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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用材料表面通常覆盖有非金属防腐层，保证防腐层的完好对实现材料的正常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实

现对非金属防腐涂层的分层缺陷检测，该文提出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损伤评估方法。首先建立超声导波在双
层板状介质中的传播模型，提出基于小波能量值的检测理论，制作试样并建立实验平台，分别利用增益值和小波能量
值对分层缺陷进行检测比较。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分层缺陷宽度的增加，达到相同回波幅度的增益值逐渐下降，但增
益值方法在较小范围内无法识别出分层缺陷；而接收信号的小波能量值能更好地实现对分层缺陷的检测，特别是在
缺陷宽度较低的情况下，采用小波能量法能较好满足分层缺陷的检测需求。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检测方法可
为后续对复杂多层材料检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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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nonmetallic coating is commonly used on the surface of industrial material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nsure that the coating is intact for normal operation of materials. Aiming at detecting the
delamination damage of nonmetallic coating on metallic base material, a delamination damag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wavelet energy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propagation model of guided wave in
double-layer tubular medium is established and a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wavelet energy is proposed.
Secondly, specimens are made and an experiment platform is built up. Ultimately, the delamination damages
are studied and compared using gain value and wavelet energy.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lly, the gain value of
the same echo amplitude decreases as the delamination damage grows. However, small damages could not be
detected using this method, while the wavelet energy of the detected signals can detect the del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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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more effectively. Especially when the damage is small, wavelet energy method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detecting the delamination damages. The delamination damag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wavelet energ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studies in the testing of complicated multi-layer materials.
Keywords: delamination damage; ultrasonic guided wave; wavelet energy; erosion resistant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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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声波传播的影响来检测材料内部和表面的缺陷，如

工业用金属材料表面通常覆盖有非金属防腐

气泡、分层、裂纹、脱粘、贫胶等。超声波应用于防

层，如各种金属板材以及石化行业中用到的内衬防

腐层界面损伤检测主要有声发射法、超声脉冲回波

腐管道等，随着使用时间增加，防腐层容易产生各

法、超声导波法等。如 Gallego A 等[4]基于声发射技

种缺陷，其中界面分层是常见的一种缺陷。总体而

术，对在热镀锌的钢样品表面防护层和本体金属的

言，分层缺陷的产生主要来自生产过程和使用过

结合程度进行评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 Y Suga

程，生产过程中，非金属防腐层与金属基材之间的

等[5-6]利用超声波方法研究了喷敷层脱粘现象，并探

结合通常要经过加热加压保温的步骤，若在此过程

索了影响超声波检测效果相关因素，同时将这种方

中出现加压复合时压力过小、防腐层厚度不均匀

法应用于检测陶瓷喷敷层材料脱层现象实验，发现

等，则可能导致防腐层材料不能充分产生塑性变形

处于热冲击试验下产生的脱层现象可以利用这种方

而残存较大应力，进而在冷却时产生分层缺陷。而

法 有 效 检 测 出 来 。 韩 国 先 进 科 技 学 院 的 H.Sohn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反复的加载、卸载、升温、

等[7]探索了使用非接触超声导波检测多层复合材料

降温等复杂工况，会在应力集中的区域形成很大的

中隐藏的脱层现象可行性。现有的超声检测方法大

交变应力，如不加以检测防范，会使得非金属防腐

多为检测复合材料的粘接质量，而较少涉及对金属

层产生分层缺陷，金属基材将失去保护而遭到腐蚀
甚至发生断裂。
目前对防腐层界面损伤检测可分为非超声波防
腐层界面损伤监测方法和超声波防腐层界面损伤监
测方法两大类，其中非超声波防腐层界面损伤监测
方法主要包括红外热波检测方法、漏磁检测方法、
涡流检测法等。如 Han J S 等 [1]通过加热被检测区
域，采用红外热像仪记录试件表面温度场，通过数
据分析软件对红外图像进行处理后得到涂层缺陷程
度。J.Jun 等[2]使用一个扫描式的漏磁探头结合霍尔
传感器阵列来检测复合材料中的裂纹情况，并对其
检测能力进行讨论。JH.Rose 等 [3]提出了一种基于
频率变化阻抗的涡流检测线圈，用来检测金属涂层
的厚度和导电性。红外热波方法若要达到一定分辨
率，对仪器设备要求较高；漏磁检测需要在铁磁材
料上进行，不适用于非金属材料的分层检测；涡流

和非金属分层缺陷的研究。本文采用超声导波检测
方法，搭建试验平台，利用超声导波设备对分层缺
陷进行检测并提取有效数据，接着基于小波变换，
提出利用小波能量值检测分层缺陷损伤程度的评价
方法。

1

非金属防腐层分层缺陷测量原理

超声导波在双层介质中的传播规律
由于界面的存在和材料性质的不同，超声导波
在双层介质中的传播不同于传播在无限大介质或者
层板中。建立双层板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 ρ，
λ 和µ分别为介质密度和 Lame 参数，h表示介质层厚
度， x轴、y 轴、z轴如图所示。在分层介质中，对于按
eiw 简谐变换的位移场，必定满足 Navier 位移方程，
即有：
1.1

µn ∇2 µn + (λn + µn )∇(∇ · µn ) = ρn ω2 µn

基于 Navier 位移方程结合 Helmholtz 分解可计

检测对金属表面或近表面的缺陷有很高的检出灵敏

x

度，但是对于非金属的热障涂层损伤却无法进行

z

检测。
超声波检测法是广泛用于材料探伤的常用方

层1

ρ1 λ1 μ1

h1

层2

ρ2 λ2 μ2

h2

y

法，也是最早用于复合材料无损评价的方法之一。
它主要利用复合材料本身或其缺陷的声学性质对超

(1)

图1

双层板模型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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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超声导波在多层介质中传播的位移场势函数

调整伸缩因子a和平移因子b可以得到具有不同时域

通解 ：

宽度的小波以匹配原始信号的任意位置，达到对信

[8]

ϕ =C exp(ik (z sin(θ ) + y cos(θ )))+
C exp(ik (z sin(θ ) − y cos(θ )))
n

n
1
n
2

n
L
n
L

n
L
n
L

n
L
n
L

ψn =C3n exp(ikTn (z sin(θTn ) + y cos(θTn )))+
C4n exp(ikTn (z sin(θTn ) − y cos(θTn )))
ω
kLn = n
cL
ω
kTn = n
cT

号的时频局部化分析的目的。在这里，用一个信号
(2)
(3)
(4)
(5)

的 3 层小波包分解树说明小波分解的过程。如图 2
所示，其中 A 表示低频，D 表示高频，末尾的序号数
表示小波分解的层数。由图可知，分解级数越大，
也就是选择的小波包尺度越大，小波包系数对应的
空间分辨率就越低，利用这一点，可以在不同的空
间分辨率上进行分析。

其中C 、C 、C 、C 为任意参数；每一个势函数可以
n
1

n
2

n
3

n
4

S

看作向下和向上传播的平面波两项，相当于每一层
板中包括两个纵波和两个剪切波的 4 个平面体积

A1

波。从上述理论分析可知，超声导波在多层介质中

AA2

D1
DA2

AD2

DD2

传播存在多模态，多方向等较为复杂特点，难以利
AAA3 AAD3 ADA3 ADD3 DAA3 DAD3 DDA3 DDD3

用特定模态对分层缺陷进行准确检测。同时，随着
层数的增加，导波在介质中传播的模态大幅增加，

图2

从能量方面考虑，层数越多，在相同距离内，导波发

3 层小波包分解树

生的折射和模态转换越多，即能量消耗越严重，因

本文在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评估中，将

此，可根据接收信号能量大小对非金属防腐层分层

小波包变换引入对分层缺陷信号分析，通过 n 阶小

缺陷进行判断。

波包对接收信号进行分解，得到 2n 个信号小波子集

基于小波包变换的信号能量值评估
小波变换是当前应用数学中发展迅速的领域，
它是以局部化函数形成的小波基作为基底展开的，
具有许多特殊的性能和优点，小波包变换是基于小
波变换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提供比小波变换更高的
分辨率。对于信号函数 x(t) 使用小波Ψ (t) 为基的小
波变换[9]的定义为：

{X1 , X2 , ...X2n } ，分解后的子集可以表示如下：
X j = {x j,1 , x j,2 , ...x j,m }, ( j = 1, 2, ..., 2n )

1.2

1 w
t−b
WT x (a, b) = √
x(t)Ψ ∗ (
)dt
a
a

其中 j 是频率范围，m 指总的采集的数据，定义第
i 个经过分解的能量信号如下：
Ei, j = X j

= x2j,1 + x2j,2 + ... + x2j,m

(11)
(12)

基于上面公式推导，定义第 i 个能量集合的小
波能量值为：
Ew =

2n
∑

Ei, j

(13)

j=1

式（6）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小波重构公式为

1 w +∞ −2 w +∞
a
WT x (a, b)Ψa,b (t)dadb
−∞
CΨ 0

2

Ei = {Ei,1 , Ei,2 , ..., Ei,2n }

的 尺 度 因 子 和 时 间 因 子 ， 满 足 条 件 ： a > 0。 基 于
x(t) =

2

因此，第 i 个能量集合定义为：

(6)

其中 x(t) ∈ L2 (R)，Ψ (t) 是母小波，a，b分别为小波变换

(10)

非金属防腐层分层缺陷损伤可以用信号的小波
(7)

能量值Ew来评估。由于超声导波在双层介质中的传
播损耗更大，因此理论上采用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

式中：

w +∞ |Ψ (Ω)|2

dΩ < ∞
0
Ω
(
)
1
t−b
Ψa,b (t) = √ Ψ
a
a

CΨ =

层缺陷评估方法中，小波能量值 Ew越小，表明信号
(8)
(9)

能量损耗越大，进而说明分层缺陷损伤越大。

2

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评估实验平台
为检测出非金属防腐层分层缺陷，基于超声波

小波变换是一种积分变换，它的实质在于将

在双层板中的传播理论，本文首先搭建基于小波能

L (R) 空间中的任意函数表示为其在具有不同伸缩

量值分层缺陷损伤评估方法的实验平台，如图 3、图 4

因子a和平移因子b的Ψ (t) 之上的投影的叠加。通过

所示。实验平台由上位机、波形发生器、压电放大

2

第 44 卷 第 6 期

李茂东，等：非金属防腐层分层缺陷超声导波检测

25

器、试样和 PCI-20614 数据采集卡组成。实验过程

的区域，非金属防腐层与金属基材发生分离，该实

中，首先在上位机编制发射信号，通过波形发生器

验平台模拟的分层缺陷与实际的分层缺陷基本符

生成信号，接着信号放大器将信号放大 50 倍之后

合，同时本文中涉及的基于增益值的分层缺陷损伤

通过发射探头激励试样，经过分层缺陷并被接收探

评估方法和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评估方法原

头接收，接收的信号通过采集卡采集并传输到上位

理是利用接收信号能量在正常区域和缺陷区域的损

机进行进一步的信号处理。

耗不同来实现对分层缺陷的检测，在这一方面模拟
的分层缺陷与实际的分层缺陷对信号能量所造成的
影响是一致的，因此模拟分层缺陷的实验结果具有

上位机

较高的可信度。

波形发生器

PC 板

放大器

图3

水

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评估实验平台
模拟的脱层缺陷

图5

上位机

钢板

分层缺陷试验实物图

13 U

在超声导波检测领域中，由于经过汉宁窗调制
的正弦信号具有频散特性弱、能量损失低、信号失
真低等优点，因此本实验采用 10 周期汉宁窗正弦
波形发生器

调制信号检测分层缺陷，同时，基于探头的谐振频
率，选择调制信号的中心频率为 2 MHz。该汉宁窗

信号放大器
分层缺陷

采集卡

正弦调制信号的具体时域频域图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2.0

PC板

1.5

图4

探头距离: 200 mm 接收探头

1.0
0.5

幅值/V

发射探头

钢板

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评估实验流程图

其中试样的构成如图 5 所示，由上层 PC 板和

0
−0.5
−1.0

下层镀锌钢板组成，两层介质之间通过水紧密连

−1.5

接。利用两块 PC 板之间的空隙模拟分层缺陷，通

−2.0

过控制移动两块 PC 板可以控制分层缺陷的位置和

0

1

大小。PC 板和钢板的厚度均为 3 mm。经过测试

2

3

4

5

t/(10−6 s)

不同频率和入射角度的超声斜探头，发现不同的频

图6

率和入射角度对实验结果的总体趋势影响不大，因

汉宁窗正弦调制信号时域图

此实验选择常用的 2.5Z10×10A60 的超声斜探头作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发射和接收探头。发射探头与接受探头位置固定

3.1

基于增益值的分层缺陷损伤评估实验
超声检测仪器的增益值是衡量回波幅值的重要

且距离为 200 mm。分层缺陷产生时，在缺陷产生

中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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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收探头使得缺陷回波幅值达到最高，这个过程
中产生的误差影响其检测精度。此方法只能在分层

1.0

缺陷较大的情况下才能将其有效分辨出来，从图中
幅值/V

0.8

可以看出，当分层缺陷为 0 ，10 ，20 mm 时，增益值
分别为 47.2 ，47.3 ，47 dB，即在此范围内，增益值并

0.6

没有随着分层缺陷的增大而单调减小，此时利用超

0.4

声仪器增益值的方法难以有效分辨出分层缺陷。下
面利用小波能量法检测非金属防腐层分层缺陷并进

0.2

行比较。

0
0

1

2

3
4
频率/(10−6 Hz)

5

6

50
46

汉宁窗正弦调制信号频谱图

增益值/dB

图7

指标，增益值越大说明回波幅值越小，即信号能量

42
38

越低。利用增益值的这一特点，本文首先探索了一

34

种基于增益值的分层缺陷损伤评估方法。实验平台

30
0

中试样和探头与第 2 节中一致，发射和接收部分则
由常规超声仪器代替，如图 8 所示。

图9

分层缺陷
PC板

钢板
发射探头

图8

探头距离: 200 mm 接收探头

基于增益值的分层缺陷损伤检测平台

基于增益值的分层缺陷损伤评估方法的实验按
照模拟的分层缺陷宽度大小分为 21 组进行，从分
层缺陷宽度为 0 mm 开始到 200 mm，每隔 10 mm
一组。对于每一组缺陷，通过移动发射探头和接收
探头使得缺陷回波幅值达到最高，接着利用超声检
测仪器的自动增益功能将回波幅值调到 80% 的高
度，记录下此刻仪器显示的增益值。实验过程中，
始终保持分层缺陷位于发射探头和接收探头中间，
实验结果如图 9 所示。
由图可知，随着分层缺陷宽度的增加，使接收
信号达到 80% 高度的仪器增益值整体呈下降趋势，
结果表明利用接收信号的能量变化可以判断分层缺
陷的大小。然而，由于实际应用这种基于增益值的
分层缺陷损伤检测方法时，需要通过移动发射探头

100
150
分层缺陷宽度/mm

200

基于增益值的分层缺陷损伤检测实验结果

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评估实验
本文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评估方法总共
进行了 41 组实验，为了更加细致地观察不同分层
缺陷宽度下接收信号的小波能量值的规律，从分层
缺陷宽度为 0 mm 开始到 200 mm 每隔 5 mm 取一
组缺陷进行实验，每组实验进行 10 次并取接收信
号的平均值进行 3 层的小波包分解，如图 2 所示。
用 A 表示低频，D 表示高频，末尾的序号数表示小
波分解的层数，则得到小波包分解信号如图 10 所示。
实验过程中始终保持发射探头和接收探头位置
不变。对接收信号利用 Matlab 程序提取小波能量
值，记录这 41 组数据，结果如图 11 所示。
从图中实验结果可以发现，随着分层缺陷宽度
的增大，接收信号的小波能量值单调增大，表明分
层缺陷宽度越大，超声导波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反
射、折射和损耗就越小，因此小波能量值越大。不
同于基于增益值的评估方法，由于在此方法中，探
头始终保持固定，不需要每一组实验都移动发射接
收探头，避免了移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差。在基
于增益值的评估方法实验结果中，增益值总体呈减
少趋势，但具体在相邻的某几组实验中，并不一定
是单调减少的。而在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检
测实验中，可发现接收信号的小波能量值具体到相
3.2

超声检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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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的实验中，都是随着缺陷宽度而单调增加。同

4

27

结束语
本文为了实现对非金属防腐层的分层缺陷检

较多误差存在使得基于增益值的分层缺陷评估方法

测，首先基于超声导波在多层介质中的传播理论，

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缺陷问题，对较小分层缺陷容

建立了超声导波在双层板状介质中的传播模型，提

易产生漏检的情况。如表 1 所示，利用基于小波能量

出了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检测方法，搭建了

值的分层缺陷评估方法，即使在缺陷宽度为 0~20 mm

基于小波能量值的分层缺陷检测平台。实验部分首

的情形下，也具有比较明显的趋势，虽然小波能量

先利用超声仪器增益值的指标对分层缺陷宽度进行

值的增长绝对值不大，但随着分层缺陷宽度的增加

检测，结果表明随着分层缺陷宽度的增加，达到相

仍有明显的单调上升趋势，即通过小波能量值可判

同回波幅度的增益值逐渐下降，但由于存在操作误

断出较小分层缺陷的存在。

差和仪器误差，在局部范围内无法识别出分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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