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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桥的压强传感器，压强测量系统以及

压强测量方法属于传感器领域、压强测量领域。

在很多行业都需要测量压强或者压强的差值。现

有测量压强的技术有待进一步更新。压强传感

器，容器由绝缘材料制成，容器内设有一个弹性

膜制成的气腔，压强测量系统，包括惠斯通电桥，

压强测量方法，是基于压强测量系统进行。本发

明能够方便的测量压强或者压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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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强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采用的压强传感器包括无盖的长方体容器，容器由绝缘

材料制成，容器内设有一个弹性膜制成的气腔，气腔底部和容器底面固定连接，气腔向容器

顶部拱起，气腔在容器底面居中设置，容器顶部设有由弹性材料制成的感压膜，球形导电颗

粒填充于感压膜与气腔之间，且填充满，容器的两个相对内表面贴敷导电层，两个接线端分

别电性连接这两个导电层；感压膜贴敷有弹性网，弹性网的位置居中设置，有两根以上的弹

性绳连接弹性网和容器底面，且弹性绳相对于容器底面的中心对称设置；所述系统包括惠

斯通电桥，所述惠斯通电桥为：R1和R2串联作为一个支路，R3和R4串联作为另一个支路，这

两个支路并联，还包括检流计，  R1、R2为能够获悉其阻值数值的可变电阻构成，R3、R4的两

个接线端就是所述压强传感器的两个接线端。

2.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强测量系统的压强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步，让

R3的感压膜和第一流体接触，让R4的感压膜和第二流体接触，第二步，第一流体产生的压强

导致R3的感压膜形变，继而导致R3的气腔发生形变，于是R3的阻值发生变化；第二流体产生

的压强导致R4的感压膜形变，继而导致R4的气腔发生形变，于是R4的阻值发生变化；第三

步，通过检流计指针的偏转方向以及偏转角度，获悉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的压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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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桥的压强传感器，压强测量系统以及压强测量方法

[0001] 本分案申请的原案是发明申请，原案申请号是2019103251269，发明名称是压强传

感器、压强测量系统以及压强测量方法，申请日是2019年4月22日。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传感器领域、压强测量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气体、液体统称为流体，针对流体压强的测量是流体物理性质的重要参数。

[0004] 在很多行业都需要测量压强或者压强的差值。

[0005] 测量压强实质上是测量压强的差值，因为即使是一个流体的压强，其本质还是和

一个标准数值的比对。

[0006] 现有测量压强的技术有待进一步更新。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出一种压强传感器、压强测量系统以及压强测量方法，1，压强传感器，包

括无盖的长方体容器，其特征是：容器由绝缘材料制成，容器内设有一个弹性膜制成的气

腔，气腔底部和容器底面固定连接，气腔向容器顶部拱起，气腔在容器底面居中设置，容器

顶部设有由弹性材料制成的感压膜，球形导电颗粒填充于感压膜与气腔之间，容器的两个

相对内表面贴敷导电层，两个接线端分别电性连接这两个导电层。

[0008] ，如上述1所述的压强传感器，其特征是：感压膜贴敷有弹性网，弹性网的位置居中

设置，有两根以上的弹性绳连接弹性网和容器底面，且弹性绳相对于容器底面的中心对称

设置。

[0009] ，压强测量系统，包括惠斯通电桥，所述惠斯通电桥：R1和R2串联作为一个支路，R3

和R4串联作为另一个支路，这两个支路并联，还包括检流计，其特征是：R1、R2为能够获悉其

阻值数值的可变电阻构成，R3和R4为上述1所述的压强传感器，R3和R4的两个接线端就是上

述1所述的两个接线端。

[0010] ，压强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强测量方法基于上述3所述的压强测量系统，

其步骤是：

[0011] 第一步，让R3的感压膜和第一流体接触，让R4的感压膜和第二流体接触，第二步，

第一流体产生的压强导致R3的感压膜形变，继而导致R3的气腔发生形变，于是R3的阻值发

生变化；

[0012] 第二流体产生的压强导致R4的感压膜形变，继而导致R4的气腔发生形变，于是R4

的阻值发生变化；

[0013] 第三步，通过检流计指针的偏转方向以及偏转角度，获悉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的

压强关系。

[0014] 本发明能够方便的测量压强或者压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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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电路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局部俯视图。

[0019] 图中：1，容器；11，第一导电层；12，第二导电层；21，第一接线端；22，第二接线端；

3，球形导电颗粒；4，感压膜；5，气腔；41，弹性网；42，弹性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见图1，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图中展示了压强传感器，包括无盖的长方体容

器1，容器1由绝缘材料制成，容器1由刚性材料制成，刚性材料，指的是形变能够忽略不计的

材料，比如由厚度1cm的亚克力板制成容器1，容器1内设有一个弹性膜制成的气腔5，弹性膜

优选橡胶膜，比如制造气球用的橡胶膜，气腔5底部和容器1底面固定连接，特别强调的是，

气腔5底部和容器1底面固定连接对于提高测量准确度非常重要，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使

相同压强的情况下，球形导电颗粒3的分布相同，从而确保电阻相同，这是本发明的发明点

之一，也就是说气腔5底部和容器1底面固定连接这个技术特征其解决的技术问题、达到的

技术效果是现有技术没有给出启示的。气腔5向容器1顶部拱起，气腔5在容器1底面居中设

置，容器1顶部设有由弹性材料制成的感压膜4，感压膜4用于感受待测流体的压强，弹性材

料优选橡胶，感压膜4受到压力会向容器1内部形变，继而压迫气腔5形变，该过程导致球形

导电颗粒3重新分布。球形导电颗粒3填充于感压膜4与气腔5之间，容器1的两个相对内表面

贴敷导电层，两个接线端分别电性连接这两个导电层。球形导电颗粒3优选直径1‑3mm的导

电物，球形导电颗粒3优选由金属制得，并且球形导电颗粒3由同一种材料制成，并且球形导

电颗粒3的直径相同。球形导电颗粒3由同一种材料制成，并且球形导电颗粒3的直径相同这

是确保测量准确的必要条件。

[0021] 第一导电层11和第二导电层12统称为导电层，导电层优选导电性能良好的材料制

成，例如导电层是铜箔，或者银箔，金箔固然更好，但是，金箔价格较高。导电层和球形导电

颗粒3接触，形成电性连接，当然，导电层不是和每个球形导电颗粒3都接触。

[0022] 球形导电颗粒3填充于感压膜4与气腔5之间，这句话的意思还包括：感压膜4和气

腔5之间填充满球形导电颗粒3，这个填充是满的，而不是填充一部分，当然，任何人都可以

理解，既然是球形导电颗粒3的形状是球形，肯定不是所有空间都被占据。假设球形导电颗

粒3的直径为d，那么，在感压膜4和气腔5之间，不存在边长为d的立方体区域内无球形导电

颗粒3。

[0023] 球形导电颗粒3的另一个技术效果是易于重新分布，基于形变测量电阻通常采用

粉末，粉末有时候很难形变，这给测量带来极大误差，所以，球形导电颗粒3不仅仅是为了导

电，还为了形变。

[0024] 本传感器的原理：第一接线端21和第二接线端22之间存在电阻，测量电阻属于现

有技术，并且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这两个接线端之间的电阻由球形导电颗粒3的分布决定，

而球形导体颗粒的分布由感压膜4受到的压强决定。那为什么要设置气腔5呢,设置气腔5能

够大范围的改变球形导电颗粒3的分布，从而提高测量精度，并且气腔5的存在使得制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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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变的容易：在感压膜4和气腔5之间允许气体存在。现有测量流体压强的装置，其内部

的压强被严格控制，那么，生产现有传感器的时候，为了严格控制内部压强，需要消耗大量

生产成本。另外，现有传感器随着岁月流逝，内部压强有少许改变，导致传感器很难被标定，

本发明的气腔5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但允许气体存在，而且对气体的压强不需要严格控制，

同时，易于标定传感器。

[0025] 为了容易看清楚附图，本说明书附图绘制的球形导电颗粒3被明显放大了。

[0026] 为了进一步缩小测量误差的方差，参见图3和图4，感压膜4贴敷有弹性网41，弹性

网41优选橡胶制成，弹性网41的位置居中设置，有两根以上的弹性绳42连接弹性网41和容

器1底面，且弹性绳42相对于容器1底面的中心对称设置。弹性网41的位置居中设置，这里的

居中，指的是：弹性网41距离长方形两个相对侧面的距离相等。容器1底面的中心，指的是：

容器1底面对角线的交点。

[0027] 本领域技术人员看了本说明书以后，能够知晓，弹性网41应该对称分布网格，以免

形变的时候发生形变量不对称的情况。

[0028] 弹性绳42具有两端，一端连接弹性网41，一端连接容器1的底面。

[0029] 弹性网41和弹性绳42的设置，使得感压膜4在受到相同压强的时候，第一接线端21

和第二接线端22的电阻测量误差大大减小。其原因是感压膜4的中部区域因为弹性网41的

存在会导致感压膜4中部区域强度较大，在形变的时候，呈形变变化率较小的方式发生变

形，于是可以在更长的路径形成电阻的变化，这样可以减小电阻变化的偶然误差。弹性网41

和弹性绳42的设置，其解决的技术问题和达到的技术效果，是现有技术没有启示的，这是本

发明的重要发明点之一。

[0030] 参见附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压强测量系统的电路图，压强测量系统包括惠斯通电

桥，惠斯通电桥(又称单臂电桥)是一种可以精确测量电阻的仪器。通用的惠斯通电桥电阻

R1，R2，R3，R4叫做电桥的四个臂，G为检流计，用以检查它所在的支路有无电流以及电流方

向和大小。

[0031] 当G无电流通过时，称电桥达到平衡。平衡时，四个臂的阻值满足一个简单的关系，

利用这一关系就可测量电阻。这属于现有技术。即使电桥没有达到平衡，若知晓足够物理数

据，根据G的指针偏转方向和偏转角度，仍然可以测量电阻。

[0032] 惠斯通电桥是由四个电阻组成的电桥电路，这四个电阻分别叫做电桥的桥臂，惠

斯通电桥利用电阻的变化来测量物理量的变化，单片机采集可变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处

理，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物理量的变化，是一种精度很高的测量方式。

[0033] 所述惠斯通电桥：R1和R2串联作为一个支路，R3和R4串联作为另一个支路，这两个

支路并联，还包括检流计，其特征是：R1、R2为能够获悉其阻值数值的可变电阻构成，R3和R4

为本发明所述的压强传感器，R3和R4的两个接线端就是上述压强传感器的两个接线端。

[0034] 和R2优选电阻箱，电阻箱是能够获悉电阻数值的可变电阻。

[0035] 压强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强测量方法基于本发明所述压强测量系统进

行的，其步骤是：

[0036] 第一步，让R3的感压膜4和第一流体接触，让R4的感压膜4和第二流体接触，这里的

接触，指的是让R3感压膜4受到的压强和和第一流体自身的压强相同，R4感压膜4受到的压

强和和第二流体自身的压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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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第二步，第一流体产生的压强导致R3的感压膜4形变，继而导致R3的气腔5发生形

变，于是R3的阻值发生变化；当然，内部承装的球形导电颗粒3位置分布发生了变化。

[0038] 第二流体产生的压强导致R4的感压膜4形变，继而导致R4的气腔5发生形变，于是

R4的阻值发生变化；当然，内部承装的球形导电颗粒3位置分布发生了变化。

[0039] 第三步，通过检流计指针的偏转方向以及偏转角度，获悉第一流体和第二流体的

压强关系。

[0040] 通常测量液体压强的传感器仅仅能测量液体的压强，而不能测量气体的压强；通

常测量气体压强的传感器仅仅能测量气体的压强，而不能测量液体的压强。本发明不仅能

测量气体的压强，而且能测量液体的压强，且R3测量液体压强的同时R4测量气体的压强。

[0041] 在实际生产中，有时候，仅仅需要知晓两个流体之间的压强差，那么，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看了本说明书以后，很容易通过设置R1和R2的阻值，然后获悉两个流体之间的压强

差。

[0042] 如果需要获悉一种流体的压强，那么可以把R3和待测流体接触，R4和已知压强的

流体接触，就可以实现对待测流体的压强测量。

[0043]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知晓，为了获悉精确的数值，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把本发明和

已知压强的流体比对，确定检流计指针的偏转角度，从而确定压强的数值。

[0044] 本发明结构简单，用途广泛，能够测量液体、气体压强并且具有易于标定、测量精

准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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