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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宽带换能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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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研究高频换能器的匹配层技术，通过匹配层技术拓宽换能器的频带，首先利用等效电路法分析高频匹配
层换能器，其次通过 Matlab 仿真分析匹配层材料的密度、声速、厚度变化对换能器电声参数性能的影响，进而对其
电声性能进行优化设计，最终制作出一高频宽带换能器。通过实验测得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实验测得换能器
的最大发送电压响应为 178 dB，工作频带为 260~370 kHz，带内发送电压响应起伏为−3 dB，300 kHz 时换能器指向性
−3 dB 开角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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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high frequency broadband transducer
TONG Hui, ZHOU Yi-ming, WANG Jia-lin, WENG Ru-lian
(Shanghai Acoustic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Acou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matching layer technique for high frequency transducers. High-frequency
transducer with a matching layer was first analyzed with equivalent circuit method. Then, the effect of matching layer
parameters on the acoustic transducer performance was summarized by simulation. And its electro-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were optimized. Finally, a high frequency broadband transducer was designed.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values. It was shown that (i) the maximal transmitting sound level can reach 178 dB; (ii)
the bandwidth of the transducer is 260~370 kHz; (iii) the fluctuation of the transmitting voltage response is −3 dB; (iv) the
transducer has a directional angle of 6.5 degree with −3 dB @ 300 kHz.
Key words: matching layer; high frequency; broadband transducer

0 引 言
随着声纳系统中水声信号处理技术的不断发
展以及海洋开发的日益深入，高频换能器越来越受
[1,2]
到人们的重视 。通常高频换能器的 Q 值较高，工
作带宽较窄，所获得的声信息较少，因此高频换能
器的宽带特性是目前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拓
[3,4]
宽换能器带宽主要是通过多模态的耦合来实现 。
本文主要研究换能器的匹配层技术，选择具有适当
特性阻抗的材料作为换能器的匹配层，采用匹配层
[5,6]
技术 使其产生两个谐振频率，从而实现高频换能
器的宽带性能。

与水介质之间增加了一层具有一定声阻抗的材料
层，增加匹配层材料的密度，即增加换能器自身的
负载质量，换能器的基频就会降低，同时由于匹配
层材料的特性阻抗小于换能器上任一部件的特性
阻抗，故换能器的第二阶谐振频率同样下降，这样
就形成了两个谐振峰，实现了换能器频带的拓宽。
图 1 为空气背衬条件下圆片匹配层换能器的等效电
路，其中虚框部分为匹配层部分。

1 匹配层换能器的等效电路
[7]

换能器的匹配层 技术是指在换能器辐射表面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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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匹配层换能器的等效电路
Equivalent circuit of the transducer with a matching layer

图 1 中各参数公式如下：
εT S
C0 = 33 1 (1− k332 )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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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T 1
S1 ε 33
( E )2
l S33

(2)

Z p1 = jρ1c1S1 tan(k1l / 2)

(3)

Z p2 = ρ1c1S1 jsin(k1l )

(4)

Zm1 = jρ2c2 S2 tan(k2h / 2)

(5)

Zm2 = ρ2c2 S2 jsin(k2h)

(6)

Z负载 = RS + jX 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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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自身的负载质量。随着密度的增大，换能器出
现了两个谐振频率，然而，随着密度继续增大，两
谐振频率间的凹谷也随之增大。

其中：C0 为陶瓷静电容，Φ为机电转换系数，Zp1、
Zp2 为陶瓷等效参数，Zm1、Zm2 为匹配层等效参数，
Z 负载为换能器的负载阻抗。S1 为陶瓷的表面积，
S2 为匹配层的表面积，l 为陶瓷厚度，h 为匹配层厚
度。

2 高频宽带换能器设计
本文中所用到的高频换能器是由 Pzt-8 陶瓷圆
片构成，主要是利用陶瓷片厚度方向的纵振产生出
一个频率为 300 kHz 的高频换能器。由于陶瓷圆片
在高频条件下的厚度振动具有较强的径向耦合，因
此将陶瓷圆片沿水平和垂直方向切割处理，消除了
高次径向耦合，得到一个比较纯的厚度振动模态换
能器。

2.1 匹配层换能器设计
在切割后的压电陶瓷圆片上加入匹配层，根据
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反射和透射情况可以得知，当
Z2 = Z1Z3 时，声波的透射系数 T 为
1
T=
(8)
Z1 + Z3
[
]cos2 k2l + sin 2 k2l
2 Z1Z3

Fig.2

图 2 不同密度条件下高频匹配层换能器的电导曲线
Conductance curves of high frequency transducer with a
matching layer of different densities

2.2.2 匹配层声速变化

当匹配层材料的密度、厚度一定时，高频匹配
层换能器在水中的电导曲线随声速的变化如图 3 所
3
示，图中 ρ=1850 kg/m ，h=1.95 mm。从图 3 中可知
匹配层换能器具有两个峰值频率 fH、fL ， fH 为较高
的频率， fL 为较低的频率，随着声速的增加， fL 电
导值增大， fH 电导减小，当声速为一定值时，匹配
层材料厚度等于 1/4 的波长时的声速，换能器具有
最佳的带宽。随着声速的继续增加， fL 电导值继续
增大， fH 电导继续减小，然而换能器的谐振点 fH 、
fL 基本保持不变。这主要是由于匹配层材料声速的
变化直接改变了匹配层材料中声波的波长，同时影
响换能器匹配层材料在不同频率下的透声系数。

其中：Z1、Z2、Z3 分别为陶瓷中声阻抗、匹配层材
料声阻抗、水中声阻抗；l 为匹配层材料的厚度。
当 l = λ2 /4 ，声波经过匹配层的透射系数最大，即满
足 1/4 波长全透射条件。

2.2 匹配层参数优化
对高频匹配层换能器进行仿真，调节匹配层材
料的密度、声速、厚度变化，从而分析换能器的声
性能。
2.2.1

匹配层密度变化

当高频匹配层换能器中匹配层材料的声速及
厚度一定时，换能器在水中的电导曲线随匹配层密
度的变化如图 2 所示，图中 c=2330 m/s，h=1.95 mm。
随着匹配层材料密度的增加，换能器在水中谐振点
附近电导逐渐降低，这是因为匹配层材料密度变
大，匹配层材料的质量随之增大，相当于换能器增

Fig.3

图 3 不同声速条件下高频匹配层换能器的电导曲线
Conductance curves of high frequency transducer with a
matching layer of different acoustic velocity

2.2.3 匹配层厚度变化

当匹配层材料的密度、声速一定时，高频匹配
层换能器在水中的电导曲线如图 4 所示，图中
3
ρ=1850 kg/m ，c=2330 m/s。从图 4 可以看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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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层材料厚度的增加，换能器水中谐振频率 fH 电
导逐渐增大， fL 电导逐渐减小，当匹配层厚度为
1/4 波长时，发生全透射，换能器具有较理想的电
导曲线。随着厚度的继续增大，换能器水中电导曲
线中的 fH 电导继续增大， fL 电导继续减小。
通过仿真调整匹配层材料的密度、声速以及厚
度，设计出一高频宽带换能器，换能器的电导曲线
如图 5 所示。换能器的工作频带为 250~350 kHz，
电导最大值为 5.2mS。通过仿真得到换能器的发送
电压响应曲线如图 6 所示。

Fig.4

图 4 不同厚度条件下高频匹配层换能器的电导曲线
Conductance curves of high frequency transducer with a
matching layer of different thicknesses

图 5 最佳匹配条件下高频匹配层换能器的电导曲线
Fig.5 Conductance curve of high frequency transducer with a
matching layer under the best matched condition

图 6 最佳匹配条件下换能器的发送电压响应曲线
Fig.6 The transmitting voltage response curve of the transducer under
the best matched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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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换能器电声性能测量
通过上述仿真得出换能器的基本参数，最终制
作出一个 Φ55mm、总厚度为 7.72mm 的高频宽带换
能器，如图 7 所示。利用 Agilent4294A 阻抗分析仪
测得换能器水中的导纳曲线如图 8 所示。与图 5 相
比有稍许差异，其一是换能器在水中的仿真所给的
阻尼系数为经验值，与实际换能器有一定的误差。
其二是在高频条件下，换能器的电缆对于传输过程
中有一定的损耗，在实验仿真中并未考虑进去。
在水中测得换能器的发送电压响应曲线如图 9

图 7 高频宽带换能器样机图
The prototype of the high frequency broadband transducer

Fig.7

Fig.8

Fig.9

图 8 实测高频宽带换能器的水中导纳曲线
The measured admittance curve of the high frequency
broadband transducer

图 9 实测高频宽带换能器的发送电压响应曲线
The measured transmitting voltage response curve of the high
frequency broadband trans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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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图 9 可见，该高频换能器的最大发送电压
响应为 178 dB，工作带宽为 260~370 kHz，带内起
伏为−3 dB，同时测得换能器在 300 kHz 频率时的最
大声源级为 217 dB。
测得换能器在 300 kHz 频率下的指向性如图 10
所示，换能器的−3 dB 开角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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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声学学会组团参加第六届两岸声学技术交流研讨会
2013 年 11 月 14~15 日，第六届两岸声学技术交流研讨会在台湾科技大学举行，上海声学学会组织了来自学会办公室、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声学技术》编辑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26 研究所、同济大学声学研究所、章
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及上海申华声学装备有限公司一行 12 人的团队参与此次交流会。此次会议共 60 余人参会，会上交流了
12 篇学术报告，其中上海方面提交了 5 篇学术报告，是由章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提交。14 日一天的学术交流时间紧凑，讨
论热烈，收效甚好。《声学技术》编辑部主编姚蓝教授和上海市声学学会副秘书长丁玉薇老师代表《声学技术》编辑部对会
议优秀论文发出了刊登邀请。15 日上午台湾方面还组织了对台湾戏曲学院的参观访问，现场观看了戏曲学院学员课堂教学
实况，并观看了戏曲学院综艺团精彩的表演。
两岸声学技术交流研讨会是由章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章奎生教授于 2008 年发起，已经先后于 2008 年在香港(第一届)，
2009 年在台北(第二届)，2010 年在上海(第三届)，2011 年在杭州(第四届)，2012 年在香港(第五届)，第六届又轮值台湾举行。
此次会后，两岸代表还对下届会议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初步确定轮值大陆举行的第七届两岸声学学会交流研讨会将于 2014
年 8 月底 9 月初在我国云南省境内召开。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章奎生声学设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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