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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

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包含以下步骤：步骤

S1，建立传感器探头的传递模型；步骤S2，建立初

级放大变压器的传递函数；步骤S3，建立后端仪

用放大电路的传递特性；步骤S4，根据步骤S1，S2

及S3所得到的结果，构建传感器的整体模型。本

发明系统给出了传感器探头模型，变压器模型，

后端放大电路模型及三者构成的传感器全过程

模型。该方法可定量分析出某些设计参数下，传

感器对应的频响特性；也能通过其传递模型，对

传感器中的相关参数进行优化选型设计，对传感

器在实际研制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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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步骤S1，建立传感器探头的传递模型；

所述步骤S1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步骤S11，根据欧姆定律得到导电流体内部的电场强度：

J＝σ(E+V×B)                    (1)

式中J为电流强度，E为电场强度，B为磁感应强度，σ为电导率；当直角坐标系下的磁场

条件为Bx＝0,By＝-B0,Bz＝0，则可得到z轴方向电流强度：

式中ui为下板速度，u为导电流体微元的运动速度，r为O点与下板距离；

步骤S12，计算作用于导电流体微元的电磁力，Fe＝JyBz-JzBy＝B0Jz；

步骤S13，根据哈特曼常数物理意义，计算作用导电流体微团的粘性力；即

Fu为微团的粘性力，M是哈特曼常数， 其中h为导电流体环厚度，η、ρ、v分别为导

电流体的电阻率、密度、运动粘性系数；

步骤S14，根据运动学方程以及流体微元所受的电磁力与粘性力，得到导电流体微团的

运动速度：

式中ρ为导电液体的密度；

步骤S15，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及流体微元的运动速度，得到探头输出电压与角速度的传

递关系：

式中l为导电流体腔高度，rRMS为导电流体环的均方根半径；

步骤S2，建立初级放大变压器的传递函数；

所述步骤S2中，构建变压器的等效电路，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到变压器的传递函数：

式中L1为初级线圈电感，L2为次级线圈电感，L12为初级次级线圈互感，R1为初级线圈的

电阻，R2为次级线圈的电阻，C2为次级线圈的寄生电容；

步骤S3，建立后端仪用放大电路的传递特性；

所述步骤S3中，在传感器响应的频段内将后端仪用放大电路的传递特性作为常值KU；

步骤S4，根据步骤S1，S2及S3所得到的结果，构建传感器的整体模型；

所述步骤S4中，将传感器探头，初级放大变压器与后端仪用放大电路对应的传递函数

综合在一起，得到传感器整体传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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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航天器在轨宽频姿态测量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

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相机成像过程中相机视轴测量精度与带宽不足，将导致图像几何质量下降，影响

卫星无控定位精度。传统测量敏感器可测量0～10Hz以内平台姿态变化情况，而卫星本体及

其附件的结构振动、执行机构运行中的微振动都对应着0.001Hz～500Hz宽频信息。载荷图

像对应几千Hz的数据信息。采用2～1000Hz高带宽角速度传感器，进行卫星高精度姿态抖动

测量，可拓展载荷平台姿态确定带宽及提高姿态确定精度水平。

[0003] 目前高频角振动测量方法有如下几种：(1)利用多线振动传感器组合获得角振动

信息，这种方法需要进行间接计算，传感器数量多，测量精度的提高受限。(2)利用光纤陀螺

测量角振动信息，这种方式精度高，单价格昂贵，不适合民用应用发展。(3)利用磁流体效应

角速度传感器进行振动测量，该类传感器体积小，质量轻，精度高，有广阔民用应用价值，近

几年我国刚刚开展该领域技术研究工作，发展时间相对较短。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该方

法可根据传感器相关设计参数得到传感器整体模型，为传感器幅频特性估计以及传感器参

数优化选型设计奠定基础。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

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06] 步骤S1，建立传感器探头的传递模型；

[0007] 步骤S2，建立初级放大变压器的传递函数；

[0008] 步骤S3，建立后端仪用放大电路的传递特性；

[0009] 步骤S4，根据步骤S1，S2及S3所得到的结果，构建传感器的整体模型。

[0010]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1具体

包含以下步骤：

[0011] 步骤S11，根据欧姆定律得到导电流体内部的电场强度：

[0012] J＝σ(E+V×B)    (1)

[0013] 式中J为电流强度，E为电场强度，B为磁感应强度，σ为电导率；当直角坐标系下的

磁场条件为Bx＝0,By＝-B0,Bz＝0，则可得到z轴方向电流强度：

[0014]

[0015] 式中ui为下板速度，u为导电流体微元的运动速度，r为O点与下板距离；

[0016] 步骤S12，计算作用于导电流体微元的电磁力，Fe＝JyBz-JzBy＝B0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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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步骤S13，根据哈特曼常数物理意义，计算作用导电流体微团的粘性力；

[0018] 即 Fu为微团的粘性力，M是哈特曼常数， 其中h为导电流体

环厚度，η、ρ、v分别为导电流体的电阻率、密度、运动粘性系数；

[0019] 步骤S14，根据运动学方程以及流体微元所受的电磁力与粘性力，得到导电流体微

团的运动速度：

[0020]

[0021] 式中ρ为导电液体的密度；

[0022] 步骤S15，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及流体微元的运动速度，得到探头输出电压与角速度

的传递关系：

[0023]

[0024] 式中l为导电流体腔高度，rRMS为导电流体环的均方根半径。

[0025]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2中，构

建变压器的等效电路，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到变压器的传递函数：

[0026]

[0027] 式中L1为初级线圈电感，L2为次级线圈电感，L12为初级次级线圈互感，R1为初级线

圈的电阻，R2为次级线圈的电阻，C2为次级线圈的寄生电容。

[0028]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速率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3中，在

传感器响应的频段内将后端仪用放大电路的传递特性作为常值KU。

[0029]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4中，将

传感器探头，初级放大变压器与后端仪用放大电路对应的传递函数综合在一起，得到传感

器整体传递模型：

[0030]

[0031] 式中：

[0032]

[0033]

[0034]

[0035] 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提供了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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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方法，系统给出了传感器探头模型，变压器模型，后端放大电路模型及三者构成的传感

器全过程模型。该方法可定量分析出某些设计参数下，传感器对应的频响特性；也能通过其

传递模型，对传感器中的相关参数进行优化选型设计，对传感器在实际研制过程中起到指

导作用。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的流程图；

[0037] 图2为传感器探头中导电流体流动等效模型示意图；

[0038] 图3为变压器的等效电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发明，并不是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004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

包含以下步骤：

[0041] 步骤S1，建立传感器探头的传递模型；

[0042] 步骤S2，建立初级放大变压器的传递函数；

[0043] 步骤S3，建立后端仪用放大电路的传递特性；

[0044] 步骤S4，根据步骤S1，S2及S3所得到的结果，构建传感器的整体模型。

[0045]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1具体

包含以下步骤：

[0046] 步骤S11，根据欧姆定律得到导电流体内部的电场强度：

[0047] J＝σ(E+V×B)    (1)

[0048] 式中J为电流强度，E为电场强度，B为磁感应强度，σ为电导率；当直角坐标系下的

磁场条件为Bx＝0,By＝-B0,Bz＝0，则可得到z轴方向电流强度：

[0049]

[0050] 式中ui为下板速度，u为导电流体微元的运动速度，r为O点与下板距离，如图2所

示；

[0051] 步骤S12，计算作用于导电流体微元的电磁力，Fe＝JyBz-JzBy＝B0Jz；

[0052] 步骤S13，根据哈特曼常数物理意义，计算作用导电流体微团的粘性力；

[0053] 即 Fu为微团的粘性力，M是哈特曼常数， 其中h为导电流体

环厚度，η、ρ、v分别为导电流体的电阻率、密度、运动粘性系数；

[0054] 步骤S14，根据运动学方程以及流体微元所受的电磁力与粘性力，得到导电流体微

团的运动速度：

[0055]

[0056] 式中ρ为导电液体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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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步骤S15，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及流体微元的运动速度，得到探头输出电压与角速度

的传递关系：

[0058]

[0059] 式中l为导电流体腔高度，rRMS为导电流体环的均方根半径。

[0060] 故传感器探头的传递函数G1(s)为

[0061]

[0062] 式中：

[0063] B0：垂直于导电流体环柱的磁场强度，设为0.24T；

[0064] l：切割导线cd的长度(即环形容腔的高度)，设为16.6mm；

[0065] rRMS：导电流体环的均方根半径，设为9.9mm；

[0066] h：导电流体环的厚度，设为1.4mm；

[0067] ν：运动粘性系数 设为7.5×10-8m2/s；

[0068] M：哈特曼数，度量磁力和粘性力的比值，数值设为10.74。

[0069] 由式(7)可得探头传递函数为比例环节K1、一个微分s和一个惯性环节 的串联

组合。此外，磁场强度B0、导电流体高度l、导电流体环的均方根半径rRMS、哈特曼数M、导电流

体的运动粘性系数ν的数值决定了参数K1，即为幅频特性曲线的高度；哈特曼数M、导电流体

的厚度h、导电流体的运动粘性系数ν决定了幅频特性曲线的交接频率

[0070] 将上面的参数的数值代入公式(7)中，可得到探头部分的传递特性为：

[0071]

[0072] 交接频率

[0073]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2中，构

建变压器的等效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到变压器的传递函数：

[0074]

[0075] 式中L1为初级线圈电感，L2为次级线圈电感，L12为初级次级线圈互感，R1为初级线

圈的电阻，R2为次级线圈的电阻，C2为次级线圈的寄生电容。

[0076] 根据变压器模型可对变压器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及磁芯材料进行优化选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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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速率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3中，在

传感器响应的频段内将后端仪用放大电路的传递特性作为常值KU。通过调整后端仪用放大

电路增益KU，将角速度传感器设置成合适比例系数。

[0078] 上述的基于磁流体动力学效应的角速度传感器建模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4中，将

传感器探头，初级放大变压器与后端仪用放大电路对应的传递函数综合在一起，得到传感

器整体传递模型：

[0079]

[0080] 式中：

[0081]

[0082]

[0083]

[0084] 综上所述，本发明系统给出了传感器探头模型，变压器模型，后端放大电路模型及

三者构成的传感器全过程模型。该方法可定量分析出某些设计参数下，传感器对应的频响

特性；也能通过其传递模型，对传感器中的相关参数进行优化选型设计，对传感器在实际研

制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

[0085] 尽管本发明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识到上述的

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内容后，对于本发明的

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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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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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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