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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传统磁声电无损检测中超声换能器的超声带宽较窄的特点以及压电超声激励探

头 在 磁 场 环 境 下 存 在 电 磁 干 扰 的 问 题 ， 基 于 光 声 效 应 提 出 一 种 采 用 碳 纳 米 管 -聚 二 甲 基 硅 氧 烷
（CNTs-PDMS）复合薄膜作为光声转换途径的光声换能器（PAT）。利用涂布法在石英玻璃上得到
用于光热转换的 CNTs 薄膜，随后将高热膨胀系数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旋涂于 CNTs 薄膜
上方用于脉冲超声的产生，并对制作的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进行超声场测试。最后，设计
实验系统，将复合薄膜 PAT 用于磁声电无损检测中。在 532 nm 脉冲激光激励下，复合薄膜 PAT
能产生 5.7 MPa 的声压，且具有约 17 MHz 的-6 dB 超声带宽。搭建的磁声电无损检测实验系统
能够准确定位样品铝合金的缺陷位置，所提出的复合薄膜 PAT 有望替代电子超声换能器实现极端
和高要求场合下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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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al magneto-acousto-electrial (MAE) NDT is limited by the narrow

bandwidth of ultrasound and suffers from the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in magnetic field environment
using piezoelectric ultrasonic transducer.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 photoacoustic transducer
(PAT) using carbon nanotubes- polydimethylsiloxane (CNTs-PDMS) composites for optoacoustic
conversion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hotoacoustic which transforms pulsed laser into
pulsed ultrasound. First, CNTs thin film deposi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glass substrate by a spin-coating
method for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And then PDMS with high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was
deposited on CNTs coated glass substrate for the generation of pulsed ultrasound. The produced CNTsPDMS composite film PAT was verified with ultrasonic field.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for MAENDT based on composite thin film PAT is designed. Under a 532nm pulsed laser excit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mplitude of the generated ultrasonic signal by the proposed composite film PAT
was as high as 5.7 MPa and -6 dB frequency bandwidth of the PAT was measured to be 17 MHz. 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d its capability for testing defect position in aluminum alloy with MAE-ND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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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composite thin film PAT is expected to alternative with electric ultrasonic transducer for
extreme and high-demand application.
Keywords：Photoacoustic transducer, laser-generated ultrasound, composite film, magneto-acoustoelectrical, non-destructive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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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MAE-NDT）已经被证明能够通过探测磁声激励下

超声波换能器作为超声波传感器的核心部件，
在工业无损检测、生物医学成像等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目前，典型的超声波换能器主要是由压电
材料或电容式微机械材料构成的电子模块系统，
由于其成本低、效率高，在工业探伤和医学诊断
等领域受 到 广泛应用 [1-4] 。但随 着科 学技术的 进 步
和发展，现有超声换能器面临以下技术瓶颈：一
方面受器 件 材料尺寸 及 加工工艺 的 限制，高强 度、
高频率及大带宽的超声换能器发展缓慢，无法满
足大探测深度和高分辨率的探测应用需求；另一
方面在强磁场等一些特殊环境下，传统的电子结
构超声换能器难以避免电磁干扰问题，从而影响
检测效果 。
随着新型纳米材料优异的光学、热学性能的研
究和开发，基于光声效应的纳米复合薄膜光声换能
器（Photoacoustic Transducer, PAT）的提出和发展有
望解决上述技术瓶颈 [5-8]。为了获得较高的光声转换
效率，纳米复合薄膜 PAT 通常由很强的光吸收材料

产生的局部电流源而识别金属等高电导率的缺陷故
障信息 [11] 。通过对置于静磁场中的待检测体注入超
声波，在磁场作用下，超声激励区域由于洛伦兹力
效应，离子振动分离形成等效电流源（ J = σ v × B ），
进而在待测样品中产生电流场分布，因此可以利用
线圈检测携带有缺陷信息的电流变化信号。磁声电
成像（Magneto-Acousto-Electrial Tomography, MAET）
作为一种新型成像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得到快速
发展 [12-15] 。在工业无损检测领域， MAE-NDT 由于
具备超声检测的高空间分辨率，又能避免涡流检测
的趋肤效应等优点，因而在金属材料无损检测领域
成为一种很有前景的检测手段 [11] 。然而，在 MAET
的所有生物医学和工业无损检测研究工作中，超声
激励源均使用压电超声探头 [11-14] 。为了减小静磁场
对超声换能器产生的电磁干扰，超声换能器与被测
目标体之间要求保持 3~5 cm 的耦合距离，严重限制
了 MAET 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上述难题，本文提出并验证了基于光声效

和高热弹性材料构成。在光吸收材料的选择和设计

应的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应用在 MAE- NDT

研究中，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工作，范围从金属类的

中的可行性。本文提出采用旋涂技术分层沉积光吸

金纳米粒子 [5] 到碳基类的炭黑 [6] 、石墨烯 [7] 和碳纳米

收材料和热膨胀材料得到光声转换复合薄膜作为超

管（Carbon Nanotubes, CNTs） 等，这些具有高消

声换能器。由于复合薄膜换能器的非电特性，在强

光系数和光热转换效率的光吸收材料与具有高热膨

磁环境中，不存在电磁干扰问题，避免了以往 MAE-

胀系数且易于设计和制造的聚二甲基硅氧烷

NDT 中的耦合距离要求。此外，相较于压电超声换

（PDMS） [6-8]相结合构成光声转换的增强复合材料，

能器，设计出的复合薄膜换能器具有更高的超声压

表现出优异的激光超声增强特性，已经得到数十

强和频谱带宽，提高了电磁环境下 MAE-NDT 的探

MPa 级的超声压力和几十 MHz 级的超声频谱带宽，

测深度和检测分辨率。

被应用于多种生物医学研究中，为超声技术的医学

1

[8]

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手段 [9-10] 。通过浸渍滴涂法在
光纤末端浸上金纳米粒子和 PDMS 复合溶液，制成
的基于 AuNP-PDMS 的复合薄膜光纤 PAT，已被成

1.1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设计
复合薄膜 PAT 的超声产生原理
激光激励超声有多种物理机制，最常见的是热

功用于猪肉组织的超声成像 。以平凹透镜作为衬

弹性机制 [16]，即脉冲激光激励使介质产生瞬态温度

底的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被用于激光聚焦超

差异，从而引起介质内部机械力的变化产生超声波

声换能器的设计，产生的聚焦超声可以在气蚀作用

振动。图 1 为基于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的脉

下导致生物样本的微裂化，有望应用于超声治疗等

冲超声产生原理。复合薄膜 PAT 中的光吸收材料

[9]

领域

[10]

。
作为无损检测方法的一种，磁声电无损检测

（ Magneto-Acousto-Electrical Non-Destructive Testing,

CNTs 吸收脉冲激光能量并将其转换为热能，周围的
热弹性材料 PDMS 吸收从 CNTs 中传导的热能进而
引发瞬态的热膨胀产生脉冲超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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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s-PDMS 复合薄膜截面如图 2b 所示，PDMS 渗
透进 CNTs 网络中形成复合层，有利于 CNTs 在光
热转换后快速向周围的 PDMS 传递热能。

图 1 基于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的脉冲超声结构原理
Fig.1

Structural sketch of the PAT based on CNTs-PDMS
composite film

1.2

复合薄膜 PAT 的制备
复合薄膜 PAT 由 3 层结构组成：作为薄膜基

底的石英玻璃、用于光热转换的 CNTs 以及产生超
声的 PDMS。在本研究中，玻璃基底选择 3 cm×
3 cm×1 mm 的石英玻璃，首先经过食人鱼溶液（3:7
体积比的过氧化氢和浓硫酸混合液）洗涤以除去表
面杂质并引入亲水性基团，超纯水洗涤后氮气吹干
表面水分。为了进一步改善溶液在玻璃表面的涂覆
能力，利用介质阻挡放电法对玻璃表面进行等离子
体处理。由于 CNTs 高效的光吸收性能，且具有大

图2

CNTs 表面和 CNTs-PDMS 复合薄膜截面 SEM 表征

Fig.2

Characterization of CNTs surface and cross section

的比表面积，有利于热能的快速扩散，本文选择

of CNTs-PDMS composite coating on glass by SEM

CNTs 作为光吸收和热扩散材料。具有 14 wt%的商
业 CNTs 水溶液（中科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

2

旋涂（3 000 r/min，30 s）于处理后的石英玻璃表

2.1

面，并在常温下静置 24 h 以固化成膜。PDMS 溶液

复合薄膜 PAT 超声产生实验及结果
脉冲超声光学产生的实验装置
脉冲超声产生和测试实验装置如图 3 所示。

（10:1 质量比的预聚物与固化剂混合液）通过旋涂

532 nm 的 Nd: YAG 脉冲激光器作为产生超声的激

（5 500 r/min，120 s）沉积于 CNTs 薄膜表面，真空

励源，脉冲宽度为 10 ns，重复频率为 10 Hz。脉冲

脱气处理 30 min，在 70℃恒温箱中固化 2 h，得到

激光经分束后，一部分被光电探测器（DET10A2，

最终的复合薄膜 PAT。
1.3 复合薄膜 PAT 的截面表征

Thorlabs 公司）检测到，作为示波器的参考信号；
另一部分先经光阑调节光束孔径后，再通过滤波和

利 用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 Scanning Electron

准直扩束，最终以 7.63 mJ/pulse 入射到置于水中的

Microscope, SEM）观察 CNTs 薄膜表面形貌以及

复合薄膜 PAT 以诱导产生超声。光束能量通过热释

CNTs-PDMS 复合薄膜截面形貌。形貌及截面的表征

电激光能量计测量（J-50MB-YAG，Coherent 公司）。

由德国 CARL ZEISS 公司的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校准的探针式水听器（1704365，中科院声学所）作

（SIGMA FESEM）完成。官能化的 CNTs 薄膜表面

为接收器用于检测产生的超声脉冲信号。水听器的

形貌 SEM 图如图 2a 所示。CNTs 外径约为 50 nm，

孔径尺寸接近 1 mm，被置于距离 PAT 8 mm 的位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多壁 CNTs 相互缠结，形成

置。相较于经扩束后的 14 mm 直径入射激光（近似

较低透光率的薄膜，经分光计测得其光吸收率约为

认为产生的超声声束直径也为 14mm），接收到的远

94%，光吸收特性与其他碳纳米材料相似，都表现

场超声信号可以被认为是平面波。送入示波器的脉

出优异的光吸收性能

[6,8,10]

。经表面轮廓仪（Dektak

150,Veeco 公司）测 得 CNTs 薄膜 厚 度约为 7 μm。

冲超声信号经过 64 次平均，以消除激励激光源带
来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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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系数（ β≈300×10 - 6 C- 1）和较低的热阻抗，对
于高强度超声的产生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生的超声信号与入射激光可以用式（1）表示[19]。

p(t , r ) =
图3

脉冲超声产生和超声场分布测量实验装置

Fig.3

Experimental setup for the ultrasonic pulse

generation and ultrasonic field distribution

2.2

复合薄膜 PAT 的测试结果
2

在 4.95 mJ/cm 的入射激光能量下，产生的超声

（ 1）

式中， B 为复合薄膜的体积模量； αL 为复合薄膜的
线性热膨胀系数；ρ 为介质的密度；c 为介质中的声
速；I 为照射到复合薄膜上的总激光能量（高斯波形
是最常见的情况）。因此，产生的超声波形与入射激
光的波形应该相近，即

信号如图 4a 所示。复合薄膜 PAT 产生的超声压力

p∝

为 4.1 MPa。超声信号的频谱如图 4b 所示，-6 dB
频谱带宽约为 17 MHz。CNTs-PDMS 薄膜高频超

1 3B 2α L 1 ∂I
⋅
⋅ ⋅
4π ρ c 2 r ∂t

∂I
∂t

（ 2）

由于超声在材料中传播时，高频分量比低频分

声的产生，得益于 CNTs 的空间尺度和热学性能。

量衰减速度快，当复合薄膜 PAT 的厚度大于光热

热能的快速扩散是纳米材料的一个重要特征。当

转换层厚度时，多余的膜厚对超声的传播起阻碍作

直 径 为 d 的 圆 柱 体 CNTs 被 热 扩 散 系 数 为 χ 的

用，使得高频超声分量衰减，导致理论值与实验值

PDMS 包裹时，热扩散时间近似为 d 2 /16χ [17] 。纳米

存在差异。对于高分辨率超声成像，高频超声起主

材料的应用有效地缩短了热扩散时间，能在极短

要作用。为了得到高频超声，可以通过物理气相沉

时间内向周围热弹性材料 PDMS 释放热能，是高

积和化学气相沉积等方法生长 CNTs 控制薄膜厚度

频超声产生的关键。同时，CNTs 具有较大的比表

实现。而涂布法虽然能在高速下减小薄膜厚度，但

面积和优异的导热性能，能促进不同材料结构间

由于 CNTs 的低溶解性，较薄的涂层会增加激光透

的热传导，有利于光声的高效转换 [18] ，是高强度脉

过率，不利于光热转换效率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

冲超声信号产生的原因。相较于金属等低热膨胀系

考虑实验条件，本文忽略了水听器对超声的频率响

数的材料 ， 高分子聚 合 物 PDMS 具 有较大的 体 热

应。由式（ 1 ）可知，提高超声频率的另一方法可
以通过选择更快的脉冲激光实现。
为了进一步理解复合薄膜 PAT 的光声效应产生
的超声场，在 4.95 mJ/cm2 的激励激光能量下，测量
了沿着轴向 6.0~50.0 mm 的峰值声压分布。如图 5
所示，在距离复合薄膜 PAT 6 mm 处测得的声压高
达 4.42 MPa，随着超声在水中传播距离的增加，超
声高频分量迅速衰减，声压逐渐降低。通过调节入
射激光能量，测量了距复合薄膜 PAT 25 mm 处，产

图5
图4
Fig.4

复合薄膜 PAT 产生的超声信号

Ultrasound signal generated by composites film PAT

Fig.5

复合薄膜 PAT 产生的声压在轴向上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acoustic pressures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generated by composites film 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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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超声振幅与入射激光能量之间的关系。当入射

产生的超声在样品中会存在波的不同模态，然

激光能量从 7.6 mJ/pulse 变化到 18.7 mJ/pulse 时，产

而在 MAET 中，只有与磁场垂直的超声纵波能够引

生的声压变化趋势如图 6 所示。当入射激光能量增加

起洛伦兹效应，产生电信号 [11] 。因此，在样品里可

时，光声压强逐渐增强，当激光能量为 18.7 mJ/pulse

以认为只有纵波对 MAE 是有贡献的。

时，测得的声压达到 5.7 MPa。随着激光能量的增

3.2

图 8 为铝块测试样品的实物图和磁声电检测到

加，薄膜出现损坏脱落现象，进一步的工作将改善
薄膜在玻璃基底上的沉积工艺。

实验结果

的信号。如图 8b 所示，在 MAE-NDT 中，线圈检测
到 2 个信号，第 1 个信号在时刻 0 μs 处，由 PAT 产
生的超声在样品边界处引起的磁声电信号；第 2 个
信号出现在 4 μs 处，符合图 8a 中超声传播到样品
缺陷处的时间，验证了复合薄膜 PAT 在 MAE -NDT
应用中的可行性。

图6
Fig.6

测得的声压幅值与激光能量之间的关系
Measured ultrasonic pressure amplitude versus
laser energy

3

MAE-NDT 实验与结果

3.1

基于复合薄膜 PAT 的 MAE-NDT 实验装置
本文搭建了基于复合薄膜 PAT 的 MAE-NDT

实验装置，实验装置由光声转换超声激励系统和线
圈接收处理电路构成，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7 所示。
光声转换超声激励系统上文已经提及，制作的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贴放在带有缺陷的样品
（铝块）一侧，使得光学产生的超声垂直入射到样
品内部。铝块样品大小为 5 cm×6 cm×3 cm，缺陷
大小为 3 cm×2 mm×5 mm。钕铁硼稀土永磁铁被
固定于样品上、下方，用于提供静磁场，磁铁尺寸
为 60 mm×60 mm×20 mm，产生约 0.2 T 的磁场强

图8

度。用于接收 MAE 信号的接收线圈位于被测样品

Fig.8

的上方，直径为 4 cm。前置放大器的增益为 56 dB

MAE-NDT 的测试样品和信号

The photo and the signal of sample by
MAE-NDT

(OLYMPUS 5678)，带通滤波器带宽 1~58 MHz。

4

结论
本文根据光声效应设计了具有宽频带高强度

超 声 特 性 的 复 合 薄 膜 PAT， 相 较 于 在 玻 璃 基 底 上
生长 CNTs，该换能 器 采用官能 化 的 CNTs 溶 液，
具有成本低、易于制作等优点。所制作的光声超
图7

基于 CNTs-PDMS 复合薄膜 PAT 的 MAT-NDT

Fig.7

Experimental setup for MAE-NDT based on PAT

实验装置
using CNTs-PDMS composite

声换能器 分 别能产生约 5.7 MPa 的声压和 17 MHz
的-6 dB 超声带宽，具有高分辨率超声成像的潜力。
通过调节入射激光能量可改变超声强度，有望应
用于对成像深度有要求的场合。本文同时将制作

2714

2019 年 7 月

电 工 技 术 学 报

的复合薄 膜 PAT 应用于磁声电无 损 检测中。 实 验

high frequency ultrasound generation[J]. Applied

结果表明，制作的超声换能器能准确检测到缺陷

Physics Letters, 2010, 97(23): 234104.

位置，验证了光声换能器原理的可行性，该换能

[9]

Zou Xiaotan, Wu Nan, Tian Ye, et al. Broadband

器能提供一种无电子结构的超声激励方式，具有

miniature fiber optic ultrasound generator[J]. Optics

良好的电 磁 兼容特性 ，可以与 MRI 等医学成 像 系

Express, 2014, 22(15): 18119-18127.

统相结合进行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

optoacoustic lens for focused ultrasound generation
and high-precision targeted therapy[J].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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