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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

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包括上部单元，下部单

元，牵引系统，信息传输系统。所述上部单元与下

部单元滑动连接，所述上部单元包括上部可变形

板和上部的压电膜，所述上部的压电膜粘接在上

部可变形板上；所述下部单元包括下部可变形板

和下部的压电膜，所述下部的压电膜粘接在下部

可变形板上；上部可变形板和下部可变形板在变

形时产生电压信号，通过数据采集单元传输至信

息传输系统。本发明可以通过监视设备的输出电

压来监视桥墩沉降多少，或者在结构的膨胀缝隙

中发生了多少膨胀或收缩。本发明是自供电并且

可以长时间工作，同时只需要最少的维护就可以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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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上部单元

(1)、下部单元(2)、信息传输系统(8)；所述上部单元(1)与下部单元(2)滑动连接，所述上部

单元(1)包括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上部的压电膜(104)，所述上部的压电膜(104)粘接在上

部可变形板(103)上；所述下部单元(2)包括下部可变形板(203)和下部的压电膜(204)，所

述下部的压电膜(204)粘接在下部可变形板(203)上；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下部可变形板

(203)在变形时产生电压信号，传输至信息传输系统(8)进行数据读取和记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上部单元(1)的上端面安装有上端连接(101)，所述下部单元(2)的下端面安装有

下端连接(201)；所述上端连接(101)和下端连接(201)将所述单元安装在两个平行的表面

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当上端连接(101)和下端连接(201)与两个平行的表面垂直时，可以监测直接位移；当

上端连接(101)和下端连接(201)与两个平行的表面呈倾斜角度时，可以监测剪切位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上部单元包括上部刚性约束(102)；所述上部刚性约束(102)为两块平行的矩形

板，所述上部可变形板(103)安装在两块上部刚性约束(102)之间；所述下部单元包括下部

刚性约束(202)；所述下部刚性约束(202)为两块带有滑动凹槽(208)的平行的矩形板，其滑

动凹槽(208)大小和上部刚性约束(102)适配，所述上部刚性约束(102)插入下部刚性约束

(202)的滑动凹槽(208)中滑动连接；所述下部可变形板(203)安装在两块下部刚性约束

(202)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上层数据采集单元(105)在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上部的压电膜(104)变形时从上部

单元(1)收集和存储电压数据，下部数据采集单元(205)在下部可变形板(203)和下部的压

电膜(204)变形时从下部单元(2)存储电压数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上部单元中除了牵引绳和可变形板的其他部件为上部刚性单元，其具有B型牵引

绳孔(303)和A型牵引绳孔(304)，以允许牵引绳穿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牵引系统(3)包括牵引系统锚点(207)、B型牵引绳(302)、A型牵引绳(301)和牵引绳连

接点(106)，所述牵引系统锚点(207)通过牵引绳连接点(106)连接到上部可变形板(103)；A

型牵引绳(301)一端固定在牵引系统锚点(207)上，另一端穿过牵引绳连接点(106)从上层

数据采集单元(105)一侧进入，从同侧引出，并固定在上层数据采集单元(105)上，起到竖直

方向稳定上部结构的作用；B型牵引绳(302)一端固定在牵引系统锚点(207)上，另一端穿过

牵引绳连接点(106)从上部可变形板(103)竖直方向的一侧进入绕至上部可变形板(103)竖

直方向的另一侧，连接到牵引绳连接点(106)上，起到水平方向稳定结构的作用。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下部可变形板(203)具有四个导杆(206)，导杆(206)插入上部可变形板(103)的

四个导向孔(107)中，以确保上下两个可变形板始终对齐。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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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上部刚性约束(102)上具有向外突出物，以限制位移范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其特征

在于，信息传输系统(8)包括二极管桥(801)、电容器(802)、稳压器(803)、数据记录器(804)

和数据读取器(805)。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下部可变形板(203)通过压电效应产生的电信

号经过二极管桥(801)和电容器(802)起到整流和储存电荷的作用，经过稳压器(803)形成

稳定电压，用以供给数据记录器(804)和数据读取器(805)记录和读取监测数据；信息传输

系统(8)由压电效应产生的电能供电，该设备在其使用寿命内不需要外部电源即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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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结构健康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

供能传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结构健康监测系统是智能民用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健康监测的核心是

使用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对结构损伤进行系统的识别。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利用传感技术来跟

踪和评估可能影响操作、可用性、安全性或可靠性的操作事故、异常现象、劣化或损坏指标

的症状。发展健全的结构健康监测方法以持续监控，获取，验证和分析技术数据以促进生命

周期管理决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许多基于不同原理的结构健康监

测方法被开发出来。这些方法已用于全局和局部损坏监测。整体损伤检测涉及结构的整体

响应，例如振型和结构固有频率的变化。局部损伤检测主要集中在小尺度构件和子构件的

损伤(如裂纹、位移、挠度、沉降)的筛选上。压电设备领域的最新研究表明，压电材料具有使

传感器网络可持续供电的潜力。

[0003] 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建设从大型建筑物到大跨度桥梁的健全基础设施。结构破坏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表面下的膨胀或收缩而产生的裂缝。当建筑物所在的土壤移动时，

上面的结构也会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大型结构(通常跨度超过25m)中会设置伸缩缝的原因。

小规模的扩张通常不会引起注意或受到监控。结构的监视包括在使用能力要求之内监视小

规模的缺陷。膨胀监测在结构健康监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地震和震动多发

地区或底土相当不稳定的地方，例如黏土或积水地区。

[0004] 对板的后屈曲现象和薄板的性能进行的研究，为本发明提供了科学依据。当将板

轴向加载或移动以使其运动被限制在两个刚性约束之间时，其行为类似于蛇在两个平行壁

之间的运动，这种独特的行为称为后屈曲。板的后屈曲可用于从被广泛使用的称为压电膜

的材料中产生低电压。

[0005] 压电材料是在外力作用下机械变形时会产生电压的材料，反过来，当在两端施加

电压时，它也会变形，这种现象被称为压电效应。压电原理已在世界各地的实用传感器和执

行器的开发中得到应用，并且可以针对输出电压进行调整，以使电压与特定变形相关。

[0006] 在本发明中，考虑到上述的差异沉降和结构扩展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结构位

移自供能传感器，其可以用于监测大型结构和桥梁中的扩展间隙，也可以用于监测桥墩的

差异沉降。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可以通过监视设备的输出电压来监视桥墩沉降多少，

或者在结构的膨胀缝隙中发生了多少膨胀或收缩。本发明的创新之处在于该设备是自供能

并且可以长时间工作，同时只需要最少的维护就可以正常工作。该设备具有两个数据收集

和存储单元，用于记录电压事件和时间。这两个单元在受压时收集数据，但是只有一个单元

在受拉时收集数据。通过比较两个收集单元中的电压事件和时间，用户可以检测到发生了

多少位移，以及位移的方向。该设备还具有剪切连接板，以检测剪切位移或膨胀区域中的沉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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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结构健康监测中存在的沉降监测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

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

[0008]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

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上部单元、下部单元、信息传输系统；所述上部单元与下部单元滑

动连接，所述上部单元包括上部可变形板和上部的压电膜，所述上部的压电膜粘接在上部

可变形板上；所述下部单元包括下部可变形板和下部的压电膜，所述下部的压电膜粘接在

下部可变形板上；上部可变形板和下部可变形板()在变形时产生电压信号，传输至信息传

输系统进行数据读取和记录。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上部单元的上端面安装有上端连接，所述下部单元的下端面安装

有下端连接；所述上端连接和下端连接将所述单元安装在两个平行的表面之间，

[0010] 进一步地，当上端连接和下端连接与两个平行的表面垂直时，可以监测直接位移；

当上端连接和下端连接与两个平行的表面呈倾斜角度时，可以监测剪切位移。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上部单元包括上部刚性约束；所述上部刚性约束为两块平行的矩

形板，所述上部可变形板安装在两块上部刚性约束之间；所述下部单元包括下部刚性约束；

所述下部刚性约束为两块带有滑动凹槽的平行的矩形板，其滑动凹槽大小和上部刚性约束

适配，所述上部刚性约束插入下部刚性约束的滑动凹槽中滑动连接；所述下部可变形板()

安装在两块下部刚性约束之间。

[0012] 进一步地，上层数据采集单元在上部可变形板和上部的压电膜()变形时从上部单

元收集和存储电压数据，下部数据采集单元在下部可变形板()和下部的压电膜()变形时

从下部单元存储电压数据。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上部单元中除了牵引绳和可变形板的其他部件为上部刚性单元，

其具有B型牵引绳孔和A型牵引绳孔，以允许牵引绳穿过。

[0014] 进一步地，牵引系统包括牵引系统锚点、B型牵引绳、A型牵引绳和牵引绳连接点，

所述牵引系统锚点通过牵引绳连接点连接到上部可变形板；A型牵引绳一端固定在牵引系

统锚点上，另一端穿过牵引绳连接点从上层数据采集单元一侧进入，从同侧引出，并固定在

上层数据采集单元上，起到竖直方向稳定上部结构的作用；B型牵引绳一端固定在牵引系统

锚点上，另一端穿过牵引绳连接点从上部可变形板竖直方向的一侧进入绕至上部可变形板

竖直方向的另一侧，连接到牵引绳连接点上，起到水平方向稳定结构的作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下部可变形板具有四个导杆，导杆插入上部可变形板的四个导向

孔中，以确保上下两个可变形板始终对齐。

[0016] 进一步地，上部刚性约束上具有向外突出物，以限制位移范围。

[0017] 进一步地，信息传输系统包括二极管桥、电容器、稳压器、数据记录器和数据读取

器。上部可变形板和下部可变形板()通过压电效应产生的电信号经过二极管桥和电容器

起到整流和储存电荷的作用，经过稳压器形成稳定电压，用以供给数据记录器和数据读取

器记录和读取监测数据；信息传输系统由压电效应产生的电能供电，该设备在其使用寿命

内不需要外部电源即可工作。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出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可以通过监视设备的

输出电压来监视桥墩沉降多少，或者在结构的膨胀缝隙中发生了多少膨胀或收缩。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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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之处在于该设备是自供电并且可以长时间工作，同时只需要最少的维护就可以正常

工作。本发明在结构健康监测领域，如用于桥梁和大型结构的膨胀缝隙监测方面具有很大

的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应用场景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工作原理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上部单元的示意图；

[0022] 图4是下部单元的示意图；

[0023] 图5是牵引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可变形板的变形模式的示意图。

[0025] 图7是信息传输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上部单元1；上端连接101；上部刚性约束102；上部可变形板103；上部的压电

膜104；上层数据采集单元105；牵引绳连接点106；导向孔107；下部单元2；下端连接201；下

部刚性约束202；下部可变形板203；下部的压电膜204；下部数据采集单元205；导杆206；牵

引系统锚点207；滑动凹槽208；牵引系统3；A型牵引绳301；B型牵引绳302；B型牵引绳孔303；

A型牵引绳孔304；变形的上部可变形板4；第一上板变形模式401；第二上板变形模式402；变

形的下部可变形板5；第一下板变形模式501；第二下板变形模式502；信息传输系统8；二极

管桥801；电容器802；稳压器803；数据记录器804；数据读取器805。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如图2‑7所示，一种基于后屈曲压电效应的结构位移自供能传感器，包括上部单元

1、下部单元2、牵引系统3和信息传输系统8；所述上部单元1与下部单元2滑动连接；

[0029] 如图3所示，所述上部单元1包括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上部的压电膜104、上层数据

采集单元105和上部刚性约束102；所述上部的压电膜104粘接在上部可变形板103上；

[0030] 所述上部刚性约束102为两块平行的矩形板，所述上部可变形板103安装在两块上

部刚性约束102之间；所述下部单元包括下部刚性约束202；所述下部刚性约束202为两块带

有滑动凹槽208的平行的矩形板，其滑动凹槽208大小和上部刚性约束102适配，所述上部刚

性约束102插入下部刚性约束202的滑动凹槽208中滑动连接；所述下部可变形板203安装在

两块下部刚性约束202之间。

[0031] 如图4所示，所述下部单元2包括下部可变形板203和下部的压电膜204，所述下部

的压电膜204粘接在下部可变形板203上；所述下部可变形板203具有四个导杆206，导杆206

插入上部可变形板103的四个导向孔107中，这种配置可确保两个可变形板在加载条件下始

终对齐。上部刚性约束102上具有向外突出物，以限制位移范围。

[0032] 如图6所示，上层数据采集单元105在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上部的压电膜104变形时

从上部单元1收集和存储电压数据；当处于压缩状态时，上部刚性约束通过滑动凹槽208滑

过下部刚性约束2，从而使上部可变形板103压缩下部可变形板203，上部可变形板103变形

时得到变形的上部可变形板4，具体为：所述上部可变形板103受到较小压缩变形时，可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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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变形状态为第一上板变形模式401；当受到较大的压缩变形时，上部可变形板的变形状

态为第二上板变形模式402。在受到拉力时，下部单元2移离上部单元1，因此借助牵引系统3

向上拉上可变形板103，这导致了如图5所示的变形构型。这时，下部可变形板203未变形。

[0033] 下部数据采集单元205在下部可变形板203和下部的压电膜204变形时从下部单元

2存储电压数据。下部可变形板203变形时得到变形的下部可变形板5，具体为：所述下部可

变形板203受到较小压缩变形时，可变形板的变形状态为第一下板变形模式501；当受到较

大的压缩变形时，可变形板的变形状态为第二下板变形模式502，如图6所示，显示了变形的

三维视图。

[0034] 压电膜牢固地结合到可变形板，使得来自可变形板的变形耦合到压电膜中。压电

膜的这种耦合变形导致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下部可变形板203在变形时产生电压信号，传输

至信息传输系统8进行数据读取和记录。

[0035] 所述上部单元1的上端面安装有上端连接101，所述下部单元2的下端面安装有下

端连接201；所述上端连接101和下端连接201将所述单元安装在两个平行的表面之间；

[0036] 如图2所示，当上端连接101和下端连接201与两个平行的表面垂直时，可以监测直

接位移；当上端连接101和下端连接201与两个平行的表面呈倾斜角度时，可以监测剪切位

移。

[0037] 如图5所示，所述牵引系统3包括牵引系统锚点207、B型牵引绳302、A型牵引绳301

和牵引绳连接点106；所述上部单元中除了牵引绳和可变形板的其他部件为上部刚性单元，

其具有B型牵引绳孔303和A型牵引绳孔304，以允许牵引绳穿过。牵引绳在牵引绳连接点106

的两个点处连接到上部可变形板103。A型牵引绳301穿过上部单元底部的A型牵引绳孔304、

B型牵引绳302穿过上部单元底部的B型牵引绳孔303，并锚定在牵引系统锚点207，形成牵引

系统。所述牵引系统锚点207通过牵引绳连接点106连接到上部可变形板103；A型牵引绳301

一端固定在牵引系统锚点207上，另一端穿过牵引绳连接点106从上层数据采集单元105一

侧进入，从同侧引出，并固定在上层数据采集单元105上，起到竖直方向稳定上部结构的作

用；B型牵引绳302一端固定在牵引系统锚点207上，另一端穿过牵引绳连接点106从上部可

变形板103竖直方向的一侧进入绕至上部可变形板103竖直方向的另一侧，连接到牵引绳连

接点106并固定在上部可变形板103上，起到水平方向稳定结构的作用。

[0038] 如图7所示，所述信息传输系统8包括二极管桥801、电容器802、稳压器803、数据记

录器804和数据读取器805。上部可变形板103和下部可变形板203通过压电效应产生的电信

号经过二极管桥801和电容器802起到整流和储存电荷的作用，经过稳压器803形成稳定电

压，用以供给数据记录器804和数据读取器805记录和读取监测数据；信息传输系统8由压电

效应产生的电能供电，该设备在其使用寿命内不需要外部电源即可工作。

[0039] 图1显示了设备的应用领域。当桥墩由于地基不良而下沉时，上面的平板会改变方

向，这些方向的变化通常在短时间内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变得非常

明显。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定制以使其与所考虑的结构的灵敏度相匹配，从而可以感测到较

小的递减沉降，否则这些沉降将不会被注意到。另一个应用是在桥梁和大型结构的膨胀缝

隙处。桥梁始终承受平移载荷，并且由于其性质每天都会扩展和收缩。可以通过每天或每周

监视膨胀间隙来研究这些膨胀和收缩，通过测量值的变化反映局部损坏的程度，可以迅速

进行验证和维护。大型建筑物也在移动和沉降中。如图1所示，该设备可以位于膨胀间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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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监视节与节之间的相对运动。

[004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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