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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基于表面形貌信息进行内部

缺陷检测的方法，属于无损检测领域。该方法根

据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大小与内部缺陷之间的关

系，通过声发射信号的传输特性的变化得到工件

是否存在缺陷的方法。通过研究同一工件在无缺

陷和存在内部缺陷的情况下，表面粗糙度大小的

变化来揭示内部缺陷对表面形貌变化的影响。本

发明旨在利用声发射信号得到工件表面形貌信

息并对其进行研究，通过了解表面粗糙度大小的

变化去建立内部缺陷与表面形貌之间的对应关

系。通过表面形貌信息粗糙度的变化预测工件内

部是否存在缺陷。将粗糙度大小和内部缺陷联系

起来，可以为内部缺陷的检测提供一种新的检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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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内部缺陷检测方法，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激励模

块、检测模块、计算模块、判断模块和结果显示模块；

对同一个存有缺陷和无缺陷的工件通过激励模块选择声发射信号激励，得到工件内部

存有缺陷和无缺陷的表面形貌信息；在计算模块将表面形貌信息进行剥离，选择表面形貌

信息最明显的表面粗糙度作为特征信息和声发射信号的传输特性连接起来，得到一定的对

应关系；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激励模块与检测模块相连接；所述的检测模块与计算模块连接；所

述的计算模块与判断模块相连接；所述的判断模块与结果显示模块相连接；

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第一步：

对无缺陷的工件进行声发射信号激励后，进行检测得到表面形貌信息；对同一工件施

加外力营造缺陷后，进行声发射信号激励后，进行检测得到表面形貌信息；

（2）第二步：

对得到的同一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的表面形貌信息进行分析，获取工件

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的表面粗糙度；

（3）第三步：

建立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表面粗糙度与声发射激励信号传输特性之间

的对应关系；

（4）第四步：

准备多组未知内部是否存在缺陷的工件，并对其进行检测；

（5）第五步：

通过计算模块进行计算后，获取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将得到的表面粗糙度结果传递到

判断模块进行判断；

（6）第六步：

与已建立了的粗糙度和信号传输特性的对应关系进行比对，得出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通过激励模块激励声发射信号，在检测模

块中对检测的工件进行检测，得到工件的基本信息，在计算模块对检测到的声发射信号信

息进行计算，将结果发送到判断模块进行判断，最后在结果显示模块将结果显示出来。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激励模块包括不同类型的波形信号，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波形进行信号激励。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判断模块包含已经建立起来的多种对应关

系，当计算模块将结果传递到判断模块后，判断模块调取相对应的关系模式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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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工件内部缺陷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件内部缺陷检测方法，主要涉及一种基于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内

部缺陷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表面形貌(surface  topography)，是指在机械加工、电化学加工、表面处理、喷涂

镀层等加工工艺实现的工件表面形态。表面形貌信息是由表面粗糙度、表面波纹度和形状

误差组成，它们是在工件的测量中用传感器得到的，分别处于各个不同的频带。表面粗糙度

是反映零件表面微观几何形状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工件表面质量有很大影响。而且，大多数

工件的失效均源于其零件表面，工件内部是否存在缺陷会间接的影响工件的表面形貌信

息。对表面的粗糙度进行更精确地提取，建立表面粗糙度与工件内部是否存在缺陷的相关

关系在理论上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工程实用价值。另外，加工流程的改变，像刀

具磨损的不同、加工过程中条件的改变、工艺操作、使用过程中造成的工件表面磨损等均会

导致工件表面的改变，而零件微观的形状特征都极大的影响着它的各种技术性能及使用功

能。

[0003] 对于工件内部缺陷的检测方法目前主要是基于声发射，超声，红外线，磁粉等常用

的无损检测手段，属于接触式测量。但是很多机械结构内部零件及其复杂，我们不能直接进

行检测，本发明属于非接触式检测，将声发射信号的传输特性、工件表面的粗糙度和内部缺

陷联系起来，为工件内部缺陷的检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检测方法。

[0004] 声发射信号波的衰减机制为：假设声发射信号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离为x,则传播

时的振幅或是声压可表示为：

[0005] Px＝P0e
‑ax
   (1)

[0006] 其中Px为距离声发射源为x处的声压，P0为声发射源的起始声压，a为声压或幅值的

衰减系数，x表示测量点距离声发射源的距离。声发射信号波在介质中传播，其能量的衰减

也具有类似的规律：

[0007] Ex＝E0e
‑kx
   (2)

[0008] 其中Ex为距离声发射源为x处的声压值，E0为声发射源的起始声压值，k为声压或幅

值的衰减系数，x表示传感器布置点与声发射源的距离。根据声发射信号的衰减机制，得到

声发射信号的传输特性，建立工件内部有无缺陷造成的工件不同表面粗糙度和传输特性之

间的关系，进而提供一种新的检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种基于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工件内部缺陷检测方法，把内

部缺陷与粗糙度联系起来，通过粗糙度的变化预测公布关键是否存在内部缺陷。在不损坏

工件完整性的基础上，通过探究表面形貌粗糙度变化了解工件内部是否存在缺陷，省时省

力，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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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可以实现以上目的：

[0011] 一种基于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内部缺陷检测方法，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激励

模块、检测模块、计算模块、判断模块和结果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激励模块与检测

模块相连接；所述的检测模块与计算模块连接；所述的计算模块与判断模块相连接；所述的

判断模块与结果显示模块相连接。

[0012] 所述的方法通过激励模块激励声发射信号，在检测模块中对检测的工件进行检

测，得到工件的基本信息，在计算模块对检测到的声发射信号信息进行计算，将结果发送到

判断模块进行判断，最后在结果显示模块将结果显示出来。

[0013] 所述的方法对存有缺陷和无缺陷的试块通过激励模块选择声发射信号激励，得到

工件的表面形貌信息；在计算模块将表面形貌信息进行剥离，选择表面形貌信息最明显的

表面粗糙度作为特征信息和声发射信号的传输特性连接起来，得到一定的对应关系。

[0014] 所述的方法激励模块包括不同类型的波形信号，如正弦波，余弦波等，可以根据需

要选择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波形进行信号激励。

[0015] 所述的方法判断模块包含已经建立起来的多种对应关系，当计算模块将结果传递

到判断模块后，判断模块调取相对应的关系模式进行判断。

[0016] 一种基于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内部缺陷检测方法所使用的方法，其特征是：主要包

括以下步骤：

[0017] (1)第一步：

[0018] 对无缺陷的工件进行声发射信号激励后，进行检测得到表面形貌信息；对同一工

件施加外力营造缺陷后，进行声发射信号激励后，进行检测得到表面形貌信息；

[0019] (2)第二步：

[0020] 对得到的同一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的表面形貌信息进行分析，获取

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的表面粗糙度；

[0021] (3)第三步：

[0022] 建立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表面粗糙度与声发射激励信号传输特性

之间的对应关系；

[0023] (4)第四步：

[0024] 准备多组未知内部是否存在缺陷的工件，并对其进行检测；

[0025] (5)第五步：

[0026] 通过计算模块进行计算后，获取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将得到的表面粗糙度结果传

递到判断模块进行判断；

[0027] (6)第六步：

[0028] 与已建立了的粗糙度和信号传输特性的对应关系进行比对，得出结果。

[0029] 与现有的方法相比，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1、利用声发射信号得到工件表面

形貌信息并对其进行研究，通过了解表面粗糙度大小的变化去建立内部缺陷与表面形貌之

间的对应关系；2、更方便快捷，通过表面形貌信息的变化预测工件内部是否存在缺陷，把内

部缺陷与粗糙度联系起来，从而通过粗糙度的变化预测公布关键是否存在内部缺陷；3、在

不损坏工件完整性的基础上，通过探究表面形貌粗糙度变化了解工件内部是否存在缺陷，

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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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的方法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结合附图进行说明具体的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一：附图1

[0034] 一种基于表面形貌粗糙度的内部缺陷检测方法，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激励

模块、检测模块、计算模块、判断模块和结果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激励模块与检测

模块相连接；所述的检测模块与计算模块连接；所述的计算模块与判断模块相连接；所述的

判断模块与结果显示模块相连接。

[0035] 所述的方法通过激励模块激励声发射信号，在检测模块中对检测的工件进行检

测，得到工件的基本信息，在计算模块对检测到的声发射信号信息进行计算，将结果发送到

判断模块进行判断，最后在结果显示模块将结果显示出来

[0036] 实施例二：

[0037] 所述的方法对存有缺陷和无缺陷的试块通过激励模块选择声发射信号激励，得到

工件的表面形貌信息；在计算模块将表面形貌信息进行剥离，选择表面形貌信息最明显的

表面粗糙度作为特征信息和声发射信号的传输特性连接起来，得到一定的对应关系。

[0038] 所述的方法激励模块包括不同类型的波形信号，如正弦波，余弦波等，可以根据需

要选择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波形进行信号激励。

[0039] 所述的方法判断模块包含已经建立起来的多种对应关系，当计算模块将结果传递

到判断模块后，判断模块调取相对应的关系模式进行判断。

[0040] 实施例三：

[0041] 附图2是本发明的方法工作流程图，其主要步骤包括：信号激励，检测提取表面形

貌信息，信息处理建立对应关系，结果判定；具体实施步骤为：

[0042] (1)第一步：

[0043] 对无缺陷的工件进行声发射信号激励后，进行检测得到表面形貌信息；对同一工

件施加外力营造缺陷后，进行声发射信号激励后，进行检测得到表面形貌信息；

[0044] (2)第二步：

[0045] 对得到的同一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的表面形貌信息进行分析，获取

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的表面粗糙度；

[0046] (3)第三步：

[0047] 建立工件内部没有缺陷和内部存在缺陷表面粗糙度与声发射激励信号传输特性

之间的对应关系；

[0048] (4)第四步：

[0049] 准备多组未知内部是否存在缺陷的工件，并对其进行检测；

[0050] (5)第五步：

[0051] 通过计算模块进行计算后，获取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将得到的表面粗糙度结果传

递到判断模块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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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6)第六步：

[0053] 与已建立了的粗糙度和信号传输特性的对应关系进行比对，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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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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