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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回波声频法在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
脱空检测中的应用

唐小冬，罗技明，陈宇朋

（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现阶段板式无砟轨道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已成为我国高铁轨道技术的主流，但受施工及

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容易出现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与自密实混凝土调整层层间脱空等问题。现有

可行的检测方法较少，且无法高效准确地找出脱空位置。基于高铁线下层状结构，采用冲击回波

声频法采集信号，最大熵值法频谱分析方法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分析，提取冲击弹性波在轨道板层

间传递过程中的反射能量特征，实现对轨道板脱空的有无及位置的辨识，同时介绍了信号接收装

置使用音频传感器相对于传统加速度传感器的优势，以及验证了冲击回波声频法在轨道板脱空检

测实际应用中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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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ＣＲＴＳⅢ型板式无砟轨道总体结构方案为带挡肩的

新型单元板式无砟轨道结构，主要由钢轨、扣件、预制轨

道板、配筋的自密实混凝土（自流平混凝土调整层）、限

位挡台、中间隔离层（土工布）和钢筋混凝土底座等部分

组成［１］。

ＣＲＴＳⅢ型板在施工过程中预制轨道板与调整层间

的结合程度是施工中主要控制指标之一。然而，在施工

过程中，自密实混凝土与上面的轨道板之间容易出现大

气泡、疏松等问题。而在运营过程中，由于温度应力、施

工不良等原因，自密实混凝土与轨道板之间则容易产生

脱空等问题，导致列车高速运行时存在安全隐患［２］。因

此，用一种可靠且高效的检测手段检测轨道板与调整层

之间是否存在脱空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然而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应用是２０１０年底才正式定

型，目前国内轨道板脱空检测相关研究为数不多。２０１１

年，魏祥龙［３］等通过探地雷达选择９００Ｍ天线检测出了

道床板与支承间脱空和道床板的混凝土缺陷。２０１５年，

李军［４］使用探地雷达法对无砟轨道支承层底部存在的

缺陷进行了检测，并在缺陷处理后对缺陷处理效果进行

了检测。２０１５年，杨鸿凯［５］等利用弹性波法，通过分析

波形能量比、卓越频谱比的变化，评价了预设轨道板与

支承层、支承层与路基间的脱空病害。２０１５年，张春

毅［６］等通过瞬态机械阻抗法，从导纳频谱曲线变化、平

均导纳值分析识别出轨道板底支撑情况，可以对脱空的



存在进行检测。２０１６年，廖红建［７］等通过探地雷达正演

模拟和现场验证测试，很好的识别了ＣＡ砂浆填充状态。

２０１７年，杨勇［８］通过探地雷达检测技术，建立了钢筋下

部空洞病害回波模型，讨论了电磁波波速特征和目标回

波方向性特征提取算法，提出了基于方向滤波器的 ＣＡ

砂浆层空洞病害检测识别体系。２０１８年，武思思［９］通过

分析冲击荷载作用下的无砟轨道板振动响应特征，用支

持向量机建立了脱空类别损伤检测辨识模型，实现了脱

空类别的辨识。

尽管高铁轨道板病害相关研究开展了多年，但是还

缺乏一种较成熟的Ⅲ型板脱空检测技术。现有轨道板

脱空检测技术大多基于探地雷达技术，由于Ⅲ型板钢筋

分布密集，探地雷达测试信号受钢筋影响大，信号分析

难度大，在Ⅲ型板脱空检测中应用少。基于冲击弹性波

的轨道板脱空检测技术近年来应用相对较多，工程实践

也表明冲击弹性波是一种针对Ⅲ型板脱空或离缝检测

较为理想的媒介［１０］。

基于冲击弹性波的轨道板脱空检测方法冲击回波

法［１１］（ＩＥ），该方法对材料的力学性能敏感，受混凝土内

钢筋的影响较小，能准确的反映出出轨道板有无脱空以

及脱空的位置。由于冲击回波法是单点式采集数据且

要求传感器与被测结构物良好接触，因此其测试效率受

到了限制。为了提高效率以及精确性，对信号采集端进

行了研究，提出冲击回波声频法（Ｉｍｐａｃｔ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ｃｈｏ

ｍｅｔｈｏｄ，ＩＡＥ）这一新技术，弥补了冲击回波法的不足，能

有效提高轨道板脱空检测的测试效率，通过前期实际应

用和验证，证明冲击回波声频法在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脱

空检测中具有高效率和高可靠性。

１ 冲击回波声频法原理及测试方法

１１ 冲击回波声频法原理

冲击回波法以冲击弹性波为媒介，利用弹性波在被

测结构物中多次反射特性，通过频谱分析方法来确定被

测结构的材质、厚度及缺陷。

冲击回波声频法是在弹性波冲击回波法和打声

法［１２］基础上研发的，基于声频的非接触、移动式的工程

无损检测方法。该方法是对被测结构的测试部位激振

并诱发振动以及声响，通过广频域、高指向拾音装置拾

取该声音信号，并通过差分处理计算空气柱［１３］的

加速度。

空气柱基本方程：

ρ（ｘ，ｔ）
ｔ

＝－
ｘ
［ρ（ｘ，ｔ）ｖ（ｘ，ｔ）］ （１）

其中，ρ（ｘ，ｔ）、ｖ（ｘ，ｔ）分别为该当位置、时间的密度和流

速。

由于气体的流速很小，可以表示为静止气体密度 ρ０

和变化量ρ′（ｘ，ｔ）之和：

ρ（ｘ，ｔ）＝ρ０＋ρ′（ｘ，ｔ） （２）

据此，式（１）可以简化为：

ρ′（ｘ，ｔ）
ｔ

＝－ρ０
ｖ（ｘ，ｔ）
ｘ

（３）

由于气体的密度变化会导致压力 Ｐ和体积 Ｖ的变

化，因此引入压缩率κ来表述：

κ＝－１Ｖ
ｄＶ
ｄＰ＝－

１
ρ
ｄρ
ｄＰ （４）

κ的倒数即为空气的压缩模量。同样，压力的变化

也可以表示为静止气体压力与变化量之和：

Ｐ（ｘ，ｔ）＝Ｐ０＋Ｐ′（ｘ，ｔ） （５）

据此，可得：

ρ′（ｘ，ｔ）＝κρ０Ｐ′（ｘ，ｔ） （６）

忽略２次项后，空气柱的加速度ａ由下式确定：

ａ＝ｖ（ｘ，ｔ）
ｔ

＋ｖ（ｘ，ｔ）ｖ（ｘ，ｔ）
ｘ

（７）

由于该加速度与被测结构表面的加速度有密切的

相关性，因此分析该加速度信号即可达到快速、准确了

解测试结构内部情况的目的。

１２ 冲击回波声频法测试方法

冲击回波声频法与冲击回波法测试方法相同，均是

利用轨道板、调整层本身材质的特性以及机械阻抗的差

异，用传感器及激振装置在轨道板表层进行信号的激发

和接收。

图１ 轨道板脱空检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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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弹性波在介质面的透过与反射

通过机械阻抗差异，可计算反射率Ｒ：

Ｒ＝ Ｚ１－Ｚ２
Ｚ１＋Ｚ２ （８）

当轨道板与调整层间有脱空或泡沫层时，相当于存

在一个空气夹层，轨道板与空气的阻抗差异较大，故大

部分弹性波信号会在该脱空或泡沫层区域发生反射；当

轨道板与调整层结合程度很好时，Ⅲ型轨道板为Ｃ６０混

凝土，弹性模量３６ＧＰａ，自密实混凝土为Ｃ４０混凝土，弹

性模量３０ＧＰａ左右，两者阻抗差异较小，大部分信号将

穿过调整层继续沿底座板向下传播，而少部分弹性波信

号则在轨道板与调整层界面发生反射，但反射的弹性波

信号成分较少。

将测试信号使用高分辨率频谱处理方法 ＭＥＭ［１４］

（最大熵值法）进行分析处理，提取出反射信号［１５］，再通

过信息成像技术根据反射信号的位置及强弱，输出直观

的彩色平面结果图，结果图中的暖色调区域表示该区域

轨道板存在脱空，冷色调区域表示轨道板无脱空。

图３ 轨道板脱空检测结果示意图

同时引入脱空指数，假设健全部位的脱空指数符合

正态分布，其期望值（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分别为 Ｓ和

σｓ，则对于某一测试的脱空指数 Ｓｉ，根据其与期望值之

间的距离Ｌｉ：

Ｌｉ＝
Ｓｉ－Ｓ
σＳ

（９）

根据Ｌｉ和分位点α，即作为脱空与否的参考判定基准。

跟冲击回波法相比较，冲击回波声频法不同之处在

于采用音频传感器。冲击回波法采用传统的加速度传

感器，需要将传感器固定在被测结构物表面，测试时受

测试表面的状态（有浮浆、灰尘、砂砾等）影响，同时冲击

回波法是单点式采集，其效率相对较低。而冲击回波声

频法采用音频传感器，不必接触被测结构物表面，还可

以移动式连续采集数据［１６］。

２ 冲击回波声频法相比冲击回波法优势

理论分析

　　冲击回波声频法检测与冲击回波法检测的对象均

遵循介质中弹性波的传播规律，测试的也是表面质点的

振动特性。不同之处在于传感器耦合方式，以及系统的

共振特性。

２１ 非接触式耦合

冲击回波法是通过拾振传感器与被测结构物直接

接触或者耦合剂耦合接触等方式接收测试信号，不同的

耦合方式对固有频率［１７］有明显的影响。

图４ 不同耦合接触方式对固有频率的影响

图５ 声频拾取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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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音器到结构面这段空气柱的第ｋ阶固有频率ｆｋ计

算如下：

ｆｋ ＝
ｋ

２Ｌ κρ槡 ０

（１０）

式中ρ０为静止气体密度；Ｌ为气柱长度；κ为压缩率。

冲击回波声频法不再沿用传统的信号接收方式，改

用非接触式测试。因此其固有频谱特性不会改变，这不

仅避免了接触式测试产生的误差，而且可用于移动测

试，有利于提高测试精度及效率。

２２ 无系统共振

常用的加速度传感器如图４所示，有明显的固有频率

峰值，而拾音器的频谱上一般没有明显的共振峰值（图６），

这减少了传感器固有频率对数据处理频谱分析时的干扰。

图６ 麦克风频谱曲线

２３ ＰＰＲ材料测试对比试验

对室内ＰＰＲ材料进行了对比测试，如图７所示。本

次测试分别采用Ｓ３１ＳＣ传感器及声频装置进行测试，对

其频谱图进行了对比。

图７ ＰＰＲ材料被测对象

分别采用传统加速度传感器与音频传感器对 ＰＰＲ

材料进行了对比测试，结果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声

频测试方法对ＰＰＲ测试频谱分析时，传感器固有频率干

扰小，且能较清晰识别底部反射信号；接触式耦合的加

速度传感器测试频谱分析时，传感器固有频率干扰很

大，几乎掩盖了底部反射信号。

可见，在此条件下，ＩＡＥ法的分析品质优于ＩＥ法。

表１ ＰＰＲ材料测试频谱分析结果对比表

３ 冲击回波声频法在Ⅲ型轨道板脱空检测

中的应用研究

３１ 现场检测对象

本次测试对象是在建的郑阜高铁 ＣＲＴＳⅢ型板，如

图８所示。轨道板和调整层已施工完成但还未铺轨，板

的尺寸为 ４９６（或者 ５６０）ｍ×２５ｍ×０２ｍ（长 ×

宽×高）。在不同的里程段共随机测试了２７４块板，主

要测试自密实混凝土与轨道板的结合情况，并对测试结

果中部分脱空占比较高的板进行了揭板验证。

图８ 测试对象照片

３２ 两种方法检测效率对比

现场对两种方法进行了对比，声频检测装置有轮式

和支撑式，本次测试采用支撑式。测点布置及检测装置

分别如图９、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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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测点布置示意图

图１０ 两种ＩＡＥ检测装置示意图

表２ 检测效率对比结果

方　法 检测数量 耗时／分钟

冲击回波法测试用时 １４４个测点 ２０

冲击回波声频法测试用时 １４４个测点 １２

　　同一组检测人员检测相同数量的测点，使用冲击回

波法检测耗时大概２０分钟，采用冲击回波声频法检测

耗时大概１０分钟，后者由于音频传感器是非接触式耦

合，不受测点表面平整度影响，可连续采集，因此更省时

间，测试效率更高。

３３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可靠性对比及揭板验证

检测结果的平面成像及现场揭板验证如图１１～１４

所示：

图１１ ２０３＃－右４板冲击回波法测试结果图

图１２ ２０３＃－右４板冲击回波声频法测试结果图

　　从图１２中可以看出，相同阈值参数下，冲击回波声

频法对轨道板脱空区域反射的能量更强，颜色更暖，表

明对轨道板脱空更加敏感。

平面结果图１１～１３中黑色标记框内为凿开区域，

红色标记圈内为验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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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２０３＃－右４板测试结果缺陷区域图

图１４ ２０３＃－右４板揭板验证照片

３４ 检测结果分析

在检测结果分析时，根据已建立的判定基准来判断被

测对象是否存在脱空。此次共检测了２７４块板，其中明显

脱空面积占整板面积比例在２％以下（小于２％）的１７４块

板，２％～５％的有６７块板，５％ ～１０％的有２３块板，１０％

以上（大于等于１０％）的有１０块板，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检测结果统计柱状图

对部分脱空面积超过２％的板进行了揭板验证。揭

板结果表明，自密实混凝土与轨道板结合面上，和图１３

中对应的地方，红色区域因存在离缝脱空，冲击弹性波

绝大部分在分界面反射回来而呈现红色；蓝色区域层间

结合较好无脱空，只有部分工艺性小气孔，冲击弹性波

绝大部分在分界面透射过去而呈现蓝色；绿色（浅黄色）

区域存在泡沫层或气孔较多，冲击弹性波大部分在分界

面透射过去，少部分反射回来而呈现绿色（浅黄色）。

通过两种方法测试对比及揭板验证，冲击回波声频

法提高了检测效率，同时检测结果更趋于实际，可靠性

也有相应提升。

４ 结 论

（１）轨道板脱空是无砟轨道 ＣＲＴＳⅢ型板目前普遍

存在的一种病害，严重时危及行车安全。而基于冲击回

波声频法的轨道板脱空无损检测技术，该方法能直观、

高效、准确地检测出轨道板与调整层之间的有无脱空以

及脱空位置。

（２）冲击回波声频法在Ⅲ型板脱空检测中应用时，

用拾音器替换了加速度传感器，采用非接触式耦合方

式，与已有的冲击回波法相比较，不但避免了传感器固

有频率对测试结果频谱分析时的干扰，对脱空也更加敏

感，在测试精度和测试效率上都有提高。

（３）通过现场的应用及验证表明，冲击回波声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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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与调整层间结合质量的提高，保

障行车安全，同时，也有利于推进高速铁路中Ⅲ型板脱空

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质量控制标准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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