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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大尺寸 CFRP 材料内部缺陷的检测，利用超声冲击共振法简单易操作的特点，使用搭载于桌面的超

声共振法检测设备，对蜂窝夹层结构复合材料预置缺陷件进行了检测，并实时记录了检测位置和缺陷状况，验证超
声共振法的可行性与准确度 . 搭建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缺陷检测平台，使用超声检测设备在试样表面匀速运动与

检测，实时记录并分析实验结果，利用开发的定位记录软件得到了缺陷分布云图 . 实验结果表明：基于超声冲击共
振法检测材料缺陷的方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易上手、结果准确，可以用于大尺寸复合材料内部缺陷的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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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ct the internal defects in large-scale CFRP materials，the ultrasonic testing device is set on

table to test the preset defect honeycomb structure composite. During the experiments，the detection location and defect

status are recorded in real-time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ultrasonic resonance method. The defect testing
platform for large-scale composites is built using the ultrasonic testing device to move and detect on the sample surface at a

uniform speed，during which results a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simultaneously，and the defect distribution cloud map is
obtained by developed softwar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ltrasonic impact resonance method is easy to
operate and cheap with accurate results，which can be used for defects detection on large-scale composites.
Keywords

non-destructive testing；ultrasonic testing；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FRP）；impact resonance；

defect distribution

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CFRP 材料）由于
［1-4］

具有一系列优异性能

，现已广泛运用于航空航天

. 其中 CFRP 复合材料在大飞机中的应用比

［5-7］

领域

例已经相当可观 . 然而，由于在铺放、成型、加工、
［8］

装配、服役过程中的环境和应力的变化，复合材料

的内部会产生孔隙和分层等一系列的缺陷 . CFR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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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内部的缺陷会大大影响材料的各项性能，复合
材料在使用期间定期检测孔隙和损伤可以大大降
低服役过程中突然失效的可能 .

在众多无损检测方法中，超声波的产生较为容

易，价格较低，在可以接受的衰减范围内能够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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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特征信息，已被用来检测材料中各种较大及微
［10-13］

小尺寸的特性

，并被用于评价材料的性能因子，

如复合材料的界面、织构、孔隙率、应变、弹性常数、
硬度、强度和韧性等，可对机械性能的演变进行测
.

［11］

量和评估

超声冲击共振法测试 CFRP 材料内部缺陷实验

拟利用 XY 桌面级绘图仪连 NLAD Cheetah 超声冲

击共振法设备的冲击锤，利用 XY 绘图软件匀速运

动带动冲击锤扫描材料表面 . 超声检测设备的快速
电子机械冲击锤敲击材料的表面，通过声学的宽频

接收器记录震动结果，之后设备会分析并判断材料

图 1（b）所示 . 其中，绿色矩形框部分为材料未损伤
区域，用以调整设备初始化设置与参数预调；红色
圆圈区域为预置的脱胶缺陷区域，
缺陷直径为 2 mm.

不同孔隙尺寸及敲击强度测试实验的试样是

碳纤维复合材料层合板，试样如图 2 所示 . 试样尺寸
为 1045 mm × 780 mm × 2.37 mm（长×宽×厚度）. 该

试样预置缺陷，每列 4 个孔，每个孔间相距 100 mm，
共有 9 列缺陷，缺陷直径从 1 mm 到 9 mm 逐渐变大，
预置缺陷深度为 1 mm，预置缺陷形状与分布位置见
图 2 中红色区域 .

的完整性 . 利用超声冲击共振法对零部件中不同尺
寸的缺陷进行检测，以对材料中缺陷的位置进行确
定和记录，并与预置的缺陷设计值进行比较，以验

证 XY Plotter 绘图仪及 Makeblock 机器人小车和超

声检测设备联合超声扫描的正确性 . 大尺寸复合材
料构件缺陷检测平台搭建实验是用 Makeblock 机器

人小车带动超声检测设备运动 . 利用摄像头拍摄记

图2

Fig. 2

录缺陷位置和信号灯颜色，再通过材料缺陷定位软
件分析，并给出大尺寸复合材料内部缺陷分布的
云图 .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

1.2

检测试样二预置缺陷示意图
Preset defects on test sample 2

检测设备

美国 NLA Diagnostics 公司生产的 NLAD Cheetah

便携式超声无损检测仪 . 该设备是一款专为复合材
料研发的自动化冲击实验装置 . NLAD Cheetah 超声

检测设备包括两部分，超声检测设备机身和快速机
超声冲击共振法测试 CFRP 材料内部缺陷实验

使用的预置缺陷试样是由铝蜂窝结构与碳纤维复

电冲击锤（REMIH）. 通过快速机电冲击锤给被测材
料表面一个轻微可控的敲击，振动信号穿透被测材
料并被冲击锤的接收器接收，经超声检测设备主机

合材料层合板夹持结合而成的蜂窝夹层结构复合

分析即可得到时间和频域数据 .

寸为 155 mm × 204 mm × 29 mm，如图 1（a）所示 .

中带动 REMIH 冲击锤匀速走动的设备是 XY 桌面

材料，试样中蜂窝夹层胶连厚度约为 1mm，试样尺

该 试 样 内 部 预 置 缺 陷 ，预 置 缺 陷 分 布 设 计 如

超声冲击共振法测试 CFRP 材料内部缺陷实验

级绘图仪 V2.0. 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缺陷检测平台

搭建实验带动超声检测设备主体和冲击锤匀速走
动的设备是 Makeblock 平台设计的机器人小车 . 与

XY V2.0 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行动范围不受限制，
可以手动遥控其运动轨迹 . 实验中，缺陷信号及位

置信息由 Vimba_V2.0 摄像头记录，可以做到实时

记录结果并由复合材料缺陷定位软件直接分析缺
陷结果 .
1.3

检测原理

超声冲击共振法是一种通过分析由短时机械

运动引起的表面运动来检测材料内部缺陷的方
图1

实验所需要检测的试样及其预置缺陷示意图
Fig. 1

Test sample and preset defect

法［14］. 本文中用到的超声检测设备通过自带的橡胶
锤敲击材料表面，激发信号，并利用宽频扩音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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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信号经过产生、反射、折射等各种响应时的声波
.

［15］

变化

当一个扰动（应力或变形）突然施加在一个固
体表面上的一点时，扰动会以三种类型的应力波通
过固体：一个纵波，一个横波，一个瑞利波 . 如图 3 所

. 纵波与正应力有

［16］

示，纵波和横波沿球面波传播
关，而横波与剪应力有关 .

401

提供冲击共振法的振幅谱截图 . 采用汉明窗，与其

他窗口相比可以减少“振铃”谱值 . 振动在材料沿表

面和多层的界面上以不同模式传播 . 材料中的缺陷
会引起局部的、高频的响应和泛音，实验采用的宽

频扩音器可以采集到信号从噪声到峰值到最大水
平的所有频率范围，因此可以保证分析的结果能准
确检测出材料内部的分层、气孔等基本缺陷 .
1.4

1.4.1

实验方法

不同敲击强度与孔隙尺寸下超声冲击共振
法的精度研究
为充分研究超声冲击共振法产生信号过程及

振动信号的基本信息，搭建超声冲击共振法检测材
料缺陷平台，利用音频记录设备以及高清摄像头记
录敲击运动的声波及图像（图 5），其中所用的材料
图3

Fig. 3

某结构表面一点由冲击引起的应力波
Stress wave caused by impact at a point on the
surface of a structure

为试样 1. 音频设备录音采样频率为 2 kHz，视频采
集 2000 帧，传感器为 μs 级，中心频率为 1 MHz. 实验

采集振动信号，逐一分析冲击共振法产生的振动信

图 4 为使用冲击共振法检测材料内部缺陷设备

号的周期时间以及频谱情况 . 利用不同敲击强度下

特定位置产生一个冲击时，材料表面会产生一系列

敲击强度记录的帧数，计算冲击锤与复合材料板间

中冲击锤作用的示意图 . 当冲击锤对待测材料表面

的振动，每种振动模式都具有固定的频率和持续时
间［15］. 表面冲击会产生沿表面传播的一个纵波和一

高清摄像头采集的运动图像，分析单位时间内不同
的作用时间与作用力 .

个横波和一个远离冲击点的表面波（瑞利波）. 纵波
和横波在内部缺陷或外边界会被反射（声阻抗不

同）. 当反射波返回到表面处，所产生的位移会被接
收传感器测量到 . 若传感器布置在冲击点近处，响

应信号被由纵波反射波支配 . 波形开始阶段出现的
向下的大位移是由瑞利波引起的，之后一系列重复

的低振幅的向下位移是由纵波经过在表面与内部
孔洞间的多次反射产生的 .

Fig. 5

图5

高清摄像头记录敲击运动图像

Image of the knocking motion recorded by HD camera

此外，为测试设备的测量精度，利用冲击锤不

同敲击强度，以及试样 2 中不同的缺陷尺寸，来分析
不同强度及缺陷尺寸下设备的精度情况 .
1.4.2

超声冲击共振法测试 CFRP 材料内部缺陷

将 XY 桌面级绘图仪组装好，并将超声检测设

备的冲击锤和绘图仪机械臂组装起来 . 置于待测材
图4

Fig. 4

冲击锤作用示意图

Impact hammer action sketch

超声冲击共振法设备将接受信号（A-scan）转变

为能谱 . 所产生的电压-时间信号被数字化和后处
理，通过数据窗口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算法来

料之上，如图 6 所示 . 利用软件绘出矢量移动图，矢

量图的大小为 180 mm × 90 mm. 图中线条呈 Z 字形

依次排布，其中每两行间隔 2.5 mm，根据移动图设

置移动速度和移动路径 . 实时记录超声检测设备的
手机中显示的检测结果 . 检测结束后，整理实验结
果，对比预置缺陷位置，完成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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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敲击强度即冲击锤与复合材料接触时撞击的力
度，并不代表实际数值，只是与产生的信号幅度直
接对应的相对数值 . 根据材料种类不同、材料内部

结构完整或损伤状态，相同的敲击强度可对应不同
的信号幅度值，单点重复敲击情况下的信号幅度值
稳定在 +/-30 mVpp 时认定结果精确 . 从记录下的数

据结合图表分析可以得到随着冲击锤敲击强度的
增加，拍摄到的运动帧数降，冲击锤与复合材料每
次接触时的作用时间增加，单位时间内冲击锤与复
图6

Fig. 6

1.4.3

REMIH 和绘图仪机械臂组装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mechanical arm of REMIH and XY plotter

合材料接触的次数减少 .

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缺陷检测平台搭建
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缺陷检测平台的搭建示

意图如图 7 所示 . 成像系统安装于被检测复合材料

板的上方，可以对整个复合材料板区域进行成像 .
超声探头上部贴有定位标志，探头控制器上根据被
测位置有无缺陷显示不同颜色的圆形标志 . 成像系

统采集探头和控制器图像，计算探头标志的位置，
并读取探头控制器上的标志颜色，将位置信息和检

测状态数据存入检测文件 . 根据不同的检测需要，
分为水平检测和垂直检测两种 . 利用开发的材料定
位检测软件自动分析缺陷位置和情况，并记录数
据，形成缺陷分布图 .

Fig. 8

图8

不同敲击强度下高清摄像头拍下的帧数

Number of frames captured by HD camera under different
knocking intensity

通过传感器设备记录每次敲击作用力，联系冲
击锤与复合材料之间作用距离与单位时间内接触
次数，计算冲击锤与复合材料板间的作用时间与作
用力随敲击强度变化示意图如图 9 所示 . 数据显示

随着敲击强度的增加，冲击锤与复合材料直接的作
用时间大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作用力基本呈
上升趋势，等敲击强度大于 60 后作用力趋于平衡 .

Fig. 7

2
2.1

图7

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缺陷检测平台搭建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defect detection platform for large-size
composite components

结果与讨论
不同敲击强度与缺陷尺寸下超声冲击共振法
的精度研究
记录冲击锤敲击待测材料表面运动，分析高清

摄像头记录敲击运动的图像，分析单位时间内不同
敲击强度记录的帧数如图 8 所示 . 其中，设备可设置

Fig. 9

图9

不同敲击强度下的作用时间与作用力

Action time and force under different knocking strengths

在不同的材料和缺陷尺寸情况下，使用不同敲
击强度检测材料缺陷时采集到的信号幅度值会对
应产生变化 . 为探究检测复合材料层合板内部缺陷

时信号幅度值与敲击强度的对应关系，使用试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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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0 mVpp 记录数据 . 不同缺陷尺寸下信号幅度

预置不同尺寸缺陷的复合材料进行检测，得到不同

值的稳定值如表 1 所示 . 缺陷处的幅度值范围分为

缺陷尺寸下冲击锤敲击强度与信号幅度值对应表
如表 1 所示 . 其中信号幅度值标准值为检测复合材

下限（范围 1）和上限（范围 2），通常认定在此幅度值

料完好无损区域时稳定的信号幅度数值，当误差

范围内的检测点存在缺陷，但由于设备精度和准确

范围在标准值±100 mVpp 时检测精度为 85% 以上，

率限制，现实情况是即使信号幅度值达到稳定，也无

而 标 准 值 ±50 mVpp 时 检 测 结 果 准 确 率 为 95% 以

法分辨出是否存在缺陷，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预置

上 . 为保证结果准确率，完好区域标准值参照标准
Tab. 1

表1

缺陷存在情况与位置来缺点设备的检测精度 .

不同缺陷尺寸下冲击锤敲击强度与信号幅度值对应表

Correspondence between knock strength and signal amplitude under different defect sizes
信号幅度值/mVpp

敲击强度

标准值/mVpp

范围

10

50

1

15

100

1

110

110

110

100

20

180

1

210

210

210

195

25

250

30

330

35

400

40

500

45

650

50

670

55

750

60

780

2
2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mm

2 mm

3 mm

4 mm

5 mm

6 mm

7 mm

8 mm

9 mm

35

35

35

35

35

35

40

45

55

35

110
210
330
330
390
390
475
480
615
625
710
710
760
760
805
805
830
830

35

110
210
330
335
390
390
475
485
615
625
710
710
755
765
805
805
830
830

使用不同敲击强度测量试样 2 中不同的预置缺

陷尺寸，根据预置缺陷情况与检测结果判定，得到

35

35

110
210
320

120

210

215

215

215

215

220

485

610

610

625

625

710

710

710

710

755

750

770

770

800

800

815

815

830

830

830

50

110

475

485

55

25

110

395

475

60

25

110

390

395

70

25

110

340

390

80

30

110

320

335

30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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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认定材料受损 .

不同强度及缺陷尺寸下设备的精度情况如图 10 所

示 . 分析实验结果，可得在敲击强度过小的情况下，
小尺寸的缺陷不能检测出来 . 当敲击强度大于等于

25，缺陷尺寸为 1 mm 之后的缺陷大小都可被检测出
来，且随着敲击强度进一步的增加，检测得到的精
度也得到改善 . 但是当敲击强度大于 40 之后，由于

强度过大，会忽略掉尺寸过小的缺陷，又将降低实

验的精度 . 因此得到使用该设备超声冲击锤测量复
合材料层合板的最佳敲击强度应为 50~55 之间，在

此敲击强度之下，材料完好区域采集到的信号幅度
值范围应为（670~750）±50 mVpp 之间，超过此范围

图 10

Fig. 10

不同敲击强度与缺陷尺寸下超声冲击共振法的精度对比
Accuracy comparison of ultrasonic shock resonance method

under different knocking strengths and defect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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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冲击共振法测试 CFRP 材料内部缺陷

相比于现在广泛应用于 CFRP 复合材料内部缺

陷检测使用的工业 CT 法和超声 C 扫等检测方法，超

声冲击共振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快速、准确得到检测
结果，设备成本低、对操作人员要求低、且不受外场
限制、不受材料尺寸和结构形状限制、对不同尺寸

经软件二维重现，得到检测材料内部缺陷还原图如
图 11（c）所示 .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 REMIH 冲击锤占一定体

积，实验中实际检测材料面积为 180 mm×90 mm，所
在位置如图 11（a）中紫色框内所示 .

对比可得，检测得到的材料内部缺陷还原图和

的缺陷灵敏度高 . 然而其缺点是无法自动生成缺陷

检测试样预置缺陷示意图完全一致，利用 XY 桌面

验结果准确性，并利用自动移动超声冲击设备实现

分布方法无需耦合剂，在空气中即可检测，且无需手

大小和分布位置图，只能人工逐点排查 . 为验证实

式绘图仪和超声检测设备联合超声扫描还原缺陷

整块材料的缺陷检测，使用桌面绘图仪控制设备检

动操作设备移动 . 该方法简单易操作，
且结果直观可

工记录材料各坐标点检测结果（材料完好、材料可

缺陷检测工作 . 然而由于需要手动记录坐标位置及

测，整理实验中各时间点坐标及材料完好状况 . 人

能受损、材料确定受损情况）如图 11（b）所示，在根

据材料尺寸及设备移动速度绘制好的坐标系中手
动记录实验情况，完成实验后录入数据到计算机，

图 11

2.3

Fig. 11

见，
适用于日常工作中对于 CFRP 复合材料的维护和
检测结果，只能实现单点检测及缺陷排查工作，想要

获得缺陷分布示意图仍需后期计算机辅助软件人为
录入实验数据，
获得分布图费时且效率低 .

实验得到的材料缺陷示意图及其预置缺陷示意图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material defect and its preset defect

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缺陷检测

开发的复合材料缺陷检测定位软件配合摄像

为进一步提升超声冲击法检测复合材料的效

机实时记录的坐标和指示灯信号可得材料在各坐

率及实现自动化，快速获得检测得到的缺陷分布情

标位置的缺陷存在情况，并自动将记录下来的结果

况，笔者利用设备特性及实验设计开发了一个与该
大尺寸复合材料缺陷检测平台配合的材料缺陷定

导出到表格中存储 . 通过记录的检测位置及缺陷状

位软件 . 选择未知缺陷的复合材料层合板进行快速无

损检测，
试样尺寸为 900 mm × 600 mm × 2.5 mm（长×
宽×厚度）. 将如图 7 所示的搭建好的缺陷检测平台
设备连接计算机，利用摄像头定位、软件自动记录

设备移动的位置坐标点及同一时刻实验得到的信
号灯显示结果，实时记录数据 . 在结果的数据表格
中，软件自动记录材料的编号、实验时间、X 点、Y 点

实时坐标及检测信号灯结果，其中调试好合适敲击
强度及信号幅度值范围的设备信号灯颜色直接对
应该坐标点处材料的缺陷情况（设备红灯表示该处
受损、黄灯表示疑似受损、绿色表示该点材料完好）.

图 12

缺陷位置分布坐标及缺陷位置分布云图
Fig. 12

Distribution of defect location

第4期

况可得到待测材料中的缺陷位置分布坐标及缺陷
位置分布云图，如图 12 所示，其中横纵坐标皆表示
材料的位置坐标，单位为 mm. 图中红色区域为确认
受损部位，绿色为检测完整材料区域，黄色为疑似

缺陷 . 手动逐点控制设备移动检测缺陷，以坐标点

为单位对比得到通过控制移动机器人带动检测设
备可自动检测复合材料平板内部 3 mm 以上缺陷，检
测误差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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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OUDEL A，KANNEGANI R，LI S，et al. Classification
of ultrasonic echo signals to detect embedded defects in

carbon fibre reinforced plastic laminates［J］. IJMMP，
2015；10（3-4）：216-230.

［5］ LIEBIG W V，VIETS C，SCHULTE K，et al. Influence of

voids on the compressive failure behaviour of fibre-reinforced
composites［J］. Compos Sci Technol，2015，117：225-233.

［6］ EUN J H，KIM D H，LEE J S. Effect of low melting
temperature polyamide fiber-interlaced carbon fiber braid

fabric on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and fracture toughness

结论

of CFRP laminates［J］. Composites Part A： Applied

CFRP 复合材料中缺陷的定期检测可以有效避

免复合材料结构件在使用中突然失效 . 本文利用了

桌面式绘图仪和超声检测设备还原缺陷分布的方
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结果准确，尤其适用于检测
材料中的分层、脱胶和降解损伤，可作为日常工作
过程中快速排查材料内部缺陷分布的方法 . 利用机

器人小车带动超声检测设备运动测量大尺寸复合
材料构件缺陷检测的方法快捷，可实时得到缺陷分
布状况和缺陷分布图，直观、准确 .

（1）提出了一种自动化的针对大尺寸 CFRP 材

料内部缺陷的快速且有效的无损检测方法 .

（2）将便携式超声无损检测仪搭载到简易机器

人上，通过固定摄像头记录移动位置的缺陷检测信
号，使用设计开发的缺陷检测定位软件，可快速准
确得到待测材料内部缺陷分布情况，实现可视化 .

（3）通过控制机器人带动检测设备可自动检测

复合材料平板内 3 mm 以上缺陷，误差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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