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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及阀装置

(57)摘要

一种传感器及阀装置，所述传感器包括：调

理芯片和压力感测元件。调理芯片包括压力信号

输入端、压力信号输出端、及电源输入端，压力感

测元件与压力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传感器还包

括电源连接端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电源连接

端与电源输入端电性连接，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

与压力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传感器包括金属外

壳和第一电容，第一电容包括第一极板和第二极

板。第一极板与电源连接端电性连接，且第一极

板与电源输入端电性连接，第二极板与金属外壳

电性连接，从而降低了突波高压电压对调理芯片

的损坏风险，提高了传感器及阀装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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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调理芯片和压力感测元件，所述调理芯片包括压力

信号输入端、压力信号输出端、及电源输入端，所述压力感测元件与压力信号输入端电性连

接，所述传感器还包括电源连接端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所述电源连接端与电源输入端

电性连接，所述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与压力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电源连接端和压力

信号输出连接端用于与传感器的外部电路电性连接，其中，所述传感器还包括金属外壳和

第一电容，所述第一电容包括第一极板和第二极板，所述第一极板与电源连接端电性连接，

且所述第一极板与电源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第二极板与金属外壳电性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调理芯片包括电源输出端，所述传感

器还包括接地连接端和第二电容，所述接地连接端和电源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第二电容

包括第三极板和第四极板，所述第三极板与电源输出端电性连接，且所述第三极板与接地

连接端电性连接，所述第四极板与金属外壳电性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信号输入端包括第一压力信号输

入端和第二压力信号输入端，所述压力感测元件包括第一信号端、第二信号端及第一接地

端，所述第一信号端与第一压力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第二信号端与第二压力信号输

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第一接地端与电源输出端电性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信号输出端包括第一压力信号输

出端和第二压力信号输出端，所述传感器还包括第一电阻和第二电阻，所述第一电阻与第

一压力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第二电阻与第二压力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第一电

阻和第二电阻并联于压力信号输出端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之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还包括第一电感和第二电感，

所述第一电感电性连接于电源输入端和电源连接端之间，所述第一电阻和第二电阻并联后

与第二电感串联，所述第二电感与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电性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还包括温度感测元件、第三电

阻和温度信号连接端，所述温度感测元件和压力感测元件均至少有部分位于金属外壳的内

部，所述第三电阻和温度感测元件串联于电源连接端和电源输出端之间，所述传感器包括

四导电路径，所述四导电路径一端电性连接于第三电阻和温度感测元件之间，所述四导电

路径的另一端电性连接温度信号连接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感测元件为热敏电阻，所述传感

器包括第三电容，所述第三电容与温度感测元件并联设置，所述第三电容包括第五极板和

第六极板，所述第五极板电性连接温度信号连接端，所述第六极板电性连接电源输出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输出端包括第一电源输出端、第

二电源输出端及第三电源输出端，所述第一电源输出端和第二电源输出端并联，所述第一

电源输出端串联有第四电容，所述第三电源输出端串联有第五电容。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包括电路板和多个导电端子，

所述调理芯片、压力感测元件、第一电容通过电路板上的导电路径电性连接，所述多个导电

端子包括接地端子、电源端子、压力信号端子和温度信号端子，所述接地端子与接地连接端

电性连接，所述电源端子与电源连接端电性连接，所述压力信号端子与压力信号输出连接

端电性连接，所述温度信号端子与温度信号连接端电性连接；

所述压力感测元件为陶瓷电容压力感测元件，或者，所述压力感测元件为微机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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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

10.一种阀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传感器，所述传感器

包括流道，所述阀装置还包括阀体和阀芯部，所述阀芯部与所述阀体相固定，所述阀体设有

孔道，所述阀芯部能够控制所述孔道的通断，所述传感器与所述阀体相固定，所述传感器的

流道与所述阀体的孔道连通，所述金属外壳与阀体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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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及阀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测量装置及流体控制装置，尤其涉及一种传感器及阀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相关技术中的传感器设置于阀装置，用于检测流入阀装置内制冷剂的压力和/或

温度。传感器包括：调理芯片和压力感测元件，调理芯片包括压力信号输入端、压力信号输

出端、及电源输入端，所述压力感测元件与压力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传感器还包括电源连

接端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电源连接端与电源输入端电性连接，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与

压力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在一些情况下电源连接端会有意外的高压突波电压，例如供电

系统遭遇雷击产生的高压电压等情形时，突波高压电压会经过电源连接端输入到调理芯

片，会对调理芯片造成损坏，导致传感器不能工作，安全性能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安全性较高的传感器。

[0004] 本申请提供一种传感器，其包括：调理芯片和压力感测元件，所述调理芯片包括压

力信号输入端、压力信号输出端、及电源输入端，所述压力感测元件与压力信号输入端电性

连接，所述传感器还包括电源连接端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所述电源连接端与电源输入

端电性连接，所述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与压力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电源连接端和压

力信号输出连接端用于与传感器的外部电路电性连接，其中，所述传感器还包括金属外壳

和第一电容，所述第一电容包括第一极板和第二极板，所述第一极板与电源连接端电性连

接，且所述第一极板与电源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第二极板与金属外壳电性连接。

[0005] 相较于相关技术，本申请设有第一电容，第一电容的两个极板分别与电源连接端

和金属外壳电性连接，电源连接端的突波高压电压可以通过第一电容直接导接至金属外

壳，金属外壳可以导大地，降低了突波高压电压对调理芯片的损坏风险，提高了传感器的安

全性。

[0006] 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安全性较高的阀装置。

[0007] 本申请提供一种阀装置，其包括上述的传感器，所述传感器包括流道所述阀装置

还包括阀体和阀芯部，所述阀芯部与所述阀体相固定，所述阀体设有孔道，所述阀芯部能够

控制所述孔道的通断，所述传感器与所述阀体相固定，所述传感器的流道与所述孔道流体

连通，所述金属外壳与阀体电性连接。

[0008] 相较于相关技术，本申请设有第一电容，第一电容的两个极板分别与电源连接端

和金属外壳电性连接，电源连接端的突波高压电压可以通过第一电容直接导接至金属外

壳，金属外壳与阀体电性连接，可以通过阀体导大地，降低了突波高压电压对调理芯片的损

坏风险，提高了阀装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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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申请传感器第一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10] 图2是如图1所示传感器另一角度的立体示意图。

[0011] 图3是如图1所示传感器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12] 图4是如图3所示传感器的另一视角立体分解示意图。

[0013] 图5是如图4所示传感器的进一步分解示意图。

[0014] 图6是如图3所示传感器的进一步分解示意图。

[0015] 图7是如图5所示传感器的进一步分解示意图。

[0016] 图8是如图6所示传感器的进一步分解示意图。

[0017] 图9是如图1所示传感器的立体剖视示意图。

[0018] 图10是如图1所示传感器的剖视示意图。

[0019] 图11是如图1所示传感器的又一立体剖视示意图。

[0020] 图12是如图1所示传感器的立体分解剖视示意图。

[0021] 图13是如图1所示传感器的电路原理图。

[0022] 图14是如图6所示柔性电路板平展开的电路板布线图。

[0023] 图15是本申请传感器第二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24] 图16是如图15所示传感器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25] 图17是如图15所示传感器的立体剖视示意图。

[0026] 图18是如图15所示传感器的又一立体剖视示意图。

[0027] 图19是本申请传感器第三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

[0028] 图20是本申请传感器第四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

[0029] 图21是本申请传感器应用于阀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30] 图22是如图21所示阀装置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31] 图23是如图21所示阀装置的另一视角立体分解示意图。

[0032] 图24是如图21所示阀装置的立体剖视示意图。

[0033] 图25是本申请传感器应用于热管理系统的系统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至图14所示为符合本申请第一实施例的传感器100，其包括：金属外壳10、电

路板组件20、基座40、绝缘盖50以及两个密封圈60。

[0035] 如图5至图14所示，电路板组件20包括基板21、导电路径22及若干电子元件。若干

电子元件通过导电路径22电性实现相互之间的电性连接，若干电子元件包括压力感测元件

23、第一电容24及调理芯片25。导电路径22包括电源路径/第一导电路径221，传感器100包

括接地片90，第一电容24包括第一极板241和第二极板242，第一极板241与电源路径221电

性连接，第二极板242与接地片90电性连接，接地片90与金属外壳10电性连接。如图10所示，

金属外壳10包括第一抵接部104，绝缘盖50包括第二抵接部58，接地片90包括第三抵接部

91，第三抵接部91压紧于第一抵接部104和第二抵接部58之间，接地片90与第一抵接部104

接触。

[0036] 第一电容24为高压电容，例如第一电容24的规格10nf/1000V，即第一电容24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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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10nf，额定电压为1000V，可以承受1000V的电压。

[0037] 如图13至图14所示，调理芯片25包括压力信号输入端251、压力信号输出端252、及

电源输入端253。压力感测元件23与压力信号输入端251电性连接，传感器100还包括电源连

接端271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电源连接端271与电源输入端253电性连接，压力信号

输出连接端272与压力信号输出端252电性连接。电源连接端271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

用于分别与传感器100的外部电路电性连接，例如与电子膨胀阀内置电路板的导电路径电

性连接。第一极板241与电源连接端271电性连接，且第一极板241与电源输入端253电性连

接，第二极板242通过接地片90与金属外壳10电性连接，金属外壳10可以与大地连接，从而

电源连接端271有高电压突波等产生时，可以直接将高电压突波导大地，降低高电压突波进

入电源输入端253对调理芯片25造成冲击损坏的风险。

[0038] 传感器100包括第一钳位二极管28，传感器100包括接地端275，第一钳位二极管28

具有第一电极端281和第二电极端282，第一电极端281与电源输入端253和电源连接端271

电性连接，第二电极端282与接地端275电性连接。第一钳位二极管28的设置，可以将电源输

入端253的电压限定在额定工作范围内，从而降低电源输入端253的意外高电压进入电源输

入端253对调理芯片25造成冲击损坏的隐患。第一电容24和接地片90的设置可以将交流电

高电压直接导接至大地保护调理芯片25受到交流电的高电压冲击，第一钳位二极管28可以

将直流电的意外高电压限定在额定工作范围内，从而保护调理芯片25受到直流电高电压的

冲击。

[0039] 传感器100包括电性连接电源输入端253和电源连接端271的电源路径/第一导电

路径221、连接在第一电容24和第一导电路径221之间的第二导电路径222以及连接第一钳

位二极管28和第一导电路径221的第三导电路径223，当电源连接端271通电时，电源先经过

第一导电路径221与第二导电路径222的交叉点，再经过第一导电路径22与第三导电路径

223的交叉点，再进入至电源输入端253。第一电容24设置在靠近第一钳位二极管28之前，可

以将更大的突波电压，例如雷击等意外高电压先进行导大地保护，再通过第一钳位二极管

28的限位电压作用，起到了对调理芯片25的双重保护，从而安全冗余度更高。

[0040] 传感器100还包括第二钳位二极管29，第二钳位二极管29具有第三电极端291和第

四电极端292，第三电极端291与压力信号输出端252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电性连接，

第四电极端292与接地端275电性连接。第二钳位二极管29的设置降低了意外的直流高电压

从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进入至调理芯片25损坏调理芯片25的风险。

[0041] 调理芯片25包括电源输出端254，传感器100还包括接地连接端273和第二电容31，

接地连接端273和电源输出端254电性连接。第二电容31为高压电容，例如第二电容31的规

格10nf/1000V，即第二电容31的容值为10nf，额定电压为1000V，可以承受1000V的电压。第

二电容31包括第三极板311和第四极板312，第三极板311与电源输出端254电性连接，且第

三极板311与接地连接端273电性连接，第四极板312通过接地片90与金属外壳10电性连接。

与第一电容24的原理类似，第二电容31的设置也可以降低突波高压电压从接地连接端273

进入电源输出端254对调理芯片25冲击造成损坏的风险。电路系统中电源连接端271相当于

电源输入的正极，接地连接端273相当于电源输入的负极。电源连接端271的理想工作电压

为5V，接地连接端273的理想工作电压为0V。图示实施例中，第二电容31和第一电容24各自

对应一个独立的接地片90与金属外壳10电性连接，从而电路排布更加简单容易，且各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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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路导接至金属外壳导大地路径更近，降低高电压在电路板组件内导电路径的流动长

度，对调理芯片25的保护更加安全。当然，在其他可选实施例中，也可以将第二电容31和第

一电容24对应到同一个接地90，可以减少电路板组件20和接地片的材料成本。

[0042] 压力信号输入端251包括第一压力信号输入端321和第二压力信号输入端322，压

力感测元件23包括第一信号端231、第二信号端232及导地端233，第一信号端231与第一压

力信号输入端321电性连接，第二信号端232与第二压力信号输入端322电性连接，导地端

233与接地端275电性连接。

[0043] 压力信号输出端252包括第一压力信号输出端323和第二压力信号输出端324，传

感器100还包括第一电阻33和第二电阻34，第一电阻33与第一压力信号输出端323电性连

接，第二电阻34与第二压力信号输出端324电性连接，且第一电阻33和第二电阻34并联于压

力信号输出端252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之间。第一电阻33的阻值小于第二电阻的阻

值，例如第一电阻的阻值为100欧(Ω)，第二电阻的阻值为1000欧(Ω)。通过第一电阻33和

第二电阻34并联可以输出检测到的压力信号对应的电压信号从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输

出。

[0044] 传感器100还包括第一电感35和第二电感36，第一电感35电性连接于电源输入端

253和电源连接端271之间，第一电阻33和第二电阻34并联后与第二电感36串联，且第二电

感36与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电性连接。第一电感35和第二电感26实现的通直流阻交流，

减少电源连接端271和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中的不稳定交流信号。可选地，第一电感35

和第二电感36的感抗均为120亨利(H)。

[0045] 如图9所示，传感器100还包括温度感测元件70，温度感测元件70和压力感测元件

23设置于同一传感器100，从而传感器100集成了对制冷剂温度和压力检测的功能为一体的

压力温度传感器，集成化设计减少了单独设计的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的占用空间和物

料成本。

[0046] 如图13和图14所示，传感器100还包括第三电阻37和温度信号连接端274，第三电

阻37和温度感测元件70串联于电源连接端271和接地端275之间。导电路径22包括第四导电

路径224，第四导电路径224一端电性连接于第三电阻37和温度感测元件70之间，第四导电

路径224的另一端电性连接温度信号连接端274。温度感测元件70为热敏电阻，传感器100包

括第三电容38，第三电容38与温度感测元件70并联设置，第三电容38包括第五极板381和第

六极板382，第五极板381电性连接温度信号连接端274，第六极板382电性连接接地端275。

图中所有接地端275与接地连接端273电性连接，即连接电源的负极。

[0047] 电源输出端254包括第一电源输出端325、第二电源输出端326及第三电源输出端

327，第一电源输出端325和第二电源输出端326并联，第一电源输出端325串联有第四电容

30，第三电源输出端327串联有第五电容39。

[0048] 调理芯片25、压力感测元件23、第一电容24通过电路板组件20的导电路径22电性

连接。请结合图3、图6、图9、图13及图14所示，多个导电端子80包括接地端子84、电源端子

85、压力信号端子86和温度信号端子87，接地端子84与接地连接端273电性连接，电源端子

85与电源连接端271电性连接，压力信号端子86与压力信号输出连接端272电性连接，以及

温度信号端子87与温度信号连接端274电性连接。

[0049] 如图8至图11所示，传感器100具有位于基板21厚度方向相反两侧的第一腔10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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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腔102，传感器100具有制冷剂流道103，制冷剂流道103与第二腔102连通，制冷剂流道

103连通的第二腔102和第一腔101之间通过两个密封圈60密封从而不连通。第二腔102位于

基板21的下侧，第一腔101位于基板21的上侧，制冷剂流道103位于第二腔102的下侧。在其

他可选实施例中，也可以没有第二腔，直接通过制冷剂流道流动至电路板组件的下侧，或

者，也可以将图示实施例的制冷剂流道103和第二腔102统称为制冷剂流道。密封圈60包括

第一密封圈61和第二密封圈62，第一密封圈61密封连接于金属外壳10和基座40之间，第二

密封圈62密封连接于基座40和基板21之间，从而制冷剂流道103和第一腔101不连通，降低

了从制冷剂流道103流入的制冷剂进入到第一腔101内，造成制冷剂泄露的风险。

[0050] 如图7至图9所示，电路板组件20包括柔性电路板26，基板21包括陶瓷基板21，压力

感测元件23形成于所述陶瓷基板21，接地片90为柔性电路板26的一部分，柔性电路板26位

于第一腔101。陶瓷基板21包括面朝制冷剂流道103的第一表面211、面朝柔性电路板26的第

二表面212、以及连接于第一表面211和第二表面212之间的周壁面213，第一表面211和第二

表面212位于基板21厚度方向的相反两侧。柔性电路板26包括间隔设置的第一电路板261和

第二电路板262，第一电路板261设置于第二表面212，第二电路板262相比第一电路板261远

离所述第二表面212。

[0051] 如图6至图9及图14所示，柔性电路板26包括第一柔性电路板263和第二柔性电路

板264，第一柔性电路板263连接于第一电路板261和第二电路板262之间，第二柔性电路板

264连接于所述第二电路板262，接地片90设置于第二柔性电路板264，调理芯片25设置于第

一电路板261，第一电容24设置于第二电路板262。第二柔性电路板264包括自第二电路板

262延伸的第一延伸部265、自第一延伸部265延伸的第二延伸部266、自第二延伸部266延伸

的第三延伸部267以及自第三延伸部267延伸的第四延伸部268。第一电路板261和第二电路

板262的强度相对第一柔性电路板263和第二柔性电路板264的强度进行了加强，第一柔性

电路板263和第二柔性电路板264的柔韧性相对第一电路板261和第二电路板262更好，有利

于弯折折弯。

[0052] 如图5和图6及图9所示，基座40包括底壁41和周围壁42，基座40具有位于底壁41和

周围壁42之间的凹槽43，陶瓷基板21位于凹槽43内，且陶瓷基板21、基座40、密封圈60限定

出所述第二腔102。制冷剂流道103包括第一流道1031和第二流道1032，第二流道1032位于

基座40内，且第二流道1032沿基座40厚度方向贯穿的基座40，其中第二流道1032的孔径小

于第一流道1031的孔径。基板21大致呈圆盘状，周围壁42的内部设有第一导向柱45，基板21

的周壁面213设有第一导向槽214，第一导向槽214与第一导向柱45配合方便了基板21的导

向安装，且定位了基板21的安装方向。在其他可选实施例中，基板21也可以呈方形、菱形、多

边形或者异形等形状，只要能实现基板21收容和固定在外的凹槽43即可，本申请不以图示

基板21的形状为限。

[0053] 如图9和图10所示，绝缘盖50至少部分收容于金属外壳10内部。绝缘盖50包括位于

绝缘盖50厚度方向上的第一部51和第二部52，金属外壳10包括基部11、自基部11沿远离制

冷剂流道103方向延伸的筒体部12、自基部11远离筒体部12延伸的对接部13、以及自筒体部

12向靠近筒体部12的轴心线弯折的弯折部14。

[0054] 弯折部14未弯折前与筒体部12的延伸方向相同，在受到外界压力时折弯并铆压至

第二部52，从而弯折部14抵压绝缘盖50的第二部52和接地片90，实现金属外壳与接地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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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和物理连接。绝缘盖50的第一部51抵压所述基板21、基座40和柔性电路板26，从而将基

板21固定在金属外壳10内部。对接部13用于插入安装至阀装置93或者系统管路内，阀装置

93可以是电子膨胀阀，系统管路可以是连接在换热器、压缩机951、阀装置93、储液器、气液

分离器中任意两者之间的连接管路。基部11具有与相应被安装元件配合平台面111，平台面

111呈平面状。

[0055] 如图6和图9所示，第一延伸部265位于第一腔101，第二延伸部266压紧于第一部52

和周围壁42之间。第三延伸部267贴靠于所述绝缘盖50的外围壁53，且第三延伸部267位于

绝缘盖50的外围壁53和筒体部12的第一内壁面123之间。第四延伸部268压紧于弯折部14和

第一部51之间，从而设置于第四延伸的接地片90与金属外壳10稳定地接触，实现接大地连

接，降低了电源信号突变或者遭遇雷击时，经过电源路径进入到调理芯片烧坏调理芯片的

风险，同时也降低了调理芯片25、压力感测元件23、温度感测元件70受到电压突变时候的受

到损坏的隐患。

[0056] 如图9和图12所示，金属外壳10包括与基座40的底壁41面对设置的第二内壁面

127，金属外壳10具有自第二内壁面127凹陷设置的第一槽部16。第一密封圈61收容于第一

槽部16内，第一密封圈61流体密封在制冷剂流道103和第一腔101之间。第一密封圈61压紧

于基座40的底壁41和第一槽部16的第一槽底面161之间。如图9所示，第一密封圈61呈O形圈

形状，第一密封圈61具有与底壁41抵触的第一顶部611和与第一槽部16的第一槽底面161抵

触的第一底部612。

[0057] 如图9和图12所示，基座40包括与第一表面211面对设置的第三内壁面45，基座40

具有自第三内壁面45凹陷设置的第二槽部46。第二密封圈62收容于第二槽部46内，第二密

封圈62流体密封在第一腔101和第二腔102之间。第二密封圈62压紧于基板21的第一面211

和第二槽部46的第二槽底面461之间。第二密封圈62呈O形圈形状，第二密封圈62具有与第

一面抵触的第二顶部621和与第二槽部46的第二槽底面461抵触的第二底部622。

[0058] 如图10所示，筒体部12包括与基部11连接的第一筒部121和连接于第一筒部121和

弯折部14之间的第二筒部122，第一筒部121在径向方向的壁厚大于第二筒部122在径向方

向的厚度。第一筒部121的外壁面124和第二筒部122的外壁面124对齐设置，第一筒部121具

有相对第二筒部122向内凸出的台阶部125。第一部51抵接基板21的第二表面212和台阶部

125，台阶部125的位于最上端的台阶面126与第二表面212基本位于同一水平线，台阶部125

的设置起到了对绝缘盖50支撑和安装位置的定位作用。

[0059] 如图6至图8所示，绝缘盖50大致呈倒碗状，绝缘盖50包括顶壁56、自顶壁56向下延

伸的周壁57、以及由顶壁56和周壁57围成的收容腔501。顶壁56包括垂直于周壁57的第一平

台561、位于第一平台561上方的第二平台562以及连接于第一平台561和第二平台562之间

的连接部563。基座40的周围壁42的顶部设有向上凸出的定位凸部421，绝缘盖50的周壁57

设有用于与定位凸部421配合的定位凹部571。如图4所示，基座40的定位凸部421和绝缘盖

50的定位凹部571对齐设置，从而方便定位基座40和绝缘盖50之间的定位安装。当然，在其

他可选实施例中，也可以在绝缘盖50设置定位凸部，同时在基座40设置定位凹部，同样可以

实现基座40和绝缘盖50之间的安装定位。如图4至图6所示，周壁57还设有配合凹部572，从

而方便柔性电路板26的第三延伸部267的安装定位和限位。

[0060] 绝缘盖50设有若干沿竖直方向贯穿顶壁56的若干第一孔道564，且若干第一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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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可以绕第一平台561的轴心均匀分布。如图9所示，弯折部14铆压压接于第二平台部562、

第四延伸部268及接地片90，导电端子80贯穿第二平台562的第一孔道564。导电端子80可以

通过干涉固定于第一孔道564，也可以将导电端子80通过嵌件注塑成型的方式固定于绝缘

盖50内。

[0061] 金属外壳10为金属件，从而可以降低外界对传感器100内部电子元件的电磁干扰

(EMI)，绝缘盖50为绝缘件，从而可以将金属外壳10和导电端子80之间绝缘隔离。可选地，金

属外壳10可以为铝材质的金属件或者不锈钢材质的金属件，铝材质的金属件质量较轻，从

而有利于传感器100的轻量化，从而在传感器100用于汽车热管理系统中时，有利于整车轻

量化设计。虽然，不锈钢材质的金属件相对铝材质的金属质量略重，但是不锈钢材质的金属

件具有方便焊接的优势。绝缘盖50为塑料材质的绝缘件，可以通过注塑成型的工艺制造而

成，绝缘材质的绝缘盖50将导电端子80和金属外壳10绝缘开。金属材质的金属外壳10可以

通过金属压铸成型或者挤压成型或者金属粉末射出成形等工艺制造而成。

[0062] 如图7所示，温度感测元件70包括感温部71和针脚部72，针脚部72通过嵌件注塑成

型设置于基座40内，针脚部72电性连接感温部71至电路板组件20的导电路径22，感温部71

位于制冷剂流道103内，或者，感温部71沿远离第一腔101的方向至少部分超出所述制冷剂

流道103，这样设置的感温部71能够与制冷剂充分接触，降低了制冷剂从制冷剂流道103流

入后的温差，从而提高了制冷剂温度检测的灵敏性和准确性。制冷剂的温度变化引起感温

部71内的电压变化从而通过针脚部72传导至电路板组件21，从而能够计算出制冷剂的实时

温度。温度感测元件70可以为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负温度系数)热敏

电阻，热敏电阻的工作原理为：电阻值随着温度上升而迅速下降，从而反馈出相应电压信

号。图示实施例，温度感测元件70为引脚式NTC热敏电阻。引脚式的温度感测元件70，可以将

感温部71伸入至制冷剂流道103内或者靠近制冷剂流道103的开口侧，从而在感测流入制冷

剂流道103内的制冷剂时，能够及时感测温度，且由于靠近制冷剂流道103的开口侧，降低了

因为制冷剂流入制冷剂流道103内过程中的温度变化，引起的测量温度误差。在其他可选实

施例中，温度感测元件70也可以为贴片式NTC热敏电阻，直接表面安装于电路板组件20，贴

片式NTC热敏电阻具有体积小的优势。

[0063] 如图3至图8所示，温度感测元件70还包括用于保护针脚部72的保护套筒91，保护

套筒91为耐制冷剂腐蚀的绝缘材料制成，可选地保护套筒91为塑料材质制成。金属外壳10

具有壳内腔171和第二孔道172，壳内腔171至少部分位于筒体部12、弯折部14及基部11之

间，第二孔道172至少部分位于对接部13内部。第二孔道172与壳内腔171连通，保护套筒91

至少部分位于第二孔道172，针脚部72具有位于保护套筒91内的第一脚部721、位于基座40

内的第二脚部722、以及位于第二腔102的第三脚部723。柔性电路板26的第一电路板261大

致呈圆盘状，圆盘状的周向壁向外凸出有凸台部269，第三脚部723焊接至凸台部269，减少

了针脚部72的长度。

[0064] 如图8和图9所示，基座40包括自底壁41向靠近保护套筒91延伸的凸柱部47，其中

凸柱部47包括第一卡扣部471，保护套筒91的内壁设有第二卡扣部911，第一卡扣部471和第

二卡扣部911卡扣配合将保护套筒91固定在基座40的凸柱部47。图示实施例中，第一卡扣部

471为凸部，第二卡扣部911为凹部。在其他可选的实施例中，也可以第一卡扣部471为凹部，

第二卡扣部911为凸部，只要能够实现基座40和保护套筒91的定位和卡扣即可，本申请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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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限。保护套筒91为中空的筒体，保护套筒91形成前述第一流道1031，第二流道1032沿基

座40的厚度方向贯穿底壁41和凸柱部47，第二流道1032的轴心线与第一流道1031的轴心线

相互平行，但是不重合，也即第二流道1032的轴心线与第一流道1031轴心线偏心设置，方便

了将温度感测元件70的感温部71设置在保护套筒91的中间位置处。

[0065] 如图7和图9所示，每一导电端子80包括第一端部81、第二端部82及连接于第一端

部81和第二端部82之间的中间部83，各第一端部81分别与电源连接端271、压力信号输出连

接端272、接地连接端273、温度信号连接端274物理并电性连接，从而与导电路径22电性连

接。中间部83至少部分位于绝缘盖50内部，第二端部82位于绝缘盖50外，第一端部81位于第

一腔101。第一端部81与柔性电路板26的第二电路板262物理且电性连接，中间部83收容于

绝缘盖50的第一孔道564内，第二端部82自中间部83向上延伸超出所绝缘盖50。导电端子80

的第一端部81与导电路径22电性连接，导电端子80的第二端部82用于与传感器100外部的

元件电性连接。

[0066] 压力感测元件23与制冷剂接触时，受到的制冷剂的压力后转换成电信号，温度感

测单元与制冷剂接触时，受到的制冷剂的温度转换成电信号，电路板组件20上的相应芯片

等电子元件根据电信号反馈出制冷剂的实时压力和温度，从而实现了对制冷剂温度和压力

的实时监控，有利于电磁阀93的精确控制和智能化设计。

[0067] 在图示实施例中，压力感测元件23为陶瓷电容结构，如图5所示，陶瓷基板21包括

位于下端的陶瓷膜片234和位于陶瓷膜片234上方的陶瓷板片235，陶瓷膜片234的厚度小于

陶瓷板片235的厚度，陶瓷膜片234和陶瓷板片235形成陶瓷电容。陶瓷膜片234具有感应区

236，感应区236可以与陶瓷膜片234其他部分的平面对齐。感应区236电性连接有三条覆线

238，三条覆线238埋设于陶瓷膜片234。压力感测元件23还具有与三条覆线238分别电性连

接的三个导电柱237，每一导电柱237一端物理连接于覆线237，另一端露出于陶瓷基板21的

第二表面212。陶瓷压力感测元件23基于压阻效应，压力直接作用在陶瓷膜片234的第一表

面211，使膜片产生微小的形变，厚膜电阻印刷在陶瓷膜片234的背面，连接成一个惠斯通电

桥，由于压敏电阻的压阻效应，使电桥产生一个与压力成正比的高度线性、与激励电压也成

正比的电压信号，导电柱237会将电压信号传导至柔性电路板26，柔性电路板26上的调理芯

片25进行相应压力和电压关系转换，从而方便检测制冷剂的实时压力。

[0068] 如图15至图18所示为符合本申请第二实施例的传感器100，与第一实施例的主要

不同在于，电路板组件20为陶瓷电路板组件20，压力感测元件23采用微机电系统(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MEMS)压力感测芯片，导电端子80为线圈弹簧。制冷剂流道103

包括位于保护套筒91内的第一流道1031和位于基板21内的第二流道1032，第二流道1032沿

基板厚度方向贯穿基板21。基板21包括陶瓷基板21，陶瓷基板21包括面朝第一制冷剂流道

1031的第一表面211和面朝第一腔101的第二表面212，压力感测元件23、调理芯片25等电子

元件均焊接于位于第二表面212，接地片90焊接于第二表面212的导电路径22，接地片为导

电金属片。压力感测元件23通过胶粘固定在基板21的第一表面，压力感测元件23密封住第

二流道1032，也即压力感测元件23为背压式芯片设计，降低了压力感测元件23的焊接绑线

受到制冷剂冲击的风险。绝缘盖50包括位于绝缘盖50厚度方向上的第一部51和第二部52，

金属外壳10包括基部11、自基部11沿远离制冷剂流道103方向延伸的筒体部12和自筒体部

12弯折的弯折部14，弯折部14抵压所述绝缘盖50的第二部52，第一部51抵压基板21和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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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90。筒体部12的内侧具有台阶面126，台阶面126位于台阶部125的顶部，接地片90夹紧于

台阶面126与第一部51之间，接地片90与台阶面126直接接触。与实施例一相比，本申请采用

微机电系统(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MEMS)芯片的压力感测元件23，相对陶瓷

电容形成的压力感测元件23体积更小，且可以省略基座40，减少一个位于基座40和金属外

壳10之间的密封圈60，成本更低，占用空间更小。接地片90设置于传感器100厚度方向上的

中间位置处，可以更加均匀的沿两个方向导接大地。MEMS压力集成芯片尺寸较小，常见的

MEMS压力集成芯片产品尺寸一般都在毫米级，甚至更小。采用MEMS技术制备的集成芯片其

硅杯薄膜表面制成4个电阻的惠斯通电桥，在接入电路时，当没有压力作用在硅杯薄膜上，

惠斯通电桥平衡，输出电压为0。当有压力作用在硅杯薄膜上，惠斯通电桥平衡被打破，有电

压输出。因此，通过检测电路中电信号的变化可以反映压力的变化，从而实现压力检测功

能。

[0069] 如图19所示为符合本申请第三实施例的传感器100，与前面实施例的主要不同在

于：制冷剂流道103直接由金属外壳10形成，传感器100的电路板组件20中的基板21为采用

树脂材料为主的印刷电路板，通过密封胶92胶粘实现制冷剂流道103和第二腔102之间的密

封，从而取消密封圈，材料成本更低，降低了密封圈疲劳失效带来的密封失效隐患。当然，也

可以采用焊接实现金属外壳10与基板21之间的连接以及制冷剂流道103和第二腔102之间

的密封。陶瓷电路板相对印刷电路板的耐腐蚀性能更好，导温性能更佳。印刷电路板相对陶

瓷电路板的制造成本更低，且方便电子元件的焊接。本申请的基板21及基本内的导电路径

22只要是可以实现温度感测单元、压力感测元件、若干电子元件、导端子之间的电性连接即

可，不以上举例的实施方式为限。基板21采用一体结构，压传感测单元和温度感测单元均电

性连接于基板21的导电路径22，从而相对两个板件组装连接在一起的结构更加简单，减少

了组装工序，简化了制造流程。

[0070] 如图20所示为符合本申请第四实施例的传感器100，与前面实施例的主要不同在

于：压力感测元件23为用微机电系统MEMS压力感测芯片，温度感测元件70为贴片式NTC热敏

电阻，通过保护胶93保护压力感测元件23和温度感测元件70的焊接引脚或者引线。压力感

测元件23采用正压式结构，与制冷剂接触更早，检测延迟性更低。当然，在其他可选实施例

中，也可以将压力感测元件23和温度感测元件70集成为同一MEMS芯片上。

[0071] 如图21至图24所示，为符合本申请的阀装置93，其包括前述任一实施方式的传感

器100，以第一实施例的传感器100为例。阀装置93可以是电子膨胀阀(Electronic 

Expansion  Valve,EXV)，其包括相固定的阀体931和阀芯部，其中，相固定可以指直接接触

固定，也可以指中间间隔元件的间接固定。阀芯部包括阀芯933、阀芯座934、电机部、内部电

路板935、盖体932以及连接器936。阀体931包括孔道，孔道包括相互平行的第三孔道937和

第四孔道938以及相互平行的第一安装腔939和第二安装腔940，第一安装腔939和第三孔道

937连通，第二安装腔940和第四孔道938连通。当然，其他可选实施例中，也可以将第三孔道

937和第四孔道938设置为轴线重合的同一孔道。

[0072] 阀芯933安装于第一安装腔939用于控制第三孔道937内制冷剂的通断或者处于节

流状态，传感器100安装于第二安装腔940用于检测流入第四孔道938内制冷剂的温度和压

力。内部电路板935安装于盖体932的盖体腔943内，传感器100的导电端子80的第二端82抵

靠于内部电路板935的下表面，连接器936连接于内部电路板935的上表面。传感器100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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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944固定安装于第二安装腔940，其中第二安装腔940内还设有密封在传感器100的平

台面111和阀体931内壁之间的第三密封圈945。

[0073] 电机部和阀芯933位于阀芯座934内，电机部包括静铁芯/定子941和动铁芯/转子

942，定子941围绕于转子942的周围，转子942与阀芯933传动连接，定子941与内部电路板

935电性连接。传感器100和连接器936与内部电路板935电性连接，连接器936用以与外部控

制器电性连接，可以给定子941、传感器100通电或者将传感器100内的温度、压力信号传输

至外部控制器。当定子941通电时，变化的电流产生磁场驱动转子942自转，转子942通过螺

母丝杆机构带动阀芯933作直线上下运动，从而实现第三孔道937内制冷剂的通断或者节

流。

[0074] 如图25所示，本申请也提供一种热管理系统或者空调系统95，其包括压缩机951、

冷凝器952、阀装置93(电子膨胀阀)、蒸发器953以及传感器100。压缩机951将制冷剂压缩为

高温高压的制冷剂，经过冷凝器952向空气或者冷却液中放热，进入到阀装置93(电子膨胀

阀)的第三孔道937节流降压变成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再进入蒸发从空气或者冷却液中吸取

热量蒸发为气态制冷剂，经过第四孔道938和传感器100测量制冷剂的温度和压力后，再进

入压缩机951内循环。传感器100和电子膨胀阀在系统中只是原理说明，实际物理结构如图

21至图24所示，为一体结构。

[0075]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申请而并非限制本申请所描述的技术方案，对本申请

的理解应该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为基础，尽管本说明书参照上述的实施方式对本申

请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仍然可以对本申请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一切不脱离本申请的精神和范围的技术方案

及其改进，均应涵盖在本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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