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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线性超声导波的高压电缆

瓷套式终端液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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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瓷套式高压电缆终端内部油液泄漏问题是关系到高压电缆正常安全运行的关键因素，该文提出一种基于非

线性超声导波的液位检测方法。首先，分析非线性超声导波检测机理并确定激励频率；其次，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将

信号转换为频域并计算不同液位高度的非线性系数；最后，搭建瓷套管液位检测平台并进行系列实验。实验结果表

明：由于瓷套管内油液的存在，接收信号的强度会出现明显下降；非线性系数随着液位高度的增加也不断增加，可以

有效评估瓷套管内液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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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level detection of high voltage cable porcelain termination based
on nonlinear ultrasonic guided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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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kage of porcelain termination is a key factor related to the safe operation of high voltage cable.
This  paper  developed  a  nonlinear  ultrasonic  guided  wave  liquid  level  detection  method  for  the  porcelain
termination.  First,  the  mechanism  of  nonlinear  ultrasonic  guided  wave  was  analyzed  and  the  excitation
frequency  was  determined.  Then,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ation  was  used  to  transform  the  signal  into
frequency  domain  and  the  nonlinear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liquid  level  was  calculated.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setup  was  established  and  a  series  of  liquid  level  detection  experiment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 shows that because the presence of silicone oil in the porcelain termination, the intensity of the received
signal will decrease significantly. The nonlinear coefficient increases with the liquid level which could use to
evaluate the height of li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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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供电系统

的稳定性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压电缆因其

输电容量大、传输距离远和传输损耗低等特点，逐

步成为现代电网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作为高压

电缆常用的户外终端，瓷套式终端（瓷套管）具有稳

定性好、耐腐蚀、耐老化等优点。在工作过程中，通

常将硅油作为绝缘和冷却介质充入瓷套管内部，实

现高压电缆与外界的绝缘及散热功能，保护高压电

缆正常安全运行。然而，瓷套管内部的绝缘介质会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出现损耗或泄露。瓷套管内

油量的减少会导致电场分布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瓷

套管局部发热异常或接头击穿，严重时会导致瓷套

管的爆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危及人员生命

安全。

对瓷套管内部油液高度进行检测是避免事故发

生的一种有效方法。瓷套管内部油液发生泄漏通常

持续时间较长，在油液高度低于安全高度之前如果

能够及时检测出油液高度就可判断是否存在泄漏现

象。目前，使用较多的检测方法仍然采取比较原始

的离线断电检测法，通过断电时人工目视对油液高

度进行判断，检测效率低。为实现瓷套管液位的带

电检测，部分研究学者采用超声回波法进行检测。

程明等[1]简化了瓷套管试验模型，通过超声回波信

号在时域和频域内幅值的大幅下降来判断瓷套管内

是否含油，由此实现对瓷套管内液位的定点检测。

莫润阳等 [2]对瓷套管回波次数及其幅值进行分析，

并研究了信号的衰减规律，提出根据回波次数和衰

减曲线的斜率作为瓷套管内油液高度的判断的依

据。然而，基于超声回波信号的液位检测方法只能

实现液位高度的定点检测，而瓷套管本身除上下端

面处，其他部位受伞裙影响难以放置超声探头，限

制了超声回波法的检测区域。

与此同时，超声导波检测技术具有传播距离

长、检测效率高等特点，逐渐应用于密闭容器体结

构内部液位的检测。何存富等[3]建立了单面液体负

载薄板模型并推导了其兰姆波特征方程，最后利用

兰姆波在液体负载平板传播的衰减特性实现了大型

罐体内部液位的定点检测。徐鸿等[4]研究发现利用

覆水平板中存在的 Quasi-Scholte模态与自由平板

中存在的 A0模态在波速上存在的差异，可以通过

导波到达的时间检测密闭容器内部液位高度。另一

方面，将非线性声学融入超声导波检测技术的非线

性超声导波检测方法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5]。非线性超声导波检测技术通过利用超声波与

缺陷或界面相互作用产生的非线性效应可以实现微

损伤的检测[6-7]。冯伟等[8]搭建了基于非线性超声检

测技术的多点快速检测系统，可快速实现铝合金疲

劳损伤区域的初步定位。陈小佳等[9]利用材料受损

后产生的非线性效应对混凝土材料的微裂缝进行检

测，证明该方法对其微裂缝缺陷的检测十分有效。

李海洋等[10]采用非线性系数表征 Q235钢的疲劳损

伤程度，发现非线性系数与疲劳周数呈单调递增关

系，且腐蚀环境下非线性系数会增大。然而，有关

非线性超声导波检测技术应用于瓷套管液位检测的

研究仍然涉及很少。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非

线性超声导波的瓷套管液位检测方法，实现了高压

电缆瓷套式终端内部液位检测，为实现高压电缆瓷

套式终端液位的带电检测奠定了研究基础。

1    瓷套管非线性超声导波液位检测方法

1.1    非线性超声导波基础理论

超声导波是指限制在波导结构中传播的弹性

波。非线性超声是指在传播过程中利用超声波与介

质或损伤的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非线性特征对材

料性能或其损伤进行评估。在二阶微扰近似条件

下，各向同性弹性材料的一维非线性超声波动方程

可以描述为

∂2u
∂t2 − c2 ∂

2u
∂x2 = c2β

∂u
∂x
∂2u
∂x2 (1)

式中：u——位移；

t——时间；

x——声波传播距离；

c——波速；

β——非线性系数。

在单一谐波激励下，非线性方程的解为

U(x, τ) = A0 cos(ωτ)−β (A0k)2

8
cos(2ωτ)x (2)

可简写为
U(x, τ) = A0 cos(ωτ)+A1 cos(2ωτ)x (3)

式中：A0、A1——分别为基频和二次谐波幅值；

ω ——角频率；

τ——时间常数；

k——波数。

对于给定的 A0、A1，非线性系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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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8

k2x
· A1

A2
0

(4)

从式（4）可以看出，由非线性效应引起的二次

谐波的幅值直接关系到非线性系数的变化，也就是

说非线性系数可以反映出材料中的非线性效应。在

实际检测中常用相对非线性系数代替非线性系数：

β′ =
A1

A2
0

(5)

当超声波在内部含有油液的瓷套管中传播时，

油液的存在改变了瓷套管的界面特性。此时，超声波

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基波能量向高次谐波泄漏，因此

接收信号包含了高次谐波成分，其机理如图 1所示。

导波与介质相互作用产生的二次谐波主要有两

种类型：一种是自由二次谐波，随传播距离增加而

快速衰减；另一种是积累二次谐波，随传播距离的

增加而逐渐增长。要激发具有明显累积效应的二次

谐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基频和二倍频导波

的相速度相互匹配，即相速度相等或相近；二是基

频和二倍频导波的群速度匹配且基频和二倍频模式

间存在非零能量流传递[11-12]。为选择合适的频率激

发出积累二次谐波，绘制瓷套管的频散曲线，如

图 2所示。可以看出，基频和二倍频导波模式在

150 kHz和 235 kHz左右时速度接近。研究中选取

150 kHz频率进行实验。

1.2    基于离散傅里叶变换的谐波幅值提取

瓷套管中的油液改变了其界面特性，超声导波

在瓷套管中传播时和其相互作用会产生二次谐波，

而非线性系数主要反映了二次谐波的增长情况。因

此，通过计算非线性系数可以获取瓷套管中的液位

信息。非线性系数的计算主要与基频及二倍频导波

的幅值相关。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可以将接收的

时域转换到频域，得到基频及二倍频导波的幅值

信息。

对于有限长序列信号 x（n），0≤n≤N–1，离散

傅里叶变换定义为

X(k) = DFT[x(n)] =


N−1∑
n=0

x(n)Wkn
N , 0 ⩽ k ⩽ N −1

0, 其他
(6)

WN = e−i(2π/N)其中， 。可见，有限长序列信号 x（n）
的 DFT仍为有限长序列，且 n和 k都为离散变量。

对接收信号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得到幅度谱

A（k），可得到信号中包含的基频和二次谐波等分量

幅值为
Ak = A(k) = |X(k)| (7)

将接收的非线性兰姆波信号经过降噪处理后进

行离散傅里叶变换得其幅度谱 A（k），对此采用频带

的幅值积分来表征非线性信号的特征幅值有：

Asi =
w k2

k1
A(k)dk (8)

其中，Asi 为频带积分幅值，(k1，k2) 为积分区间。由

式（8）依次计算基频及二次谐波幅值，并根据式（5）
可以出对应的非线性系数，从而对瓷套管内部液位

进行表征。

2    实验平台

为进行瓷套管内部液位检测研究，搭建了基于

非线性超声导波的液位检测平台，如图 3所示。该

平台主要仪器包括：Agilent  33522B信号发生器、

TREK2100HF功率放大器、拓普 PCI-20614数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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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线性超声导波检测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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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相速度频散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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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卡以及高性能 PC上位机。实验过程中，首先激

励信号由信号发生器产生，使用功率放大器对其进

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用以驱动粘贴于瓷套管顶端

压电换能器，产生的超声波在瓷套管壁中传播并由

粘贴于底端的压电换能器接收，并通过数据采集卡

采集，接收到的信号最终传送给高性能 PC进行分

析。瓷套管为 YJZWC4型 110 kV高压电缆终端，

总高度为 1 410 mm。采用的压电换能器为 PZT压

电片（锆钛酸铅压电陶瓷），具有良好的压电性能。

PZT压电片的中心频率为 2 MHz，直径为 10 mm，

厚度 1 mm。PZT压电换能器分别粘贴于瓷套管的

顶部与底部距离顶部和底部端面 100 mm的位置，

两个 PZT压电换能器间距 1 210 mm。其中，位于

顶部位置的为激励换能器，位于底部位置的为接收

换能器。

由于伞裙的影响和能量的泄漏，瓷套管的接收

信号强度较小。实验中为获取足够强的信号，采用

时间持续 0.1 s连续正弦信号进行激励，激励频率

为 150 kHz，幅值为 Vpp=6 V，经 50倍功率放大器后

放大至 300 V。实验对不同高度的液位进行测量，

液位从 0 mm开始测量，并依次增加 100 mm，最终

完成 1 400 mm液位测量。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中对不同液位重复采集 10次信号以减小

实验随机误差。由于接收换能器位于瓷套管底部与

端面距离较近，端面的反射回波对接收信号的干扰较

大，因此，研究中通过截取一定长度的数据进行分析，

截取总数据点为 4 096。由于激励频率为 150 kHz，
则二次谐波频率为 300 kHz。为减小低频噪声干

扰，采用高通滤波器对数据进行滤波。高通滤波器

的截止频率为 50 kHz，增益为 0 dB。
图 4为液位为 0 mm和 500 mm时接收到的时

域及频域信号。从时域信号可以看出，在 0 mm时，

信号幅值在时域上整体较高，而当液位为 500 mm
时，信号幅值在时域上由于信号能量泄漏到液体中

整体有所下降。在频域内，由于二次谐波幅值整体

明显低于基频幅值，对其局部进行了放大。液位高

度为 500 mm时的基频幅值相较于 0 mm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下降，但二次谐波在幅值上并没有出现明

显的下降。由式（5）计算可知，液位高度为 500 mm
时其非线性系数大于 0 mm。对不同液位高度非线

性系数进行计算，其变化曲线如图 5所示。可以看

出，当液位为 0 mm时，非线性系数非常小，而随着

液位高度的增加，非线性系数逐渐增加。实际上当

瓷套管内部充入油液时，超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会泄

漏到油液中而致使接收信号的能量减少，因此，随

着液位高度的增加接收信号强度会逐渐降低。在频

域上的表现就是信号主要成分的基频信号幅值出现

明显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超声波与固液界面相

互作用的距离增加，非线性效应会增强，因此非线

性系数会呈现出增加的趋势。非线性系数可以作为

液位高度评价的有效指标。

4    结束语

瓷套式高压电缆终端油液泄漏问题是关系到高

压电缆正常安全运行的关键因素。由于其封闭式结

构及伞裙的影响难以实现其内部液位带电检测，针

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非线性超声导波

的液位检测方法。首先将压电换能器粘贴于瓷套管

实现超声波的激励及接收，粘贴位置位于瓷套管的

顶部与底部中间位置，可以有效减小伞裙对检测结果

的影响。根据瓷套管频散曲线，选取频率为 150kHz
的正弦波进行实验，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将信号转

换为频域并计算其非线性系数。实验结果表明由于

瓷套管内油液的存在，接收信号的强度会出现的明

显的下降。在频域内的基频幅值也下降明显，非线

性系数随着液位高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可以有效

表征瓷套管内部液位高度。因此，采用非线性超声

导波检测法可以有效评估瓷套管内部液位，为高压

电缆终端内部液位的带电检测提供了参考。研究对

于评估瓷套管液位的精度还需提高，进一步工作可

对信号处理方法进行研究。

高性能 PC

信号发生器

功率放大器

 

图 3    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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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mm 时域信号 (b) 0 mm 频域信号

(c) 500 mm 时域信号 (d) 500 mm 频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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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液位为 0 mm 和 500 mm 时接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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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液位高度的非线性系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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