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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研究了声障板对圆柱换能器轴向波束抑制特性。利用有限元仿真方法建立了带轴向反声障板的圆柱形换
能器的水中模型，通过改变障板距离圆柱形换能器的相对距离、直径等参数，探索了障板对圆柱形换能器轴向波束
的抑制效果，并实际制作了带轴向障板的圆柱形换能器。结果表明：有限元仿真计算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吻合较好，
利用障板技术可以有效地抑制圆柱换能器轴向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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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xial beam suppression technique for baffled
cylindrical trans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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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xial beam sup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acoustic barrier plate for cylindrical transducer are
introduced. The model of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an axial barrier in water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method. By changing the diameter of the baffle and its relativ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the suppression effect of the baffle on the axial beam of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is discussed. And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an axial barrier plate has been developed. It is shown that the results of FEM simula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and that the axial acoustic pressure of cylindrical transducer can be effectively suppressed by using barrier technique.
Key words: baffle plat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ratio of radial to axial level in directivity pattern

离效果 ，其湖上试验图及测试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其障板尺寸较大，适用于外形尺寸不受限
的情况。声障板的作用效果如图 1(b)所示，图中使
用障板后接收换能器径轴比可达到 15 dB。
[5]

0 引 言1

边发边收技术可以在发射强干扰的同时测量
寻的信号的频率，从而控制发射频率自动跟踪寻的
频率的变化，使发射功率集中于较窄的频带，增强
干扰效果。为了实现边收边发的功能 ，要求收、
发换能器系统具有良好的声隔离性能。除了拉大收
/发换能器之间的距离提高声隔离效果以外，在设
计换能器时，可采用有效的反声障板结构 设计增
大换能器垂直方向性的径轴比，从而提高收、发换
能器之间的隔离效果。
国外针对边发边收系统的声隔离效果有一些
研究，瑞典的 GUSTAVSSON 利用在收、发换能器
之间放置声障板的方式，通过对圆柱形发射和接收
换能器垂直波束径轴比的抑制，获得了一定的声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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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发边收声隔离系统 (b) 带障板水听器的指向性图
图 1 瑞典制作的边发边收声隔离系统及带障板水听器
的指向性图

(a)

[5]

Fig.1 The Sweden made acoustic isolation system (a) and the
directivity pattern of the hydrophone with baffle (b) [5]

本文在探索圆柱换能器端部无源材料对其垂
直波束轴向径轴比的影响规律 的基础上，进一步
研究反声障板安装在换能器轴向时对圆柱换能器
径轴比的影响。
[6]

王敏慧等：声障板对圆柱换能器轴向波束抑制技术研究

第4期

477

1 障板结构设计

带轴向障板的圆柱换能器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
示，障板采用防水、隔热、保温、阻燃性能较好的
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声反射系数约为 0.9。本文
主要借助有限元的理论计算，获得不同障板状态下
的换能器垂直方向性，通过调节反声障板到圆柱换
能器的距离 d 和障板的直径 D，探索障板对圆柱换
图 3 带障板圆柱换能器的仿真声场
能器垂直波束径轴比影响的规律，从而指导工程应
Fig.3 Simulated sound field of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用。在不同的空间约束下选择合适的距离和尺寸，
with baffle
获得最佳的垂直波束径轴比。障板的仿真数据与实 选 择 d=0 mm ， d=25 mm(λ/4) ， d=50 mm(λ/2) ，
际制作的带轴向障板的换能器实物的试验数据吻 d=75 mm(3λ/4)，d=100 mm(λ)，分析频率为 15 kHz
合较好，在工程应用中具有实用价值。
时，障板安装距离 d 对圆柱换能器垂直波束径轴比
的影响。指向性图仿真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带障板的圆柱换能器结构示意图

2
Fig.2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baffle

2 有限元计算仿真

本文采用有限元软件对带反声障板的圆柱换
15 kHz 仿真指向性
能器进行整体建模分析。在仿真模型中涉及的材料 图 4 不同障板安装距离作用下圆柱换能器
图
(障板直径为 200 mm)
有压电陶瓷、金属材料和障板材料等。其中压电陶 Fig.4 Simulated directivity patterns of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different baffle installation distances at 15 kHz (the
瓷选用 PZT-4；金属盖板选用铝，其杨氏模量为
baffle diameter is 200 mm)
70 GPa，泊松比为 0.33，密度为 2 700 kg.m ；反声
不同障板距离 d 作用下圆柱换能器垂直方向的
障板材料选用硬质泡沫，其密度为 290 kg.m 。换
能器的主要有功器件由 3 个径向极化的陶瓷圆管并 −3 dB 垂直开角和径轴比数据如表 1 所示。
联组成，圆管直径为 50 mm，厚度为 2 mm，高度 表 1 不同障板安装距离作用下圆柱换能器仿真垂直方向性
(障板直径为 200 mm)
为 20 mm，加入无源去耦材料和盖板后，换能器整 Table 1对比表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vertical directivity of the
体高度约为 90 mm。图 3 为带障板的圆柱换能器在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different baffle installation distances (the baffle diameter is 200 mm)
频率为 15 kHz 时的仿真声场，其中反声障板厚度
h=10 mm ，直径 D=200 mm ，障板安装距离 d=
d/mm
θ (°) 0°径轴比/dB 180°径轴比/dB
50 mm(λ/2)。以下仿真数据均针对频率 f=15 kHz，
无障板 /
78
6.0
4.0
λ=100 mm 时的指向性图进行研究分析。
0
50
12.2
9.5
25
39
14.0
−1.0
2.1 径轴比与障板安装距离 d 的关系
有障板 50
66
11.2
16.4
硬质聚氨酯泡沫反声障板厚度 h=10 mm，直径
75
66
9.7
−1.4
100
60
10.1
20.0
D=200 mm，调节障板到换能器轴向端面的距离 d，
-3

-3

-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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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图 4 并对比表 1 中的数据可知：
(1) 圆柱换能器未安装反声障板时，其垂直方
向−3 dB 开角为 78°，0°方向和 180°方向的径轴比分
别为 6.0 dB 和 4.0 dB，两个方向径轴比的差别是由
于在 180°方向上换能器电缆的影响造成的，仿真模
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将反声障板安装在圆柱换能器
一端(0°位置)后，圆柱换能器垂直方向−3 dB 开角均
受到障板的影响而变小；在 d=λ/4 时，开角最小，为
39°。由此可知，用障板抑制径轴比的同时，减小了
垂直开角，这个现象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要兼顾考虑。
(2) 5 种曲线在安装障板的轴向 0°位置均有小的
凸起。当 d=λ/4 时，障板对轴向的径轴比抑制为最大
14 dB，其他距离可获得约 10 dB 的径轴比，且径轴
比与距离的变化没有特别的规律。由于障板安装在
换能器的近场，陶瓷圆管在振动时不能简单地视为
理想的点声源进行分析处理，障板反声后的声场较
为复杂，这种凸起现象是由于散射声场叠加造成的。
(3) 在换能器未安装障板的 180°位置，当 d=λ/4
和 d=3λ/4 时轴向声压最大，与水平径向声压相当；
当 d=λ/2 和 d=λ 时出现凹点，且凹点的大小随障板距
离的增大而增大，当 d=λ 时，径轴比最大，为 20 dB。
由此可知，在圆柱换能器的轴向一端安装反声障板
时，对轴向另一端的径轴比有较明显的影响。
2.2 径轴比与障板直径 D 的关系
硬质聚氨酯泡沫反声障板厚度 h=10 mm，取相
对 距 离 d=50 mm ， 通 过 调 节 障 板 直 径 D ，
D=50 mm(λ/2) ， D=100 mm(λ) ， D=150 mm(3λ/2) ，
D=200 mm(2λ) ， D=250 mm(5λ/2) ， 研 究 频 率 为
15 kHz 时，障板直径 D 对圆柱换能器垂直波束径
轴比的影响。指向性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2019

年

不同直径 D 的障板作用下圆柱换能器垂直方
向的−3 dB 垂直开角和径轴比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障板直径作用下圆柱换能器仿真垂直方向性对比表
(障板安装距离为 50 mm)
Table 2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vertical directivity of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different baffle diameters
(the baffle installation distance is 50 mm)

无障板
有障板

D/mm
/
50
100
150
200
250

θ-3dB(°)
78
72
77
68
66
68

径轴比/dB

0°

6.0
6.9
8.1
10.1
11.2
12.0

径轴比/dB

180°

4.0
8.4
12.0
22.0
16.4
8.4

参照图 5 中的方向性曲线，对比表 2 中的数据
可知：
(1) 当 d=50 mm，改变障板直径 D 时，换能器
垂直方向的−3 dB 开角比未安装障板时变小，垂直
开角随障板直径的变化不大。
(2) 随着 D 的增大，障板对轴向 0°位置的轴向
声压的抑制效果逐渐增强，径轴比由 6.9 dB 增大到
12 dB，如图 6 所示。
(3) 在换能器未安装障板的 180°位置，出现了
径轴比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当 D=3λ/2 时，垂直
波束径轴比达到最大值 22 dB，如图 6 所示。

图 6 不同直径障板作用下圆柱换能器指向性图的径轴比
(蓝线指 0° 轴，红线指 180° 轴)

Fig.6 The ratio of radial to axial level in the directivity pattern
of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different baffle diameters (the blue line for the axis of 0° and the red line for
the axis of 180°)

3 实验测试

图 5 不同直径障板作用下圆柱换能器 15 kHz 时仿真指向性
图(障板安装距离为 50 mm)

Fig.5 Simulated directivity patterns of the cylindrical transducer
with different baffle diameters at 15 kHz (the baffle installlation distance is 50 mm)

依据仿真结果，选取径轴比最佳的障板安装距
离 d=50 mm 和直径 D=150 mm 进行试验验证，实
际制作了厚度 h=10 mm 的硬质聚氨酯泡沫反声障
板，障板表面进行水密封装涂覆处理，涂覆层厚度
小于 0.5 mm，将障板与圆柱换能器进行组合安装。
安装轴向障板的圆柱换能器实物图如图 7 所示。
在消声水池中利用脉冲法测量了带障板圆柱
换能器的指向性曲线，将仿真数据与消声水池的实

第4期

王敏慧等：声障板对圆柱换能器轴向波束抑制技术研究

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知，仿真结果与实际测试结果基本一
致，略有不同是由于实际材料参数与仿真模型中使
用的材料参数有所差别造成的，另外安装障板的螺
杆也会对径轴比的测试数据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试
验测试，在 15 kHz 时，在圆柱换能器的轴向 0°位
置安装反声障板，在换能器轴向 180°的位置获得
20 dB 的垂直波束径轴比。实测在未安装障板时，
15 kHz 主波束发射电压响应为 138.5 dB；安装障板
后为 140.6 dB。由此可知，在 15 kHz 时，障板对轴
向波束有较好的抑制效果，且使得主波束发射电压
响应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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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对带障板的圆柱换能器进行了仿真计算，
探索反声障板到圆柱换能器的距离 d 和障板直径 D
对圆柱换能器垂直波束径轴比的影响规律。仿真结
果与实际测试结果基本一致。
依据仿真和实验结论，使用反声系数为 0.9 的
聚氨酯泡沫障板，当障板距离圆柱换能器边缘
d=50 mm，障板直径 D=150 mm 时，在 15 kHz 频率
可以获得 20 dB 的垂直波束径轴比，且在障板作用
下主波束发射电压响应略有增加。
通常在圆柱换能器的轴向安装障板时，认为障
板对安装障板的一侧声压有抑制和减弱的效果，然
而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发现，在圆柱形换能器轴向
安装障板的另一侧获得了更好的径轴比，这一发现
对工程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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