅为 6伊103 N袁疲
劳加载为正弦交变载荷袁每循环加载 10 万次后袁将
试件从疲劳试验机上卸下来袁采用图 3 所示的实验
装置进行非线性超声检测袁重复上述步骤袁直到加载
到 50 万次为止遥 为了使实验结果尽可能的精确和可
靠袁降低随机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袁对上述检测过
0.15

程重复 3 次袁然后取平均值遥
检测到的基波和二次谐波的时域信号分别如
图4 和图 5 所示袁对检测到的非线性超声信号采用
FFT 变换进行处理袁得到基波和二次谐波的频域图
分别如图 6 和图 7 所示遥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上述实验方法下袁将测量到的基波与二次谐
波幅值代入式渊8冤袁计算出中被测试件的相对非线性
系数遥 首先袁测量未进行疲劳加载时试件的超声相对
非线性系数 茁0曰然后袁离线测量在疲劳加载的过程中
被测试件的超声相对非线性系数 茁袁利用 茁/茁0 对超
声相对非线性系数进行正则化处理遥
1 号尧2 号和 3 号试件进行正则化处理后相对非
线性系数与疲劳周数的关系曲线袁如图 8 所示遥
由图可知袁在疲劳过程中袁相对非线性系数随着
0.06

0.10

0.05

0.05
0

0.04

-0.05

0.03

-0.10

0.02

-0.15
-0.20
2.4

0.01
2.6

2.8

3.0

时间/渊10-5 s冤

3.2

3.4

3.6

0

0

2

图4 基波时域信号图

8

10

图6 基波的频域图

0.04

0.06

0.02

0.05
0.04

0

0.03

-0.02

0.02

-0.04
-0.06
2.4

4
6
频率/MHz

0.01
2.6

图5

2.8

3.0

时间/渊10-5 s冤

3.2

二次谐波时域信号图

3.4

3.6

0

5

10
频率/MHz

图7

二次谐波的频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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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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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3]

郗敬宇. 金属粘接界面固化性能和冲击疲劳损伤的非线

[4]

颜丙生袁吴斌袁何存富. 利用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镁合金

[5]

TOERLLO D袁 THIELE S袁 MATLACK K H袁 et al. Dif-

2号试件
3号试件
0

10

20
30
疲劳周数/万次

40

[6]

疲劳周数的增加呈整体增长趋势袁尤其是疲劳早期
近似于单调递增变化遥 实验结果表明袁Q235钢材料的
超声相对非线性系数可以用来表征材料的疲劳损伤
程度遥
对比 1 号尧2 号和 3 号试件发现袁1 号和 2 号试
件的相对非线性系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上相同袁都在疲
劳周数 40 万次开始基本上保持不变袁这说明不同疲
劳加载频率对试件的疲劳损伤程度的影响很小曰3 号
试件的相对非线性系数总体比 1 号和 2 号要大袁且
在疲劳周数 30 万次后保持不变袁早于 1 号和 2 号试
件袁这说明腐蚀环境加剧试件的疲劳损伤程度遥

4 结束语

本文搭建了非线性 Rayleigh 表面波检测平台袁
采集非线性表面波时域信号袁结合频谱分析袁得到非
线性系数随加载载荷周期数的变化曲线袁并分析循环
载荷的加载频率和腐蚀环境对非线性系数的影响袁
实现了金属材料表面疲劳损伤的评价与检测遥 得到
以下结论院
1冤发现超声非线性系数与疲劳周数有单调递增
的关系袁表明超声非线性系数可以用来表征材料的疲
劳损伤程度遥
2冤不同疲劳加载频率对试件的疲劳损伤程度的
影响很小袁腐蚀环境会加速试件的疲劳损伤程度遥
参考文献
[1]

张剑锋. 奥氏体不锈钢服役损伤的非线性超声检测与评

[2]

李海洋袁安志武袁廉国选袁等. 粗糙接触界面超声非线性

价研究[D]. 上海院华东理工大学袁2014.
效应的概率模型[J]. 声学学报袁2015渊2冤院247-253.

厚板疲劳损伤的仿真和试验研究[J]. 机械工程报袁2011袁
47渊18冤院7-14.

fraction attenuation and source corrections for nonlinear
2015袁56院417-426.
GUO

S袁 ZHANG

L袁 MIRSHEKARLOO

M S袁 et al.

Method and analysis for determining yielding of titanium

alloy with nonlinear Rayleigh surface waves[J]. Materials

50

正则化相对非线性参数与疲劳周期的关系

性超声实验研究[D]. 北京院北京交通大学袁2013.

Rayleigh wave ultrasonic measurements [J]. Ultrasonics袁

1号试件

1.0
0

41

李海洋等院Q235 钢疲劳损伤的非线性 Rayleigh 波检测技术研究

[7]

Science & Engineering A袁2016袁669院41-47.
ZEITVOGEL

D T袁 MATLACK K H袁 KIM J Y袁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in carbon

steel using nonlinear Rayleigh surface waves [J]. Ndt &
E International袁2014袁62渊2冤院144-152.

[8]

税国双袁汪越胜. 金属材料表面涂层损伤的非线性声评

[9]

税国双袁汪越胜袁QU J M袁等. 利用直接激发 Rayleigh 表

价[J]. 固体火箭技术袁2012袁35渊5冤院703-706.
面波的方法测量材料的声学非线性系数 [J]. 声学学报袁
2008袁33渊4冤院378-384.

[10] DOERR C袁 KIM J Y袁 SINGH P袁 et al. Evaluation of
sensitization in stainless steel 304 and 304L using

nonlinear Rayleigh waves [J]. Ndt & E International袁
2017袁88院17-23.

[11] ZHANG J袁 XUAN F Z袁 YANG F. Effect of surface

scratch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linear Rayleigh
surface waves in glass[J]. Journal of Non-C-rystalline
Solids袁2013袁378渊11冤院101-105.

[12] RAOV V S J袁 KANNAN E袁 PRAKASH R V袁 et al.
Observation of two stage dislocation dynamics from non鄄

linear ultrasonic response during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of AA7175-T7351 aluminum alloy [J].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A袁2009袁512渊1/2冤院92-99.

[13] LIU M袁 KIM J Y袁 JACOBS L袁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nonlinear Rayleigh wave propagation in shot peened aluminum plates-Feasibility of measuring residu鄄
al stress[J]. Ndt & E International袁2011袁44渊1冤院67-74.

[14] 税国双袁黄蓬袁汪越胜. 列车外圆弹簧疲劳损伤的非线性
超声测试[J]. 声学学报袁2013渊5冤院570-575.

[15] HERRMANN J袁 KIM J Y袁 JACOBS L袁 et al. Assess鄄

ment of material damage in a nickel -base superalloy

using nonlinear Rayleigh surface waves[J]. J Appl Phys袁
2006袁99渊12冤院124913.

渊编辑院刘杨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