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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

料内部的方法，将非透明材料置于超声阵列悬浮

装置和激光阵列中，调整激光阵列入射的角度和

超声相控阵的相位，控制聚焦点位置，使其在非

透明材料内部移动，形成非透明材料内部孤立子

运动轨迹，实现动态加工非透明材料的内部结

构。本发明可以加工非透明固体材料，与激光加

工相比，本发明适用范围更广，加工材料种类更

多。本发明可以直接加工材料内部，可以极大的

提高材料利用率和成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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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非透明材料置于超声阵列悬

浮装置和激光阵列中，调整激光阵列入射的角度和超声阵列悬浮装置的超声相控阵的相

位，控制聚焦点位置，使其在非透明材料内部移动，形成非透明材料内部孤立子运动轨迹，

实现动态加工非透明材料的内部结构；所述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包括上下对称为超声反射端

和超声阵列发射器；超声阵列发射器上部设置有超声相控阵凹面聚焦阵元，所述激光阵列

为多束激光超声阵列，所述激光阵列下端的所述超声相控阵凹面聚焦阵元、上端的超声反

射端、左右的多束激光超声阵列组成“Y”形聚焦光束；所述激光阵列形成飞秒激光超声阵

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

阵列悬浮装置和激光阵列采用激光超声阵列和超声阵列组成建立2D正交超声驻波场，将激

光超声阵列单元叠加在超声驻波发射、反射端面，形成高低频复合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光

超声阵列为4束调制飞秒激光阵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非透

明材料位于温控区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控

区保持材料表面温度控制在80℃。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非透明材料采用锡铋合金。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

阵列悬浮装置形成高频超声驻波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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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适用于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激光超声阵列操控声孤立子在非透明

材料内部加工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的加工成形工艺，无论是传统的铸造成形、锻造成形、切削或是特种加工成

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加工工具都被置于被加工材料的外部，都只与被加工材料的

表面相互作用，用于加工成形的能量也是从表面传给被加工的坯料，而内加工的方法可以

让金属零件内部加工出各种内部结构，而不伤及表面。

[0003]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内加工技术对工业发展愈显得重要，而内加工

能够在坯料中直接进行零件的三维体规划，提高了材料的加工多样性，改变了对传统加工

的工艺路线。

[0004] 由于激光超声在非透明材料中具有优越的穿透性能，为了推进激光超声在非透明

材料黑色系金属坯料内部聚焦加工技术发展，基于此，应用激光超声阵列聚焦技术，提出了

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结构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的方法，用于加工非透

明的金属材料，在非透明材料内部完成成形加工。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

部的方法，将非透明材料置于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和激光阵列中，调整激光阵列入射的角度

和超声相控阵的相位，控制聚焦点位置，使其在非透明材料内部移动，形成非透明材料内部

孤立子运动轨迹，实现动态加工非透明材料的内部结构。

[0007] 所述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和激光阵列采用激光超声阵列和超声阵列组成建立2D正

交超声驻波场，将激光超声阵列单元叠加在超声驻波发射、反射端面，形成高低频复合场。

[0008] 所述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包括上下对称为超声阵列发射器和接收器。

[0009] 所述激光阵列为多束激光超声阵列，下端的超声相控阵凹面聚焦阵元、上端的超

声反射端、左右的多束激光超声阵列组成“Y”形聚焦光束。

[0010] 所述激光超声阵列为4束调制飞秒激光阵列。

[0011] 所述非透明材料位于温控区内。

[0012] 所述温控区保持材料表面温度控制在80℃。

[0013] 所述非透明材料采用锡铋合金。

[0014] 所述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形成高频超声驻波悬浮。

[0015] 所述激光阵列形成飞秒激光超声阵列。

[0016] 本发明与现有加工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7] 1、本发明可以加工非透明固体材料，与激光加工相比，本发明适用范围更广，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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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种类更多。

[0018] 2、本发明可以直接加工材料内部，可以极大的提高材料利用率和成形能力。

[0019] 3、本发明能够直接在坯料中直接进行三维立体规划，能够将能量集中到材料内

部，不必用从外层逐级向零件内部逼近，大大提高加工效率。

[0020] 4、本发明通过温控平台使材料的温度在控制范围内浮动。

[0021] 5、本发明提出新型材料的加工方法，即声孤立子加工材料内部。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整体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超声相控阵控制非透明材料悬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激光超声加工非透明材料内部的方法，所述非透明材料采用锡

铋合金，将锡铋合金置于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和激光阵列中，调整激光阵列入射的角度和超

声相控阵的相位，控制聚焦点位置，使其在锡铋合金内部移动，形成锡铋合金内部孤立子运

动轨迹，实现动态加工非透明材料的内部结构。

[0025] 所述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和激光阵列采用激光超声阵列和超声阵列组成建立2D正

交超声驻波场，改进相控超声阵列聚焦技术，将激光超声阵列单元叠加在超声驻波发射、反

射端面，形成高低频复合场。

[0026] 所述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包括上下对称为超声阵列发射器和接收器。

[0027] 所述激光阵列为多束激光超声阵列，下端的超声相控阵凹面聚焦阵元、上端的超

声反射端、左右的多束激光超声阵列组成“Y”形聚焦光束。所述激光超声阵列为4束调制飞

秒激光阵列。

[0028] 所述非透明材料位于温控区内。所述温控区保持材料表面温度控制在80℃。

[0029] 所述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形成高频超声驻波悬浮。所述激光阵列形成飞秒激光超声

阵列。

[0030] 本发明激光超声加工材料内部的方法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上下对称为超声阵列

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超声阵列悬浮装置，左右为4束调制飞秒激光阵列，与超声阵列单元组

成Y形聚焦能束。非透明材料采用锡铋合金，锡铋合金的熔点为110℃，为低熔点合金，当超

声相控阵作用于锡铋合金时，在声辐射力和反射力的作用下，稳定的操控在合成声场中的

声势阱(声压节点位置)，如图2所示。

[0031] 当4束飞秒激光阵列照射到试样表面的超声脉冲宽度很窄时，激光能量不足以使

材料表面熔化时，材料内超声脉冲由于试样吸收光能发生热弹性膨胀，吸收了光能的浅表

部分，由于温度上升而发生局部热膨胀以致发生局部应变，在金属的表面立刻因热膨胀产

生热弹压力，当表面为自由状态时，就会向周围辐射出纵波和横波。由于入射光波是脉冲

的，该形变也是周期性的，周期形变在周围介质中激发了超声波。

[0032] 激光阵列激发时，在非透明材料周围设置一个保护材料的温度控制区域，保持材

料表面温度控制在80℃，不因长时间受到激光作用而导致局部温度升高，表面发生融化现

象，保护了材料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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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如图2所示，材料受到下方超声阵列的辐射力、两侧激光阵列的热效应和激光超声

激发的超声传递导致材料内部声波呈现无规则运动，加快了颗粒的运动速度，同时造成颗

粒碰撞加剧，引起局部的温升，进一步使得单位时间里颗粒之间的碰撞次数大为增加，引起

颗粒团聚的趋势的加剧，使得非透明材料内部声压节点位置波形发生紊乱。在复合声场中

存在声之间非线性作用力以及激光超声激发的超声波，在锡铋合金聚焦点中传递时，由于

温度、声波的叠加，在锡铋合金内部发生形变，传递的波形发生畸变，且在非透明材料中形

成一种复杂的非线性波形传递关系，此时材料内部势阱焦域中形成声孤立子，且使聚焦点

的温度急剧上升到熔点110℃，内部变成液相，而表面温度由于存在温度控制器，使得只存

在聚焦点的温度升高，调整激光阵列入射的角度和超声相控阵的相位，控制聚焦点位置，使

其在锡铋合金内部移动，声孤立子具有很高的能量，超声相控阵带动了声孤立子的运动，设

置聚焦点的温度右移，形成锡铋合金内部的孤立子运动轨迹，实现了动态加工锡铋合金的

内部结构。

[0034] 本发明采用声悬浮技术，利用超声发生器驱动换能器，其发射端发出的超声波与

反射端反射的超声波，叠加形成驻波，产生了方向向上的声压和方向向下的声压，非透明材

料发生低频振动，停在上下声压相互平衡的点，此点位置产生声势阱，声势阱可使物块保持

稳定悬浮。

[0035] 本发明激光阵列激光脉冲投射到样品表面时，部分能量被材料吸收，温度迅速升

高引起快速热膨胀激励超声脉冲，阵列超声聚焦驻波点，由于非透明材料表面存在光的散

射和反射，随时间的发展，激光阵列聚焦点局部温度升高，非透明材料发生形变，波形随着

材料形变而发生变化，波的宽度被压缩，而波包逐渐展平、变宽，当两者的效应达到某一种

平衡时，波的散射、材料的应力和应变关系相互抵消时，在驻波点产生孤立波即声孤立子，

由于声孤立子具有波-粒的稳定孤波，在驻波点几乎集中全部的能量、动量及振幅，在激光

超声脉冲作用下，金属结构发生破坏。

[0036] 本发明与现有加工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7] 1、本发明可以加工非透明固体材料，与激光加工相比，本发明适用范围更广，加工

材料种类更多。

[0038] 2、本发明可以直接加工材料内部，可以极大的提高材料利用率和成形能力。

[0039] 3、本发明能够直接在坯料中直接进行三维立体规划，能够将能量集中到材料内

部，不必用从外层逐级向零件内部逼近，大大提高加工效率。

[0040] 4、本发明通过温控平台使材料的温度在控制范围内浮动。

[0041] 5、本发明提出新型材料的加工方法，即声孤立子加工材料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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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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