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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管道工程中缺乏对接头部位松动监测的相关研究，该文利用压电陶瓷传感技术对城市地下管网中广泛

应用的钢管螺纹连接松动进行监测实验。在钢管管道和外接螺纹接头处分别粘贴压电陶瓷传感器，松动发生时，管
道和外接头间的相对接触面积减小、相对距离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应力波在传感器之间的传播和衰减。基于此，该
文从理论上推导螺纹松动程度与应力波信号衰减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通过室内实验，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即压电
主动传感法可以较好地实现对管道螺纹接头部位松动病害的监测和分析。此外，5 次重复性实验进一步验证所提方
法监测效果的一致性和鲁棒性，可为管道工程监测领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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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seness monitoring for the screwed connection of steel pipeline using piezoceramicbased active sens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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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looseness monitoring at pipeline connections in pipeline
engineering, the paper conducts monitoring test on the looseness at screwed connections of steel pipes widely
used in underground urban pipe network with piezoceramic-based active sensing approach. As piezoceramic
sensors are used at steel pipeline and external screwed connectors, if looseness occurs, the relative contact area
between the pipeline and the external connector will decrease and their relative distance will change, finally
affect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attenuation of stress waves between sensor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educes a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looseness and the attenuation of stress wave signals and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hrough indoor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ezoceramic-based active
sensing approach can better monitor and analyze the looseness at screwed connectors of pipeline. Five repeated
tests also verify the stabil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hus it can tentatively apply for loos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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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钢管在管道工程中应用广泛，连接方式多种多
样，焊接、螺纹连接、卡箍连接、法兰连接等连接方
式是钢管管道连接的主要方式。螺纹连接因其可拆
卸、制作方便、连接前后不发生弯曲而被广泛使用，
但其同样容易产生松动泄露、接头腐蚀等问题。钢
管管道连接部位是管道工程中的薄弱环节，对管道
连接部位的研究相对缺失，因此，对连接部位进行
松动监测等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压电材料是新型智能材料，其基本原理来自压
电效应。由于压电效应的存在，利用压电材料产生
的超声导波、lamb 波、高频机械震荡等监测、检测
方法应运而生。各种检测方法在土木工程领域中逐
渐被广泛应用 [1]，并发明出新型构件 [2-3]监测混凝土、
螺栓[4]、钢结构[5]、管道[6]等方方面面的工程对象。张
宇[7]利用压电阻抗法识别管道运营条件下的管道裂
纹，得到有效的损伤识别指标，验证了实验可行性；
Feng[8]用压电主动法监测混凝土管管道裂缝不同走
向以及局部渗水对压电信号的改变程度；Du[9]通过
人工制造缺陷来模拟管道腐蚀情况，之后利用时间
反演法对钢管管道的腐蚀缺陷进行实验验证；
Yan[10]用超声导波监测管道两个裂缝，并通过损伤敏
感程度来判断压电材料能否监测双裂缝工况。虽然
在管道病害方面利用压电材料监测的方式方法很
多，但实验室所用方法能够用于实际检测的并不
多，压电主动法是能够实际应用的方法之一。
本文利用压电主动传感法，对钢管管道螺纹接
头部位的松动病害进行实验，以探求松动监测可行性。

1

实验原理

螺纹接头松动对应力波能量的影响
应力波在管道和接头之间的接触界面发生透
射，透射能量大小与接触面积相关。当接头部位松
紧程度改变时，螺纹啮合接触面积随之改变，由此
通过监测接收应力波信号的能量改变，来间接表征
接头部位接触面积的改变，最终达到监测松紧程度
的目的。因压电陶瓷片实现了电能与机械能的相互
转变，压电陶瓷片可以作为传感器，接收应力波，或
者作为激发器，直接产生应力波。利用此效应来发
射并接收应力波，能够作为监测手段达到实验目的。
1.1

应力波在传播的过程中，受介质的影响较大。
当构筑物随着自身状态的改变，相应的应力波的表
现形式也发生改变。压电陶瓷产生的应力波，对于
接触面积、界面、介质自身改变等方面的变化有明
显的识别作用。在该实验中，信号通过连接界面传
递能量，转动过程中，紧固力通过界面的摩擦力表
现在接头部位的扭力上，界面的摩擦力同压强，受
力面积相关。在金属制品表面接触中，经典赫兹接
触理论和正弦波表面模型能够很好解释压强、接触
面积，扭力之间的关系[11]，为了突出影响信号能量的
主要因素，该实验在原理分析里面的主要变量有两
个，分别是界面接触面积 S 和两个压电片距离 L。
1）接触面积变化与转动角度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接触面积中，需要分析两种情况下的接触情
况转动前后过程中，管道与接头存在接触的面积
S0，与在转动过程中从接触中分离的面积 ΔS。
充分考虑所有接触时，接触面积的改变对信号
能量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针对松动过程，
重点考察接触面中的面积改变。假设接头转动角
度 2π，螺纹面从管道中分离面积为 S0，分离面积
ΔS 与转动角度 θ 呈正比例关系：
∆S =

θ
S0
2π

(1)

2）相对距离变化与转动角度变量之间的关系
同时，转动过程中，需要分析两个压电陶瓷片
间的相对距离 L 与管道转动角度 θ 之间的关系。
假设初始位置两个压电片处于同一直线，两者
相对距离为 a，管道半径为 R。此时，假设外接头转
动一周 2π，向外移动距离为 b，则当管道转动角度
θ 时（ 0 ⩽ θ ⩽ π ），压电片距离与角度之间的关系如
图 1 所示，表达式为
L=

√(

a+

θ )2
b + (θR)2
2π

(2)

a
压电片1

正视图

图1

压电片2
θR
θ
2π b

θ

0

R

侧视图

管道外观与压电陶瓷片初始粘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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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1 , E2 , . . . , E2n }

距离的改变量 ΔL 表示如下：
∆L = L − a

即：
∆L =

E=

√(

θ )2
a + b + (θR)2 − a
2π

2n
∑

Ei2

(11)

i=1

(4)

2

经泰勒展开可知：

(10)

松动后的信号就可以用如下的指标表示：

(3)

实验装置及步骤
实验采用长 550 mm、外径 48 mm 钢管作为实

∆L ∝ θ

(5)

则实验过程中信号能量的改变影响因素，用下
式表示。由于∆S ∝ θ 、∆L ∝ θ ，所以：

验对象，内径 42 mm，壁厚约 3 mm。外接头内径 44 mm。
直接购买制作好的钢管，螺纹接头形制规整，螺纹
线平整，接头部位无明显损伤，外接头均匀紧固。

∆E=∆E s + ∆El

(6)

∆E ∝ θ

图 2 所示为粘贴压电陶瓷片后的钢管螺纹接头部

(7)

位，压电陶瓷片粘贴位置是实验初始工况下的位

能量的改变量同角度直接相关。

基于小波包能量法的松动指数
在能量传播的过程中，波的能量主要体现在幅
值大小上面，本文利用小波变换的方法,识别特征信
号,对信号进行处理。
本文中，接收到的信号被 n 阶变换从而变成数
量为 2n 的信号集，记为 {X1 ,X2 , · · · , X2 } ，变换之后的信
号在频率域中被划分为 j，实际信号的频率范围由
采样频率决定，数字 m 代表采样频率 [12]，变换后的
小波信号为

置。另附压电陶瓷片的规格如表 1 所示。

1.2

钢管螺纹接头部位

n

{
}
X j = x j1 , x j,2 , . . . , x j,m , ( j = 1, 2, . . . , 2n )

压电片1

(8)

压电片2

信号能量大小定义为
Ei = x2j,1 + x2j,2 + ... + x2j,m , (i = 1, 2, ..., 2n )

(9)

分解后的信号能量为

图2
表1

管道外观与压电陶瓷片初始粘贴位置

压电片物理参数

密度/（kg·m-3）

杨氏模量/GPa

泊松比

压电应变系数/（10-10m·V-1）

介电常数/（10-8F·m-1）

7800

46

0.3

-2.10/5.00/5.80

1.75/2.12

实验准备过程中，用皮尺测量管道周长，均分
两半后，对半周长 5 等份，做标记于管道壁上。之
后，用环氧树脂粘贴压电片于图 3 中的标示位置，
压电片 1 粘贴在钢管上，被夹具固定，压电片 2 粘
贴在外接头上，随外接头转动，图中起始位置作为
实验基准工况条件。实验过程中，每次转动以刻度
线为准，转动 5 次后压电片所处位置和开始位置正
好位于管道两侧。实验过程中以弧长转动为准，半
径相同，则每次转动角度相同，设置工况如
表 2 所示。
图 4 是实验所用设备，数据采集卡为美国国家

作为激发信号，对于激发信号的频率范围，首先采
用 1 Hz~1 MHz 的频率范围进行测试，对于 6 种工
况条件下,松动导致信号相对频率的改变未知，采用
何种频率信号进行测试是实验测试频率选择的主要
考量，因此进行测试，对于频率范围，由测试结果可
以作为频率选择的依据，附测试结果如图 5 所示。
压电片1

压电片2

逆时针旋转
终点位置
侧视图

正视图

仪器有限公司所产的型号为 USB-6363 型采集卡，
实验监测所用软件为 LabVIEW,实验采用扫频信号

起始位置

图3

实验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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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外接头，使外接头每次转动角度相同，转动到

工况条件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工况 5

工况 6

相应工况即停止转动，然后测量数据，结果如

转动角度

0

π
5

2π
5

3π
5

4π
5

π

图 6 所示，从上到下依次为工况 1~工况 6 实验数据。
0.2
0
−0.2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时间/s

0.2
0
−0.2

实验钢管

电压幅值/V

数据采集卡
NI-6363

监测终端

0.2
0
−0.2
0.2
0
−0.2
0.2
0
−0.2

图4

实验所用设备及器材

0.2
0
−0.2

1.0
工况1
工况2
工况3
工况4
工况5
工况6

频率密度分布/(10−4 dB·V−2)

0.9
0.8
0.8
0.6

图6

数据信号时程

0.5

由图可明显看出，随着松动的进行，信号幅值

0.4

逐渐降低。在最后一种工况下，信号能量同初始时

0.3
0.2

的能量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运用小波包能量分

0.1

析法对所有工况条件的信号进行处理，结果如

0

200

0

图5

400
600
频率/kHz

800

1 000

图 7 所示。
700
600

采集信号频率域测试

图中所示的结果为测试后频谱图，之后对实验
数据进行频谱分析。结果表明，频率在 400 kHz 以
下能够明显识别松动的变化，因此，选择 100 Hz~
400 kHz 为实验采样频率段进行扫频激励。表 3 为

相对能量/V2

500
400
300
200
100

监测终端中使用的实验参数。

0

表3

工况1 工况2 工况3 工况4 工况5 工况6
对应工况

实验参数

参数

数值

扫频频率

100 Hz ~ 400 kHz

采样频率

2 MHz

扫频信号时长

0.5 s

度较均匀，同推论所提到的能量衰减同转动角度之

电压幅值

10 V

间的关系，对应良好。同时，管道在转动过程中，转

图7

信号处理后能量图

信号的衰减呈现明显的递减关系，并且递减速

动扭力会有轻微的变化，为排除实验过程中无关干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扰因素带来的影响，对实验进行了 5 次重复性实

实验中：首先测试无松动情况下的信号，随后

验，测试结果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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