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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变换在飞机结构疲劳裂纹监测信号处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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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胜博，何宇廷 ，丁 华，杜金强，冯 宇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 

摘要 ：考虑飞机金属结构疲劳裂纹监测的实际需求，论文提 出了一种基 于涡流阵列传感器的金属 结 

构疲劳裂纹监测方案，并搭建监测系统进行监测试验 ，通过 小波分解去噪方法和小波变换模极 大值 

方法对监测信号曲线进行去噪 处理和奇异 点检测分析 。去噪结果表明消噪后四个感应通道信 号曲 

线的 RMSE在 0．001左右，SNR在 50左右，去噪效果 良好 。奇异点检 测结果表 明，不规则斜坡监测 

曲线的小波变换模值 曲线在起始奇异点之后 的模值较大，而且具有延续性。将各通道幅值 比变化曲 

线中的起始奇异点作为特征点，通道 1能够对累积损伤进行定量监测，通道 2、3、4能够时疲劳裂纹 

扩展长度进行定量监测，监测精度达到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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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 avelet Transform in Signal Processing of Aircraft 

M etallic Structure Fatigue Crack M onitoring 

JIAO Sheng—bo，HE Yu—ting，DING Hua，DU Jin—qiang，FENG Yu 

(College of Aeronautical Aerospace Engineering，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n 7 10038，China) 

Abstract：To monitor the fatigue crack of aircraft metallic structure，a scheme for fatigue crack monitoring 

of aircraft metallic structure based on eddy current array sensor was put forward．Monitor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and monitoring signal was processed based on wavelet decomposition denoising method and 

wavelet modulus maxima method．Denois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RM SE of four channel denoised monito— 

ring signal are around 0．001 and the SNR are around 50．Singular point detec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avelet transformation modulus value of irregular slope monitoring curve is relatively large after starting 

singular point，with duration characteristic．Viewing the starting singular point as indication of crack posi— 

tion，first channel of sensor is capable of monitoring on accumulated damage and the other three channels 

are capable of quantitative monitonng on fatigue crack，with monitoring precision of 1 mm ． 

Key words：wavelettransform ；crack monitoring；signal processing 

引言 

飞机结构损伤监测技术以各种先进理论与方法为 

基础，利用各种手段获取结构运行状态参数，通过分析 

传感器监测信号来识别结构突发和累计损伤(含裂 

纹)发生位置与程度 ，并对发生后果的可能性进行判 

断与预测 ，为飞机结构设计 、计算和分析提供验证 。 

裂纹的识别和定位是通过对监测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 

后得出的，因此损伤监测信号的处理和识别方法是飞 

机结构损伤监测技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几年，涡流阵列传感器作为一个新兴分支已逐 

渐成为涡流无损检测技术的研究重点，已应用于蒸汽 

管道微裂纹、核反应堆壳体裂纹、高温部件表面裂纹、 

管棒条 型 材、大 面 积金 属 曲 面裂 纹等 无损 检 测 领 

术 

域 。同时涡流阵列传感器以其非接触式、灵敏度 

高、易于与结构集成以及可柔性平面结构设计等特点 

逐渐地被应用到结构健康监测中。在国外，JENTEK 

公司开展 MWM(meandering winding magnetometer)传 

感器在结构损伤监测方面的应用研究 。但是涡流 

阵列传感器原始输 出信号具有强背景噪声 ，弱输 出信 

号的特点，强背景噪声对结构损伤信号的识别存在很 

大的干扰  ̈。背景噪声主要来源以下几部分：①测量 

噪声；②线圈抖动造成的提离变化产生的干扰信号； 

③被测对象表面沉积物、支撑架等非缺陷因素产生的 

干扰信号。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方式对涡流原始输出信 

号进行预处理并提取信号有效特征。 

在信号分析与处理领域，小波变换是一种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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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工具，小波变换对信号低频成分使用宽时窗实 

现低时域分辨率和高频域分辨率，而对信号高频成分 

使用窄时窗实现高时域分辨率和低频域分辨率 ，较好 

地解决了时间和频率分辨率的矛盾 ，小波变换这种 自 

适应分辨分析的优 良性质 ，使它在信号处理领域的很 

多方面，如地震信号处理、语音分析与合成、信号的奇 

异性检测及图像处理等都取得了成功的应用 。。 。 

考虑飞机金 属结 构疲劳裂纹监测 的实际需求 ，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涡流阵列传感器 的金属结构疲 

劳裂纹监测方案 ，并搭建监测系统进行监测试验 ，通 

过信号小波分解去噪方法和奇异点小波变换模极大 

值方法对监测信号曲线进行分析，验证所提出裂纹 

监测方案的可行性。 

1 小波去噪 

小波分析方法是一 种窗 口大小 固定但 其形状 、 

时间窗口和频率窗口都可改变的时频局部分析方 

法，在大尺度下，可以将信号的低频信号(全局)表现 

出来 ，在小尺度下 ，可以将信号的高频(局部)特征反 

映出来 。小波分析同时利用信号与噪声在时域 与频 

域内的差别，可实现更为有效的信噪分离，从而获得 

较为理想的去噪效果。设观察信号 y(n)为： 

y(n)=h(n)+u(n) (1) 

式中h(n)为有用信号， (n)为噪声序列。假定 u(n) 

是服从 高斯分 布零均 值的随机序 列 ，即服 从 N(0， 

)分布。对式(1)两边做小波变换 ： 

ry(Ⅱ，b) = (̂0，b)+WTu(0，b) (2) 

令 “(n)是零均值 、独 立 同分布 的平稳 随机信 

号 ，即： U=(u(o)，“(1)，⋯，u(N一1)) 

E(̈  ̈)= ，= q 

上式中E为求均值运算；q为 u的协方差矩阵。令 

是小波变换矩阵 ，对 于 正交小 波变换 ，它是正交 

阵。分别令 y和 是对应 Y(n)和 h( )的向量 ，向量 

y、 和 分别是 Y(n)、h(n)和 u(n)的小波 ，即： 

Y= Wy，s=Ws，H = Wh (3) 

又 Y=H+ 。令 P是 u的协方差矩阵，根据： 

E{U}=E{Wu}=WE{“}=0 

得 ： P=E(UU )= (Wuu W )= Q (4) 

由此可知 ，平稳 白噪声 的正交小波 变换 仍然是 

平稳 的白噪声。在此选用极大值法进行去噪 ，该方法 

在去噪的同时，有效的保留信号的奇异点信息，去噪 

后的信号没有多余震荡，能够较好的逼近原始信号。 

2 小波奇异点检测 

奇异点是信号 的突变点 ，用 于表针 被监测对象 

信号的显著变化 。目前 阶跃型奇异点 的小 波分析监 

测方法主要有相位法、模极大值法和小波变换最值 

法等。3种方法中，模极大值方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 
一 种方法 ，这种方 法利用小波变换 的模 极大值曲线 

收敛于信号奇异 点这一理论来检测信号奇 异性 ，与 

相位法比较，计算简单并且抗噪性好。设信号 (t)= 

t)+Au(t—t。)，其中厂(t)为连续信号，A为阶跃幅 

值，n(t—t )是一个理想阶跃函数： 

设 “(t—t )为紧支撑小波函数，0(t)为平滑函数。小 

波分析检测奇异点的原理就是采用平滑函数在不同 

尺度上平滑原信号，用平滑后的信号的一阶或者二 

阶导数来检测原信号的奇异点。将 (t)定义为： 

( )：塑 

则 (t)在尺度 下的小波变换表示为 ： 

W ( ， )：J [ )+au( 一￡。)] ( )dv (6) 

令： ( ，f)=f，( ) ( ) 

W (s，t)=J u("一t。) (Ⅳ) 

则 ： W (s，t)= r(s，t)+w (s，t) (7) 

小波函数满足容许性条件 ，有 ： 

J．： =0 
又因为 (t)的原函数 0(t)呈衰减态 ，所以可以得到 

(t)在尺度 s下 的小波变换为： 

( ， ) (o) (8) 

根据小波变换模极大值法的原理： 

I (s，t0)I—I A√s I 1日(0)I (9) 

说明对于某一尺度 S，阶跃信号的奇异点小波变换模 

极大值是由 (0)的大小来决定。选择合适的小波奇 

函数 (t)，使得0(t)在 t=0时取得最大值，那么小 

波变换的最值点则为奇异点。 

3 飞机金属结构疲劳裂纹监测系统设计 

3．1 涡流阵列传感器 

结合飞机金属结构疲劳裂纹监测需求 ，对 MWM 

阵列传感器进行 了简化 ，得到 了一种原型涡流 阵列 

传感器。如图 1所示，该传感器由一个激励线圈和多 

个周期性分布于激励线圈两侧的感应线圈构成，其 

中涡流线圈阵列沿 z轴方向的长度为 Z(z》 A)，图中 

1，2，3，4分别对应于各个阵列感应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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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 型 涡 流 阵列 传 感 器 

从设计思路和原理上讲 ，涡流阵列传感器的结构 

损伤定量监测能力主要在于在激励线圈下间隔分布的 

感应线圈。各个感应线圈中的感应电流较小，其各 自之 

间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感应线圈接收激励场在监 

测空间内的反射场，而对感应线圈所接收的反射场影 

响最大的即为相应的感应线圈平面覆盖下的监测空问 

内的电磁特性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变化，即感应线圈只 

对其线圈平面下的损伤敏感，结构损伤 c到达 l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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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为裂纹尖端进入该通道传感器时的疲劳载荷次 

数，图6至图9分别是传感器4个感应线圈通道幅值 

比量 的小波变换模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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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道 1小波变换模值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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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通道 2小波变换模值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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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通道 3小波变换模值 曲线 

与理想阶跃信号不同，采用小波变换对不规则斜 

坡监测曲线进行奇异点检测时，小波变换模值 曲线在 

奇异点之后的模值较大 ，而且具有延续性 ，即奇异点之 

后的较宽范围内模值都是较大的，根据不规则斜坡 曲 

线奇异点特性 ，可分析得到 4个感应线 圈通道 的起始 

奇异点。同时由于实际监测曲线不可能是平滑的，信号 

曲线经小波变换后会存在脉冲式奇异噪点，特别是通 

道 2较为明显 ，虽然奇异噪点会影响起始奇异点的判 

断 ，但是奇异噪点呈现出脉冲特性，而起始奇异点具有 

延续性，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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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通道 4小 波变换模值 曲线 

由于实验中所使用的涡流阵列传感器其各感应 

线圈通道问距为 1mm，根据传感器的裂纹定量监测 

原理，起始奇异点 B为裂纹长度为 1mm的表征点，起 

始奇异点 c为裂纹长度为 2mm的表征点 ，起始奇异 

点 D为裂纹长度为 3mm的表征点 ，各个表征点所对 

应的疲劳载荷次数即为裂纹扩展至对应长度 的载荷 

次数。同时起始奇异点 A后的小波模值都较大，则A 

点可 以初步判断为结构累积损伤起始点。 

在上述 的试验方案 中，采取 了高低 载方 式的程 

序载荷谱，其目的在得到疲劳弧线，通过对疲劳弧线 

进行断口定量分析得到疲劳 裂纹扩展 曲线 ，并将疲 

劳裂纹监测结果与断 口定量分析结果进行 对 比，对 

比结果表明上述的通过通道幅值 比监测曲线拐点来 

监测裂纹扩展的方法是正确的。 

5 结论 

(1)搭建 的基于涡流阵列传感器的疲劳裂纹监 

测系统能够实现对传感器输 入信号的 自动控制 ，传 

感器输出信号采集、处理及终端显示 的实时化 ，满足 

对提出的涡流阵列传感器进行飞机金属结构疲劳裂 

纹在线监测试验的要求。 

(2)采用小波分解去噪方法对传感 器感 应线圈 

通道的原始输出幅值比信号进行消噪处理，消噪后 

四个感应通道信号 曲线 的 RMSE在 0．001左右 ，SNR 

在 50左右，去噪效果 良好。 

(3)采用小波变换对不规则斜坡监测曲线进行 

奇异点检测时 ，小波变换模值 曲线在起始奇异点之 

后的模值较大，而且具有延续性。同时由于实际监 

测曲线的不平滑导致存在脉 冲式奇异噪点 ，但是奇 

异噪点呈现出脉冲特性 。 

(4)将各通道幅值 比变化曲线中的起始奇异点 

作为特征点，初步可以判断，通道 l能够对累积损伤 

进行定量监测，通道 2、3、4能够对疲劳裂纹扩展长 

度进行定量监测 ，监测精度达到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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