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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多层结构中裂纹的定量检测及分类识别 

杨宾峰 罗飞路 张玉华 曹雄恒 
(国防科技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长沙 410073) 

摘要：对飞机机身多层结构中的缺陷进行定量检测是无损检测领域的一个难点，脉冲涡流是目前有效的能对这种 

类型缺陷进行定量检测的技术。采用时频分析的方法实现了对飞机结构中出现的裂纹的定量检测。针对脉冲涡流 

在裂纹分类中存在的识别正确率较低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称为频谱分离点的缺陷识别方法，提高了缺陷分类识 

别的正确率，理论分析与试验结果相一致，验证了所采用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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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如何延长老旧飞机的生命周期是目前摆在工程 

技术人员面前的一项难题Il】，随着飞行时间的增长， 

飞机的维护成本逐年上升，主要原因就是裂纹和腐 

蚀等缺陷的存在使得飞机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及时发现并定量检测缺陷对于确保飞行安全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射线检测、超声检测、热成像检测 

以及其他无损检测方法都可以用来检测裂纹缺陷， 

但是，这些方法对于飞机多层结构中出现在第二层 

中的缺陷难以检测，脉冲涡流是目前被证实非常有 

效的能对这种多层结构中出现的缺陷进行定量检测 

的技术 

传统脉冲涡流的探头对缺陷的检测灵敏度不 

高，一般采用差分的方法来增强缺陷信息[3 】，为此，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矩形探头结构，其感应的信号主 

要来自缺陷，所以无需采用差分的方法，这就简化 

了信号处理过程，提高了检测速度。采用改进的脉 

冲涡流检测装置对含有裂纹的模拟飞机多层结构进 

行了扫描，实现了对裂纹长度和深度的定量检测。 

为了对表面裂纹和表面下裂纹进行分类识别，脉冲 

涡流通常采用时域差分信号的上升点作为分类特征 

量 J，但是，其易受测量噪声的影响，使得缺陷分 

类的准确率较低。为此，提出一种新的缺陷分类方 

法，提高了缺陷分类识别的正确率。 

l 脉冲涡流理论分析 

脉冲涡流的激励信号为具有一定占空比的方 

波，施加在探头上的激励方波会感应出脉冲涡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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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试件中传播，假如有裂纹缺陷存在，势必使得 

磁感应强度 发生变化，导致检测线圈上的感应电 

压随之改变，由于脉冲包含很宽的频谱，感应的电 

压信号中就包含有关裂纹的重要信息。建立如图 1 

所示的模型来对脉冲涡流进行分析。 

图 1 脉冲涡流裂纹检测理论模型 

图1中，被测试件的电导率为 ，磁导率为舶， 

位于试件表面的裂纹的长度为，，检测线圈的内径为 

，-l，线圈与试件表面的距离为h。对于线性媒质，在 

轴对称的情况下，如果激励的脉冲电流表示为 

Iu(t)，以矢量磁位A表示的Maxwell微分方程为 

^  

V A— -=O
-

A

=一galu(t)d(r一 ) ( 一 ) (1) 
(7Z 

边界条件为 

4+l=4 (2) 

～  ： Iu(f) ( 一 ) ( 一 ) (3) 
／ai+l oz f OZ 

为了得到检测线圈上的感应电压信号，可以假 

定导线的横界面由多个点组成，则由每个点引起的 

感应电压为 

【，p=一 『』B =一 ， (4) 

单匝检测线圈上感应的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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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5) 

检测线圈上感应的时域瞬态电压波形如图2所 

示，脉冲涡流通常提取该信号的峰值和过零时间为 

特征量对裂纹进行定量检测。其中，峰值是指脉冲 

涡流时域瞬态波形的最大值，过零时间是指从脉冲 

的上升沿激励开始到脉冲涡流感应信号过零点的时 

间间隔。由于峰值扫描波形的极大值与极小值之间 

的时间间隔随裂纹长度的变化而变化，时域瞬态波 

形的过零时间随裂纹深度的变化而变化，基于以上 

原理就可以得到裂纹长度和深度的定量信息。 

， 

吕 
、  

j智 
馨 

时间t／us 

图2 脉冲涡流瞬态感应电压波形 

2 试验装置 

扫描脉冲涡流检测装置由脉冲信号发生电路、 

探头和数据采集电路组成。其中，脉冲发生电路用 

来产生激励方波信号，在本检测系统中，方波信号 

的电压为 1OV，频率为 100Hz，占空比为 O．5。探 

头包括激励线圈和检测线圈，激励线圈采用矩形结 

构，检测线圈位于激励线圈底部的中心，用来对受 

裂纹缺陷扰动而产生的磁场的垂直分量进行检测。 

矩形激励线圈的尺寸50mill×45 mill×45 mill，共绕 

了400匝。检测线圈的内径为 l mm，高为4 mill， 

共绕了500匝。数据采集电路采用 12位PCI数据采 

集卡，采样频率为 100 kHz。 

3 裂纹长度的定量检测 

试验发现，当探头在试件上没有裂纹的区域扫 

描时，检测线圈感应信号的峰值保持不变，对于各 

种不同类型的表面裂纹和表面下裂纹，当探头沿着 

裂纹长度方向扫描时，检测线圈上感应信号的峰值 

连续变化，在探头进入裂纹时，感应信号的峰值达 

到最大值，在探头离开裂纹时，感应信号的峰值出 

现最小值。因此，只要在探头扫描的过程中实时采 

集感应信号的峰值，将所有的峰值点连接起来做出 

动态扫描波形，称之为峰值扫描波形，如图3所示， 

则扫描波形的两个极值点对应的就是裂纹的长度信 

息，其计算公式为 

L=V×(t2一t1) (6) 

式中 ——被测裂纹的长度 

v——探头的扫描速度 

t1—— 感应信号峰值到达最大值的时刻 

t2——感应信号峰值到达最小值的时刻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将探头扫描过程中采集到 

的数据实时存到计算机硬盘上，扫描完成之后，通 

过对采集数据的离线分析就可以确定两个极值点的 

时间，根据式(6)就可以实现对裂纹长度的定量 

检测。 

图3 峰值扫描波形 

4 裂纹深度的定量检测 

对于裂纹深度的检测，通过提取脉冲涡流瞬态 

感应信号的过零时间为特征量来进行定量。为了模 

拟飞机结构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裂纹缺陷，在3 mill 

厚的铝板上分别加工了尺寸为：10 mill×1．2 mill× 

2mill、 10mill×1．4mill×2mill、 10mill×1．6mill× 

2 mill的深度相同宽度不同和 10 mm×1．3 mill× 

1 nlrn、 10 mill×1．3 mill×2 mill、 10 mill×1．3 mill× 

2．5 mill的宽度相同深度不同的表面裂纹来模拟第 
一 层中出现的裂纹缺陷，以及 10mill×1．2mill× 

1 mill、 l0 mill×1．4 mill×1 mill、 10 mm ×1．6 mill× 

1 mill的深度相同宽度不同和 10mm×1-3 mm× 

0．5 toni、10 mill×1．3 mill×1 mm 、10 mill×1．3 mill× 

2 mm 的宽度相同深度不同的表面下裂纹来模拟第 

二层中出现的裂纹缺陷进行检测。 

图4和图5为深度相同的表面裂纹和表面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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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深度相同宽度不同 

的裂纹，不管其位于试件表面还是表面下，其过零 

时间几乎相同。表面裂纹的过零时间出现在600 s， 

表面下裂纹的过零时间出现在 710 s，这说明过零 

时间不受裂纹宽度的影响，只受裂纹深度变化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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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四 
罂 

毫 

j四 
翟 

时间t／gs 

图4 同深不同宽的表面裂纹的过零时间 

时同f／gs 

图5 同深不同宽的表面下裂纹的过零时间 

图6和图7为不同深的表面裂纹和表面下裂纹 

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出，过零时间随着裂纹深度的 

不同而变化，对于表面裂纹，裂纹越深，过零时间 

越短；对于表面下裂纹，裂纹越深，过零时间越长。 

过零时间随表面裂纹和表面下裂纹的变化规律不 

同，因此，必须首先辨别出裂纹是位于试件表面还 

是表面下，然后才可以根据过零时间进行裂纹深度 

的定量检测。 

1 000 2000 3000 4000 5000 

时间f／ s 

图6 同宽不同深的表面裂纹的过零时间 

童 
j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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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同宽不同深的表面下裂纹的过零时间 

5 裂纹的分类识别 

根据涡流检测的原理，集肤深度可以表示为 

1 (7) 

其含义为当被测导体中感应的电流密度下降到表 

面电流密度的1／e时对应的透入深度。与传统涡流 

使用单频激励不同，脉冲涡流采用方波作为激励信 

号，对方波进行傅里叶级数展开后，可以看到方波 

的频率分量非常丰富。根据式(7)可知，表面裂纹 

主要影响脉冲频谱中的高频成分，而表面下裂纹主 

要影响脉冲频谱中的低频成分，因此可以将时域中 

易受噪声影响的信号进行频域变换，通过分析其频 

谱的变化来进行裂纹缺陷的分类识别。通过对试验 

中所采用的激励方波的频谱分析可以知道，其频率 

成分主要包括 100 Hz、300 Hz、500 Hz、700 Hz 

等奇次谐波分量，这样，对各种不同类型裂纹的时 

域响应信号进行频谱变换，只分析其奇次谐波分量 

受扰动的情况，观察其频谱与没有裂纹缺陷存在时 

的参考信号频谱的差别，这就消除了噪声的影响， 

提高了缺陷识别的正确率。基于这个原理，提出一 

种称为“频谱分离点”的方法来进行裂纹缺陷的准 

确分类识别。 

图8和图9为同深的表面裂纹和表面下裂纹的 

检测信号进行FFT变换后各奇次谐波的幅值谱。根 

据理论分析可以知道，表面裂纹主要影响频谱的高 

频分量，表面下裂纹主要影响频谱的低频分量，因 

此，表面裂纹的 “频谱分离点”出现时的频率值应 

该高于表面下裂纹对应的频率值。图8中表面裂纹 

的 “频谱分离点”出现在 9．9 kI-Iz处，图9中表面 

下裂纹的 “频谱分离点”出现在 3．1 kI-Iz处，试 

验结果和理论分析相一致，验证了所提出理论的正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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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同深表面裂纹的幅值频谱 

频率f／kHz 

图9 同深表面下裂纹的幅值频谱 

图10和图 ll为不同深的表面裂纹和表面下裂 

纹的检测信号进行 FFT变换后各奇次谐波的幅值 

谱。由图l0可以看出，对于不同深的表面裂纹，其 

“频谱分离点”也出现在9．9 kHz处，但是，不同深 

的表面裂纹在低频处的幅值谱有明显的差别，这是 

由于裂纹深度的不同造成的结果。根据理论分析可 

以知道，深度较浅的表面裂纹的频谱在低频处受到 

的扰动较小，因此，其幅值谱和没有裂纹缺陷存在 

时的参考信号的幅值谱相差也较小。随着裂纹深度 

的加深，幅值谱受到的扰动逐渐变大，使得其与参 

考信号的幅值谱在低频处的差也越来越大。 

对于不同深的表面下裂纹，由于在近表面处没 

有裂纹缺陷的存在，因此，裂纹的幅值谱与参考信 

号的幅值谱相重合，随着不同深裂纹的逐渐出现， 

其各自的频谱逐渐受到扰动，“频谱分离点”也依次 

出现。图 l1为不同深的表面下裂纹的幅值谱，随 

着裂纹深度的增加，其 “频谱分离点”依次出现在 

4．3 kHz、3．1 kHz和 1．9 kHz处。试验结果和前面的 

理论分析相一致，这同样验证了所提出的 “频谱分 

离点”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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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深表面裂纹的幅值频谱 

频率 f／kHz 

图 l1 不同深表面下裂纹的幅值频谱 

6 结论 

裂纹缺陷的存在严重威胁着飞行安全，采用扫 

描脉冲涡流的方法对模拟飞机结构中出现的裂纹的 

长度和深度进行定量检测。对传统脉冲涡流的探头 

结构进行了改进，提高了探头的检测灵敏度。提出 

了“频谱分离点”的方法来实现对不同裂纹的分类， 

提高了缺陷分类识别的正确率。理论分析与试验结 

果相一致，验证了所采用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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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 
TIoN oF CRACKS IN AIRCRAFT 

MUI I．LAYERED STRUCTURE 

YANG Binfeng LUo Feilu ZHANG Yuhua 

CAOXiongheng 

(College ofMechantronic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 0073) 

Abstract：It is difficult to detect flaws in multi·-layered struc·- 

tures of aircraft fuselage lap splices．Pulsed eddy current(PEC) 

iS the effective method t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capa- 

ble of quan tifying this defect．Time frequency an alysis tech— 

niques ale used to quantify cracks appealing in aircraft structure 

W ith the purpose of overcoming the problem of low accuracy 

of PEC in the cracks classification，a new feature，termed as 

frequency spectrum separating point，is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in classification of defects．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present method is correct． 

Key words：Scanned pulsed eddy current Aircraft structure 

Crack Quantification Defec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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