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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激光扫描混凝土裂缝进行超声检测的可行性，采用激光扫描混凝土表面激发声场、表面波探头接收

超声信号的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实验验证。通过对实验信号峰峰值和双极性特征分析，实现了混凝土表面裂缝的定位。

同时采用有限元方法模拟了扫描激光在材料表面激发声场的过程，对超声信号进行了时域和频域上的分析。结果表明，

当激光与裂缝边沿距离在１ｍｍ时，接收信号具有典型的双极性，且峰峰值达到极大值；当激光与裂缝边沿距离继续减小
时，峰峰值迅速降低。通过扫描激光激发超声，在打点范围上形成由信号峰峰值表征的２维图像，由峰峰值突变特征和
信号的双极性特征，可以实现混凝土表面缺陷边缘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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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公路、桥梁及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

混凝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混凝土结构表面的维

护中，裂缝是最常见病害之一。对裂缝的早期发现与

检测具有现实意义［１２］。

现阶段混凝土表面裂缝检测多采用视觉检测法和

一些较为原始的无损检测方法［３５］，如超声脉冲法、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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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回波法、雷达检测法、红外热谱法、声发射法。这些

方法依赖工人的熟练程度，不仅大量耗费人力物力，在

精度和效率方面存在很大劣势，而且无法发现微裂缝。

根据国家对混凝土允许裂缝宽度限值的规定，微裂缝

定义为宽度小于０．２ｍｍ的裂缝，是裂缝最根源的形
态。

激光超声是一种非接触式的无损检测方法，具有

非接触、宽带、高灵敏度、高的空间分辨率等优点，广泛

地被用来检测表面和埋藏的缺陷［６８］。同时，激光超声

技术作为一种宽带检测技术，可以通过精确测定超声

位移幅度，检测到毫米量级的缺陷，甚至是微米量级的

缺陷［９］。通过高速扫查的检测手段，结合图像处理方

法以及信号分类方法，可以实现超声波的可视化，突显

缺陷信息［１０１４］。

本文中将有限元模拟与实验相结合，对激光扫描

混凝土裂缝的超声检测技术进行了探究。在实验室条

件下对混凝土试样尝试了２维成像方法；然后在有限
元模拟中引入瑞利阻尼模拟了混凝土中的高频衰减特

性，同时对存在缺陷时的信号特征进行了分析。

１　激光扫描混凝土裂缝的超声检测实验

本实验中采用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激光超声场检测

仪，包含激光激发和高速信号采集两个模块，超声波由

输出波长为１０６４ｎｍ和脉宽为１０ｎｓ的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激发，激光脉冲通过焦距为１００ｍｍ的扫描振镜聚焦镜
头实现在试样表面的聚焦与扫点，超声波信号由压电

传感器接收，再通过检测仪中的高速信号采集模块采

样并存入计算机，采样频率为 １００ＭＨｚ。检测流程如
图１所示。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混凝土试件按照 Ｃ５０标准制作，尺寸大小为
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用特定尺寸的铁片在表面
预制宽度为０．２ｍｍ的裂缝，裂缝深度１０ｍｍ。通过激
光扫描控制程序调节打点范围和间隔。如图２所示，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ｚｅａｎ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激光沿ｙ轴共计打点５０排，每排沿 ｘ轴扫描打点５０
次。打点间隔标定为０．５０８ｍｍ±０．００５ｍｍ。

关于接收探头的选择，金属常用的探头工作频率

通常在１ＭＨｚ以上，不适合混凝土材料的检测，且普通
的低频直探头半径过大，对试样尺寸要求高，因此从信

号特征和实验条件考虑，尝试使用最高工作频率为

５００ｋＨｚ的表面波探头在距离裂缝左边界１７．５ｍｍ处
接收信号。

ｙｉ一定时，可得到一组不同 ｘｉ坐标下的信号波形
及对应的传播时间 ｔｉ。取 ｙｉ＝１２．５ｍｍ时，不同 ｘｉ坐
标下的时域信号作图。当 ｘｉ坐标大于１２．５ｍｍ（见图
３中长虚线以上），此时激光源处于缺陷与接收探头之
间时，激发方式为近场激发，信号具有明显的双极性特

征。由信号的时间差和传播距离，可以求得该信号传

播速率为２．１１ｋｍ／ｓ，与理论表面波波速２．２２ｋｍ／ｓ的
误差率为４．９６％。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ｘｉ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ｔｙｉ＝１２．５ｍｍ

取时域信号的峰峰值作图４。可以观察到在ｘｉ坐
标从１２．５ｍｍ～１３．５ｍｍ时，峰峰值由０．４６１Ｖ增加到
１．１６９Ｖ，当ｘｉ坐标小于１２．５ｍｍ时，信号特征以背景
噪声为主，整体能量较小；当 ｘｉ＝１３．５ｍｍ时，信号呈
双极性特征，与 ｘｉ坐标小于１２．５ｍｍ的信号相比信号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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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Ｐｅａｋｔｏ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ｘｉ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ｓａｔｙｉ＝１２．５ｍｍ

峰峰值发生了突增。

当ｙｉ为１０ｍｍ，１２．５ｍｍ，１５ｍｍ时，不同 ｘｉ坐标的
时域信号峰峰值如图５所示。由图可知，信号峰峰值
在ｘｉ＝１３．５ｍｍ～１４ｍｍ范围内取得最大值，且峰峰值
在ｘｉ＝１２．５ｍｍ后突增，该位置为裂缝的边缘。此时，
激光处于裂缝与接收点之间，激光光源近场激发声场。

Ｆｉｇ５　Ｐｅａｋｔｏ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ｘｉ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ｓａｔｙｉ＝１０ｍｍａｎｄ１２．５ｍｍ，１５ｍｍ

对打点矩阵得到的信号做滤波等预处理后，可以

得到打点矩阵上每一点信号的峰峰值，将峰峰值大小

由色阶表示，可以在打点范围上形成由信号峰峰值表

征的２维图像，如图６所示。图中 ｘｉ坐标为１２．５ｍｍ
与１４ｍｍ之间存在明显的能量反差，与实际裂缝边缘
位置一致。这与参考文献中提到的能量分布技术得到

的结论一致［１５］。当 ｘｉ坐标继续增大，信号以直达表
面波信号为主导，信号能量继续增加，如果进一步调

　　

Ｆｉｇ６　Ｐｅａｋｔｏ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整阈值，可以反映出更真实、明显的裂缝形貌。

２维图像中信号表征的裂缝并不占满整个打点区
域，这可能是由于表面波接收探头在接收角度上对上

下区域的信号不敏感造成的，另外由于接收探头的接

收特性，可以发现与远离探头中心线时接收到的信号

能量相比，在探头中心所对应的中线 ｙｉ＝１２．５ｍｍ±
２ｍｍ范围内，信号能量更大。

２　扫描激光激发声场的有限元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激光近场激发混凝土信号特征，

采用有限元法对激光在材料表面激发超声波进行研

究。考虑到混凝土材料的复杂性以及有限元模拟的效

率，现将混凝土当作各向同性均匀材料进行研究。

声表面波的激光激发机理主要有两种，在目前的

理论中，主要是针对热弹模型，理论相对完备，融蚀模

型的完备解必须建立在融蚀模型的基础之上。在实际

情况中，两种机制往往同时起作用。本文中有限元采

用热弹模型。在线弹性范围内，材料的热弹场是由热

弹耦合方程所控制的，具体方程如下：

κ２Ｔ＝ρｃＶＴ
·

＋Ｔ０β·ｕ
· －ｑ （１）

μ２ｕ（ｘ，ｔ）＋（λ＋μ）［·ｕ（ｘ，ｔ）］＝
ｐü＋βＴ （２）

式中，Ｔ和 Ｔ０分别是材料的实际温度和环境温度，
ｕ（ｘ，ｔ）是材料内部不同时刻的位移向量，κ是热传导
系数，ｃＶ是材料的比定容热容，β是热弹耦合系数，且
β＝（３λ＋２μ）α，α是线性热膨胀系数，ｑ表示单位体积
在单位时间内吸收的热量，ρ表示材料密度，λ和 μ表
示材料的拉梅常数。为向量微分算子，其形式化定

义为＝ｄｄｒ，在ｎ维空间中，分母 ｄｒ为含有 ｎ个分量

的向量。ｕ·，ü分别为ｕ（ｘ，ｔ）对时间变量ｔ的１阶求导
与２阶求导。当激光辐照表面产生超声波时，Ｔ０β·

ｕ
·

是超声场对温度场的影响项，而 βＴ则是温度场对
超声场的影响项。本文中采用耦合求解方式，考虑超

声场和温度场之间的相互影响。

２．１　模型与有限元参量
采用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中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显式求解

器求解瞬态的波传播问题。图７为２维半无限平面中
激光激发超声波的有限元模型，其中平面左、右、下侧

均为无限边界。在模型中采用规则的矩形凹痕来代替

实际材料中的表面缺陷，为与实验进行对照，另外根据

微裂缝定义和国家对混凝土裂缝宽度的允许限值，将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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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凹痕的宽度取为０．２ｍｍ。为叙述方便，ｄ表示接收点
至缺陷的距离，ｓ表示接收点至激光源的距离。激光
　　

源处于传感器和缺陷之间。

有限元模型中采用４节点平面矩形单元。ＭＯＳ
ＥＲ等人推荐每个波长范围内应包含２０个单元，这样
才能有效捕捉波动效应。在本次研究中，网格大小取

为１０μｍ。考虑到计算的稳定性，时间步长取为
０．２ｎｓ。根据实验中使用的激光检测仪实际参量，有限
元脉冲激光的上升时间为５ｎｓ，光斑半径取为１００μｍ。
计算中，混凝土材料的热物理参量见表１。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Ｙｏｕｎｇｍｏｄｕｌｕｓ／
ＧＰａ 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 ｄｅｎｓｉｔｙ／（ｋｇ·ｍ－３）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１０－６Ｋ－１）

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ｍ－１·Ｋ－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ｅａ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Ｊ·ｋｇ－１·Ｋ－１）

４．５ ０．２ ２４２０ １ １．８ ８００

２．２　有限元模型的计算及结果讨论
２．２．１　瑞利阻尼对有限元结果的影响　阻尼比是用
以描述材料或结构在振动过程中某种能量耗散方式的

术语，是材料或结构的动力特性参量之一，阻尼比的大

小对动态响应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阻尼矩阵是依赖于频率的，但在实际

分析中，要精确地确定阻尼矩阵是相当困难的。实际

计算过程中通常采用瑞利（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阻尼。瑞利阻尼
假设结构的阻尼矩阵 Ｃ是质量矩阵［Ｍ］和刚度矩阵
［Ｋ］的组合，即：

Ｃ＝αＲ［Ｍ］＋βＲ［Ｋ］ （３）
式中，αＲ和βＲ是两个比例系数，分别具有 ｓ

－１和 ｓ的
量纲，不依赖于频率。其中第１项是针对低频的粘性
阻尼，计算时可以取０；第２项是针对高频的阻尼。瑞
利阻尼系数αＲ和βＲ与阻尼比ξｎ之间的关系为：

ξｎ ＝
αＲ
２ωｎ

＋
βＲωｎ
２ （４）

式中，ωｎ为材料的固有频率。
在ＡＢＡＱＵＳ材料属性中试取瑞利阻尼系数 αＲ＝

０ｓ－１，βＲ＝１×１０
－８ｓ。模型中凹痕宽度为０．２ｍｍ，深度

为３ｍｍ，接收点至缺陷的距离ｄ＝１２ｍｍ，接收点至激光
源的距离 ｓ＝１１ｍｍ。有限元脉冲激光的上升时间为
５ｎｓ，光斑半径取为１００μｍ。其余模型参量如上面所述。

图８～图１０显示了添加瑞利阻尼与无阻尼时有
限元结果，同时该信号将在下面详细展开。由图８可
知，位移信号中的高频信号在添加瑞利阻尼的条件下

得到有效抑制，且信号峰值减小。另外，由小波变换得

到的时域信息中可知，存在瑞利阻尼条件下，信号频率

范围在０．１ＭＨｚ～２ＭＨｚ，中心频率为０．６５ＭＨｚ，由（４）
式可反求材料的阻尼系数为１％。普通混凝土的阻尼
比在０．９％～２．０％之间。有限元计算与文献中的结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ａ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ａｍｐ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ｗｈｅｎｄ＝１２ｍｍ，
ｓ＝１１ｍｍ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ａｍｐ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ｗｉｔｈｄ＝１２ｍｍ，ｓ＝１１ｍｍ

Ｆｉｇ１０　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ｇｒａｐｈｏｆｕｎｄａｍｐ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ｗｉｔｈｄ＝１２ｍｍ，ｓ＝
１１ｍｍ

论一致［１６］，说明瑞利阻尼试取合适。

为了验证有限元模拟的正确性，根据实验接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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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有限元信号进行低通滤波，截止频率为５００ｋＨｚ。
信号对比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１ａ为实验中扫描激光源
与接收探头在裂缝同侧时的信号，矩形窗内信号为激

光近场激发时接收到的首波信号，时长１０μｓ，与有限
元信号时长一致；图１１ｂ展示了图９中数值模拟信号
经过低通滤波后的时域波形，观察可知，数值模拟信号

波形特征与实验一致，验证了有限元模拟的正确性。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ｉｇｎａｌ　ｂ—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

２．２．２　超声信号分析与结果讨论　在有限元模型中
添加瑞利阻尼，利用有限元模拟移动激光源扫描混凝

土进行超声检测的过程。激发激光源从ｓ＝７ｍｍ位置
开始向缺陷位置移动。当 ｄ＝１２ｍｍ，ｓ＝７ｍｍ时的声
信号如图１２所示。图中，Ｒ表示直达表面波，Ｒｒ表示
反射回波。Ｒ与 Ｒｒ峰之间的振荡由缺陷产生。对表
面波频率进行分析，由小波变化得到信号的时频图如

图１３所示。由图 １３可知，表面波中心频率为
６２６ｋＨｚ，中心频率信号能量最大的时间在３．３０８μｓ，与
　　

Ｆｉｇ１２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ａｔｄ＝１２ｍｍａｎｄｓ＝７ｍｍ

Ｆｉｇ１３　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ａｔｄ＝１２ｍｍａｎｄｓ＝
７ｍｍ

时域图上直达表面波信号 Ｒ峰值出现时间一致。可
以观察到，Ｒｒ信号由于传播过程中的高频衰减，中心
频率减小为 ４２７ｋＨｚ，且峰值只有直达波信号 Ｒ的
３５．７９％。由此可见，能量衰减和高频衰减特性是混凝
土材料中超声信号与金属材料的主要区别。

设置近场范围内激光作用在不同的激发位置模拟

扫描过程，分别建立平面应变有限元模型。模型中凹

痕宽度０．２ｍｍ，深度３ｍｍ，当ｄ＝１２ｍｍ，ｓ分别为７ｍｍ
（见曲线１），８ｍｍ（见曲线２），９ｍｍ（见曲线３），１０ｍｍ
（见曲线４），１１ｍｍ（见曲线５）时的时域图如图１４所
示。图中可以清晰地读取直达波信号 Ｒ和反射信号
Ｒｒ的到达时，由信号传播距离和时间差可知，Ｒ与 Ｒｒ
信号的波速为２．２４ｋｍ／ｓ，符合材料中的表面波波速。
由混凝土材料参量计算可得表面波理论波速为

２．２２ｋｍ／ｓ，有限元误差率为０．９０％。

Ｆｉｇ１４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ｈｅｎｄ＝１２ｍｍ，ｓ＝７ｍｍ～１１ｍｍ

在得到表面波的波速与频率的基础上，可以求得

该混凝土有限元模型中，当激发条件为脉冲激光的上

升时间５ｎｓ，光斑半径取为１００μｍ时，直达表面波波长
为３．５８ｍｍ。该波长可指导后续的研究。

另外，在激光源逼近缺陷边沿过程中，在 Ｒ和 Ｒｒ
峰之间的振荡也越来越明显，这是由于表面缺陷自由

边界的反射增强，同时，激光激发多种声波模式受缺陷

的影响发生了模式转换，在近场区域叠加在一起，从而

引起信号幅值的显著增大［１７１８］。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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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信号的峰峰值，并在 ｓ为９ｍｍ～１２ｍｍ的范
围内以０．２ｍｍ为单位，增加研究数量，呈现更丰富的
细节。部分时域图如图１５所示。从时域图上看，当
ｓ＜１１ｍｍ，仍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直达波信号和反射波
信号，但当信号峰峰值达到最大值后，当激光源继续向

缺陷移动，ｓ为１１ｍｍ，１１．４ｍｍ，１１．８ｍｍ对应信号中，
原直达波信号时间分别为４．９６μｓ，５．０６μｓ，５．１４μｓ，原
反射波时间分别为６．１７６μｓ，６．１９６μｓ，６．２４８μｓ，由信
号传播距离和时间差可得，Ｒ与 Ｒｒ信号的波速大于
５ｋｍ／ｓ，与表面波波速２．２２ｋｍ／ｓ不一致，也与纵波波
速３．７８ｋｍ／ｓ、横波波速２．４４ｋｍ／ｓ不同，是在激光近场
激发这种特殊条件下，叠加之后形成的声信号。

Ｆｉｇ１５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ｈｅｎｄ＝１２ｍｍ，ｓ＝９ｍｍ～１１．８ｍｍ

同时，由图 １５可以发现，ｓ为 １１ｍｍ，１１．４ｍｍ，
１１．８ｍｍ时，信号中的正极性峰值到达时不改变。

当缺陷深度为５ｍｍ，７ｍｍ时，保持接收与激发条
件与上面一致时，接收点至激光源的距离分别为

１０．５ｍｍ，１１ｍｍ，１１．５ｍｍ的时域图如图 １６、图 １７所
示。当缺陷深度为 ５ｍｍ、峰峰值对应 ｓ为 １０．５ｍｍ，
１１ｍｍ，１１．５ｍｍ时，分别为０．３１６０×１０－１２ｍ，０．３１２８×
１０－１２ｍ，０．２２３３×１０－１２ｍ；当缺陷深度为７ｍｍ、峰峰值
对应ｓ为１０．５ｍｍ，１１ｍｍ，１１．５ｍｍ时，分别为０．３１８７×
１０－１２ｍ，０．３１３５×１０－１２ｍ，０．２２３６×１０－１２ｍ。当缺陷深
度改变时，信号仍然在ｓ＝１１ｍｍ处拥有典型的双极性
特征，随后在 ｓ＝１１．５ｍｍ时峰峰值降低，正极性信号
的峰值到达时不改变。另外，当缺陷深度大于表面

　　

Ｆｉｇ１６　Ｓｉｇ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５ｍｍｄｅｆｅｃｔｄｅｐｔｈ

Ｆｉｇ１７　Ｓｉｇ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７ｍｍｄｅｆｅｃｔｄｅｐｔｈ

波波长时，表面波反射能量增强，使得在 ｓ＝１０．５ｍｍ
处峰峰值大于ｓ＝１１ｍｍ处的峰峰值，但该现象不会影
响根据峰峰值判断缺陷位置。

当缺陷深度改变时，固定接收点和激发点，信号对

比如图１８所示。峰峰值的改变可以忽略不记，即峰峰
值不随缺陷深度的改变而改变。而双极性信号之后的

振荡信号包含了缺陷深度的信息。

Ｆｉｇ１８　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ｗｈｅｎｄｅｆｅｃｔｄｅｐｔｈｉｓ３ｍｍ，５ｍｍ，７ｍｍａｎｄｓ＝
１１ｍｍ

下面对峰峰值接收点至激光源的距离关系图（见
图１９）进行详细的说明，凹痕宽度为０．２ｍｍ、深度为
３ｍｍ、ｄ＝１２ｍｍ、ｓ为４ｍｍ～９．８ｍｍ时，由于混凝土中
的衰减特性，首波幅值减少，使得峰峰值降低；当激光

源近一步接近缺陷边缘时，波在缺陷处的反射增强，同

时叠加上缺陷处的声波模式转化，形成一个正向的波

形，此时，激光源与缺陷的距离为２．２ｍｍ，在一个波长
　　

Ｆｉｇ１９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ｅａｋｔｏ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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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由路程和波速可知，直达表面波与叠加后的波形

到达时间差在２μｓ以内，以上因素最终使得波形呈双
极性的特征，并在 ｓ＝１１ｍｍ处取得最大值；当激光源
继续接近缺陷边缘，由于激光源空间上的高斯分布特

性，激发条件在近缺陷处发生改变，入射能量减少，峰

峰值减低，并在缺陷边沿处取得最小值。

综上所述，当激光扫描带有裂缝的混凝土表面，表

面波探头接收超声信号，由于缺陷的存在使得信号会

有峰峰值的改变，可以根据峰峰值接收点至激光源的
距离图判断缺陷位置。

３　结　论

本文中探究了激光扫描混凝土裂缝的超声检测技

术，实现了混凝土裂缝的快速定位。

（１）在实验中，通过激光超声场检测仪扫描含有
裂缝的混凝土表面，使用最高工作频率为５００ｋＨｚ的
表面波探头接收超声信号。通过激光矩阵激发的表面

波信号的峰峰值成像，结合信号的双极性特征，可以检

测到混凝土表面的裂缝边界。

（２）采用有限元方法模拟并分析了激光在混凝土
中激发的声场，发现当固定接收点，随着接收点至激光

源的距离的改变，信号峰峰值有３个变化区间。另外，
双极性特征只与激发位置有关，而与裂缝深度没有直

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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