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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具有凹凸部的压力传感器及其制造方

法。公开的压力传感器是感测垂直方向的压力的

压力传感器，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第二压力

传感器部，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所述第二压

力传感器部层叠，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

及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的下面形成有凹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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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力传感器，是感测垂直方向的压力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第二压力传感器部，

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层叠，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

及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的下面形成有凹凸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弹性系数及每单位面积内导

电粒子的量中的至少一个互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形成于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的凹凸部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凸出区域及至少一

个第一凹陷区域，形成于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的下面的凹凸部包括至少一个第二凸出区

域及至少一个第二凹陷区域。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凸出区域分别插入到对应的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凹陷区域，所述至少

一个第二凸出区域分别插入到对应的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凹陷区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凸出区域及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凸出区域分别具有不同的尺寸。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弹性系数小于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弹性系数，

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的所述每单位面积内导电粒子的量大于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的

所述每单位面积内导电粒子的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分别为导电橡胶材质。

8.一种压力传感器，是感测垂直方向的压力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包括层叠成N(3以上的整数)个以上的层的N个压力传感器部，

所述N个压力传感器部中最下层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最上层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下

面及除所述最下层的压力传感器部及所述最上层的压力传感器部以外的其余压力传感器

部的上面及下面形成有凹凸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N个压力传感器部中各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弹性系数互异，层叠顺序以压力弹性

系数的大小为基准确定，所述多个压力传感器部从所述N个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弹性系数

大的顺序层叠。

10.一种压力传感器的制造方法，是感测垂直方向的压力的压力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

在多个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及下面中至少一个面形成凹凸部的步骤；以及

层叠形成有所述凹凸部的多个压力传感器部的步骤，

其中，所述凹凸部包括凸出区域及凹陷区域，所述多个压力传感器部中压力传感器部A

及压力传感器部B邻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部A的凸出区域插入到对应的所述压力传感器部B

的凹陷区域，所述压力传感器部B的凸出区域插入到对应的所述压力传感器部A的凹陷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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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凹凸部的压力传感器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将形成有凹凸部的压力传感器部层叠成多层实现多种感测

性能的压力传感器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压力传感器是感测垂直方向的压力的装置，按感测压力的原理存在多种类型，作

为一例有压阻型压力传感器、压电型压力传感器、电容型压力传感器、织物压力传感器等。

尤其，利用橡胶的压力传感器(以下称为“橡胶压力传感器”)通过监控随着橡胶中所含的导

电粒子移动发生的电子信号的变化感测压力。

[0003] 另外，橡胶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敏感度通过压力弹性系数(模量)或橡胶中所含的导

电粒子的量得到调节。即，压力弹性系数越小或导电粒子的量越多，则压力敏感度越高，压

力弹性系数越大或导电粒子的量越少，则压力敏感度越低。其如图1所示。

[0004] 在此，具有低压力弹性系数或导电粒子的量多的橡胶压力传感器(图1的(a))是压

力敏感度高的传感器，最小感测压力及最大感测压力低。换而言之，具有高压力敏感度的橡

胶压力传感器具有能够对低压力发生反应，但无法对高压力发生反应的特征。

[0005] 并且，具有高压力弹性系数或导电粒子的量少的橡胶压力传感器(图1的(b))是敏

感度低的传感器，最小感测压力及最大感测压力高。换而言之，具有低压力敏感度的橡胶压

力传感器具有能够对高压力发生反应，但无法对低压力发生反应的特征。

[0006] 即，以上说明的现有的单层的橡胶压力传感器由于最小感测压力及最大感测压力

都低(图1的(a))或最小感测压力及最大感测压力都高(图1的(b))，因此具有感测压力的范

围有限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技术问题

[0008] 为了解决如上所述的现有技术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将形成有凹凸部的压力传

感器部层叠成多层以实现多种感测性能的压力传感器及其制造方法。

[0009]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通过以下实施例导出本发明的其他目的。

[0010] 技术方案

[0011] 用于达成上述目的的本发明的优选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压力传感器，是感测

垂直方向的压力的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第二压力传感器部，

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及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层叠，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及所

述第二压力传感器部的下面形成有凹凸部。

[0012] 并且，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压力传感器，是感测垂直方向的压力的

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层叠成N(3以上的整数)个以上的层的N个压力传感器部，所述

N个压力传感器部中最下层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最上层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下面及除所

述最下层的压力传感器部及所述最上层的压力传感器部以外的其余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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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下面形成有凹凸部。

[0013] 并且，根据本发明的又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压力传感器的制造方法，是感测垂直方

向的压力的压力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在多个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及下面

中至少一个面形成凹凸部的步骤；以及层叠形成有所述凹凸部的多个压力传感器部的步

骤，其中，所述凹凸部包括凸出区域及凹陷区域，所述多个压力传感器部中压力传感器部A

及压力传感器部B邻接，所述压力传感器部A的凸出区域插入到对应的所述压力传感器部B

的凹陷区域，所述压力传感器部B的凸出区域插入到对应的所述压力传感器部A的凹陷区

域。

[0014] 技术效果

[0015] 本发明的压力传感器具有能够实现多种感测性能的优点。

[0016] 并且，应理解本发明的效果不限于上述效果，而是包括能够从本发明的具体说明

或专利权利要求范围记载的发明的构成推论的所有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示出现有的橡胶压力传感器的概念的示意图；

[0018] 图2是示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的简要构成的示意图；

[0019] 图3是用于说明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的工作概念的示意图；

[0020] 图4及图5是示出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的简要构成的示意图；

[0021] 图6是示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在本说明书中使用的单数型表述在说明书中没有其他明确表示的情况下包括复

数型表述。在本说明书中“构成”或“包括”等术语不应被解释为必须包括所有说明书上记载

的多个构成要素或多个步骤，而是应该解释为可以不包括其中部分构成要素或部分步骤，

或者还可以包括附加构成要素或步骤。并且，说明书中记载的“…部”、“模块”等术语表示处

理至少一个功能、动作的单位，其可通过硬件或软件实现或通过硬件与软件的结合实现。

[0023] 以下参见附图具体说明本发明的多种实施例。

[0024] 图2是示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的简要构成的示意图。

[0025] 参见图2，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200是感测垂直方向的压力的传感

器，可用于穿戴设备产品(鞋、服装、寝具类等)、生物传感器等，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

及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

[0026] 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是单层的压力传感器，配置在压力传感器200的第一层。并

且，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也是单层的压力传感器，配置在压力传感器200的第二层。即，本

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200具有不同的两个压力传感器部210、220层叠的结构。

[0027] 在此，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及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可以是包括导电粒子的橡胶

材质。另外，压力传感器部210、220的材质不限于此，可使用多种材质的压力传感器部210、

220。以下为了便于说明而假设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及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为橡胶材质

并进行说明。

[0028] 另外，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及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具有特定大小的压力弹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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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模量)。压力弹性系数低且悬垂性高的情况下压力敏感度增大，压力弹性系数高且悬垂

性低的情况下压力敏感度低。

[002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的压力弹性系数和第二压力传

感器部220的压力弹性系数可不同。具有能够以此扩大压力传感器200的感测压力的范围的

优点。

[0030] 更具体来讲，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是具有第一大小的压力弹性系数的单层的压

力传感器，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可以是具有小于第一大小的第二大小的压力弹性系数的

单层的压力传感器。即，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的压力弹性系数可大于第二压力传感器部

220的压力弹性系数。

[0031] 换而言之，参见图3，将具有低压力弹性系数的压力传感器层叠在上部且将具有高

压力弹性系数的压力传感器层叠在下部构成多层的压力传感器200的情况下(图3的(a))，

压力传感器200受到最小的压力的情况下低压力弹性系数的压力传感器(即，第二压力传感

器部220)感测压力变化，传感器对最小压力也发生反应(图3的(b))，压力传感器200受到最

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低压力弹性系数的压力传感器(即，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及高压力弹

性系数的压力传感器(即，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均感测压力变化(图3的(c))。因此，无论

是最小压力还是最大压力，压力传感器200都能够感测到(多传感器)，具有感测压力的范围

比单层的压力传感器大的优点。

[0032] 即，层叠具有不同的压力敏感度的单层的压力传感器制造一个压力传感器的情况

下，能够制造出不仅在受到最小的压力时电阻发生变化，受到最大的压力时电阻也发生变

化的高效率的传感器。并且，可根据用户所需的性能范围层叠单层的压力传感器制造客制

化的压力传感器。

[0033] 并且，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的上面及第二压力传感器

部220的下面可形成有凹凸部。其如图2及图3所示。

[0034] 更具体来讲，形成于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的上面的凹凸部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凸

出区域211及至少一个第一凹陷区域212，形成于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的下面的凹凸部包

括至少一个第二凸出区域221及至少一个第二凹陷区域222。在此，至少一个第一凸出区域

211分别插入到对应的至少一个第二凹陷区域222，至少一个第二凸出区域221分别插入到

对应的至少一个第一凹陷区域212。

[0035] 另外，至少一个第一凸出区域211中各第一凸出区域的尺寸(即，长度、宽度、高度)

及与其对应的至少一个第二凹陷区域222中各第二凹陷区域的尺寸可以相同，但也可以不

同。同样，至少一个第二凸出区域221中各第二凸出区域的尺寸及与其对应的至少一个第一

凹陷区域212中各第一凹陷区域的尺寸可以相同，但也可以不相同。其如图4所示。

[0036] 通过如上层叠相接的面形成有相同或不同的凹凸部的压力传感器部210、220，本

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200具有能够调节传感器的性能的优点。

[0037] 即，向压力传感器200施加压力时，形成于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的凹凸部和形成

于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的凹凸部的大小为一定大小的情况下，还可以具有与没有凹凸部

的两个压力传感器部层叠而成的压力传感器相同的性能。而形成于第一压力传感器部210

及第二压力传感器部220的凹凸部具有不同形状的情况下，能够测定出不同于不存在凹凸

部的两个压力传感器部层叠而成的压力传感器的范围的压力。作为一例，形成于第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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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部210的凹凸部长或薄的情况下比具有预定尺寸的凹凸部更容易发生变形，凹凸部

宽且粗的情况下不容易发生变形，因此可根据凹凸部的形状测定不同的压力范围。因此能

够通过调节凹凸部的形状，根据需求者所需的性能范围制造所需性能的压力传感器200(客

制化的压力传感器)。

[0038] 并且，以上说明的内容还可以适用于三个以上的单层的压力传感器层叠的压力传

感器的情况。

[0039] 图5示出包括层叠成N个(N为3以上的整数)层的N个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传感器。

[0040] 参见图5，N个压力传感器部中各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弹性系数可互异。该情况下，

可以以压力弹性系数的大小为基准确定N个压力传感器部的层叠顺序。作为一例，图5示出

多个压力传感器部从多个压力传感器部的压力弹性系数大的顺序层叠的一例。即，N个压力

传感器部中最高层的压力传感器部具有最高的压力弹性系数，多个压力传感器部中最低层

的压力传感器部具有最低的压力弹性系数，以最高层的压力传感器部为基准，可以以压力

弹性系数的降序层叠多个压力传感器部。

[0041] 并且，N个压力传感器部中最下层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最上层的压力传感器部

的下面及除最下层的压力传感器部和最上层的压力传感器部以外的其余压力传感器部的

上面及下面可形成有凹凸部。

[0042] 图6是示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压力传感器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的附图。以下

按各步骤说明执行的过程。

[0043] 首先在步骤610，在多个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及下面中至少一个面形成凹凸部。

[0044] 作为一例，压力传感器部有两个的情况下，可在下侧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及上

侧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下面形成凹凸部。在此，凹凸部的尺寸可互异。

[0045] 作为另一例，压力传感器部有三个的情况下，可在下侧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上

侧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下面及中间的压力传感器部的上面及下面形成凹凸部。在此，各凹凸

部的尺寸可互异。

[0046] 之后在步骤620，层叠形成有凹凸部的多个压力传感器部。

[004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分别形成于多个压力传感器部的凹凸部可包括凸出区

域及凹陷区域。并且多个压力传感器部中压力传感器部A及压力传感器部B邻接，压力传感

器部A的凸出区域插入到对应的压力传感器部B的凹陷区域，压力传感器部B的凸出区域可

插入到对应的压力传感器部A的凹陷区域。

[0048] 以上说明了本发明的压力传感器的制造方法的实施例，以上在图2至图5中说明的

关于压力传感器200的构成还可以原原本本地适用于本实施例。因此省略对其进一步具体

说明。

[0049] 如上所述，本发明通过具体构成要素等特定事项、限定的实施例及附图进行了说

明，但这些是为了帮助全面理解本发明而提供的，本发明不限于以上所述的实施例，本发明

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在这些记载的基础上进行多种修正及变形。因此本发明的

思想不应局限于所说明的实施例，应理解下述权利要求范围及与其等同或有等价变形的所

有一切均属于本发明的思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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