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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降低相控阵超声检测全聚焦算法的成像数据量及阵列稀疏优化的计算时间，研究了一种用于稀疏阵
列全聚焦成像的阵列优化算法, 并通过实验对其成像效果进行了验证。针对目前超声相控阵检测的全矩阵采
集数据量大、全聚焦算法成像时间长的难点，该文通过构建稀疏阵列，在保证成像质量的同时显著降低成像数
据量，提高了全聚焦算法的成像效率。通过以主瓣宽度、旁瓣峰值以及主瓣峰值作为约束条件构建适应度函
数，采用粒子群算法得到稀疏阵元位置分布并进行阵元权重修正，并将其用于稀疏全聚焦成像。相比全阵元成
像，使用粒子群算法所得的稀疏阵列的阵元个数降低了 56.25%、65.62%，数据使用量降低了 80.86%、88.18%。
在阵列优化方面，相比遗传算法减少了 84.86% 的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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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nic sparse-TFM imaging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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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imaging data of the total focusing method in phased array ultrasonic
detection and computing time for array sparse optimization, an arra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full focusing
sparse array imaging is studied and its imaging results are veriﬁed by experiments.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a huge amount of full matrix data and long imaging time of total focusing method (TFM) imaging in the
ultrasonic phased array inspec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rse array to reduce the data and improve the
imaging eﬃciency while assuring the image quality. By using the main lobe width, the side lobe peak and the
main lobe peak as the constraints to construct the ﬁtness function,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algorithm is used to obtain the sparse array elements 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matrix weight correction,
and they are used for sparse-TFM imaging. Compare imaging with full elements of an array, the sparse
array obtained b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reduces the number of array elements by 56.25% and
65.62%, respectively, and the data usage is reduced by 80.86% and 88.18%,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array
optimization, the computation time is reduced by 84.86% compared to the genet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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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阵列性能作为求解目标，在尝试已有文献提出

0 引言

的适应度函数上，利用主瓣宽度 (Main-lobe wide,

随着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产品零部件结

MLW)、旁瓣峰值 (Peak side-lobe, PSL) 以及主瓣

构愈加复杂，复合材料 [1] 和新型制造技术 [2] 的使

峰值 (Peak main-lobe, PML) 作为约束条件构造适

用比重不断上升，普通超声技术愈来愈难以胜任未

应度函数，计算得到最优化稀疏阵列分布和阵元权

来制造业的检测需求 [3] 。基于全聚焦的相控阵超声

重系数，对实际缺陷试块进行稀疏阵列全聚焦优化

检测技术 [3] 自 2005 年提出以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

成像，
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最后分析了目前所存在

域的无损检测与无损评价 [4] ，用于解决常规超声检

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了下一步研究方向。

测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 [5] 。随着工业领域对检测能
力要求的不断提高，基于后处理的超声相控阵检测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高精度和高灵活性等特点 [6] ，
在近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后处理成像算
法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算法便是基于全矩阵数据的全聚焦成像算法 (Total

1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稀疏阵列全聚焦成
像算法
1.1

基于标准粒子群算法的线阵优化
对于数量为 N 的一维直线阵，阵列的远场方向

图可表示为

矩阵采集数据量也超过了 106 个数，其巨大的计算

)
(
d
sin N π (sin θ − sin θ0 )
λ
],
[
G(θ) =
πd
(sin θ − sin θ0 )
N sin
λ

量使得相控阵超声技术目前难以实现快速高精度

式 (1) 中：θ0 为偏转角，θ 为任意方向角，d 为阵元间

的后处理成像。

距，
λ 为波长。

focusing method, TFM)。但是，基于全矩阵采集的
全聚焦成像算法对数据量和计算时间的需求随着
阵元数量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即便是 16 阵元的全

(1)

面对日益增多的复杂结构件、复合材料构件以

利用标准粒子群算法将全阵元阵列稀疏所导

及 3D 打印零件，单纯使用普通相控阵的线扫和扇

致的栅瓣或高旁瓣权系数补偿问题转换为稀疏阵

扫已无法满足目前工业发展所需的检测要求。自

元权系数补偿优化问题，通过有限阵元的稀疏得到

全聚焦后处理算法出现以来，即便是满阵元的超

接近满阵元的指向性与全聚焦成像性能是 PSO 算

声相控阵线性扫描或扇形扫描成像也达不到基于

法的主要目标。通过将稀疏阵列的主瓣峰值、旁瓣

全矩阵全聚焦算法成像的效果

。与此同时，全

峰值及主瓣宽度三个参数构造适应度函数，其中主

聚焦算法已经成了检验其他后处理算法的黄金标

瓣峰值和旁瓣峰值可以通过阵列方向图测出。基于

准，而相控阵超声阵列如何有效进行稀疏优化和进

粒子群算法对相控超声阵列的最优化过程表示为

[7−8]

行权值补偿达到全阵元全聚焦成像水准成了目前
研究的难题。模拟退火算法

量 为 D (相 控 阵 阵 元 数 目)，阵 列 发 射 权 重 系 数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为 xti (i = 1, 2, · · · , N )，阵列接收权重系数为 xri

在阵列优化相关领域中大放异彩，其中粒子群算

(i = 1, 2, · · · , N )，学习因子 c1 = c2 ，惯性权重 w，粒

法

子个数 N ，
最大迭代次数为 Mk ；

群算法

[13−14]

、遗传算法

(1) 根据目标问题的转化，设置初始阵元数

、粒子

[11−12]

[9]

[10]

具有极快的最优解逼近速度，其本质是利

用当前位置、个体极值和全局极值参数指导下一步

(2) 构 造 适 应 度 函 数： fitness = {0.8 ×

迭代位置，同时其算法简单，效率高，在传统天线优

(PML/PSL)2 + 0.2 × (MLWSULA − MLW)2 } 作为

化领域应用极为广泛。但现有的研究集中于相控阵

阵列性能评价指标, 式中 MLWSULA 为稀疏阵列均

超声阵列普通波束的优化控制 [15−16] ，而稀疏阵列

匀布置条件下的主瓣宽度。

声场和后处理成像效果方面却鲜有提及

[17−18]

，如

何快速高效地进行阵列稀疏优化和实现有效孔径
补偿，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稀疏阵列全聚焦成像的

(3) 随机初始化粒子位置和速度，计算初始适
应度；
(4) 依粒子群迭代公式进行计算，不断更新个
体最优值和全局最优值；

阵列优化及阵元加权校正算法，并通过实际实验

(5) 计算完成后，输出最优化稀疏阵列放置

对该稀疏阵列的成像效果进行了验证。首先将稀

位 置 及 权 重 系 数 组 合 ωti (i = 1, 2, · · · , N )、ω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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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2, · · · , N )，其中 ωt 为发射权重，ωr 为接收
权重。
在所述算法过程中，构造合适的适应度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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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PSO 算法收敛性和阵列优化效果的关键，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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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了之前相关研究文章中所设计的适应度函数：
tx

fitness1 = {PSL},
fitness2 = {|20 lg(PML/PSL)|}.

rx

(2)
↼x֒z↽

在计算过程中发现 fitness1 和 fitness2 所迭代
出的稀疏阵列和算法收敛性效果欠佳，难以在迭代

图1

稀疏阵列的全聚焦优化成像示意图

Fig. 1 Total focus imaging for sparse array with

完成后得到理想的结果。

optimization

1.2 基于线阵权重补偿的全聚焦成像算法
考虑一维线性阵列探头放置于各向同性的均
匀介质表面，
模拟缺陷点散射体位于介质内部，
建立
基于全矩阵的全聚焦成像算法模型。基于全矩阵采
集数据的全聚焦成像方法可有效实现全范围动态
聚焦，
具有极高的成像分辨率，
然而全阵元收发数据
量十分巨大，
成像时间与数据量呈指数倍增长，
全聚

I(x, z) =

Cij eij (tij (x, z)),

以标准 B 型相控阵试块上圆弧形分布且直径
为 2 mm 的孔状缺陷为检测对象，
检测区域如图 2 所
示，缺陷大小及分布如图 3 所示。使用 5L32-0.6×10
型超声相控阵换能器，阵元数为 32，阵元间距为
0.6 mm，宽度 0.5 mm，中心频率 5 MHz，试块为钢

焦成像算法中点 (x, z) 的幅值可表示为
NR
NT ∑
∑

2 实验与全矩阵数据采集

材，声速为 5900 m/s，通过全阵元逐次激励和接收
(3)

进行全矩阵数据采集。

i=1 j=1
ߘ

式 (3) 中，Cij 为声波在楔块 -试块传播时的总能量

ੇϸӝ۫

衰减校正系数，tij (x, z) 为声波从第 i 个阵元传播至
点 (x, z) 处并返回第 j 个阵元的时间，在各向同性介
质中可表示为
√
√
(xi −x)2 + z 2 + (xj −x)2 +z 2
tij (x, z) =
. (4)
c
根据文献 [10,18] 中所述研究结果，要使得稀疏

ߘ

阵列与全阵列性能一致，需要对收发阵元进行权重
补偿，使得满足

图2

检测缺陷区域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detection areas

uI (r) ⊗ v I (r)
10

(5)

3

= (uII (r) · ωT (r)) ⊗ (v II (r) · ωR (r)),

R

式 (5) 中，ωT 、ωR 为发射和接收阵元的权重函数，其
60

ωi 、ωj ，将修正权值代入式 (3)，得到修正后的全聚焦

2
-φ
18

50

中发射、接收阵元所对应的阵元的权重修正系数为
成像幅值：
I(x, z) =

NR
NT ∑
∑

5°

7°

j
i
Cij ωT
(x, z)ωR
(x, z)eij (tij (x, z)).

i=1 j=1

75

(6)
根据上述推导，提出基于稀疏阵列的全聚焦优
化成像方法，如图 1 所示。

图3
Fig. 3

试块缺陷尺寸图

Defects size of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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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 (14 发射 14 接收，11 发射 11 接收)，使用数据量

3 结果与讨论

分别为 14 × 14 × 5120 个、
11 × 11 × 5120 个，
成像数

本文数据处理及成像计算设备为便携式计算

据量相全阵元数据分别降低了 80.86%、88.18%。成

机，单独使用 CPU 进行处理 (GPU 不参与运算)，型

像结果如图 7、图 8 所示，虽然主要缺陷仍然够进行

号为 i7-8750h，6 核 12 线程。首先针对试块缺陷，进

识别，但是随着阵元的减少 (数据量的降低)，在人

行基于全矩阵采样数据的全聚焦成像，数据量为

工缺陷周围出现了明显的散射噪声和伪影，且近场

32 × 32 × 5120 个，
成像效果如图 4 所示。
通过对 32 阵元线性阵列进行稀疏优化和权值

区域噪声急剧增大，极大地降低了全聚焦算法的成

修正，分别得到 14 阵元和 11 阵元的稀疏矩阵放置

况，选择 11 阵元稀疏阵列进行阵元权值修正，优化

位置和权重修正系数，并对两个稀疏阵列分别进行
稀疏全聚焦优化成像，如图 5 和图 6 所示，成像数据
量分别为 14 × 32 × 5120 个、
11 × 32 × 5120 个。如图
中结果所示，优化后的稀疏阵列全聚焦成像在保证
成像质量的同时，成像数据量分别减少了 43.75%、
65.62%。相控阵所在位置的近场伪影随着发射阵元

像质量。考虑到阵元数量越少而成像质量越差的情
后的全聚焦成像效果如如图 9 所示，人工缺陷附近
的噪声和伪影得到了显著的抑制，成像质量基本达
到了理想效果。但是，探头附近的伪影仅得到了部
分消除，该问题难以通过阵元权值修正来解决。从
数据压缩和传输角度分析，稀疏阵列全聚焦成像算

数的降低而略微增加，这需要在之后的 PSO 迭代函

法的成像数据量大幅降低虽然有利于未来检测数

数优化、适应度函数优化、稀疏阵元有效孔径修正

据的高度压缩和快速成像，但现有的成像算法在计

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为了进一步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分别使用 14 阵

算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冗余计算，使得成像效率

元、11 阵元进行无权重补偿优化的稀疏阵列全聚焦

的相控阵成像算法进行改进。

图4

偏低。因此，上述两个问题未来需要针对稀疏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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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SO(14/32 阵元) 稀疏阵元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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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PSO (14/32 element)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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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当线阵进行稀疏处理后主

简单等特点，但是在收敛性方面还略有不足，在多

瓣窄、旁瓣高，当稀疏阵列降低至 14 个以及 11 个阵

约束条件下求解问题上容易出现局部最优解的问

元时，如图 10、图 11 及图 12 所示，稀疏阵列虽然在

题，
可能在最终迭代结束后得不到最优解，
这可以通

全聚焦成像上能够实现所需的检测及成像效果，但

过算法的进一步优化或使用混合优化算法 (如粒子

能否进行普通相控线扫和扇扫检测需要通过对不

群 -遗传) 来解决。另一方面，虽然目前粒子群算法、

同类型缺陷试块进行验证。与此同时，随着移动处

模拟退火算法、差分进化算法等优化算法在阵列稀

理器和 5G 技术的高速发展，目前先进的相控阵超

疏和阵元布置方面存在较多的理论成果，但在超声

声检测产品已能实现实时的 B 扫成像，因此普通扫

检测领域，特别是在超声相控阵的快速成像、相控

查的速度优化已不是研究重点。因此，快速线扫、扇

阵稀疏阵列的适应度函数设计、非均匀阵列孔径补

扫与高效率稀疏阵列相控阵全聚焦成像相结合的

偿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仍然较为薄弱。

复合扫查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各向异性材
料、试块表面质量、近场缺陷和不同种类缺陷识别

35

的问题，这也是稀疏相控阵进行实际检测和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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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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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所求阵列在后处理全聚焦算法成像中的成像
效果。相比于满阵元全聚焦成像算法，稀疏发射 -全
阵元接收的阵列组合在保证人工缺陷检测成像效
果的同时，降低了阵元使用数量和数据量，而全稀

在阵列稀疏优化计算方面，利用利用 PSO 算法

疏阵列 (稀疏发射 -稀疏接收) 阵列组合进一步降低

对阵列进行优化的时间最快仅为 45 s (每 50 次迭代

了成像所需的数据量。相比于现有的稀疏阵列优化

增加 10 s)，而通过遗传算法进行计算达到了 287 s，

算法，计算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且经过算法优

运算时间降低了 84.86%。这是因为粒子群算法在计

化后的全矩阵数据稀疏度可达到 85% 以上，有利于

算问题上没有类似遗传算法的交叉和变异操作，大

之后利用压缩传感进一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和成

幅简化了迭代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效率远远超过遗

像效率。但标准粒子群算法的迭代函数、适应度函

传算法。PSO 算法虽然具有速度快、参数少、实现

数、和稀疏阵元权重修正系数还需要进一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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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优化，以确保其具有可靠的收敛性能和更好的成
像性能。使用稀疏阵列进行后处理成像时，未参与
计算的回波数据被直接忽略而未得到有效利用，可
能会影响细小缺陷和闭合裂纹的检测效果。此外本
文所述方法有效降低了成像数据的使用量，从理论
上提高了数据传输性能和成像效率，但现有的成像
算法无法解决稀疏阵列成像的近场成像伪影问题，
且在成像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冗余计算，这需要针对
稀疏成像算法进行改进以提高成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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