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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针对层合形式含曲面的航空结构大面积检测难题，基于非接触式扫描的激光超声检测技术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与关注。该技术采用脉冲式激光激励结构中的超声波，获取超声波在检测区域内的传播数据，通过分析超声波传
播特征参数的变化，实现结构损伤和性能的评估。围绕使用日益广泛的航空复合材料结构，从结构脱粘损伤的识别、
疲劳损伤累积的表征和疲劳剩余寿命的预测 3 个方面，介绍了激光超声检测技术的相关研究进展。首先，以层合结
构为例，研究了脱粘损伤对超声波传播的影响，通过能量、波数等特征参数提取，实现了脱粘损伤成像；其次，研究了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中基体裂纹累积对超声波模态转换效应的影响规律，通过量化模态转换效应对基体裂纹密度进行
表征；最后，建立了基于损伤形式的复合材料疲劳演化模型，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和激光超声的波速测量，完成了剩
余疲劳寿命的预测，为未来激光超声检测在航空复合材料中的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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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航空结构的安全和可
靠性，无损检测技术已在航空领域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超声
检测由于具有操作方便、穿透性强、
无辐射等特点，成为目前应用最为
广泛的无损检测技术。检测中为保
证扫描区域缺陷信息的准确获取，
通常采用接触式的扫查方式。而接
触式扫查中，超声探头需通过耦合
剂实现与试件的声耦合，并要求扫
描区域表面形状平整。因此，面对
曲面形式的航空层合结构，接触式
超声扫查较难满足高自动化程度和

高检测效率的发展需求。激光超声
检测利用激光束远距离激励、传感
超声波的特点，结合扫描振镜模块，
可实现对待测结构中超声波场的非
接触测量 [1–4]，而检测中激光脉冲激
励的入射角可达 ±70°，非常适用于
大尺寸、曲面形式结构的非接触扫
查。因此，激光超声检测技术由于
具有检测速度快、测量范围广、分辨
率高等优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
究与关注 [5–9]。在结构损伤识别与
定位、材料参数测量等方面，激光超
声技术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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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围绕航空复合材料可见尺度损伤
识别、疲劳微损伤累积表征和剩余
寿命预测 3 个方面介绍激光超声技
术的相关研究进展。

组，这个数组即为扫描区域内超声波
传播的波场数据 [10]。此时，截取其
中某一个时刻的数据，便可以得到检
测区域内对应时间点的超声波传播
图像，即实现了波场的可视化 [11]。
激光超声技术的波场测量
基于上述原理搭建的激光超声
激光超声检测方法的核心是采 系统由控制模块、激励模块和传感模
用非接触扫描的方式获取结构中超 块 3 部分组成。通过激励模块中的
声波传播的波场数据。根据原理不 脉冲式激光器产生 532nm 的激光，
同，激光超声系统获取结构中超声波 利用控制模块调节二维偏转镜的角
的方式可以分为扫描传感式和扫描 度将激光移动到结构上的扫描区域，
激励式。其中，扫描激励式采用高能 扫描精度小于 0.5mm，传感模块通过
脉冲激光在结构中激发出超声波，通 声发射传感器或激光测振仪实现超
过控制反射镜的角度实现激励位置 声波数据的测量。其中，激光器每秒
在结构上的移动。由于激励超声波 激励超声波的次数决定了系统的检
的方式受激光入射角度的影响较小， 测效率。本文中涉及的激光超声系
非常适合应用在含曲面、大尺寸的航 统主要有低扫查速率（20 次/s）激励
空结构检测中。
和高扫查速率（1000 次/s）激励两种
扫描激励式波场测量的原理是 系统 [12–13]，如图 2 所示。扫查速率由
建立在声学互易的基础之上。如图 激光脉冲重复频率和偏转镜响应时
1 所示，根据声学互易原理，激光脉 间共同决定，在硬件允许的前提下，
冲在 A 点通过热弹效应激励结构中 提高扫查速率能够极大缩短检测时
的超声波，并在 B 点固定传感器位 间。然而，激励的超声波如果不能在
置接收超声波的响应信号，这一信号 下一次激励前及时耗散，过高的扫查
与在结构中 B 点激励超声波并在 A 速率会降低波场数据的信噪比，从而
点接收的响应信号是相同的。由于 影响检测结果。
传感器开始采集结构中超声波响应
复合材料脱粘损伤成像
信号的时刻与激光在结构上产生超
声波的时刻一致，因此扫描激励获取 1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层间脱粘
信号的过程可以视为在检测区域布
检测
激光超声系统能够获取超声波
置了大量的传感器，并且同时采集超
声波的响应信号。将扫描区域内获 在结构中传播的波场数据，通过提取
取的超声波时域响应信号对应于扫 损伤引起的超声波幅值、波长、中心
描点的空间坐标，并形成一个三维数 频率、干涉能量等变化的特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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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结构中的损伤识别 [14–15]。近年，
复合材料因其优越的比强度、比刚度
和抗腐蚀性能被广泛地应用于航空
结构中 [16]。然而，
复合材料层间的强
度有限，其对垂直冲击载荷的作用非
常敏感，易产生纤维断裂、层间脱粘
等多种形式的损伤，因此针对复合材
料层间脱粘损伤的识别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激光超声系统已在复
合材料结构的无损检测中得到了应
用 [1,17–18]。然而，为了保证信号的信
噪比，通常激光激励速率较低。本文
着重研究利用高速激光超声系统对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层合结构的预
置层间脱粘进行检测，测试了多个基
于波场局部波数的复合材料层间脱
粘的可视化算法。试件尺寸及层间
脱粘损伤分布如图 3 所示。试件中
预置的层间脱粘损伤出现在不同深
度，且分为 ϕ6~14mm 5 个不同尺寸。
扫描的空间分辨率为 0.5mm，超声波
采样频率为 10MHz，获得的波场数
据尺寸为 160mm×160mm，扫描时间
为 1.8min。从某一时刻下的波场图
中可以发现，层间脱粘损伤对超声波
产生了反射作用，且波数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能够显示出损伤的位置，但
尺寸难以直接从波场中识别。
许多损伤特征被用于复合材料
的损伤检测中 [19]，
而局部波数分布是
表征复合材料层间脱粘的有效参数
之一。首先通过分析波场中每一个
测点时间信号的中心频率 f c 在空间
的分布，
可以获取波场的主要频带：

时间截面

检测区域

检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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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波场可视化的工作原理
Fig.1 Principle of wave-ﬁeld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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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x, y, t )e −2πiftd t
fc ( x, y) = arg max ∫−∞
f

∞ w( x, y, t )e −2πiftd t
fc ( x, y) = arg max ∫−∞
f

（1）

其中，w(x,y,t) 为波场数据，f 表示频
率。 如 图 4（a）所 示，波 场 有 两 个
主 要 频 带，分 别 为 100~300kHz 和
600~800kHz。在波场的主要频带内，
获得波场数据矩阵的波数幅值谱 sΣ：

dxdydt df

不同材料层合结构的脱粘检测
航空结构中除了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以外，在一些特殊的位置上也常
常使用层合结构的形式，如厚涂层材
料的机翼、整体油箱结构和热防护结
构等。多种力学属性差异很大的材
料通过胶接的方式结合，而脱粘损伤
严重影响了其安全和可靠性。因此，
采用高扫查频率激光超声检测的手
段，对这类结构的损伤进行识别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20]。
相比于金属或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金属 – 有机材料层合结构通过两
种物理特性相差较大的材料胶接形
成，因此结构中的超声波传播更加
复杂。如图 5（a）所示，白色部分为
有机材料，与金属基体通过环氧树脂
胶接。在胶接前预埋脱模布模拟脱
粘损伤。对该试件进行激光扫查后，
获得的波场如图 5（b）所示。扫描
航空制造技术·2020年第63卷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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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层间脱粘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其超声波的传播
Fig.3 CFRP with diﬀerent debondings and its wave-ﬁ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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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含层间脱粘复合材料的激光超声检测
Fig.4 Laser ultrasonic testing for CFRP with debo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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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k x 和 k y 分 别 表 示 x 和 y 方
向 的 波 数，f1 和 f2 分 别 表 示 频 带
的 频 率 上、下 限。 如 图 4 所 示，由
于 100~300kHz 频 带 内，反 对 称 模
式的超声波能量较大，且对层间脱
粘 损 伤 的 深 度 更 加 敏 感，故 选 取
100~300kHz 频带的波场数据进行局
部波数分布的计算，得到图 4（b）所
示的局部波数分布图。通过局部波
数分布的变化可以准确识别层间脱
粘损伤的大小，同时预置层间脱粘的
不同深度决定了局部波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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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高扫查速率

图2 激光超声检测系统
Fig.2 Laser ultrasonic tes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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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同时刻下的波场
图5 含分层的金属–有机材料层合结构
Fig.5 Metal-polymer laminated structure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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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存在一个 20mm×20mm 的脱
粘损伤，激光重复频率为 1kHz，空间
分辨率为 0.5mm，传感器采样频率
为 2.5MHz。当超声波传播至 200μs
时刻，经过不断的边界反射，波速较
快模态的超声波幅值大幅衰减，在
300μs 时处出现新的超声波模态，并
随着不断传播，该模态在脱粘边界处
发生反射，其幅值在波场图中突显出
来，可以表征损伤出现的位置。
在对金属基体和有机材料板分
别进行激光扫查后对比发现，速度
较快的超声波模态为在金属板中传
播的超声波，而速度较慢的模态是
在有机材料板中传播的超声波。因
此，选择速率较慢的模态对于胶层
的检测非常敏感。信号处理方法中
对波场信号进行时频分析，提取出
10~50kHz 范围的单一模态超声波，
通过计算波场能量分布图对脱粘损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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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光 测 法 [22] 对 复 合 材 料 的
疲劳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基体裂纹
的萌生、扩展和累积贯穿了整个结构
的疲劳寿命周期。而随机基体裂纹的
出现对复合材料中超声波的传播产生
复合材料疲劳损伤累积的
了影响。为研究基体裂纹对超声波传
表征
播的影响规律，采用二维平面模型建
立了铺层形式为 [0°/90°3/0°/90°3]s 的玻
1 基体裂纹对超声波传播的影响
对于复合材料中尺寸较大的损 璃 纤 维 复 合 材 料 层 合 结 构（图 7）。
伤，如冲击和脱粘，可以通过超声波 基 体 裂 纹 区 域 布 置 在 x=50mm 至
特征参数在空间上的突变实现损伤 x=150mm 的区间内，采用材料去除
的成像。然而，复合材料在周期载荷 的形式进行模拟。每个裂纹为边长
的作用下会产生基体裂纹、层间分 0.125mm 的正方形。激励超声波的
层、界面脱胶和纤维断裂 4 种基本形 方式为上下表面对称加载，产生单一
式的微损伤。微损伤相互作用并以 的对称模态超声波。由于复合材料基
一定的密度分布在材料内部 [21]，由 体裂纹由初始缺陷发展而来，其空间
于其尺寸较小且位置分散，难以通过 上的分布具有随机性。因此，通过设
传统无损检测方法进行识别。然而， 置裂纹密度 p 可有效控制复合材料中
这类损伤的累积严重影响了复合材 裂纹数量，从而研究裂纹密度与超声
料的力学性能。
波传播的规律 [23]。图 8 为 p=0.1 时，
伤的大小和位置进行评估。图 6 为
预埋脱模布的脱粘损伤成像结果，由
于损伤边界的波场复杂，其能量分布
略小于实际损伤。

复合材料试件铺层形式

对称模态
超声波激励

0° layer
90° layers
0° layer
90° layers
设置基体裂纹
检测区域

0° layer

200mm

含脱粘的金属–有机材料层合结构的
检测结果
Fig.6 Result of metal-polymer structure
with debonding

图7 复合材料基体裂纹累积的数值模拟
Fig.7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mposites with c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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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频率 – 波数域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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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体裂纹密度与模态转换间的关系

图8 基体裂纹累积引起的模态转换
Fig.8 Matrix crack accumulation induced mode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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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检测区域内含有 280 条基体裂纹，
超声波的频率 – 波数域分布图。当
对称模态的超声波（Mode 1）传入含
基体裂纹的区域后，出现的 Mode 2
波速低于 Mode 1，为反对称模态的
超声波。由此说明，复合材料中的
超声波遇到随机出现的基体裂纹时
会发生模态转换现象。通过 Mode
1 与 Mode 2 范围内最大幅值的比
（Mode-to-mode ratio，MMR）来量
化模态转换现象可以发现，随着基
体裂纹密度的增加，模态转换效应
逐渐显著。
复合材料疲劳损伤累积的激光
超声表征方法
对仿真模型中的复合材料进行

势，说明基体裂纹的累积使得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逐渐衰退。然而，对于
实际工程结构，材料的杨氏模量难以
采用无损的方式测量，因此该参数难
以用于表征复合材料疲劳损伤的累
积。考虑到对称模态超声波传播速度
c p 的平方与材料杨氏模量成正比，波
速 c p 与杨氏模量呈现出相同的变化
趋势，
但是表征疲劳的灵敏度较低。
如图 10[24] 所示，复合材料中的
超声波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态，即对
称和反对称模态。根据频散曲线的
计算结果，试件在未受疲劳载荷时，
激光超声系统测量出的超声波主要
为对称模态。与数值仿真的结论一
致，从试验获取波场的频率 – 波数分

1.2

normalized parameters

Extensometer

AE sensor
Fatigue test system
Laser ultrasonic system

1.0
0.8
0.6
0.4

cp
MMR

0.2
0

Modulus
105

100
fatigue load/cycles

（a）试验装置

（b）疲劳过程中各个参数变化
图9 复合材料疲劳试验
Fig.9 CFRP fatigue testing

k/（rad∙m–1）

2

单轴拉伸的疲劳试验，如图 9（a）[24]
所示。疲劳拉伸试验机提供周期的
拉伸载荷，其幅值为试件强度极限
的 32.4%，载荷应力比为 0.1，加载频
率为 8Hz。激光超声系统采用直线
扫描的形式获取复合材料中的超声
波数据，扫描距离 50mm，扫描间距
1mm，超声波信号采样频率 10MHz。
疲劳加载和激光超声波场测量以交
替方式进行。当疲劳载荷经历一定
周期后对试件卸载，在无拉力的情况
下测量超声波，接着进行后续周期数
的加载和测量。目前，杨氏模量通常
用于评估复合材料的疲劳特性。如
图 9（b）[24] 所示，复合材料的杨氏模
量随着疲劳损伤的累积呈现下降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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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复合材料疲劳损伤累积下超声波模态转换的演化
Fig.10 Mode conversion in CFRP with fatigue damage accumulation

18

航空制造技术·2020年第63卷第19期

200

400 600
f/kHz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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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布图上可以发现，随着复合材料疲劳
损伤累积的增加，对称模态逐渐向反
对称模态转换。通过定义的 MMR
对这一现象进行量化可以发现，模态
转换现象同样满足复合材料力学性
能的疲劳衰退趋势，且相较于波速和
杨氏模量，该参数对疲劳载荷周期的
增加更加灵敏，适合用于表征复合材
料疲劳损伤的累积。

激光超声技术的复合材料D N +1
total
剩余寿命预测
1

dDdela
象，特别是在高应力水平下，从中可
=β
（5）
dN
以看出公式（6）对纤维损伤单独处
其中，Ddela 是分层损伤因子。公式（4） 理的必要性。
中分层损伤作为基体裂纹的附属损
在复合材料刚度数据验证的基
伤，其造成的性能退化以系数 α 表征； 础上，考虑到超声波波速与刚度存在

公式（5）中分层损伤作为独立的损
伤存在，以系数 β 表征。其次，纤维
断裂可以表示为：

降低结构的重量、提升材料使用的效
率、充分发挥复合材料的承载潜力，
使用高许用强度值是未来发展的必
然趋势。但是，随着许用强度值的提
高，复合材料原本被高强度设计所掩
盖的疲劳问题逐渐显现。另一方面，
由于复合材料的损伤形式复杂，其使
用寿命通常存在很强的分散性。因
此，为了保障复合材料结构使用的安
全性能，利用无损检测方法进行疲劳
寿命预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复合材料中由于基体裂纹而导
致的损伤可以表示为：
dDmc
= A (Dc − Dmc )⋅
dN
m




(1 − R 2 )Dmc (Dc − Dmc )


 


D
2
c
lg 
 (Dc − 2 Dc Dmc + Dmc)(1 − D mc )


  (Dc − Dmc ) 


（3）
D
A、
其中， mc 是基体损伤因子； m 和
D c 是 材 料 相 关 系 数；R 是 载 荷 比。
公式（3）描述了基体裂纹在周期载
荷下的演化速率和其造成的波速退
化现象 [25]。在此基础上，考虑纤维
断裂和层间分层的损伤形式，进一步
分析复合材料疲劳过程中的波速演
化规律。首先，层间分层有两种模型：
（4）

对应关系，本文采用激光超声系统获
取复合材料波速，从而实现疲劳寿
命的预测。以铺层顺序为 [45°/0°/–
dDmc + dela 45°/90°]2s 的玻璃纤维层合板为例，
−
dN 应 力 水 平 分 别 为 45%、50% 和 55%


N +1
N
= 1 −(1 − D f ) 1 − Dmc
Dtotal
+dela

dDmc + dela 

N
= 1 −(1 − D f ) 1 − Dmc
+dela −
dN 


基于损伤形式的复合材料疲劳
演化模型
针对航空复合材料的应用，为了

dDdela dDmc
=
×α
dN
dN

专 稿

的试件最大拉伸强度，图 12[26] 所示
为模型拟合曲线和试验数据的对比。
（6） 由于非接触式波速测量存在一定误
N+1
N
N+1 周期时的总损伤 差，数据点数不如刚度数据密集，为
D mc+dela
是
其中，D total
N+1
N
D total
D mc+dela
因子；Df 是纤维损伤因子；
是 了模拟实际应用中的波速采集周期，
N 周期时基体裂纹和层间分层的综 将试样的波速数据进一步缩减至统
合损伤因子；dDmc+dela/dN 是基体裂纹 一的 9 个数据点。结果表明，提出的
和层间分层的综合损伤因子的增量。 贝叶斯平均模型可以很好地对试验
由于复合材料结构中损伤形式 数据进行拟合。
多样，相互作用复杂，而基于波速的
图 13[26] 所示为基于贝叶斯更新
材料性能退化模型无法实现对具体 的波速数据结果。采用激光超声技
损伤形式的识别。同时，退化模型也 术对被测结构进行周期性的扫查，并
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存在模 将每次扫查得到的数据作为观测数
型误差。因此，为了实现更加准确的 据对层次模型进行更新，计算在最新
波速退化规律表征，将上述模型作为 扫查情况下的模型参数，并对结构在
子模型，应用贝叶斯平均方法得到一 未来可能的损伤演化情况做出预测。
个层次模型 [26]：
图 13 分别展示了当有 3、5、
7和9组
J
1 n
试验数据对模型进行更新时，预测得
max ∑ lg ∑ ω j p ( yi | y− i , M j )
（7）
n i =1 j =1
到的疲劳损伤因子演化走向。可以
其中，J 是子模型的数量；y–i= (y1，…， 看出随着检测数据的增加，模型预测
yi–1，yi+1，…，yn) ；p(yi|y–i，Mj) 是留一 的准确性越高。但是，即使在只有 3
法交叉检验系数。
组数据时，结合先验经验，提出的模
型也在 95% 置信区间内对损伤的后
2 基于激光超声波速测量的寿命
续积累进行了准确的估计。
预测验证
以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周
在对疲劳损伤的积累行为进行
期载荷下的疲劳试验为例，材料的铺 准确预测后，基于置信区间的剩余寿
层顺序为 [0°/90°3]2s。试验采用 4 个 命预测准则（即当一个预设置信区间
应力水平，分别为 45%、50%、60% 和 的上界值到达一个失效阈值时，认为
70% 的试件最大拉伸强度，得到的结 这个结构失效），实现了对复合材料
果如图 11[26] 所示。可以看到在 4 种 剩余寿命的预测。图 14[26] 给出了试
不同大小载荷的作用下，刚度退化趋 验中疲劳寿命预测结果。图 14（a）
势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基于 为不使用任何先验知识，图 14（b）
提出的层次模型均能完成对试验数 则采用同应力水平下另一试样的数
据的拟合。其中，在第一个载荷周期 据作为先验知识。从结果中可以看
后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刚度退化现 到，采用置信区间准则可以在试样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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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基于复合材料刚度数据的疲劳退化模型
Fig.11 Fatigue degradation model based on stiﬀnes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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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2 Fatigue degradation model based on veloc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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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3 Bayesian model updating using fatigue degradation model based on veloc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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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4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based on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and wave velocitydata

命的早期就得到比较稳定和保守的
寿命估计。

围绕航空复合材料结构安全性能检
测的问题，本文介绍了结构脱粘损伤
识别、疲劳损伤表征和剩余寿命预
结论
测 3 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可见尺
激光超声检测技术提供了一种 度损伤到疲劳微损伤、从结构缺陷检
非接触式测量结构中超声波传播的 测到力学性能预测，激光超声检测技
工具。针对曲面形式的航空层合结 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然而，复合
构，该技术满足未来无损检测高自动 材料层合结构形式特殊、力学性能多
化程度和高扫查效率的发展方向。 样、破坏机理复杂，故基于激光超声

检测技术的复合材料安全及可靠性
评估仍存在诸多挑战：首先，对不同
尺度损伤缺陷，测量超声波的检测灵
敏度不同，尤其对尺度较小的损伤缺
陷灵敏度较低，因此，有必要研究基
于激光超声系统的波场非线性特征
检测技术，提高对小尺度损伤缺陷的
检测精度；其次，激光超声系统的非
接触测量会一定程度地降低检测信
2020年第63卷第19期·航空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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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比，因此，实际工况下，全非接触式
激光超声系统的检测可靠性有待进
一步提高；最后，本文利用激光超声
检测技术实现了不同尺度损伤缺陷
的检测及评估，然而，对材料结构整
体安全性能的综合评价仍缺乏依据，
有待进一步研究。综上，相关科研团
队仍需继续创新测试手段、突破检测
方法、加强应用验证，提升航空复合
材料的检测能力，构建材料结构安全
性能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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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estructive Testing for Aerospace Composite Structures Using Laser
Ultrasonic Technique
QIU Jinhao, ZHANG Chao, JI Hongli, TAO Chongc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imed a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arge-area detection for aerospace laminated structures with
curved surfaces, laser ultrasonic technique with non-contact measuremen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using pulsed laser to generate the ultrasonic waves in the structures, the wave-field data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sonic wave propagation, the structural damage detec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identification can be achieved. Focused on the widely used aerospace composite structur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ree aspects: debonding damage detection, damage accumul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Taking laminated composite structures as an example, the influence of debonding damage
on ultrasonic wave propagation is studied. By extracting the damage index, such as wave energy and wave number,
the debonding damage can be visualized. Then, the influence of matrix crack accumulation i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on mode conversion is investigated. By defining a mode-to-mode ratio, the density of matrix cracks can
be characterized. Finally, a micro-damage based fatigue evolvement model for composites is established. Through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and wave velocity measurement using laser ultrasonic technique, the fatigue life of
composites can be predicted, providing foundation for non-destructive testing in aerospace composite structures.
Keywords: Laser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testing; Composite material; Debonding damage; Mode conversion;
Fatigue life

（责编 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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