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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MSOL 连铸坯壳测厚横波 EMAT 优化
(

王志春，袁 伟
内蒙古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10)

摘要：为了研究电磁超声传感器(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EMAT)横波测量连铸坯壳厚度的机理及横波在
连铸坯中的传播情况，选取坯壳厚度为 10～50 mm 的 Q235 小方坯为研究对象，利用有限元软件 COMSOL 建立脉冲
电磁铁和螺旋线圈的电磁超声模型，分析在不同 EMAT 结构参数下，连铸坯中电磁场、力场、声场的分布规律。研
究结果表明：脉冲电磁铁和螺旋线圈组成的 EMAT 能够在连铸坯壳集肤层激发出超声波横波。脉冲电磁铁空心螺线
管线圈匝数、内半径、线圈导线半径对换能效率的影响依次减小，且当脉冲电磁铁内半径尺寸大于螺旋线圈尺寸时，
产生横波的效率最高。坯壳厚度越小，螺旋线圈最优激励频率越大，测量精度越高，信号衰减越快。因此，坯壳厚
度为 10～50 mm 的 Q235 小方坯选择 1.1 MHz 为最佳激励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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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OR based shear wave EMAT optimization for thickness
measurement of continuous casting shell
WANG Zhi-chun, YUAN Wei
(College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and propagation of the shear wave generated by EMAT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 in continuous casting shell, the Q235 billet with shell thickness of 10 50 mm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lectromagnetic ultrasonic model of pulsed electromagnet and spiral coi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COMSOL. The distributions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force field and sound field in continuous
casting slab under different EMAT parameter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AT made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ulse electromagnet and the spiral coil can excite the ultrasonic shear wave in continuous casting shell. The effects
of the coil winding number, inner radius, and radius of coils on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decrease in turn. When the radius
of the pulse electromagnet is larger than the size of the spiral coil, the efficiency of generating transverse wave is the
highest. The smaller the thickness of the shell causes the higher the optimal excitation frequency, the higher the precision
and the faster the attenuation. The frequency of 1.1 MHz is chosen as the optimum excitation frequency for the Q235
billet with the shell thickness of 10 50 mm.
Key words: continuous casting shell; electromagnetic acoustic transducer; transverse wave; thickness measurement;
finite el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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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法需要耦合剂的缺点 ，又满足了大范围坯壳厚
1
度的测量要求。本文主要研究连铸小方坯 Q235 坯
0 引 言
壳厚度的电磁超声横波法在线检测。由于被测体温
对坯壳厚度进行实时监测在连铸生产过程中 度高达 800℃以上，目前国内电磁超声横波在高温
有着重大的意义。传统的射钉法和电涡流法无法满 环境中进行厚度测量的研究尚未有报道 。
超声波横波和纵波都可用于厚度的测量，横波
足无损检测和测量范围的需求。电磁超声法是通过
电磁耦合的方法在试件内激发超声波，既克服了超 的速度为纵波的一半左右，在同一频率下横波的测
量精度是纵波的两倍 。在小方坯 Q235 连铸生产
过程中，根据拉速、过热度的不同，坯壳厚度在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10～50 mm 之间 。本文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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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波测连铸凝固坯壳厚度 EMAT 进行优化，进而指
导连铸坯壳电磁超声横波测厚仪的研制。

2 EMAT 有限元建模

1 EMAT 的换能机制以及其数学模型

2.1

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脉冲电磁铁、螺旋
线圈、连铸坯被测试件。图 1 为其结构示意图。
EMAT

年

被测对象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电磁超声法测量结晶器下连铸
Q235 钢的坯壳厚度，根据其材料特性以及相关研
究 ，将其分为固态区、液态区、固液两相区。由
于超声波横波只在固态中传播，所以本文将被测试
件分为两层，固态区一层，液态区和两相区一层，
分别探讨超声波在其中的传播情况。在连铸过程
中，即使是铁磁性钢种，在高于其居里点的温度下，
磁矩重新排列，对外显示顺磁性，故文中只考虑洛
伦兹力机制下的 EMAT 。
2.2 参数化建模
利用 COMSOL 有限元仿真软件对横波测量连
铸坯壳厚度进行二维多物理场仿真分析，其中包括
EMAT 横波的发射和接收。其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主要包括：空气域、螺旋线圈、脉冲电磁铁、被测
试件。
[6]

[2]

图 三维

结构示意图

1
EMAT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3D EMAT structure

当永磁铁处于高温下，会失去磁性或工作点偏
移较大，导致无法工作，因此，本文使用无铁芯的
空心螺线管作为脉冲电磁铁来代替永磁体产生静
态磁场。根据电磁学相关理论 ，通过式(1)可计算
出空芯螺线管底面中心位置沿轴线的磁感应强度：
[5]

Be =

µ0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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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

r1 + r12 + l 2

ln
2

(1)

其中， µ 为空气磁导率；I 为通入螺线管电流(A)；
r 为空芯螺线管内半径(mm)； r 为空芯螺线管外半
径(mm)；D 为线圈导线半径(mm)；l 为螺线管高度
(mm)。
通过 B 可以推断出被测试件内静磁场强度
B 。螺旋线圈中的脉冲激励在被测试件集肤深度中
产生高频感应电流 J，并在周围空间中产生与频率
相同的动态磁场 B 。 B 和感应电流 J 相互作用产
生洛伦兹力 F ，同理也会产生洛伦兹力 F 。这两
种力共同构成体力 F，在被测试件中产生超声波。
超声波产生具体过程表示为：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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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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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Fs + Fd = J × Be + J × Bd

(2)
2

µ∇×(∇×u) − (λ + 2µ )∇(∇⋅u) +σ

∂u
=F
∂t 2

(3)

式中： λ 和 µ 为梅拉常数( µ 又称剪切模量)；u 为
被测试件内质点的位移矢量；σ 为材料的密度。超
声波的接收即为上述的逆过程。

图 二维实体建模示意图

2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2D entity modeling

该模型使磁场、固体力学、压力声学物理场相
互耦合，并使用手动网格剖分、瞬态求解类型、广
义 α 计算方法进行运算。最后进行参数化扫描、参
数优化等步骤进行后处理。设置 EMAT 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实体建模待优化参数设置

1
Table 1 Entity modeling to optimize parameter setting

项目
脉冲电磁铁激励电流 I /A
脉冲电磁铁内半径 r /mm
脉冲电磁铁匝数/N
脉冲电磁铁线圈导线半径 D/mm
螺旋线圈激励频率 f /MHz
螺旋线圈线半径 R /mm
1

参数值
100
9
600
1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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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参数均为定量。被测试件连铸坯壳模型宽
为 200 mm，每层高为 30 mm。在高温下，引起超
声波横波速度减小的主要原因是杨氏模量的改变，
密度和泊松比看做常量 。密度为 7 860 kg.m ，泊
松比为 0.28，杨氏模量为 4 494.1 MPa(800～1 300℃
多点求平均值 )。线圈模型匝数为 15，提离为 0.5
mm，线间距为 0.1 mm，激励线圈函数为 tone-test
信号，信号周期数为 8，峰值为 100 A。
2.3 模型验证及分析
选择合适的网格划分和计算步长，通过计算可
得出坯壳为 30 mm 时不同时刻横波在连铸坯中的
传播情况。
由图 3 可知，超声波在坯壳表面产生，并向下
传播，超声波传播、衰减趋势与理论一致，验证了
模型的正确性。但当超声波到达底面后，能量变得
不集中，向四周发散，且在两相区和液相区有较强
的纵波穿透，说明洛伦兹力 y 分量远远大于 x 分量。
[7]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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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匝数 N、线圈导线半径 D 以及螺线管内半径 r
的取值范围：N 为 300～1000，D 为 1～2 mm，r 为
2~14 mm。通过正交分析法，取 3 组等距变化的参
数值进行组合实验，取出最优参数。线圈结构参数
正交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1

1

表 线圈结构参数正交实验结果数据表

2
Table 2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ata table of coil structure
parameters

序号

N

1
2
3
4
5
6
7
8
9

300
300
300
600
600
600
900
900
900

D
/mm
1.0
1.5
2.0
1.0
1.5
2.0
1.0
1.5
2.0

r1
/mm
2
8
14
8
14
2
14
2
8

B/T

Fx /(107N·m-3)

1.191 5
1.085 5
2.905 1
2.109 3
5.801 8
2.389 4
8.726 6
3.584 2
3.217 9

2.351 1
1.725 8
3.283 2
3.451 8
6.566 5
4.702 3
9.949 8
7.536 7
5.177 8

由于磁场强度直接决定 F 的大小，故分别计算
表 2 中 N、D、r ，在相同条件下各参数取不同值时，
F 的平均值如图 4 所示。根据图 4 和正交实验结果
分析可知，对 F 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分别为：匝数
N、内半径 r 、线圈导线半径 D。产生的磁场强度 B
与空芯螺线管线圈匝数 N、内半径 r 成正比，且不
同的 r ，螺旋线圈正下方磁场方向不同。当 r 等于
图 优化前超声波在试件内传播情况
螺旋线圈半径时，洛伦兹力 y 分量最大，当 r 大于
螺旋线圈半径时，洛伦兹力 x 分量最大。因此，本
此现象与脉冲电磁铁、螺旋线圈的参数密切相 文定义脉冲电磁铁最佳参数为：N=900，r =14 mm，
关，因此对 EMAT 的结构参数进行优化是非常必要 D=1 mm。
的。
x

1

x

x

1

1

1

3
Fig.3 Ultrasonic wave propagation in the specimen before
optimization

1
1

1

3 EMAT 的优化设计

根据 EMAT 的结构特点，本文对脉冲电磁铁和
螺旋线圈分别进行优化。
3.1 脉冲电磁铁的优化
传统 EMAT 是通过永磁铁来产生静态磁场，静
态磁场越大，成本越大。一般在被测试件表面产生
0.8 T 的静态磁场即可 。由式(1)可得，通入空心螺
线管的电流和结构参数决定着脉冲电磁铁产生磁
场的大小。仅应用磁场强度 B 不足以作为选择最优
参数的依据，而应该配合螺旋线圈所产生的感应电
流来共同决定，即洛伦兹力 x 分量 F 。
3.1.1 线圈结构尺寸的优化
根据脉冲电磁铁的常用规格和工艺参数，确定
[9]

x

(a)

图4

(b)

随参数 、 、 的变化趋势图

(c)

Fx
N D r1
Fig.4 Variation trends of Fx with the parameters of N, D and r1

线圈激励的优化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电磁铁，脉冲电磁铁最大的
优点就是在开始工作的瞬间可以建立起需要的磁
场，持续相应时间后迅速消失。本文中线圈的激励
信号是一个方波。确定线圈匝数、线圈导线半径等
参数后，通过控制电流的大小控制磁场强度 B。
由图 5 可知，磁通密度模和洛伦兹力均随着线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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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磁通密度模和洛伦茲力随脉冲电磁线圈激励电流的变化

5
Fig.5 The variation trends of excitation current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of pulse electromagnet coil

圈激励的增大而增大，且洛伦兹力的增大速度更
快。考虑到成本和安全问题，本文选择两条线的交
汇处，即脉冲电磁铁激励电流选择 190 A 即可。
3.2 螺旋线圈优化
感应电流密度和激励频率分别是决定信号强
度和信号衰减的重要因素。通过正交分析法得出提
离距离、线圈线半径、线间距对感应电流密度的影
响程度依次减小 。提离距离越小，收到的回波的
信号越大，所以在保证安全和相应工艺要求的情况
下，尽量减少提离距离，而线间距又与线圈激励频
率有关，因此，只需要对线圈导线半径和激励频率
进行优化。
3.2.1 螺旋线圈线半径的优化
根据被测试件的要求，使用钨丝来绕制螺旋线
圈以防止高温对线圈的影响。选择线圈正下方被测
试件集肤表层内任意一点的坐标(4 mm，−0.1 mm)，
观察该点感应电流的密度随线圈导线半径 R 的变化
趋势。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随着 R 的增大，感应电流
密度先增大后减小。当 R 为 0.3 mm 时，感应电流
密度达到最大值，该值处有利于增强换能效率，增
强回波幅值。因此，本文选择 R 为 0.3 mm 的线圈
为螺旋线圈。
3.2.2 螺旋线圈激励频率的优化
超声波的波长决定着超声波的衰减程度。频率
越大，衰减越快，但精度越高。所以根据被测试件
的物性特点，选择最佳激励频率。连铸小方坯的坯
壳厚度在 10～50 mm 左右。如果要增强回波信号，
必须增强激励信号，减少衰减。图 7 为当连铸坯壳
厚度为 30 mm 时，线圈正下方被测试件集肤表层内
任意一点坐标(10 mm，−0.1 mm)处不同频率下的感
应电流密度和洛伦兹力的大小。

2018

年

图 感应电流密度随线圈线半径的变化

6
Fig.6 Variation of induced current density with coil radius

[10]

图 感应电流密度随激励频率的变化

7
Fig.7 Variation of induced current density with excitation frequency

由图 7 可知，线圈激励频率对感应电流和洛伦
兹力的大小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只考虑衰减情况。
并且可以看出洛伦兹力 x 分量远远大于洛伦兹力 y
分量，更加证实了模型的正确性，确定所激发的波
型为横波。
超声波频率越小，衰减越小，接收信号越大，
但是同时回波信号的干扰也越大。所以要想选出最
佳激励频率，不能仅依靠回波信号的幅值大小，必
须依靠信号的实时传播情况。图 8 和图 9 为线圈正
下方被测试件集肤表层内任意一点坐标(8 mm，
−0.1 mm)的实时振动情况。激发时质点的振动幅度
是由脉冲电磁铁和线圈激励共同决定的，待超声波
向下传播时，超声波产生叠加，导致了回波强度大
于激发超声波强度的假象。超声波激发过程中产生
横波和一小部分纵波。由横波和纵波的传播速度可
知，位移信号较小的为纵波回波，位移信号较大的
为横波回波。
由图 8 可得，当坯壳厚度为 50 mm 时，从接收
信号的位移分布来看，最佳激励频率为 0.9 MHz；
当厚度为 30 mm 时，最佳激励频率为 1.1 MHz。而
当坯壳厚度为 10 mm 时，由于厚度较薄，激励频率
为 0.7～1.5 MHz 时，波形出现叠加或杂乱现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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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频率下质点位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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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7 1.5 MHz
Fig.8 Particle displacements at the frequencies of 0.7 1.5 MHz

～

播情况。由图 10 可知，超声波在坯壳表面产生，
并垂直向下传播，横波到达固液分界面后立即返
回，纵波继续向两相区传播。但优化后纵波的声强
方向明显减小。

图

频率下质点位移情况

9 2.1 MHz
Fig.9 Particle displacement at the frequency of 2.1 MHz

图

优化后超声波在试件内传播情况

10
Fig.10 Ultrasonic wave propagation in the specimen after optimization

至 2.1 MHz，方可清晰地观察到信号回波，如图 9
所示，但信号衰较快。由此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 4 结 论
相等的情况下，频率和厚度具有一定的关系，厚度
越小，最佳激励频率越大，衰减越快。综合考虑，
脉冲电磁铁和螺旋线圈相组合产生的 EMAT，
选择中间频率 1.1 MHz。
有效地在连铸坯壳内激发出超声波横波，并伴随着
通过仿真优化，最终确定优化后的参数并保持 微小的纵波。
其他参数不变，得出不同时刻连铸坯中超声波的传
脉冲电磁铁空心螺线管线圈匝数 N、内半径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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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导线半径 D 对换能效率的影响依次减小。当内
半径 r 大于螺旋线圈半径时，产生横波的效率最
高。磁场强度、洛伦兹力与匝数成正比，与线圈导
线半径成反比。脉冲电磁铁空心螺线管最优参数：
N 为 900，r 为 14 mm，D 为 1 mm。
(3) 螺旋线圈激励频率的大小，几乎不影响坯
壳表面感应电流和洛仑兹力的大小，但改变信号的
衰减情况。当坯壳厚度越小时，最佳激励频率越高，
精度越大，衰减越快。经过综合考虑，坯壳厚度为
10～50 mm 的 Q235 小方坯选择 1.1 MHz 为最佳的
激励频率。
本文旨在优化传感器，使传感器用于连铸小方
坯测厚，以提高灵敏度，减少误差。高温对超声波
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后续将经过试验，对温漂等
影响进行修正。横波 EMAT 在连铸小方坯测厚方面
有重要意义，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对其进行不断的探
究与改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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