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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在超声内检测声场作用下的 PZT 电信号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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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道缺陷与检测信号之间的精确关联是超声内检测回波信号分析的关键，而检测时声电信
号在发射、传播、接收过程中的敏感性为关联的精确度带来极大挑战，通过数值模拟分析 PZT（Lead
Zirconate Titanate）正压电效应是研究检测信号特征的有效途径。采用 COMSOL 软件建立探头的
有限元分析模型，从探头阵列声场模拟结果中提取回波数据作为模型的初始激励载荷进行模拟，并
利用超声内检测实验结果对比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结果表明：表面回波与一次底面回波
最大峰值之比的模拟结果与实测数据误差为 1.36％，可见新建模型精度较高；内壁面缺陷深度对
PZT 电信号频谱图中二峰幅值有显著影响，二者之间可建立有效关联；基于电信号模拟结果，在回
波时域图中提取表面回波最大波谷点、一次底面回波的最大波峰点为特征点，则管道壁厚检测结果
的最大误差仅为 3.95％。研究结果可为超声内检测器国产化提供参考。（图 11，表 4，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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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PZT electrical signals under the action of sound field in
ultrasonic inline inspection of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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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roleum Engineering School,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 Oil & Gas Fire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The preci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ipeline defects and inspection signals is a key issue in the analysis of
echo signals in ultrasonic inline inspection. However, the sensitivity of acoustic and electric signals in the transmission,
propagation, and reception during the inspection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is problem. Analyzing the direct
piezoelectric effect of Lead Zirconate Titanate (PZT)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pection signals. Therefore, a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of the probe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COMSOL software, the echo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sound field in the probe array as
the initial excitation load of the model for simulation,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verifi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ultrasonic inline insp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rror between the
simulation result and the measured data of the ratio of the maximum peak values of the surface echo and the primary
bottom echo is 1.36%, indicating that the new model has a relatively high accuracy. The defect depth of the inner
wall surface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mplitude of the second peak in the PZT electrical signal spectrogram,
and an effective correl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m.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electric
signals, the maximum valley point of the surface echo and the maximum peak point of the primary bottom echo can
be extracted in the time-domain diagram of echo as the characteristic points, and the maximum error of the inspected
pipeline wall thickness is 3.95%. Gener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ultrasonic inline inspection tools. (11 Figures, 4 Tables, 22 References)
Key words: pipelines, defects, piezoelectric ultrasonic, inline inspection, direct piezoelectric effect, Lead Zirconate
Titanate (PZT), finite el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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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内检测技术是油气管道无损检测的主流方
法之一，具有检测过程无害、精度高 [1]、速度快等优
点 [2]。在国外，美国 GE 公司及 Tuboscope 公司[3]、德
国 ROSEN 及 NDT 公司[4]、俄罗斯 DIASCAN 公司等
已拥有工业级的超声内检测器[5]。但中国超声检测技
术研究起步较晚[6]，尚未研制成功成熟的超声内检测
设备[7-8]。超声波在被检测材料内部传播过程中会因
反射、折射、衰减等现象而携带相关信息，压电超声即

图1

超声检测实验装置系统组成示意图

[9]

通过监测此类现象来检测材料的缺陷 ，许多学者开
展了大量压电超声检测的相关研究。Liu 等[10]基于尺
度边界有限元法，
提出一种三维有界与无界区域声响应
的自动建模方法，
采用 SBFEM 方法分析声学问题。陈
辉[11]使用 COMSOL 软件，开展了声测井压电换能器特
性分析及井孔声场模拟。蔡亮学等[12]建立了探头阵列

图2

在管道中声场的有限元模型，
分析了在线工作状态下的

表1

基于 COMSOL 软件的超声探头物理模型图
超声检测实验装置探头材料属性及基本参数表

[13]

阵列声场瞬时特性。翟昕玥

采用小波阈值滤波法，

材料

道腐蚀缺陷进行识别。焦向东等[14]采用 Hilbert-Huang

阻抗层

刚玉片（Al2O3）

3 900

0.195

6 310

3 080

变换对管道原始超声回波信号进行经验模态分解，
获取

压电晶片

PZT-5H

7 500

0.390

3 900

2 850

1 180

5.000

3 200

1 600

在时域选取能够反映缺陷特征的参数，
结合厚度值对管

管道壁厚对应的频率信息。吴刚等[15]采用统计学方法
提取了超声信号时域和频域特征值，
并总结了点焊缺陷
类型的识别方法。在超声波在线检测过程中，
返回探头

密度/
高度/
（kg · m-3） mm

压力波 剪切波
波速/
波速/
（m·s-1）
（m·s-1）

组成
部分

阻尼层 环氧树脂掺钨粉

1.2

控制方程与网格划分
压电材料的本构方程建立了压电材料内外部电场

表面的回波声压、
声强、
入射角等声场特性非均匀分布，

强度、作用在压电材料的表面应力与内部电位移、应变

是随时间非线性变化的复杂声场，
已有的研究成果无法

之间的关系：

D =εE +dσ
δ =dE +Sσ

揭示超声回波中有价值信息转化为有效电信号的规律，
导致不能建立管道缺陷与检测信号间的精确关联。因

（1）

此，
研究复杂声场作用下压电晶片的正压电效应是实现

式中：D 为电位移，C/m2；ε 为介电常数，C2（
/ N · m2）；

超声内检测器国产化的关键环节。

E 为电场强度，N/C；d 为压电应变常数，C/N；σ 为外
部施加的应力，Pa；δ 为应变；S 为压电材料弹性柔度，

1

m2/N。

模型建立

假设压电探头受到声场垂直激励，在厚度方向上
1.1

物理模型

发生形变，对极化方向的总电荷进行积分，则电路总电

基于自主研制的超声检测实验装置（图 1）包括收

流为：

发一体的 10 mm 直探头、被测管道、调节装置、超声发

I =d 'F

射与接收板卡、数据处理软件。采用 COMSOL 软件，

式中：I 为通过电路的电流，A；d ' 为极化后的压电应

建立了超声探头的物理模型（图 2）
。超声探头整体

变常数，C/N；F 为施加在探头表面随时间变化的作用

为 3 层圆柱体，直径 10 mm，其中匹配阻抗层为刚玉片

力，N。

（Al2O3）
，厚度 0.195 mm ；
压电晶片为 PZT-5H 压电陶
瓷，
厚度 0.39 mm ；
阻尼层为环氧树脂掺钨粉的混合体，
[16]

厚度 5 mm

。在超声探头物理模型的材料属性中，输
[17]

入 PZT 正压电效应数值模拟所需的物性参数（表 1） 。

（2）

在电路中连接一个电阻，则通过电阻的输出电
压为：

U 0=

d 'FR
C a2R 2+1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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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 0 为电阻的输出电压，V；R 为电阻值，Ω；C a 为

的声场非常复杂，因此，单独对探头阵列声场进行模

压电晶片等效电容，F。

拟[12] ：
建立二维声场模型（图 4）研究声波的传播及

当忽略外部电场对极化表面电荷密度的影响[18]且

反射过程，基于超声检测实验，声场初始激励载荷为

假设该负载电阻无穷大时，
则通过电阻的输出电压为：

频率 5 MHz、声压 3 kPa 的声波，待检测管道为管径

U = d 'F
Ca

0
R →∞

（4）

COMSOL 软件提供了自由三角形、自由四边形等

219 mm、壁厚 8.0 mm 的 Q235 无缝钢管，耦合介质为
水。在模拟结果中提取压电晶片表面处的回波数据，
转换后作为 PZT 正压电效应模拟的初始激励载荷。

多种网格类型。由于自主研制的超声检测实验装置探

提取理想状态（无缺陷）下中间探头的回波数据，根据

头模型为圆柱体形，使用自由三角形模式可以更好地

超声波在水中的波速为 1 480 m/s、在钢中的波速为

[19]

。因此，模型的阻抗层上表面及阻尼

6 300 m/s，理论计算可得内壁面回波抵达探头时间为

层下表面选用自由三角形模式划分网格，两层表面单

26.35 μs、一次底面回波抵达探头时间为 28.89 μs。因

元尺寸设置为超声波长的 1/8~1/6。在三维模型中，

此，
提取回波数据的时域定为 20~30 μs、
空域定为中间

使用扫掠模式可以减少模型的计算复杂度，快速获取

探头压电晶片的表面，
可导出对应的超声回波（图 5）
。

划分边缘位置

高精度结果，因此除阻抗层上表面、阻尼层下表面外，
剩余层数均采用扫掠模式划分网格。扫掠的单元数分
别为：
阻抗层分布 4、压电晶片层 8、阻尼层 10。由此，
求解域共生成 1 865 688 个域单元、353 296 个边界单
元、2 648 个边单元（图 3）。为保证瞬态计算的准确性，
需保证每个单元在一次计算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计算
输出，时间步长 Δt 应满足[20]下式：

λ
Δt ＜ c

（5）

式中：λ 为超声波波长，m；c 为超声波波速，m/s。

图4

超声检测实验装置探头阵列声场物理模型图

（a）整体网格

图5

理想状态下的超声回波声场图

根据理想状态下的回波数据（图 5）可见：
超声回
波以压电晶片中点为基点对称分布，声压幅值随时间
发生急剧变化。因此，以 0.1 mm 为间隔，导出压电晶
（b）模型上表面局部网格
图3

片中点到边界 5 mm 处 20~30 μs 之间的声场数据；
利

超声检测实验装置探头模型网格划分图

用 Matlab 软件将导出的数据点，以压电晶片中点为基

考虑到计算精度要求，将式（5）中的时间步长 Δt

准点，每间隔 5°旋转一周，由此获得压电晶片表面处

设置为 10 ns。

的三维声场数据。将声场数据以插值函数的形式导入

1.3

边界条件与激励载荷

COMSOL 软件中，以压力的形式施加至阻抗层上表面

超声内检测器在线工作状态下，其返回探头表面

作为回波声场压力。由于回波数据是在压电片直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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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直接提取的，因此在压电晶片正压电效应模拟中
将探头外壁面设为低反射边界，防止声波在模型内部
的反射[21]。阻尼层在模拟中起到固定及吸收声波的
作用，因此在其下表面添加辊支撑。

2

实验验证

2.1

超声检测实验
在实验过程中，利用自主研制超声检测实验系统
（a）电信号模拟图

的调节装置将探头与被检测管道的相对空间方位设
为标准状态，在钢管内加入 20 ℃蒸馏水作为耦合液，
采用电压为 200 V 的方波脉冲作为探头激励信号，激
发的超声波脉冲在探头阵列声场中传播，回波信号经
超声板卡处理获得检测数据，最终在数据处理软件中
呈现出以下波形（图 6）。

（b）探头中点处声压模拟图
图7

PZT 电信号模拟结果与探头阵列声压模拟数据对比图

提离高度理论值为 19.500 mm、模拟值为 19.668 mm，
误差为 0.86％。待测管道壁厚为 8.0 mm，根据选取的
特征点模拟值为 8.096 mm，误差为 1.2％。对比分析
表明，新建模型科学合理，可用于超声内检测的探头电
图6

2.2

超声检测实验装置检测到的波形图

信号特性模拟分析。

对比验证
根据脉冲反射法检测原理，当超声波传播至管道

3

信号特征分析

内壁面时，大部分能量反射形成表面回波，小部分能量
折射进入管壁，被管道外壁面反射形成底面回波[22]。

利用 PZT 正压电效应有限元分析模型，在管道内

因此，可分别选取表面回波、底面回波中的特征点作

壁面设置不同宽度及深度的 1#～5# 缺陷（表 2）来研究

为管道壁厚检测计算的依据。分别提取超声回波中

缺陷及其尺寸对检测信号的影响规律。在声场模拟中，

点处、模拟电信号表面回波到一次底面回波之间的时

管道缺陷均为体积型缺陷（方槽）
，并采用单探头正对

间（图 7）可见，前两个尖峰能够较好对应，因此选取表

缺陷的检测模式（图 8）
。根据理论计算可得：
超声脉冲

面回波绝对值与一次底面回波绝对值最大值点作为特

从发射到回波返回探头，
1# 缺陷在 27.70 μs 时表面回

征点，将两点之间的时间作为计算管道壁厚时间段。
表面回波绝对值最大点为 A（26.61，－166.15），一次
底面回波绝对值最大点为 B（29.18，－24.80），二者之

表2

超声检测实验装置探头阵列声场模拟缺陷尺寸表

缺陷编号 缺陷宽度/mm 缺陷深度/mm

探头至管内壁提离
高度/mm

比为 6.70（即 166.15/24.80）。根据图 6 可见，实验所得

1#

10

1

20.5

2#

10

2

21.5

表面回波最大峰值与一次底面回波最大峰值之比为

3#

10

3

22.5

6.61（即 152/23）
，模拟与实验偏差为 1.36％。回波在

#

4

8

3

22.5

阻抗层的传播时间为 0.031 μs，探头到管道内壁面的

5#

12

3

22.5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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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00 μs 时抵达探头。因此，提取声场数据的时间
域设置为 25.60~35.60 μs。剩余缺陷的表面回波及一
次底面回波提取声场数据的时间域也均在该范围内。
3.1

激励载荷
按照 5 种不同缺陷尺寸进行探头阵列声场模拟，

提取中间压电晶片从左边缘到右边缘之间（－5，5）、
25.6~35.6 μs 时间段内的回波声场结果绘制成声场
图（图 9）。超声回波以压电晶片中点为基点对称分布，
图8

按照声场数据转换为激励载荷的方法，将转换后的激

含缺陷管道探头阵列声场模拟物理模型图
#

波抵达探头，一次底面回波在 29.92 μs 时抵达探头；
3

励载荷以边界载荷的形式施加到阻抗层上表面进行模

缺陷在 30.41 μs 时表面回波抵达探头，一次底面回波

拟分析。

（a）1# 缺陷

（b）2# 缺陷

（c）3# 缺陷

（d）4# 缺陷

（e）5# 缺陷
图9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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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尺寸对表面回波、底面回波的影响（表 3）。

缺陷尺寸对电信号的影响
根据表 2 中不同缺陷尺寸的 PZT 电信号模拟结

从图 10 及 表 3 可 见，当 缺 陷 宽 度 不 变 时，由 于

果（图 10），采用上述特征点选取方法，选取 5 种不同

探头到管道内壁面的提离高度随着内壁面缺陷深度

缺陷尺寸相对应的特征点及相关参数用以分析缺陷

的增加而增大，表面回波及底面回波的抵达时刻也
逐 渐 后 延。 同 时，由 于 缺 陷 深 度 增 加、管 道 壁 厚 减
少，表面回波与底面回波之间的时间间隔缩短。1 #、
2 #、3 # 缺陷的表面回波与一次底面回波最大电压之比
依次为 13.459（2.813/0.209）、12.123（2.861/0.236）、
11.100（2.897/0.261），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这表明
随着缺陷深度增加，缺陷边缘尖端衍射杂波对表面回
波的影响逐渐减小、对底面回波的影响却逐渐增大，分
别导致模拟出的探头至管内壁提离高度误差逐渐减

图 10

表3

不同缺陷表面回波及一次底面回波相关参数表

最大幅值点的坐标

缺陷编号
1#

小、壁厚误差逐渐增大。

不同缺陷尺寸的 PZT 电信号模拟结果图

模拟值/mm

与理论值的误差

表面回波

一次底面回波

探头提离高度

管道壁厚

探头提离高度

管道壁厚

（27.82，－2.813）

（30.10，0.209)

20.564

7.182

0.312％

2.60％

#

2

（29.17，－2.861）

（31.14，0.236)

21.563

6.201

0.292％

3.43％

3#

（30.52，－2.897）

（32.17，0.261)

22.562

5.198

0.275％

3.95％

4#

（30.52，－2.908）

（32.17，0.258)

22.562

5.198

0.275％

3.95％

5#

（30.52，－2.891）

（32.17，0.249)

22.562

5.198

0.275％

3.95％

选取不同缺陷的表面回波最大幅值到一次底面回

值为低频信号，这是由于底面回波是由折射进入钢材

波最大幅值之间的 PZT 电信号模拟结果进行快速傅

中内部到达底面再反射的折射波，受钢材声阻抗影

里叶变换（图 11），根据频率大小，将其分为一峰和二

响，极大地增强了低频信号，最终导致出现了一峰的

峰。探头的中心频率为 5 MHz，一峰的最大信号幅

现象。

（a）不同缺陷深度
图 11

（b）不同缺陷宽度

不同尺寸缺陷的 PZT 电信号模拟结果快速傅里叶变换频谱图

从图 11 可以得到一、二峰的最大电信号幅值及
其电信号频率，根据快速傅里叶变换选取的时间段及
#

#

一二峰最大电信号幅值点（表 4），将 2 、3 缺陷的二
#

#

峰最大幅值与 1 缺陷的二峰最大幅值相比，得出 2 、
3# 缺陷的二峰最大幅值增大的幅度分别为 45.64％、
65.27％。同时，二峰频率均接近 5 MHz 且峰值变化明
显，因此可将 1#～3# 缺陷的二峰最大幅值与理想状态

表4

快速傅里叶变换选取的频谱转换时间段及频谱图数据表

缺陷编号

时间段/μs

1#
2#
3#
4#
5#
理想状态

27.82～30.10
29.17～31.14
30.52～32.17
30.52～32.17
30.52～32.17
26.61～29.18

PZT 电信号
频率/MHz
一峰 二峰
1.31
4.37
1.52
4.55
1.20
4.22
1.20
4.22
1.20
4.82
1.55
5.43

PZT 电信号幅值
一峰
9.07
10.74
10.96
11.10
10.69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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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峰
11.46
16.69
18.94
18.60
18.51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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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峰最大幅值之比 x 作为管壁腐蚀深度分析的重要指
标之一。将该比值作为自变量，拟合得到关于管壁腐
蚀深度 y 的函数关系：
2

y =0.431 49 x -2.719 73 x +5.28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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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nsportation, 2018, 37(6): 608-612.
[3] 汪永康，刘杰，刘明，杜邵先，鲍元飞. 石油管道内缺陷无损检测
技术的研究现状[J]. 腐蚀与防护，2014，35（9）：929-934.

（6）

根 据 表 3 中 最 大 幅 值 点 的 坐 标，可 得 到 3#～5#
缺陷表面回波与一次底面回波特征点之比分别为

WANG Y K, LIU J, LIU M, DU S X, BAO Y F. NDT
technology research status of internal defect detection for oil and
gas pipelines[J]. Corrosion & Protection, 2014, 35(9): 929-934.

11.100（2.897/0.261）、11.271（2.908/0.258）、11.610

[4] SONG S P, NI Y J. Ultrasound imaging of pipeline crack based

（2.891/0.249）。结合图 10 中的时域图及图 11b 中的

on composite transducer array[J]. Chinese Journal of Mechanical

频谱图，发现在不改变缺陷深度的情况下，改变缺陷的
宽度对时域图及频谱图的变换并无明显影响。

Engineering, 2018, 31: 81-90.
[5] 吴志平，玄文博，戴联双，李妍，常景龙，王富祥. 管道内检测技
术与管理的发展现状及提升策略[J]. 油气储运，
2020，39（11）：

4

结论

1219-1227.
WU Z P, XUAN W B, DAI L S, LI Y, CHANG J L, WANG

（1）针对超声内检测复杂声场作用下的 PZT 正压

F X.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in-line

电效应问题，采用 COMSOL 软件建立了有限元分析

inspe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J]. Oil & Gas Storage

模型。将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所建模

and Transportation, 2020, 39(11): 1219-1227.

型科学合理，具有较高精度，可用于复杂声场作用下的
探头电信号模拟分析。

[6] 李振北，邱长春，杨金生，孟霞，田瑜. 64 通道压电超声管道腐蚀
检测原型机研制及试验[J]. 油气储运，2019，38（1）：93-97.

（2）随着管道内壁面缺陷深度的增加，表面回波及

LI Z B, QIU C C, YANG J S, MENG X, TIAN Y. Development

底面回波返回探头的时刻后延，缺陷边缘尖端衍射回

and testing of 64-channel piezoelectric ultrasonic based pipeline

波对表面回波的影响减弱，但对底面回波的影响增强。

corrosion detection prototype[J]. Oil & Gas Storage and

PZT 电信号模拟结果的频谱分析结果表明，缺陷深度

Transportation, 2019, 38(1): 93-97.

对二峰幅值有显著影响，不同缺陷与理想状态下（无缺

[7] 卢泓方，吴晓南，ISELEY T，MATTHEWS J，彭善碧. 国外天

陷）的二峰最大幅值之比可与缺陷深度建立量化关系；

然气管道检测技术现状及启示[J]. 天然气工业，2018，38（2）：

管道缺陷宽度则对二峰幅值无明显影响。

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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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of natural gas line pipe inspection technologies

道缺陷与检测信号特征之间的精确关联提供理论支

abroa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Natural Gas Industry,

持，推动工业级超声内检测器的国产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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