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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主轴中心孔位置激

励的超声波量化风机主轴表面横向裂纹的方法，

本发明将电磁声激励传感器以及电磁声接收传

感器布置于主轴中心孔内壁，激励传感器激励超

声横波，同时接收裂纹反射横波，接收传感器用

于接收裂纹衍射横波。通过反射的回波渡越时间

确定一个激励点的圆形轨迹，与圆周切线相交确

定裂纹开口位置。同时利用激励传感器位置、电

磁声传感器位置和衍射横波的渡越时间确定一

个横波衍射点的椭圆轨迹，将开口位置轴向坐标

代入椭圆形轨迹方程确定尖端位置，从而实现了

表面开口横向裂纹的轴向位置和扩展深度的量

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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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主轴中心孔位置激励超声波来量化风机主轴表面横向裂纹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具体实施步骤包括：

步骤一：获取风力发电机主轴外形尺寸参数，基于主轴表面容易出现裂纹的位置，确定

待检测区域；

步骤二：测量试件零点偏移误差；

步骤三：将声束可调的电磁声传感器放到主轴的中心孔中，距离主轴端面大于L2范围的

任意位置L0，并记下该位置到主轴端面的距离，确定激励传感器到待检测区域两端的角度

变化范围；

步骤四：在主轴中心孔中，距离主轴端面L1～L2范围内任意位置LE布置电磁声接收传感

器，用于接收裂纹衍射横波；声束可调电磁声传感器、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与主轴轴线应保证

在同一平面；

步骤五：利用超声信号激励源激励声束可调的电磁声传感器，并记录触发脉冲零点时

刻t0，调节激励频率改变声束角度使超声波沿着待监测区域进行扫描检测，同时接收裂纹

反射波并记录反射波峰值对应的时刻t1；采集电磁声接收传感器输出信号，提取裂纹衍射

横波峰值对应时刻ts，同时基于零点偏移误差，对提取的渡越时间进行校准；

步骤六：以主轴端面中心点为原点，主轴中心轴为x轴，端面半径为y轴，建立平面直角

坐标系；根据接收的裂纹反射波渡跃时间以及横波声速确定裂纹到激励传感器的直线距离

L，以激励点为圆心，L为半径作一个圆，同时作一条直线y＝R，与圆相交，其中位于检测区域

的交点即为裂纹开口位置，记为P点，并记下P点到主轴端面的轴向距离；

步骤七：根据衍射横波渡越时间ts以及激励传感器位置L0、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位置LE，

确定以激励传感器位置O、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位置E为焦点的椭圆形轨迹的参数，绘制椭圆

形轨迹；

步骤八：基于步骤六所得的裂纹开口位置，确定其轴向坐标xp；将裂纹开口位置坐标代

入步骤七所获得的椭圆形轨迹方程求得y值，即裂纹尖端的纵坐标，记为yd；

步骤九：获得距离端面xp位置处轴段的半径Rc，通过Rc‑yd计算裂纹扩展深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主轴中心孔位置量化风机主轴表面横向裂纹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裂纹轴向位置及扩展深度，是由裂纹反射波及裂纹尖端衍射横波到达电磁

声接收传感器的声程决定的；裂纹反射波可确定裂纹开口的位置信息，即裂纹尖端的横坐

标信息；裂纹尖端衍射横波确定椭圆形轨迹；又已确定尖端点横坐标，可以很容易计算出裂

纹尖端点的纵向坐标；该横坐标确定裂纹所在主轴的位置，纵坐标确定裂纹向轴心扩展的

深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主轴中心孔位置量化风机主轴表面横向裂纹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在主轴中心孔辐射的有一定偏转角度的横波，遇到裂纹后发生反射的

回波确定裂纹位置，通过横波与裂纹尖端相互作用后衍射声波，进一步确定扩展深度；具备

声束可调功能的电磁声传感器和具备横波接收能力的电磁声传感器同时布置于主轴中心

孔，利用裂纹开口反射波及裂纹尖端的衍射波，从而达到裂纹量化的目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主轴中心孔位置量化风机主轴表面横向裂纹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实现该检测方法所需装置包括超声信号激励源、声束可调电磁声激励传感

器、电磁超声接收传感器和信号采集设备；超声信号激励源与激励传感器连接，电磁声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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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信号采集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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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风力发电机主轴中心孔位置量化主轴表面横向裂纹

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役风力发电机主轴表面开口横向裂纹的超声波定量检测方法，

属于无损检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风电已成为我国第三大电源，在国家电源结构中的比重逐年提高，风电机组运行

状况关系国家能源安全。风力发电机主轴是风电机组传动系统的核心部件，其结构健康状

态直接影响风机运行安全。风机主轴不仅服役环境恶劣，工况也十分复杂，长期承受扭矩、

轴向推力及气动弯矩等复杂应力作用。主轴长期运行过程中，其与轴承之间的配合区域极

易产生表面开口的横向裂纹，严重危害风电机组安全，已造成了多起安全事故。对风机主轴

表面开口的横向裂纹检测，不仅需要发现裂纹，更加需要量化裂纹的扩展深度。因为裂纹扩

展深度是评价主轴损伤的重要指标之一。

[0003] 风机主轴是由多个轴段组成的具有中心孔特征的大型回转体。对于在役风机主轴

的检测，存在裂纹相对主轴尺寸小，量化表征的困难。目前，采用主轴端面进行超声探伤，存

在较大局限性，例如：基于反射声波幅值的定量技术，裂纹量化精度低，不能实现裂纹扩展

深度的测量。发明专利《一种风力发电机主轴横向裂纹衍射波检测方法》公开了一种横向裂

纹量化方法，该方法同样是采用在主轴端面进行超声波激励，在风机中心孔内两个位置分

别布置了传感器接收裂纹衍射纵波，通过接收传感器与发射传感器形成的两个椭圆轨迹，

实现了主轴表面开口横向裂纹的定量检测。然而，该方法需要在主轴端面布置激励传感器

阵列，但裂纹的位置距离主轴端面大约有700mm，超声波的传播距离相对较远，同时利用中

心孔传感器接收裂纹尖端的衍射波，整个过程造成的能量损失也相对较多，无疑增加了对

信号采集处理识别等工作的困难。通过在中心孔进行特定方向超声波激励进行裂纹量化检

测表征的方法并未涉及；而且，椭圆轨迹的具体数学模型并未给出，在绘制椭圆轨迹的方法

上依赖于手工作图法。综上，对于风机主轴裂纹的量化表征，发展一种依赖更少传感器，更

加快速进行裂纹量化评价的方法，有助于裂纹检测技术的进步，对实际主轴表面开口横向

裂纹的精确检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4] 针对当前的技术现状，尚需进一步发展裂纹量化方法，充分利用声束可调传感器，

通过更少的传感器、更加快速、精确地实现风机主轴表面开口横向裂纹扩展深度和位置的

评价。本发明针对风力发电机主轴表面开口横向裂纹量化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一种利用声

束可调传感器在风机主轴中心孔激励超声波实现裂纹位置和扩展深度的精确量化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声束可调的传感器在主轴中心孔激励超声波进行精确评

价主轴表面开口横向裂纹轴向位置和扩展深度的方法。利用声束可调的电磁声传感器在主

轴中心孔辐射特定方向的超声横波，同时接收裂纹处的反射波(即利用自激自收的方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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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反射波)可确定裂纹的轴向位置；同时主轴中心孔位置布局的接收传感器接收裂纹尖端

的衍射波，用来确定尖端的位置，实现主轴圆周表面开口横向裂纹的位置及扩展深度的量

化表征。该方法可解决主轴端面检测横向裂纹难定量的问题，可达到裂纹位置和扩展深度

精确测量的目的。相比于轴类工件检测的现有方法，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声束可调传感

器在主轴中心孔激励超声横波进行检测，实现确定主轴表面开口横向裂纹扩展深度和轴向

位置的新方法，避免了端面激励超声波进行回波幅值定量裂纹存在的弊端，简化了传感器

的配置，并提高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在风力发电机主轴结构健康监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是现有主轴裂纹定量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利用声束可调的激励接收电磁

声传感器在中心孔激励超声波来量化风机主轴横向裂纹的方法，实现该检测方法所需装置

包括超声信号激励源、声束可调的电磁声传感器、电磁声接收传感器和信号采集设备。其

中，超声信号激励源与声束可调的电磁声传感器连接，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与信号采集设备

连接，该方法具体实施步骤包括：

[0007] 步骤一：获取风力发电机主轴外形尺寸；根据主轴表面容易出现裂纹的位置，确定

待检测区域，即主轴与轴承配合轴段(与主轴端面的距离L1～L2)；实测中心孔直径d；圆周半

径R，实测主轴纵波声速cL和横波声速cs。

[0008] 步骤二：测量试件零点偏移误差。在主轴端面利用电磁声传感器激励超声波，主轴

底面接收超声波信号，提取首次回波信号渡越时间tm，并利用端面到底部的距离及声速测

得理论时间tn，用tm‑tn求得试件的零点偏移误差td，后续测得实际渡越时间需减去td进行校

准。

[0009] 步骤三：将声束可调的电磁声传感器放到主轴的中心孔中，距离主轴端面大于L2
范围的任意位置L0，并记下该位置到主轴端面的距离，确定激励传感器到待检测区域两端

的角度变化范围。

[0010] 步骤四：在主轴中心孔中，距离主轴端面L1～L2范围内任意位置LE布置电磁声接收

传感器，用于接收裂纹衍射横波。声束可调电磁声传感器、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与主轴轴线应

保证在同一平面。

[0011] 步骤五：利用超声信号激励源激励声束可调的电磁声传感器，并记录触发脉冲零

点时刻t0，调节激励频率改变声束角度使超声波沿着待监测区域进行扫描检测，同时接收

裂纹反射波并记录反射波峰值对应的时刻t1；采集电磁声接收传感器输出信号，提取裂纹

衍射横波峰值对应时刻ts，同时基于零点偏移误差，对提取的渡越时间进行校准。其中，t0、

t1、ts精度为纳秒级。

[0012] 步骤六：以主轴端面中心点为原点，主轴中心轴为x轴，端面半径为y轴，建立平面

直角坐标系。根据接收的裂纹反射波渡跃时间t1以及横波声速cs确定裂纹到激励传感器的

直线距离L，以激励点为圆心，L为半径作一个圆，同时作一条直线y＝R，与圆相交，其中位于

检测区域的交点即为裂纹开口位置，记下此处到主轴端面的轴向距离X。

[0013] 步骤七：根据衍射横波渡越时间ts以及激励传感器位置L0、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位置

LE，计算以激励传感器位置O、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位置E为焦点的椭圆形轨迹方程：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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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其中，通过衍射横波渡越时间ts以及横波声速cs确定椭圆轨迹方程中的a值，通过

焦点O、E的坐标确定椭圆轨迹方程中c的值，进而确定b的值

[0016]

[0017] 步骤八：基于步骤五所得的裂纹轴向距离X，将裂纹开口位置坐标代入步骤六所获

得的椭圆形轨迹方程(b)求得y值，即裂纹尖端的纵坐标，记为yd。

[0018] 步骤九：获得距离端面xp位置处轴段的半径Rc，通过Rc‑yd计算裂纹扩展深度。

[0019] 裂纹轴向位置及扩展深度，是由裂纹反射波及裂纹尖端衍射横波到达电磁声接收

传感器的声程决定的。裂纹反射波可确定裂纹开口的位置信息，即裂纹尖端的横坐标信息；

裂纹尖端衍射横波确定椭圆形轨迹；又已确定尖端点横坐标，可以很容易计算出裂纹尖端

点的纵向坐标；该横坐标确定裂纹所在主轴的位置，纵坐标确定裂纹向轴心扩展的深度；

[0020] 所采用的方法是通过主轴中心孔辐射声束角度可调的横波，遇到裂纹后发生反射

的回波渡越时间确定裂纹位置，通过横波与裂纹尖端相互作用后衍射声波渡越时间，进一

步确定扩展深度。具备声束可调功能的电磁声传感器和具备横波接收能力的电磁声传感器

同时布置于主轴中心孔，利用反射波及裂纹尖端的衍射波，从而达到裂纹量化的目的。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1、本发明利用在中心孔激励的声束可调超声波检测裂纹，通过分析裂纹反射波及

尖端衍射的横波信息，解决了风力发电机主轴表面开口横向裂纹的量化表征问题。当前技

术中，仅考虑在主轴端面进行激励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在中心孔激励的研究价值。本发明

充分利用声束可调传感器布置于中心孔内进行超声波的激励检测，在检测机理上进行了创

新。

[0023] 2、本发明在主轴中心孔内同时配置了发射传感器和接收传感器即完成了裂纹轴

向位置和扩展深度的测量，不仅避免了端面激励使能量损失严重导致信号幅值评定裂纹当

量存在的弊端，还实现了非接触式电子扫描测量完成裂纹量化的目的。

[0024] 3、本发明方法简化了椭圆轨迹数学模型的建立，在中心孔轴线位置建立正交直角

坐标系，降低了由于倾斜坐标系带来的繁冗计算量，减小了计算误差。

[0025] 4、本发明缩减了所使用传感器的数量，在利用一个激励传感器接收反射信号的同

时，仅采用了一个接收传感器采集的衍射信号，降低了衍射波的渡越时间测量误差，从而提

高了裂纹量化精度。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检测主轴的尺寸和检测区域；

[002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电磁声传感器采集的时域波形；

[0028] 图3是本发明量化裂纹轴向位置和扩展深度的示意图；

[0029] 图中：1—检测区域；2—激励传感器；3—反射波确定的圆形轨迹；4—表面开口横

向裂纹；5—以主轴半径为纵坐标的直线；6—主轴中心线；7—裂纹衍射波确定的椭圆形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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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8—风力发电机主轴；9—接收传感器；10—主轴端面；11—主轴底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附

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

发明一部分的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详细说明。

[0032]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中心孔入射声束偏转角可调的超声波，用于量

化风机主轴横向裂纹的方法。

[0033] 风力发电机长期服役过程中，主轴与轴承压装表面容易产生表面开口横向裂纹，

该裂纹直接降低了主轴力学性能，其质量能否继续满足使用要求，需要依靠无损检测手段

进行检验。

[0034] 本实施例采用的风力发电机主轴即图1中待测主轴(8)，主轴材料为42CrMo4。在距

离主轴端面700mm处存在深度为10mm的横向裂纹。检测面选择主轴中心孔内壁。

[0035] 本实施例采用的设备包括1台超声信号激励源、1只声束偏转电磁声传感器、1只电

磁声接收传感器，1台信号采集设备，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36] 步骤一：获取风力发电机主轴外形尺寸，如图1所示；确定检测区域，即距离主轴端

面(650～850)mm的轴段(1)，该轴段的最大半径R＝283mm；实测中心孔直径d＝75mm；实测主

轴纵波声速cL＝5928.000m/s，横波声速cs＝3260.000m/s。

[0037] 步骤二：对主轴试件测试进行零点偏移校正。测得主轴试件零点偏移误差td为

15.734μs。

[0038] 步骤三：将声束可偏转的激励传感器(2)固定于主轴中心孔距离端面872.85mm的

位置。并通过三角形关系得，声束偏转范围在6°～43°时，可实现对待检测区域的全扫描。

[0039] 步骤四：在主轴中心孔中，距离主轴端面LE＝660mm位置布置电磁声接收传感器

(7)，用于接收裂纹衍射横波。调整电磁声接收传感器(7)在中心孔内的方位角，使之与激励

传感器(2)和主轴中心线(6)共面。

[0040] 步骤五：利用超声信号激励源激励电磁声传感器(2)，记录触发脉冲零点时刻t0＝

0.00μs，通过信号采集设备采集电磁声传感器输出信号，如图2所示。分别提取激发处的裂

纹反射横波和接收处的裂纹衍射横波，并分别提取两个回波峰值对应的时刻t1＝199.81μs

和ts＝178.81μs。校准后的时间为t1＝184.076μs和ts＝163.076μs。

[0041] 步骤六：以主轴端面中心点为原点，主轴中心轴为x轴，端面半径为y轴，建立平面

直角坐标系。根据裂纹反射波渡越时间t1与声速cs确定激励点到裂纹开口处的距离L＝

300.044mm，以激励点为圆心，L为半径作一个圆，同时作一条直线y＝283，与圆相交，确定在

检测区域的交点到端面的距离X＝700.34mm。

[0042] 步骤七：根据激励电磁声传感器位置坐标F(872.85，37.5)、电磁声接收传感器位

置坐标E(660，37.5)和衍射横波渡越时间计算椭圆参数：椭圆轨迹长半轴a1＝265.814mm；

短半轴b1＝243.579mm；半焦距c1＝106.425mm。根据上述参数确定的椭圆轨迹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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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根据椭圆方程，绘制椭圆轨迹(3)，如图3所示。

[0045] 步骤八：基于步骤五所得的裂纹轴向距离X，确定裂纹开口横坐标为x＝700.34，将

裂纹开口位置横坐标代入步骤六所获得的椭圆形轨迹方程(b)求得y值：

[0046]

[0047] 求得y＝273.431

[0048] 步骤九：获得距离端面700.34位置处轴段的半径Rc＝283mm，计算裂纹扩展深度为

9.569mm。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3092581 A

8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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