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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电磁超声换能机理及塑性损伤的
非线性超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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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共建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市 红桥区 300130)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 Mechanism of Steel Plate and
Nonlinear Ultrasonic Testing of Plastic Damage
LIU Suzhen, WANG Shujuan, ZHANG Chuang, JIN Liang, YANG Qingxi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li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Electrical Equipment(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ngqiao District, Tianjin 300130, China)
ABSTRACT: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 of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 (EMAT) for ferromagnetic material steel
pl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pplied magnetic field, the
magnet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magnetostrictive property. The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generation depends largely on the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bias magnetic field. Firstly,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steel plate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EMAT loading
configuration and the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components on the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
mechanism. By introducing different magnetic permeability
and conductivity to simulate plastic damage specim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version mechanism and
electro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electromagnetic
ultrasonic surface waves was built. Secondly, the standard steel
plate specimens was tested by magnetic permeability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tection signals was verified.
KEY WORDS: ferromagnetic materials; plastic deformation;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 magnetostrictive effect;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摘要：铁磁材料电磁超声换能器(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EMAT)的换能机制与外加磁场、材料的磁化特
性和磁致伸缩特性有密切的关系，电磁超声波的产生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材料的电磁特性和偏置磁场。首先，建立钢板电
磁超声波的有限元模型，分析偏置磁场及被测试件的电磁特
性对电磁超声换能机制的影响，通过引入不同磁导率和电导
率等效模拟塑性变形试件，分析换能机制与电磁特性的关
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基于电磁超声表面波的塑性变形检测
系统。其次，通过对拉伸的标准工字板试件进行磁导率检测，
得到不同塑性损伤试件与相对磁导率变化的对应关系。塑性
变形会改变钢板的电磁特性，进而影响到检测信号的变化。
最后，对塑性变形进行电磁超声非线性检测，得到相对非线
性系数与塑性变形的对应关系，并验证塑性变形、电磁参数
与非线性检测信号之间的关系。

different plastic damage specimens and the relative magnetic

关键词：铁磁性材料；塑性变形；电磁超声换能器；磁致伸

permeability was obtained. Plastic deformation changes the

缩效应；电磁特性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the steel plate,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detection signal. Finally, the
electromagnetic ultrasonic nonlinear detection of plastic
deformation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nonlinear coefficient and
plastic deformation was obt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tic deformation, 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 and non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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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钢材广泛用于受力构件的使用，适合航空航
天、电力、铁路等多个行业。钢材构件使用过程中，
在应力、疲劳载荷、内部工作介质或外部工作环境
的作用下会导致构件产生一定的塑性变形[1]。塑性
变形的存在会使构件材料韧性减弱或材料强度发
生变化，从而影响构件的使用寿命，因此正确有效
地评估塑性变形的程度是非常有必要的[2-3]。
对于构件早期塑性变形的无损评价，国内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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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4]。电磁评价方法测量过程简

效应，利用基于铁磁材料磁致伸缩效应的电磁超声

单，通过对测量信号进行参数反演可以获得材料的

换能器对钢板塑性损伤的非线性检测，以实现对钢

属性信息，对一些构件的塑性变形评价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日本东北大学 Seiya Sato 等对不同塑性变

板塑性变形评估的目的。
铁磁性材料 EMAT 换能机制与外加磁场、材料

形的 304 不锈钢分别进行了涡流和非线性涡流检

的磁化特性和磁致伸缩特性有密切的关系，电磁超

测，发现涡流方法对 304 不锈钢可有效评价 5%以

声波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的电磁特性和偏

[5]

上的塑性形变 。英国 Maxim. Morozov 等研究了铝
[6]

置磁场。本文通过仿真分析，研究基于磁致伸缩效

合金的塑性变形对材料电导率的影响 。李云飞、

应的非线性电磁超声检测的机理，确定电磁超声检

陈振茂等基于磁矢位方程开发了非线性涡流程序，

测配置，并得到塑性变形、电磁特性与检测信号的

通过引入不同磁导率等效模拟不同塑性变形试件，

关系。通过对塑性变形试件的相对磁导率测量试验

从而达到非线性涡流信号对碳素钢等磁性材料塑

和非线性电磁超声检测试验，验证塑性变形、电磁

性变形的有效评价，验证了塑性变形导致碳素钢磁

特性与非线性检测信号之间的关系。塑性损伤、电

[7]

导率变化是造成非线性检测信号变化的诱因 。德

磁参数与非线性检测信号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国 Dobmsnn、波兰 Chady 等也对奥氏体不锈钢的机
塑性变形

京航空航天大学周正干等对铝合金材料的初期塑
性变形进行了非线性超声检测，表明随着塑性造成

的
应 测
效 检
缩
伸 超声
致
磁 电磁
于
基 线性
非

基
于
磁 趋肤
导
率 深度
检
测 的

械损伤和各种磁性参数的相关性展开了研究[8-9]。北

的残余应力的增加，非线性系数总体增加[10]。北京
间接检测

大学胡刚等通过分析奥氏体不锈钢塑性变形导致

电磁特性

检测信号

材料发生马氏体相变即塑性变形，测得试样表面磁
场强度与塑性变形的关系，试件颈缩位置的磁场强
度波动幅值增大

[11]

图1
Fig. 1

。目前，对塑性变形的检测大

电磁超声换能机制的影响，并结合电磁超声检测信
号与受损材料的电磁特性两个方面对塑性变形试
件进行检测与评估。
非线性超声本质上反映的是材料非线性对声
波传播特性的影响，而电磁超声检测技术具有非接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tic damage,

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 and detection signals

多数只是对检测信号的分析，或只是对材料电磁参
数的分析，本文将考虑塑性变形试件的电磁参数对

塑性损伤、电磁参数与检测信号的关系

1 铁磁材料的相对磁导率检测方法及非线
性电磁超声换能理论
1.1

铁磁材料电磁超声换能机理
准静态场内麦克斯韦方程[21]为

  E   0

触、无需耦合剂、重复性好等特点，因此，非线性
电磁超声在金属材料的早期塑性变形的检测领域
具有一定优势[12-14]。Polatidisy 等人研究了 304 钢在
单轴和双轴拉伸为塑性变形的情况下，奥氏体与马
氏体的转换及其晶体结构的变化，分析塑性变形的
机制[15]。位错亚结构和微塑性变形不会引起宏观性
质的显著变化，如材料的弹性模量的改变、声速的
衰减，非线性电磁超声能够反映材料内部塑形损伤
的变化[16-17]。Ogi 等率先利用基于磁致伸缩力的非
线性电磁超声检测实现对 Cr-Mo-V 钢疲劳、蠕变寿
命的研究[18-19]。Cobb 等利用电磁超声换能器产生
的表面波对经过疲劳损伤的 410 不锈钢进行超声非
线性检测，将超声波直接在金属结构中产生，消除
了对耦合剂的需求，实现对钢的疲劳寿命研究[20]。
由于铁磁性材料相比非铁磁性材料具有磁致伸缩

H
 Jm
t

(1)

  H  Jf

(2)

  H    M

(3)

式中：E 为电场强度；H 为磁场强度；0 为空气磁
导率；M 为磁化强度；磁流密度 Jm 可以表示为

J m  0

M
u
 0  ( M  )
t
t

(4)

式中 u 为粒子的位移。
传导电流密度 Jf 可以表示为

J f   E  0

u
 ( H  M )  Js
t

(5)

式中：为应力张量；Js 为源电流密度。
在相互耦合的 EMAT 系统中，没有外部力作
用，因此作用在铁磁材料钢板上的体力为

fT  J e  0 H s  J e  0 H d  0 M  (H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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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s 为静态磁场强度；Hd 为动态磁场强度；

频时检测点两端的电压比代替电阻比，并且可直接

Je 为电涡流密度 Jm 和自由电流密度 Jf 的和。

使用电压比的平方来表征相对磁导率的变化。

式 (6) 等号右边第一项表示由于静磁场引起的
洛伦兹密度，第二项是由于动态磁场引起的洛伦兹

1.3

非线性超声检测
高次谐波的产生与材料弹性行为的非线性有

关，非线性胡克定律[10]为

力密度，第三项是磁化力密度。

  E (1    )

钢板的磁致伸缩效应是非线性的，可以利用线
性简化模型来计算磁致伸缩力密度，如式(7)所示。
式中，d11 和 d35 是两个独立的压磁系数，其中 d11
与应变的大小有关，而 d35 与应变的方向变化有关。

S1—S6 为被测试件内部动态磁致伸缩应变。

式中：E 为杨氏模量；为二阶非线性弹性系数；、

分别为应力和应变。
将超声波从试件的一段入射，假设衰减可忽
略，那么板中的波动方程可以表示为

 S1  d11 H dx

 S2   1 d11 H dx
2


1
 S3   2 d11 H dx

 S4  0
S  d H
35 dy
 5
 S6  d 35 H dz
1.2

(12)



2u
2u
E

 t2
x 2

(13)

式中：为介质密度；x 为波传播的距离；t 为时间；

(7)

u 为位移。
通过式(12)、(13)，得到非线性系数为



8 A2
k 2 x A12

(14)

式中：k 为波数；A1、A2 分别为接收信号的基波与

基于趋肤深度的磁导率检测
利用基于趋肤效应的铁磁材料检测相对磁导

二次谐波频率处的绝对幅值，可以发现

率的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将试件加工成环装，以



及绕制线圈的麻烦，也避免了磁路漏磁等缺陷，能

A2
A12

(15)

够用于对试件相对磁导率的检测。在待测试件上任

定义    A2 /A12 为相对非线性系数，通过测量

选距离为 L 的 2 个检测点，两检测点之间的低频电

谐波的幅值，可以表征材料内部的非线性，从而评

阻 R0，待测试件的长和宽分别为 a 和 b，计算出待

价塑性变形的程度。

测样品的电阻率，再检测两检测点之间的高频电
阻值 R，进而计算出待测样品的相对磁导率r。
待测试件的电阻率的计算公式为



abR0
L

影响电磁超声换能器换能机理的因素包括静

(8)


f  0  r

R 2
)
R0

于被测试件表面为垂直磁场。
采用 COMSOL Multiphysics 有限元仿真软件通
过力学模块和磁学模块建立电磁超声表面波二维
仿真模型。分别建立 3 个模型，其中第一个是考虑

(10)

动态洛伦兹力和静态洛伦兹力的 EMAT 模型；第二
个是考虑磁致伸缩力、动态洛伦兹力和静态洛伦兹

结合式(8)—(10)，当频率一定时，则有

r  (

态偏置磁场和被测试件电磁参数的角度来分析。静
场平行于被测材料表面为平行磁场，偏置磁场垂直

(9)

当恒流信号为高频率时，若趋肤深度 ds 远小于
待测样品的长宽，则有近似公式：
L
R
2( a  b)d s

态偏置磁场、线圈激励和被测试件。本文主要从静
态偏置磁场分为垂直磁场和水平磁场，其中偏置磁

趋肤深度的计算公式为
ds 

2 不同偏置磁场下电磁超声换能机理分析

力的 EMAT 模型；第三个是只考虑动态洛伦兹力的

(11)

当频率一定时，相对磁导率与 R/R0 的平方呈正

EMAT 模型。以上 3 种模型分别施加水平磁场和垂
直磁场，进行仿真分析，如图 2 所示。使用的永磁
体的磁场强度为 1.2T，钢板的厚度为 10mm，长度

比，在测量待测样品检测点之间部分的低频电阻 R0

为 150mm。线圈和钢板之间的提离距离为 0.5mm，

和高频电阻 R 时，为方便计算，可直接用低频和高

线圈中通入 5 个汉宁窗函数的电流，频率为 2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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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临界激励电流与磁导率之间的关系，如图 5 所
磁铁

示。对比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水平磁场下材料的

Hs

N

材料电导率的增加，临界激励电流几乎恒定。这是

Hd

Je

相对磁导率与临界激励电流之间呈线性关系；随着

S

钢板

动态洛伦兹力

磁致伸缩应变
静态洛伦兹力

(a) 水平磁场

动态洛伦兹力成为主导作用所需要的激励电流会

N

增大。图 4 中临界激励电流几乎恒定的原因是呈主

Hd
Hs

钢板

中的感应涡流密度降低，从而导致动态洛伦兹力减
小，磁致伸缩力随相对磁导率的增加而增大，因此

S
磁铁

Je

由于随着相对磁导率的增加，趋肤深度减小，材料

导作用的磁致伸缩力主要受材料磁导率的影响。因
静态洛伦兹力
磁致伸缩应变
动态洛伦兹力

18
14

不同偏置磁场下电磁超声换能器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EMAT under different bias magnetic fields

位移/m

(b) 垂直磁场

图2

磁致伸缩力
静态洛伦兹力
动太洛伦兹力
合力

驱动电流峰–峰值的范围为 20~300A。被测试件钢

临界激励电流

10
6
2

板的杨氏模量为 200GPa、泊松比为 0.33，密度为

20

7850kg/m3。在趋肤深度内，采用磁致伸缩本构方程
和洛伦兹力模拟换能器的换能过程。钢板的左、右、
18

基于铁磁材料本构方程建立关于钢板 EMAT

磁致伸缩力
静态洛伦兹力
动太洛伦兹力
合力

14
位移/m

具有不同电磁特性(电导率和磁导率)的钢板分别在

220
激励电流/A

水平磁场和垂直磁场下，加载不同幅值电流时 3 种

10

20

120

220
激励电流/A

18

临界激励电流。仿真中，采用不同的电导率和磁导

磁致伸缩力
静态洛伦兹力
动太洛伦兹力
合力

14
位移/m

率等效模拟不同塑性变形试件，分析其换能机制的

在水平磁场下，控制电导率不变，设置不同磁

6

20

流之前，磁致伸缩力占主导作用，其次是动态洛伦
18

由动态洛伦兹力作用的位移比静态洛伦兹力增长

关系，如图 4 所示。以同样的方法，控制电导率不
变，改变磁导率，等效模拟不同塑性应变，类似地，

220
激励电流/A

磁致伸缩力
静态洛伦兹力
动太洛伦兹力
合力

14
位移/m

的速度要快，这是由于感应涡流和动态磁场随激励

提取图 3 中临界激励电流与相对磁导率之间的

120

320

420

(c) 相对磁导率为 8000

兹力。随着激励电流的增加，动态磁场也随之增加。

呈线性增长，这是由感应涡流的增加所导致的。

临界激励电流

10

到各个力作用的位移，如图 3 所示。在达到临界电

成为主导作用力。静态洛伦兹力随激励电流的增加

420

2

导率模拟不同塑性变形程度，运行 3 种模型分别得

电流同时增长，其持续增长至超出临界激励电流，

320

(b) 相对磁导率为 7000

力机制占主导作用时所需要的最小激励电流称为

水平磁场下仿真结果分析

临界激励电流

2

静态洛伦兹力进行解耦，为研究方便，动态洛伦兹

2.1

420

6

不同作用力所对应的作用位移。将动态洛伦兹力和

差异，以及对检测信号的影响。

320

(a) 相对磁导率为 6000

下边界采用低反射边界条件。
电磁–机械耦合的完整模型。通过仿真模型，对比

120

临界激励电流

10
6
2
20

120

220
激励电流/A

320

(d) 相对磁导率为 9000

420

467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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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致伸缩力
静态洛伦兹力
动太洛伦兹力
合力

10

电

机

工

程

学

临界激励电流

250

6
2
20

120

220
激励电流/A

320

420

200
150
100

(e) 相对磁导率为 1000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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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激励电流/A

位移/m

14

国

50

水平磁场下不同相对磁导率时

2.5

作用力随激励电流幅值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of the force with the amplitude of

the excitation current at different relative magnetic
permeability under a horizontal magnetic field
300

3.0
3.5
4.0
电导率/(107 S/m)

4.5

图 6 垂直磁场下临界激励电流与电导率的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excitation current and
conductivity under vertical magnetic field

电导率和临界激励电流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由于
电导率的增加，导致涡流密度的增加，感应涡流与

激励电流/A

250

磁场的相互作用导致动态洛伦兹力和静态洛伦兹
力的增加，以至于得到更高的临界激励电流。以同

200

样的方法，控制电导率不变，改变磁导率等效模拟
150

不同塑性应变，最终得到垂直磁场下临界激励电流
与相对磁导率之间的关系，如图 7 所示。随着材料

100

的相对磁导率增加，临界激励电流略有增加。这是
50
5000

图4
Fig. 4

7000
9000
相对磁导率

11000

因为磁致伸缩力在垂直磁场下的数值相对很小，因
此相对磁导率的改变对其换能机制影响较小。
300

水平磁场下临界激励电流与相对磁导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excitation current and

250

magnetic permeability under horizontal magnetic field
激励电流/A

300

激励电流/A

250
200

200
150
100

150

50
6000

100
50

图5
Fig. 5

2.5

3.0
3.5
4.0
电导率/(107 S/m)

4.5

水平磁场下临界激励电流与电导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excitation current

7000

8000
9000
相对磁导率

10000

11000

图 7 垂直磁场下临界激励电流与磁导率的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excitation current and
magnetic permeability under vertical magnetic field

若在垂直磁场下进行非线性超声检测，相对磁
导率的变化对磁致伸缩作用力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and conductivity under horizontal magnetic field

并且在垂直磁场下非线性检测信号对相对磁导率

此，当相对磁导率增加时，临界激励电流会增加。

的感知不敏感，而对电导率的变化感知相对敏感。

2.2

由于水平磁场比垂直磁场下的磁致伸缩力更为显

垂直磁场下仿真结果分析
在垂直磁场下，控制磁导率不变，设置不同电

著，并且对相对磁导率的变化感知敏感，因此在利

导率等效模拟不同塑性变形程度，对 3 种模型进行

用非线性电磁超声检测时，选择水平磁场作为偏置

仿真分析，分别得到在不同激励电流下各个力作用

磁场对钢板的塑性变形进行检测。

的超声波位移。提取各个力作用位移图中的临界激

2.3

励电流与电导率之间的关系，如图 6 所示，材料的

相对磁导率变化对非线性检测信号的影响
由仿真分析得知，在水平磁场下的磁致伸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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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5钢板

厚度10mm
R=15mm

会产生反磁致伸缩效应，并导致材料各向异性使磁

40mm

畴无法自由移动，从而影响材料的电磁特性。因此，
在水平磁场下，保持电导率不变、改变相对磁导率

原始标距L0=113mm

来等效模拟塑性变形，并进一步研究磁导率变化对

总长度L=280mm

图 9 Q235 试验试件的尺寸示意图
Fig. 9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Q235 test specimen

高次谐波信号的影响。取距离钢板右侧 78.5mm 处的
质点为信号采集点，并对其得到的时域质点位移图
进行频谱分析，得到不同塑性变形对应的二次谐波
幅值，如图 8 所示。由图 8 可知，相对磁导率越大，
其二次谐波幅值越大。通过电磁特性即相对磁导率
的变化对塑性变形的表征，间接地得到塑性变形与

分比。考虑到材料在制作过程对塑性变形的影响，
在拉伸之前对试件的中部预制一个小的开口，使试
件的中部应力集中，塑性最为明显，以便引伸计测
量得更加准确。

检测信号之间的关系。即等效塑性变形程度越大，
其对应检测信号的二次谐波幅值越大。

0.8
0.6

通过利用 CMT5205 微机控制的电子万能试验
机，将钢板拉伸至断裂，引伸计测得该钢板材料的

相对磁导率为 6000
相对磁导率为 7000
相对磁导率为 8000
相对磁导率为 9000
相对磁导率为 10000

1.0

50mm

平行长度Lc=150mm
70mm

应比垂直磁场大；此外，由于钢板发生塑性变形后

二次谐波幅值/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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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10 所示。以 2mm/min 的速率
对钢板拉伸至不同的塑性形变量，如图 11 所示，
其中 A0 为完好试件作为参考量，A1—A5 的载荷
参数如表 1 所示。

0.4
0.2

400

0.0
4.0

图8

4.2
频率/MHz

4.4

4.6

应力/MPa

3.8

相对磁导率对二次谐波的影响

Fig. 8

Influence of relative magnetic

300
200
100

permeability on second harmonic

3 塑性变形检测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0

不同钢板塑性变形试件的制备
研究对象为 Q235 钢板，钢板力学参数如表 1

Fig. 10

所示，拉伸试件的尺寸严格按照 GB/T228.1-2010

4

8
应变/%

12

16

图 10 钢板 Q235 的应力应变曲线
Stress and strain curve of steel plate Q235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进
行统一尺寸制作，如图 9 所示。其中，试件的总长
度为 280mm，宽度为 70mm，倒角的半径为 15mm，
原始标距 L0113mm 为室温下施力前的试样标距，
平行长度 LC150mm 为试样平行缩减部分的长度。
伸长率为原始标距的伸长与原始标距 L0 之比的百
表1
Tab. 1

Q235 钢板载荷参数表

Q235 steel plate load parameter table

试件

最大载荷

应力

编号

Fmax/kN

A0

0

0

A1

146.16

A2

应变速率

图 11 拉伸塑性变形试件
Fig. 11 Tensile plastic deformation test piece

拉伸

塑性变形

量/mm

量/%

0

0

0

283

2

115.82

2.5

152.60

323

2

118.10

5

个检测点，由式(11)可知，相对磁导率与 R/R0 的平

A3

155.58

361

2

120.30

7.5

方呈正比，为方便计算，用检测点两端的电压比代

A4

155.58

386

2

121.35

10

替电阻比，在低频(f105Hz)恒流信号激励下检测 2

A5

155.15

397

2

122.81

12.5

个检测点之间的电压值 U0，在高频(f2MHz)恒流信

Rm/MPa v/(mm/min)

3.2

基于趋肤深度实现对钢板磁导率的检测
在待测样品钢板上选取相距为 L(113mm)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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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激励下检测 2 个检测点之间的电压值 U，具体数

的基频段为 2MHz，同时其二倍频段 4MHz 有明显

值如表 2 所示。基于趋肤深度的磁导率测量公式，

的频率波包。完好试件 A0 所对应的二次谐波幅值

利用得到的电压比值的平方表征钢板的相对磁导

最小，随着塑性变形程度的增加，二次谐波的幅值

率。据此，可以得到塑性变形与相对磁导率的表征

也逐渐增加，这是因为塑性的增加改变了内部晶格

量之间的关系，随着塑性程度的增加，恒流信号激

的排布，从而对波的传播造成了影响，使波发生了

励下的电压比值的平方也增加。由于相对磁导率与

畸变，产生了二次谐波。随着塑性的增加，二次谐

检测得到的电压比值的平方成正比，被测试件的相

波的幅值也逐渐增加，A1 试件的二次谐波的幅值

对磁导率随着塑性变形的增加逐渐增加。基于趋肤

增长较大，试件 A2—A4 的二次谐波的幅值也缓慢

深度测量相对磁导率的方法，避免试件加工的麻

增加，试件 A5 的塑性损伤已经造成明显的断裂，

烦，也避免了磁路漏磁等缺陷，得到随着塑性程度

内部晶格的间隙也明显增大，以至于 A5 试件二次

的增加，钢板试件的相对磁导率也增加，因此可以

谐波的幅值相对于试件 A4 的二次波谐波幅值要

通过监测相对磁导率的变化来监测构件早期塑性

小，断裂区域存在使二次谐波幅值下降。
由式(15)可知，相对非线性系数与超声波的基

变形。
表2
Tab. 2

恒流信号激励下检测点的电压比值

波幅值和二次谐波幅值的平方的比值成正比，据

Voltage ratio of detection points under

此，对实验结果进一步分析，研究相对非线性系数

constant urrent signal excitation

3.3

与塑性损伤程度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与图 12 相

试件编号

U/V

U0/V

(U/U0)2

A0

0.157

4.109

1.4599103

A1

0.292

4.113

5.040 2103

A2

0.315

4.116

5.856 9103

A3

0.345

4.117

7.022 3103

A4

0.376

4.134

8.272 5103

性变形检测实验表明，非线性系数与塑性变形存在

A5

0.395

4.140

9.103 2103

单调的关系，根据相对非线性系数能够表征不同塑

比，相对非线性系数更能够直观地表征塑性变形的
程度。随着钢板塑性变形的增加，相对非线性系数
总体上增大，当试件(如 A5)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情
况，所对应的相对非线性系数会下降。对钢板的塑

性变形程度。对比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各个试件

非线性电磁超声检测塑性变形
非线性超声检测技术主要利用超声波经过塑

二次谐波的幅值和相对非线性系数具有很好的一

性损伤时产生高次谐波的现象来实现塑性损伤的

致性。因此，利用非线性电磁超声表面波能够对非

检测。需要超声波信号具有稳定的频率成分，因此

断裂塑性损伤进行有效地检测。

利用 SNAP RAM-5000 系统产生单频(2MHz)连续波

塑性变形会影响材料的电磁特性(磁导率、电导

激励，激励信号周期数为 5，激励电压为 20V。磁

率)，进而导致检测信号发生变化。图 13 将磁导率

场采用 水平 偏置磁 场。 激励线 圈距 离左侧 端面

的变化与相对非线性系数结合作比较，可见相对磁

78.5mm，接收端距离右侧端面 78.5mm。分别对不

导率的变化与相对非线性系数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同损伤试件进行检测，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频谱分

都随着塑性变形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在水平磁场
0.010

析，得到不同损伤试件的频谱图，如图 12 所示。

1.4

从图 12 中可以看出，接收到的电磁超声信号

10

4

1.0

0.006
0.004

0.6

相对非线性系数

幅值/V

102

0.008
相对磁导率表征量

A0
A1
A2
A3
A4
A5

0.002
106

相对磁导率表征量
相对非线性系数

0.000
0.0
2

图 12
Fig. 12

3
4
频率/MHz

5

不同塑性试件对应的频谱图
Spectrogram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plastic specimens

图 13

2.5

5.0
7.5
塑性变形量/%

10.0

0.2

12.5

各个试件的相对非线性系数与相对磁导率的表征量
Fig. 13 Relative nonlinear coefficient of
each test piece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hase magnetic perm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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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磁导率的变化是导致非线性信号发生变化的主

evaluation of the dependency of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n

要因素。基于趋肤深度实现对钢板磁导率的检测，

stress for various Al alloys as a function of plastic

并用于表征不同程度的塑性变形，通过监测相对磁
导率的变化，可以监测构件早期塑性变形。

4 结论
本文建立了铁磁材料电磁超声换能器有限元
模型，进行了仿真分析，并对塑性损伤电磁超声非
线性试验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deformation and annealing[J]．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10，108(2)：2211-8142．
[7] 李云飞，陈振茂．基于瞬态 Ar 方程的非线性涡流无损
评价数值模拟[J]．中国测试，2014，36(4)：1-4．
Li Yunfei，Chen Zhenmao．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nonlinear eddy current testing signals based on transient
Ar formulation[J]．China Measurement & Test，2014，
36(4)：1-4(in Chinese)．

1）通过有限元建模和仿真分析，结合铁磁材

[8] Chady T．Evaluation of stress loaded steel samples using

料的磁化特性和磁致伸缩效应，分析了不同外加磁

GMR magnetic field sensor[J]．IEEE Sensors Journal，

场下的换能机制，水平磁场下磁致伸缩力占主导作
用，并对相对磁导率变化敏感。改变材料的相对磁
导率可以等效模拟塑性变形，二次谐波随等效塑性
变形的增加而增加。

2）基于仿真模型搭建电磁超声表面波的塑性变
形检测系统，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塑性变形程度的

2002，2(5)：488-493．
[9] Sagar S P ，Kumar B R ，Dobmann G ，et al．Mag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cold rolled and aged AISI 304 stainless
steel[J]．NDT&E International，2005，38(8)：674-681．
[10] 周正干，刘斯明．铝合金初期塑性变形与疲劳损伤的非
线性超声无损评价方法[J]．机械工程学报，2011，
47(8)：41-46．

增加，相对非线性系数也随之增加，非线性电磁超

Zhou Zhenggan，Liu Siming．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of

声表面波适用于非断裂拉伸塑性变形试件的检测。

early stage plasticity an fatigue damage of aluminum alloy

3）采用基于趋肤效应检测相对磁导率变化的
间接方法，建立塑性损伤、电磁参数与检测信号之
间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塑性变形会导致钢板相

using nonlinear ultrasonic method[J] ．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2011 ， 47(8) ： 41-46(in
Chinese)．
[11] 胡钢，许淳淳，袁俊刚．奥氏体 304 不锈钢形变诱发马

对磁导率的变化，而且是造成非线性检测信号变化

氏体相变与磁记忆效应[J]．无损检测，2008，30(4)：

的主要因素。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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