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3 卷第 1 期
2014 年 02 月

Vol . 33, No. 1
Feb., 2014

声 学 技 术
Technical Acoustics

用于大功率超声的电缆传输特征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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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功率超声电信号通过特种电缆传输时，其电流损耗比较大。为了解决该电信号的长距离传输问题，用 4294A
阻抗分析仪对单芯同轴电缆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测试。通过改变电缆的负载电阻，获得了一系列电缆的输入阻抗随频
率的变化曲线。当负载电阻比较小时，在一些特定的频率处，电缆的输入阻抗很大。这时，其电功率传输效率很低。
当负载电阻比较大时，电缆的输入阻抗取极大值的频率位置发生改变。借助于电磁波在电缆负载端的反射和透射特
征，分析了这些实验结果，探讨了这些实验结果对大功率超声电功率传输特征的影响，最后结合实验结果给出了大
功率超声传输电缆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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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high power ultrasonic electrical signal is transmitted via special cable, the power loss is relatively
large. To solve the long distance transmission problem of high power ultrasonic electrical signal, the 4294A impedance
analyzer is used to do a more detailed test for single core cable. By changing the load resistance of the cable, a series of
curves which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of input impedance changing with frequency are obtained. When the load resistance is relatively low, the input impedance of the cable is very high at some specific frequencies. Then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the power is very low. While the load resistance is relatively great, the position of frequency, at which the
input impedance of the cable reaches the maximum, changes. With the aid of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at the load end of the cable, the results of these experiment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experiments on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 power ultrasonic power is discuss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high power ultrasonic transmission cable are
brought out.
Key words: high power ultrasonic; cable; characteristics resistance; input resistance; transmission

0 前 言
在对油井与河道的超声解堵，各种输油管道、
锅炉和化工设备的超声清洗和除垢作业中，需要将
[1-3]
大功率超声 电能量传输到比较远的作业位置。具
有较高频率的大功率超声电能量，在特种传输电缆
[1]
传播 过程具有反射和透射特征。大功率超声作业
[4]
所使用的超声换能器 不但具有容性负载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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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同的换能器其动态阻抗、谐振频率也不同。
通常情况下，大功率超声激发时，需要将激发电信
号的频率调整到换能器的谐振频率。但是，在换能
器的谐振频率处，电缆能否最有效地传输电能量
[5,6]
，如何设计电缆的结构参数和长度来实现最佳电
功率的有效传输，即如何对电缆和换能器进行最佳
匹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文献[7]讨论了电缆损耗；文献[8]分析了电缆对
换能器阻抗的影响；文献[9]则根据信号反射的不同
形式给出了相应的阻抗匹配方法；文献[10]介绍了
时域测试法、史密斯图法和谐振频率法三种测试同
轴电缆的方法；文献[11]则从工程应用出发，介绍
了通过测量单个连接器电压驻波比获得射频同轴
电缆特征阻抗的方法；文献[12]采用边界元法研究

26

声

学

了同轴电缆内导体偏心时的特征阻抗。
文献[13]对不同结构的电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
理论分析。给出了电缆的特征阻抗与电缆结构参数
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且用电磁波的垂直入射和反射
方法给出了电缆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计算公式。本文
用安捷伦 4294A 仪器对电缆的输入阻抗进行针对
性的测试，结果发现：随着频率的增加，电缆的输
入阻抗具有一系列的峰值，在输入阻抗出现峰值的
频率处加电压时，电缆中的电流较小，此时传输效
率将比较低。改变负载电阻，峰值会随之改变。对
于确定的电缆，负载电阻越小，峰值越大；负载电
阻增加时，峰值减小，在电缆的特征阻抗处，输入
阻抗接近平直，其随频率变化较小；当负载电阻逐
渐增加时，输入阻抗随之减小，并随频率的变化变
缓，会在其它频率处出现峰值。

1 实验装置及初步实验结果
实验中所使用的同轴电缆的铜芯半径 a 为 5.88
mm，外铠层的半径 b 为 15.78 mm，长度 l 为 120 m，
绝缘材料为聚乙烯，其相对介电常数为 2.3，则由
文 献 [14] 可 得 此 电 缆 特 征 阻 抗 的 理 论 计 算 值 为
27.85 Ω。
在同轴电缆的一端接上一个滑动变阻器，通过
改变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来模拟不同的负载。电缆的
另外一端接安捷伦 4294A 阻抗分析仪，如图 1 所示，
测量电缆接上负载以后的输入阻抗。图 2 是负载电
阻分别为 1 Ω、30 Ω 以及 100 Ω 时所测量的输入阻
抗实部(R)随频率的变化曲线。从图 2 可以看到：负
载电阻为 1 Ω 时，在频率为 290 kHz 处输入阻抗的
实部取极大值 120 Ω；频率为 600 kHz 时，输入阻抗
的实部比较小，在 10 Ω 左右；在频率为 930 kHz、
1600 kHz 时，输入阻抗同样达到极大值，但是极大
值的峰值较 290 kHz 处小，即随着频率的增加，输
入阻抗的峰值逐步减小。

Fig.1

图 1 实验结构框图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structure

当负载电阻为 100 Ω 时，在频率 290、900、
1600 kHz 处，输入阻抗的实部取极小值 18 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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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负载电阻为 1Ω，30Ω 以及 100Ω 时，电阻变化曲线
Fig.2 The input resistance variation curve of cable when the load
resistance is 1Ω, 30Ω and 100Ω

600、1300、1900 kHz 处，输入阻抗取极大值，在
频率为 0 时输入阻抗最大，即输入阻抗实部的极大
值所处频率位置介于负载电阻为 1 Ω 时输入阻抗的
极大值对应频率位置的中间。第一个极大值是 45 Ω。
当负载电阻为 30 Ω 时，输入电阻曲线随频率
的变化比较小，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入电阻从 39 Ω
以波动形式逐渐减小到 22 Ω。在 1 MHz 的频率内，
输入电阻衰减比较小，输入电阻值在 28 Ω 左右，最
接近理论的特征阻抗值。
图 3 是与图 2 所对应的三种负载阻抗条件下输
入阻抗的虚部(X)随频率的变化规律。在输入阻抗实
部取得峰值的位置，其虚部变化最快，在实部极大
值的两侧，虚部分别取得极大值和极小值。另外，
负载阻抗为 1 Ω 时的输入阻抗虚部曲线与负载阻抗
为 100 Ω 时曲线变化规律完全相反。频率低于 200
kHz 时，负载为 1 Ω 时的输入阻抗的虚部为正；负
载为 100 Ω 时的输入阻抗虚部为负，两条曲线在 280
kHz 位置相交，虚部为 5 Ω。在其他频率处，两条
曲线也相交。

图 3 负载电阻为 1Ω，30Ω 以及 100Ω 时，电抗变化曲线
Fig.3 The input reactance variation curve of cable when the load
resistance is 1Ω, 30Ω and 100Ω

为了进一步确定阻抗的实部取极小值时导纳
的变化特征，实验还对接入负载后的电缆输入导纳
进行了测量。图 4 是导纳实部的测量结果，图 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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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纳虚部的测量结果。与图 2、图 3 类似，导纳的
实部和虚部同样具有明显的峰值。并且，导纳的实
部(G)与虚部(B)随频率的变化规律具有对应关系：
在导纳实部取极大值的两侧，导纳的虚部分别取极
大值和极小值。这些特征与电阻、电感和电容所构
成的二阶网路的频率响应相似。

Fig.6

图 6 不同负载电阻值时，电阻变化曲线
The input resistance variation curve for different load resistances

Fig.7

图 7 不同负载电阻值时，电抗变化曲线
The input reactance variation curve for different load resistances

图 4 负载电阻为 1Ω，30Ω 以及 100Ω 时，电导变化曲线
Fig.4 The input conductance variation curve when the load
resistance is 1Ω, 30Ω and 100Ω

导电发热损耗后给出了电缆的输入阻抗 Zin 计算公
式：
Z cos kl +jZ0 sin kl
Zin =Z0
(1)
Z0 cos kl +jZ sin kl
图 5 负载电阻为 1Ω，30Ω 以及 100Ω 时，电纳变化曲线
Fig.5 The input susceptance variation curve when the load resistance is 1Ω, 30Ω and 100Ω

2 负载阻抗的影响
改变负载电阻从 1 Ω 到 100 Ω，重新测量得到
输入阻抗的实部(R)和虚部(X)随频率的变化规律如
图 6、图 7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负载不同，输
入阻抗曲线的峰值差别很大。即输入阻抗极大值随
负载阻抗改变明显。在 200 kHz 至 400 kHz 之间，
负载阻抗越小，输入阻抗实部和虚部的极大值越
大，在 600 kHz 附近，负载阻抗越大，则输入阻抗
的极大值越大。

3 分析与讨论
由同轴电缆的传输特征和失配时电磁波在电
缆上的反射和透射特征，文献[13]在忽略了电缆的

其中：Z0 是电缆的特征阻抗，由电缆的几何尺寸决
定；Z 是负载阻抗；l 是电缆长度；k 是波数，由频
率 f 和电缆的电磁波传播速度 v 计算得到：
2πf
(2)
k=
v
1
v=
(3)

εε 0 μμ0

取负载电阻 Z 和电缆的特征阻抗 Z0 为实数，对
输入阻抗计算公式进行变换得实部和虚部分别为：

ZR =

ZZ02
Z0 cos kl + Z 2 sin 2 kl

(4)

ZX =

Z02 cos kl sin kl − ZZ0 sin 2 kl
Z 2 cos2 kl + Z02 sin 2 kl

(5)

2

2

当 cos kl =0 时，sin kl =1 ， Z R = Z02 Z ，Z 越小，
输入阻抗的实部 ZR 越大，Z 越大，ZR 越小，与频率
f 为 290、900、1600 kHz 处的曲线峰值变化特征一
致，对应于输入阻抗曲线的极值(该极值的数值随负
载电阻值 Z 的增加而减小，两者成反比例关系)。从
所测量的输入阻抗曲线中取频率为 290 kHz 时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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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阻抗极值得到表 1，其变化曲线如图 8 所示，ZR
和 Z 呈反比例关系减小，用理论值 Z0 为 28 Ω 的曲
线拟合，两者比较接近，这时的 Z0 比较接近电缆本
身的特征阻抗。
Table 1

表 1 不同负载阻抗、不同谐振频率处 ZR 值
The values of ZR for different load resistances and different resonant frequencies

负载阻抗 Z/Ω
1
10
20
30
50
75
100

Fig.8

频率为 290kHz 时的 ZR 值/Ω
123
58
42
30
21
16
14

图 8 谐振频率 300kHz 处，ZR 随 Z 的变化曲线
The curve of Z - ZR when the resonant frequency is 300 kHz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公式(1)给出了电缆主要
特征的描述。不同频率特别是频率比较高时，电缆
电导的影响不能够忽略，公式(1)对电缆的描述精度
降低，特别是输入阻抗和导纳的数值需要通过实验
测量。

4 实验结果的意义
大功率超声的激发频率由实际应用的具体条
件决定。传输不同频率的大功率超声电信号，需要
采用不同结构参数的电缆。上述给出的电缆实验结
果为设计传输电缆、向探头提供大功率电能量提供
了基础。其主要意义有下列几点：
(1) 根据电缆输入阻抗随频率的变化曲线可以
得到电缆的特征阻抗值，不但为电缆特征阻抗的测
量提供了一种新的办法，而且为电缆特征描述提供
了更丰富的实际测量资料和信息。
(2) 电缆的输入阻抗越大，相同电压条件下，
输入到电缆的电流就越小。这样，通过电缆传输的
高频电功率就越小。因此，实验结果中，所用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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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使得输入阻抗对应变大，会引起该电缆传输效
率变低。输入阻抗随频率改变说明电缆对不同频率
的传输效率是不一样的。
(3) 要实现最佳功率的传输，首先要保证换能
器与电缆的阻抗匹配，然后还要保证电源内阻与电
缆的阻抗匹配，在此前提下，选择电缆输入阻抗的
最小值或者电缆输入电导的最大值，这时输入到电
缆的电流比较大，到达负载的电流也相应地比较大。
(4) 电缆输入阻抗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对应的频
率随负载变化，所以，不同的负载不能使用同一根
电缆。当负载相差比较大时，所使用的电缆也会有
较大差别。
(5) 当负载的阻抗与电缆的特征阻抗接近时，
输入阻抗的改变随频率变化较小，所传输的电功率
随频率变化也较小。
(6) 电缆传递电功率受电缆特征阻抗与负载以
及电缆长度与频率的共同约束。设计时应该根据具
体的情况进行折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电缆的特征阻
抗与换能器负载的阻抗接近，这样，频率变化的因
素所起的影响可以降到最小。如果这点不能够实
现，则要考虑电缆长度和换能器的谐振频率，调整
电缆长度使电缆接上换能器及其相关负载以后，电
缆整体的输入阻抗的极小值位于换能器的谐振频
率处。

5 结 论
从上述实验结果及其分析可以得到下列认识
和结论：
(1) 大功率电缆传输的电磁波能量在负载处满
足电磁波反射和透射规律。当负载的阻抗与电缆的
特征阻抗不同时，大部分电能量从负载处被反射回
电缆，在电缆中传播，使电缆的传输效率随电缆长
度和频率改变。
(2) 电磁波在电缆中被多次反射以后导致输入
阻抗或导纳随频率和电缆长度改变，若电缆长度确
定则表现为：电缆的输入阻抗或导纳随频率的增
加，实部有多个极大值、虚部有相应的极大或极小
值与此对应。
(3) 设计电缆结构时，应该根据大功率超声换
能器的动态参数和匹配情况首先确定电缆的负载。
设计电缆结构参数使电缆的特征阻抗与电缆的负
载相等或者接近。
(4) 当电缆确定，电缆特征阻抗不能够改变时，
传输电缆传输的电功率随频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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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该合理设计电缆长度，使大功率超声换
能器的谐振频率位于输入阻抗的极小值位置。
(6) 本文在验证公式(1)结果的基础上，提供了
一种将电缆输入阻抗随频率变化曲线的测量方法。
尽管这种方法较其他方法复杂，但是相对于开路短
路电阻测量方法来讲，可提供有关电缆的更多的有
用信息。

[4]

[5]

6 应 用
将上述结果应用于大功率超声波采油电缆设
计时，由于电缆长度受井深和电导两个因素的制
约，工作中调整了电缆的结构参数，使电缆的特征
阻抗为 26 Ω，与换能器的动态阻抗 24 Ω 比较接近，
并且将电缆导纳随频率的变化曲线的峰值设计到
了换能器的谐振频率处。本实验室在 863 项目中设
计并试制完成了功率容量达到 100 kVA 的装备。采
用 380 V 交流电，直流电压在 600 V 左右，电流最
大容量为 450 A，采用 2 个双封装的 IGBT 管，在油
田投入了现场应用。现场所使用的铠装同轴电缆长
度分别为 4000 m、3390 m 和 2200 m，这些长度是根
据井的深度和油层的位置以及工程安全确定的。超
声频率根据井筒条件(油井半径、套管半径以及水
泥环厚度等)确定的。电缆长度与超声频率各自独
立，均进行折中考虑。现场实验时所使用的上述三
种电缆，其超声频率也各不相同。设计原则是能够
有效地穿过套管井声系统，使超声波能量透射到地
层。现场实验结果显示，传输效率得到了比较大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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