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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超声多波聚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分析了时间反转法的多波聚焦特性以及对声场偏
振方向进行控制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在待测目标的不同位置处，时间反转法都能够实现多波聚焦的效果，使
具有不同传播速度、不同偏振特性的多种声波自适应聚焦。但是，在介质的近表面处，由于受到表面波的影响，
多波聚焦声场仍然具有椭圆偏振特性，无法实现声场偏振方向精确控制的目的；而位于介质内部的多波聚焦
点受到表面波影响很小，数值计算结果表明此时多波聚焦声场具有线偏振特性，通过改变声源前后两个脉冲
的激发幅度和相位，可以控制声场的偏振方向，达到偏振方向扫描的目的。该文的研究为精确检测裂纹方向或
界面性质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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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 of multi-wave focusing, the multi-wave focusing characteristic of time

reversal metho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ontrolling the polarization direction of the wave ﬁeld are analyz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ime reversal method can realize the eﬀect of multi-wave
focusing at diﬀerent positions of the target, which makes the diﬀerent waveforms focused. However, at the near
surface of the medium, the multi-wave focused ﬁeld still has the elliptical po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 due to the
inﬂuence of the surface wave, and can not achieve the precise control of the polarization direction of the wave
ﬁeld. The multi-wave focusing point inside the medium is rarely inﬂuenced by the surface wave,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wave focused ﬁeld has the linear po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 Through changing the
excitation amplitude and phase of the front and rear pulses of the source, the polarization direction of the wave
ﬁeld can be controlled, and the purpose of polarization direction scanning is achieved.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obably new method to precisely detect crack direction and interfac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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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实际超声检测中，为了尽量提高检测的信噪
比和分辨率，
检测到更小更细微的组织结构，
人们开
展了大量关于超声聚焦与成像检测的理论、方法和
技术研究。实现超声聚焦的方法有多种，早期的聚
焦方法是通过控制超声换能器探头的形状和类型
来实现声束聚焦，如声透镜 [1] 、物理透镜 [2−3] ，或将
换能器制成曲面或阶梯等外形 [4] 。这些方法的最大
缺点就是焦距固定且聚焦声束方向不能偏转，如果
不移动换能器探头，
就难以实现扫描与成像检测。
在此背景下，超声相控阵成像检测技术被提出，
并在工业无损检测行业中取得了快速发展 [5] 。国外
许多研究机构和公司相继推出了越来越成熟的商
业仪器和设备 [6−7] 。对于外形复杂、具有不规则曲
面的被检对象，传统的超声检测非常困难。而超声
相控阵技术能很方便地控制聚焦声束的形状和方
向，因此，在气轮机叶片和涡轮圆盘的检测 [8] 、石油
天然气管道焊缝的检测 [9] 、火车轮轴检测 [10] 、核电

扫描和检测。
声波时间反转 (Time reversal) 法是一种多波
聚焦方法，可以实现多波聚焦。它是一种自适应的
多波聚焦方法，能使多种波型同时在原声源位置处
实现聚焦 [12−14] ，既能使来自不同路径的波 [15−16] ，
又能使不同类型的波 [17] 实现同时聚焦。目前在超
声检测领域，时间反转法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超
声波聚焦特性研究上 [18−19] 。最近，我们利用时间
反转法自适应聚焦的特点研究了多波聚焦与扫描
的方法和手段，并分析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20] ，但
并没有研究采用时间反转法实现聚焦后焦点处质
点的声偏振方向及其特性。本文通过数值模拟，在
我们超声多波聚焦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采用
时间反转法实现超声多波聚焦及控制焦点处声偏
振方向的方法与可行性，分析控制质点声偏振方向
所需的条件，为超声多波聚焦及声偏振方向控制的
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2 基本原理

站设备检测和航空材料的检测 [11] 等领域，超声相

利用声波时间反转法可以方便地使纵波、横波

控阵技术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应用效果并研制出

以及导波等多种波型同时聚焦到预定目标上，这种

许多超声相控阵检测的专用设备。但是现有的超声

方法具有自适应聚焦的特性，
针对复杂介质，
时间反

相控阵技术，只是将某一种类型的声波 (比如纵波)

转多波聚焦方法具有更加明显的技术优势。利用时

聚焦在预定目标上，而不是将所有类型的声波都同

间反转法进行多波聚焦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步骤为

时聚焦在目标上。如果这种波的能量相对较小，在

(1) 在图 1 所示的模型中，假定需要将多波聚焦

整个波列中占据的分量很小的话，那么利用这种单

在目标 A 点上，A 点可以是待检测区域中的任意一

一声波类型 (以下简称波型) 实现相控阵聚焦就难

点。首先，假设 A 点处存在一个虚拟点声源，激发脉

以取得好的效果，
有时甚至会失效。

冲信号 U0 (t)，通过数值计算得到该声源在 O 点处

众所周知，声波在固体介质中传播时，存在纵

产生的弹性振动，并将垂直表面的位移振动信号记

波、横波以及导波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波，每一种声

为 UN (t)。显然 UN (t) 中可能包括纵波、横波以及导

波都具有不同的传播特性，携带了介质以及缺陷的

波等多种波动形式产生的波包信号，这些波包通常

不同特征。如果能同时利用介质中不同性质的声波

混叠在一起很难区分，但在某些特定条件或通过数

进行多波聚焦，不仅能得到更加丰富的介质和缺陷

据处理的手段，
这些波包可以被区分出来，
以便分别

信息，
而且，
多种声波聚焦能够使焦点处的声波能量

利用；

增强，
可以有效提高检测信噪比，
提高超声定量检测
O

能力。另一方面，沿相同方向传播的纵波和横波具
有不同的声偏振方向，如果纵波和横波同时到达焦
点形成多波聚焦，焦点处质点的实际声偏振方向是

x
B

A
z

纵、横波偏振合成后的结果。在多波聚焦的基础上，
通过改变纵、横波的激发强度，可以在一定角度范
围内，
任意控制焦点处的质点声偏振方向，
形成多个
偏振方向的扫描，实现对缺陷形状和方向的多角度

图1

模型示意图

Fig. 1 Model conﬁ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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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信 号 UN (t) 进 行 时 间 反 转 处 理，得 到

改变多波焦点处质点的声偏振方向，不断调整各波

UN (T − t)，其中 T 表示在时间反转处理过程中

型的激发幅度比，可以对某一固定检测点进行多个

开窗所取的时间宽度。然后将这个时间反转信号

声偏振方向的检测，达到声偏振方向扫描的目的。

UN (T − t) 加载到 O 点的换能器阵元上进行激励。
这时 UN (T − t) 中的每一个波包都将激励出纵波、

3 数值模拟及分析

横波以及导波等多种声场，虽然介质中的总声场非
常复杂，
但在焦点 A 处会形成一个多波聚焦声场，
时

采用 Comsol 进行有限元数值仿真计算，验证

间反转聚焦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聚焦特性，可

不同位置处时间反转法的多波聚焦及质点偏振方

以有效提高聚焦声束的分辨率和信噪比；
(3) 由于多波焦点处同时存在纵波、横波及导

向控制的效果。假设换能器所在 O 点为坐标原点，

波等多种波动形式，声场总偏振方向由不同波型

置，多波聚焦点 B 位于近表面 (−42 mm, 5 mm) 位

的偏振经过矢量叠加后确定，因此，如果能够改变

置处，数值计算所采用的介质参数及模型参数如

UN (T − t) 中各分波波包的激发幅度，理论上可以

表 1 所示。

表1

多波聚焦点 A 位于介质内部 (−30 mm, 30 mm) 位

数值计算模型参数

Table 1 The parameters of the simulation model
介质参数

模型参数

密度

纵波速度

横波速度

中心频率

空间网格

时间间隔

ρ/(kg·m−3 )

cp /(m·s−1 )

cs /(m·s−1 )

f0 /kHz

∆h/mm

∆t/s

7870

5770

3140

500

0.533

4.737 × 10−8

根据声学互易原理，A 点 (B 点)i 方向激发在 O

载在 O 点再次激励。理论和数值计算结果都表明这

点接收到 j 方向的声波信号和 O 点 j 方向激发在 A

种处理不会对本文的分析产生影响。

点 (B 点) i 方向接收到的声波信号是等价的。因此，

首先考虑不进行时间反转处理的情况。图 2 为

我们在时间反转法第 (1) 步和第 (2) 步中都将 O 点

当 O 点加载虚拟声源后 (声源形式为 500 kHz 主频

作为声源，将 A 点 (B 点) 作为接收点，将 i 和 j 都假

的余弦包络脉冲，带宽 1 MHz，本文所用声源的幅

定为竖直方向：即先假设换能器所在 O 点处存在一

值均经过归一化处理，以便对比目标点处的质点振

个竖直方向的力源，激发脉冲信号 U0 (t)，通过数值

动幅度) 通过数值计算得到的在 A 点处产生的质点

计算得到该声源在 A 点处竖直方向的弹性振动波

位移振动波形以及偏振方向，在图 2(b) 的极坐标图

形，记为 UN (t)，然后对 UN (t) 进行时间反转，并加

中，
角度代表声波的偏振方向，
半径为质点总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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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声源激发时聚焦点 A 处的位移波形及声场偏振状态

Fig. 2 The displacement waveforms and polarization direction excited by the virtual source at A point

2018 年 1 月

66

绝对值，
即偏振幅度，
图中画出了所有时刻焦点处质

图，从图 4(a) 中可以看到此时 A 点存在三个振动波

点的振动轨迹，
体现了声场的偏振状态。从图 2 中可

包，从前到后分别是 P1 波 (声源第一个波包激发出

以看到在 A 点处主要存在纵波 (P 波) 和横波 (S 波)

的纵波场)、M 波 (声源第一个波包激发出的横波和

两种形式的振动，
声偏振状态为线偏振，
沿着声波传

第二个波包激发出的纵波线性叠加形成的多波声

播方向 (45◦ ∼ 225◦ 方向) 的为纵波偏振，垂直声波

场)、以及 S2 波 (声源第二个波包激发出的横波场)，

传播方向 (135◦ ∼ 315◦ 方向) 的为横波产生的偏振，

对比图 4(a) 和图 2(a) 中的质点振动幅值可以看到，

由于在介质内部表面波的影响很弱，在横波偏振方

在声源具有相同幅值的情况下 (都经过归一化处

向上有微弱的椭圆偏振，
但可以忽略。
图 3 为相同情况下，位于近表面的聚焦点 B 处

理)，
图 4(a) 中的多波声场引起的质点垂直位移强于
图 2(a) 中的质点垂直位移，信噪比提高 2 dB，体现

产生的质点位移振动波形以及声场偏振方向，从

了多波聚焦能够提高信噪比的特点。在图 4(b) 中我

图 3(b) 的声场偏振状态图可以看到，此时在 B 点处

们根据图 4(a) 中多波聚焦声场出现的时间，将多波

主要是表面波起到主导作用，质点偏振呈现出椭圆
偏振特性。
然后考虑时间反转多波聚焦效果。图 4 是将

声场产生的质点偏振用橙红色点线表示，可以看到，

图 2(a) 中 A 点处的垂直位移经过时间反转处理后

振特性，其实际偏振方向由 S1 波 (第一个波包激发

再加载到 O 点进行激励，通过数值计算得到的聚

的横波) 和 P2 波 (第二个波包激发的纵波) 引起的

焦点 A 处产生的质点位移振动波形以及偏振方向

质点偏振合成得到。

在聚焦点 A 处，多波聚焦声场仍然具有显著的线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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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声源激发时聚焦点 B 处的位移波形及声场偏振状态

Fig. 3 The displacement waveforms and polarization direction excited by the virtual source at B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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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displacement waveforms and polarization direction excited by the time reversal source at the A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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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displacement waveforms and polarization direction excited by the time reversal source at the B point

与图 4 类似，图 5 是将图 3(a) 中 B 点处的垂直

激励产生的横波和第二个波包激励产生的纵波将

位移经过时间反转处理后再加载到 O 点进行激励，

同时到达 A 点，形成多波聚焦声场，由于横波和纵

通过数值计算得到的 B 点处的质点位移振动波形

波的偏振方向相互垂直，通过改变多波聚焦点处横

以及偏振方向图。同样，从图 5(a) 中可以看到此时

波和纵波声场的幅度理论上可以形成沿任意方向

B 点存在多波聚焦的效果，聚焦后质点垂直方向的

偏振的声场。因此，控制图 6 中前后两个声源脉冲

位移相比图 3(a) 明显增大，可提高 4 dB 的信噪比。

的激发幅度，可以形成声场偏振方向控制的效果。

图 5(b) 中橙红色点线依然表示多波聚焦时的质点

1.2
1.0

圆偏振特性，其振动主方向为垂直方向。

0.8

综合图 4、图 5，在 A、B 两点处采用时间反转
法均可得到具有多波聚焦效应的声场，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检测信号的信噪比。在文献 [20] 中已经对多

ॆʷӑͯረ/m

偏振状态，
可以看到，
此时焦点处的声场仍然呈现椭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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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聚焦特性，尤其是相控阵多波聚焦声场的特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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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本文不再进行相关讨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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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要考察多波聚焦后焦点处声场偏振的特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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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偏振方向控制的可能性。对于声场偏振方向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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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于 A 点处的多波聚焦声场仍具有线偏振特性
更容易实现，而位于表面处的 B 点受到表面波的强
烈影响，具有椭圆偏振特性，不易于利用多波实现
声偏振方向的精确控制。经过对多个位置的声场进

图6

时间反转多波聚焦声源原始信号

Fig. 6 The original source signal of the multi-wave
focusing by the time reversal method

行计算分析，我们认为，在本文所讨论的介质条件

图 4(b) 显示了将图 6 的信号直接加载于 O 点

下，当聚焦点位置距离表面达到 3 个表面波波长以

时得到的 A 点处的声场偏振方向，图 7 为改变图 6

上时，
受到表面波的影响较小，
多波焦点主要呈现线

中第二个波包的激励幅度后的质点偏振方向图，

偏振特性，可以对质点的偏振方向进行控制。下文

图 7(a)–图 7(d) 分别为将第二个波包放大 2 倍、3 倍、

仍以 A 点为例进行讨论。

6 倍以及 10 倍后的结果 (所有声源都做了归一化处

由于 A 点位于介质内部，主要受到体波的影响，

理)，橙红色线依然表示多波聚焦形成的质点偏振方

因此时间反转法所形成的多波聚焦信号具有比较

向，可以看到通过改变激发脉冲的幅度可以有效改

简单的形式，可以明显区分为前后两个波包，如图 6

变多波焦点处的质点偏振方向，达到偏振方向扫描

所示。根据时间反转声源信号的特点，第一个波包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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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声源信号前后波包激发幅度时焦点处声场的偏振方向

Fig. 7 The polarization direction varies with the diﬀerent amplitude of the front and rear
pulses of the source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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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声源信号前后波包激发幅度及相位时焦点处声场的偏振方向

Fig. 8 The polarization direction varies with the diﬀerent amplitude and phase of the front
and rear pulses of the source signal

由于图 7 中的前后两个波包是同相位激励的，
因此合成后的质点偏振方向存在一定的角度区间，
即只能存在于 [45◦ , 135◦ ] 和 [225◦ , 315◦ ] 的区间范
围，图 8 为将其中一个波包反向后的质点偏振方向
图，可以看到此时多波焦点处的声偏振方向与图 7
相比发生了 90◦ 的偏转。

发幅度比及其相位，可以实现焦点处的声场偏振方
向在 [0◦ , 360◦ ] 范围内旋转。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单层介质模型下，针对位于近表面及介
质内部的两个聚焦点，通过数值计算讨论了时间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本文所讨论的模型

转多波聚焦声源设计方法的多波聚焦及焦点处声

条件下，通过改变多波聚焦声源前后两个波包的激

场偏振方向控制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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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位置，时间反转多波聚焦声源都能够形成多波

phased array system applied in ﬂaw detection of pipe girth

聚焦效应，提高检测信噪比。但是在声场偏振方向

welds[J].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ﬁc Instrument, 2006,

的控制方面，近表面的聚焦点由于受到表面波的影

27(S2): 1427–1428.
[10] Erhard A, Bertus N, Montag H J, et al. Ultrasonic phased

响而无法实现，此时多波聚焦后焦点处的声场呈现

array system for railroad axle examination[J/OL]. The

椭圆偏振状态，
仍体现表面波的性质；
而对于介质内

Journal of Nondestructive Testing, http://www.ndt.net,

部的聚焦点，在多波聚焦后的声场可形成一个新的
线偏振方向，并且通过控制发射信号的幅度和相位
能够改变声场的偏振方向。本文在多波聚焦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进行声偏振方向扫描检测的可
能途径，对提高介质内部缺陷的定量检测能力具有
理论意义。

2003.
[11] Blanquet P. Application of array transducers to health
monitoring of aeronautic structures[C]. Proc. of 14th WCNDT, New Delhi, 1996: 2057–2060.
[12] Fink M. Time reversal of ultrasonic ﬁelds. I. Basic principl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Ultrasonics, Ferroelectrics
and Frequency Control, 1992, 39(5): 555–566.
[13] Wang C H, Rose J T, Chang F K. A synthetic timereversal imaging method for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J]. Smart Mater. Struct., 2004, 13(2): 41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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