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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侵入式超声波浆料浓度测量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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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了一种基于非侵入式超声波透射衰减法的浆料浓度测量系统，根据超声传播衰减原理，建立超声
衰减值与浆料浓度之间的关系。实验中采用生物显微镜和激光粒度仪对颗粒标称粒径进行验证，采用中心频
率为 200 kHz 的超声波换能器，利用一发一收模式对超声波在有机玻璃管内的浆料进行非侵入式测量并分析
透射波信号，对体积百分浓度小于 25%、不同粒径的石英砂浆料进行测量，通过拟合方法获得浆料温度、体积
百分浓度与声衰减对应的关系，并据此构造浓度求解方程，通过现场实时在线测量并与取样结果进行对比验
证方程的准确性，结果显示，本方法可有效测量浆料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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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lurry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noninvasive ultrasonic transmission attenu-

ation method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ultrasonic propagation and attenu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ltrasonic attenuation value and the slurry concent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xperiment,
biological microscope and laser particle size analyzer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nominal particle size, ultrasonic
transducers with a center frequency of 200 kHz was used to conduct non-invasive measurement and analyze
the transmitted wave signal through the plexiglass tube by pitch-catch mode. The quartz sand with volume
concentration less than 25%, diﬀerent particle size was measured. And the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slurry
temperature, volume concentration and acoustic attenuation was obtained by ﬁtting metho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curve the volumetric fraction equation was ﬁgured out. The equation was veriﬁed by comparison
with the sampling results and on-site real-time online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eﬀectively measure the slurry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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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衰减信号可以得到相应的浆料体积百分浓

1 引言

度 [11] 。
超声衰减定义为

浆料广泛存在于工业中的各个领域，其浓度高

1 P
α = − ln ,
L P0

低会影响相关医药产品质量、食品保质期、能源利
用效率以及装置使用寿命等，高效、精准地测量管

(1)

内的浆料浓度是现代工程应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式 (1) 中，P0 表示初始声压，P 表示传播了距离 L 后

目前已有较多方法得到发展和应用，如动态光散射

的声压。根据声电转换关系，声压与换能器测量浆

法

料和水中电信号幅值 V 、幅值 V0 成比例，则有

[1]

、多波长消光法

[2]

和图像法

[3−6]

等，但是上

述方法都存在着不足，即对于高浓度浆料不宜直接

1 V
α = − ln .
L V0

测量而需要预先稀释，且很多情况下不恰当的稀释
过程会额外引入误差或使得待测样品缺乏代表性。

(2)

已有研究表明超声衰减与浆料的颗粒浓度、粒

由于超声波穿透性较强，利用超声法对浓度相对较

径以及温度相关，而超声波实时在线测量可以作为

高 [7] 的浆料进行测量较为合适。
超声法浓度测量广泛用于矿浆、煤浆、灰浆、纸

优先手段以降低取样法测量浆料浓度的依赖性 [12] 。

浆、污泥、泥沙等各种工业浆料浓度 [8] 。常见的测量

持颗粒形态不变、分散均匀，且在测量段为稳定的

方式为侵入式，即对浆料运输管道进行切割和焊接，

流动状态，
则声衰减的变化主要受浓度的影响，
可以

将换能器置于管内进行固定和密封处理，安装步骤

通过实验方法，实验数据分析并总结出工程上适用

复杂，安全可靠性低。而非侵入式在管内测量超声

的经验公式，具有针对性强、
易操作的优势。

对于一定温度下给定粒径的浆料，在测量过程中保

波透射信号时，可以有效避免流动浆料对换能器的
磨损，
无需定期更换换能器，
同时无孔壁面也保证了
生产的安全性。目前已有一些研究从实验角度研究
透射/反射声信号与被测介质特性，如中国科学院

3 实验装置与过程
实验装置

3.1

张叔英等 [9] 对高浓度悬浮泥沙进行了声学信号观

实验装置主要由一对中心频率为 200 kHz 的

测，纪晓明等 [10] 通过选取合适的缓冲层材料 (即恰

超声换能器、NI-5133 信号采集卡、有机玻璃圆管、

当的阻抗差) 获得了信噪比较好的反射声信号。为

CH1006 超级恒温槽、电子天平、搅拌器、超声讯

此，本文研究一种基于非侵入式超声衰减法测量石

号信号发生器和计算机组成，如图 1 所示。实验中

英砂浆料浓度的方法，
并与取样法进行对比。

采用 OLYMPUS 5077 型讯号发生器用以激励超声
换能器，其最大发射功率为 500 mW，其功率等级

2 超声测量原理

相比于常规超声波处理设备 (功率可至 100 W 甚至

当超声透射信号通过浆料时，超声波和颗粒的
相互作用会使透射的信号强度减弱。通过分析在线

1000 W) 较低，对被测对象本身影响也相对较小，基
本不会改变颗粒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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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装置示意图

Fig. 1 Device schema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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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

3.2

有效分散，为接收信噪比高的超声信号，分别对中

将超声换能器紧贴在玻璃圆管外壁的磨平区

心频率为 40 kHz、200 kHz 以及 1 MHz 的换能器进

域并对中固定，接触面涂抹超声耦合剂。设置脉冲

行了前期试验和性能比较。40 kHz 换能器方向角较

发生器的频率为 200 kHz，脉冲电压为 200 V，脉冲

大，信号发散严重，接收器不能获得足够有效信号；

重复频率为 200 Hz，产生脉冲波信号激励超声换能

1 MHz 换能器在浆料中衰减明显，仅限在低浓度时

器，使用 LabVIEW 软件编写的数据采集程序并调

使用，高浓度时有效信号过于微弱；200 kHz 换能器

节采样率为 2 MHz, 采样点数为 1 × 104 (足够储存

的方向角和衰减系数总体指标较为合理，一方面超

整个声波信号)，采样由同步信号触发。实验前需要

声波束可以有效集中，另一方面高浓度时依然可以

确定换能器接收的超声信号是沿直线传播的纵波，

测得有效信号。图 2 为实验采用的超声换能器，中

而不是沿壁面传播的表面波 [13] 。利用片状吸声材

心频率为 200 kHz，采用该频率可有效避免环境噪

料分别在水和浆料中遮挡声波透射路径，分析发现

声的影响，
在高浓度测量时可获得较高信噪比，
也无

超声信号基本消失，
无遮挡时信号恢复正常，
确定所

需设置过高的采样率，降低了对数据采集硬件的要

测超声信号是沿直线传播的纵波，实验信号适用。

◦

求。此外，实验采用的超声换能器方向角为 4 左右，

实验中，在玻璃管道内倒入定量水，根据水量

超声波束较为集中，其声能密度符合要求。数据采

换算每次需要加入样品的量。用电子天平称取定

集卡缓存为 8 MByte，采样率设为 2 MHz (换能器

量的物料倒入管内，由搅拌器进行均匀混合后移开

中心频率的 10 倍)，
信号时域持续较长。

搅拌器，待浆料较为稳定时开始保存数据。由于温

实验采用非侵入式超声波测量方法，如图 3 所

度变化会对超声信号产生影响，分别在清水和一定

示，有机玻璃管外壁面磨平之后则无需考虑换能器

3

的散射情况，管道外径为 70 mm，壁厚 9 mm，而磨
2

平面积为 78 mm2 ，磨平深度为 2 mm，对管壁强度
响，管道内壁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1
ࣨϙ/V

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同时为避免对流体流态造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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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Received ultrasonic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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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换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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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Ultrasonic trans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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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玻璃圆管

Fig. 3 Plexiglass pipe

图5

局部放大波形信号

Fig. 5 Partial enlargement of waveform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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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粒径的浆料中研究温度变化与超声衰减的关
系；
考虑温度影响并加入修正系数后，
分别改变物料
浓度和粒径，研究二者对超声衰减的影响。

浓度、粒径对声衰减的影响

4.2

利用 OLYMPUS CX21 生物显微镜与丹东百
特 BT-9300ST 型激光粒度分布仪 (测量原理为米氏

图 4 为超声测量信号界面，左侧细线为始波信

散射理论) 测试，两种方法均采用多次重复测量取

号，右侧为有效信号。图 5 为有效信号的局部放大，

平均值。不同标称粒径石英砂颗粒样品的中位径由

即有效信号中选取 600 个数据点的波形，读取其最

表 1 给出，测得不同样品粒径相对偏差最小为 4%，

大值为测量幅值。

最大值不大于 12%，表明各个粒径的颗粒分布较为
合理，
与标称粒径基本一致，
可以较为准确地表示所

4 实验结果分析

属粒径，为后续实验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

4.1 温度对声衰减的影响

表1

作为重要的实验参数，温度对超声衰减的影响
需要加以考虑，实验选取了水和体积百分浓度为

Table 1

石英砂颗粒测试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quartz sand ex-

perimental results

10% 的石英砂浆料 (粒径约为 18 µm、74 µm) 研究
温度对声衰减的影响，
逐步改变水浴的温度，
保持物

颗粒标称粒径/µm

6.5

10

18

25

74

料浓度、粒径不变，研究温度变化对超声衰减的影

激光粒度仪/µm

5.92

10.09

19.46

24.18

72.46

响，测量结果如图 6 所示。

生物显微镜/µm

6.26

11.02

17.23

25.87

75.36

偏差/%

5.74

9.22

11.46

6.99

4.00

0.30
18 mm
74 mm

ᛰѓϙ/(dBScm-1)

0.25

ඵ

分别对体积百分浓度小于 25%，
粒径为 6.5 µm、

0.20

10 µm、18 µm、25 µm 和 74 µm 的石英砂浆料进行

0.15

测试，分析实验数据可以得到图 7 中浆料浓度与超
声衰减值的关系曲线。体积百分浓度相同时，随着

0.10

颗粒粒径的减小，
声衰减逐渐增加：
相同浓度的情况

0.05
0

下，粒径减小，颗粒数增多，散射更加混乱无序，超
0

20

40

60

80

100

加，
声衰减同样增加：
单位体积内的颗粒数增加导致

ພए/Ć

图6

声波透射量减少；
颗粒粒径相同时，
体积百分浓度增
超声波的散射加强，
透射更加困难，
换能器接收到的

温度与声衰减关系曲线

声压减弱。

Fig. 6 Curves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ultrasonic attenuation

1.8

衰减和温度间的关系，
即
α = 0.000006T 2 + 0.0002T + 0.0034,

(3)

ᛰѓϙ/(dBScm-1)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可以用二次函数来拟合水中声

1.4
1.2
1.0
0.8
0.6

式 (3) 中，T 表示温度，α 表示声衰减值。20 ◦C∼

0.4

90 ◦C 最大衰减差值为 0.0221 dB/cm，20 ◦C∼50 ◦C

0.2

间衰减速率较为缓慢，50 ◦C∼90 ◦C 间衰减速率略

6.5 µm
10 µm
18 µm
25 µm
74 µm

1.6

图 6 中，石英砂浆料和水中声衰减对应温度的

0

0

5

15

20

25

30

ʹሥᄈѬไए/%

有提升，
表明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
声衰减值逐渐增
加，
原因是温度升高导致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加剧，
声

10

图7

石英砂浓度与声衰减关系曲线

散射增强，
而声透射减弱，
因此高温对超声衰减的影

Fig. 7 Related curves between quartz sand con-

响较低温更加显著。

centration and ultrasonic atte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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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实验数据，拟合出特定粒径范围内体
积百分浓度与衰减值的函数，
即
Vol = −14.21α2 + 35.76α + 1.79,

(4)

式 (4) 中，
Vol 表示浆料的体积百分浓度，
α 表示声衰
减值。将该浓度求解方程编入特定程序中，对已知
粒径的浆料可以直接开展测量，而对未知粒径的浆
料需要选取特定的浆料浓度及对应衰减值进行校
准，从而有效测量浆料浓度。
图9

5 现场实时测量

测量段

Fig. 9 Measurement section

为验证浓度求解方程的准确性，在图 8 所示某
公司循环流动设备上对粒径为 10 µm、74 µm 的石
英砂浆料进行实时在线测量。实测过程中，搅拌箱
内搅拌器保持常速旋转，对颗粒进行有效分散。同
时为减轻流动/扰动的流体对超声波传播的动态影
响，测量段采用与实验室分析完全一致的尺寸和结
构，其安装在竖直管道的中部尽量避免距离弯管过
近而产生流动状态不稳定的影响；浆料流动方向是
自下而上的，
保证了测量段内浆料充盈，
没有夹杂空
气；
通过将流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在水平段的观测

方便安装，换能器采用螺纹固定，管段采用螺栓连
接；自主设计、编写程序的集成电路板，集超声信号
发射、接收、分析、显示为一体，可实时显示测量浓
度。由于该设备不同测量段的浆料浓度可能与实际
混合的浆料浓度有一定偏差，因此在测量管附近采
用取样法进行验证，可有效减少由测量位置的特殊
性而引起的误差。取样法首先对取出的样品进行称
重，静置沉淀 12 h 后倒去上层清水，然后把沉淀物
送进马弗炉内干燥处理，再次称重后计算体积百分

窗中未发现明显的气泡或者扰流，测量段浆料处于

浓度。对测量值以及取样值进行平均后计算偏差，

相对稳定的流动状态。实测中以 3% 为间隔，根据初

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2、
表 3 所示。

始水量计算并添加各个浓度对应的物料质量，依次
提高浆料浓度。通过红外测温仪间断测量浆料温度，

表 2 和 表 3 中 分 别 对 比 了 粒 径 为 10 µm 和
74 µm 石 英 砂 浆 料 的 混 合 值、测 量 值 和 取 样 值，

发现温度在 30 ◦C∼35 ◦C 内波动，根据式 (3) 计算的
表2

超声衰减值为 0.0148∼0.0178 dB/cm，相对浓度变

10 µm 石英砂浆料结果对比

化造成的衰减影响可忽略不计。为在实际工程中得

Table 2 The results comparison of 10 µm

到良好应用，对测量装置做了改进，如图 9 所示。测

quartz sand slurry

量装置只需外接 24 V 交流电源即可正常工作，为
1

2
3
4

混合值/%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测量值/%

2.98

6.12

9.24

11.87

14.95

18.13

20.89

取样值/%

3.06

5.97

8.96

12.05

15.11

17.98

21.21

偏差/%

2.68

2.45

3.03

1.85

1.07

0.82

1.53

5
6
7
8

表3

74 µm 石英砂浆料结果对比

Table 3 The results comparison of 74 µm
quartz sand slurr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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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循环装置

Fig. 8 Circulating device

混合值/%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测量值/%

3.05

6.14

8.95

12.21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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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法和超声法测量结果与配置浓度相似度较高，
验证了超声法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同时也说明测量
段附件的浆料浓度是接近均匀分布的。同时计算了

tion to the Diesel spray[J]. Experiments in Fluids, 2005,
39(6): 977–994.
[4] 张淑仪. 中国光声和光热技术研究进展回顾 [J]. 应用声学,
2013, 32(3): 161–168.

取样法与超声法的浓度偏差，由表 2 和表 3 可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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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浓度偏差为 3.25%，最小浓度偏差为 0.59%，平均

photothermal technique stud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浓度偏差为 1.71%，该偏差范围表明超声法可以有
效满足实际工业生产的需求，
开展在线实时测量，
提
供较为准确的测量结果。

Applied Acoustics, 2013, 32(3): 161–168.
[5] 成林虎, 蔡小舒, 周骛. 基于颗粒离焦模糊影像梯度算法的颗
粒粒径测量方法 [J]. 化工学报, 2012, 63(12): 3832–3838.
Cheng Linhu, Cai Xiaoshu, Zhou Wu. Particle sizing from
defocus image of spherical particles by image transition
region gradient method[J]. CIESC Journal, 2012, 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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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频率为 200 kHz 的超声换能器测量石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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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仪对颗粒标称粒径进行验证，其粒径结果最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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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小于 12%。对有机玻璃管内粒径分别为 6.5 µm、
10 µm、18 µm、25 µm 和 74 µm 的石英砂浆料进行
多次重复测量取平均值，
获得浆料温度、
浓度和超声
衰减的关系曲线，拟合出浓度求解方程。测量装置
在现场设备上实时在线测量粒径为 10 µm 和 74 µm
的石英砂浆料，在测量过程中尽量保持颗粒形态不
变、均匀分散，且在测量段为稳定的流动状态，大
量实测结果显示测量值与取样值的浓度差最大为
3.25%，平均浓度差为 1.71%，测量结果较为理想，进
一步验证了基于非侵入式超声波透射衰减法的浆
料浓度在线检测技术的可行性，提高了测量的实时
性，能够满足实际工业应用中类似浆料浓度的测量。
鉴于浆料本身形态和物性参数的复杂性，如若开展
不同类型浆料浓度的测量，则需要更加详细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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