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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及其测定方法，该

标定装置包括底座，底座上设有用于支撑千分尺

的千分尺支架和用于支撑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

传感器支架，所述千分尺支架和所述传感器支架

的底部都设有滑槽，能够水平滑动，并可通过锁

紧螺栓能够定位在底座上；千分尺平行于底座且

垂直的设于千分尺支架的立板上；高精度位移传

感器平行于底座且垂直的设于传感器支架的立

板上；千分尺支架的立板顶部和传感器支架的立

板顶部均设有锁紧螺栓用于定位千分尺和高精

度位移传感器；高精度位移传感器连接动态数据

采集仪，动态数据采集仪连接电脑；连接完成进

行电桥平衡，电桥平衡后标定高精度位移传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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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标定装置包括：底座(2)，底座(2)上设有

用于支撑千分尺(1)的千分尺支架(3)和用于支撑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传感器支架(4)，

所述千分尺支架(3)和所述传感器支架(4)的底部都设有滑槽，用于在底座(2)上水平滑动，

并可通过锁紧螺栓(6)定位在底座(2)上；

千分尺(1)平行于底座(2)且垂直的设于千分尺支架(3)的立板上；

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平行于底座(2)且垂直的设于传感器支架(4)的立板上；

所述千分尺支架的立板顶部和传感器支架的立板顶部均设有锁紧螺栓用于定位千分

尺(1)和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

所述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连接动态数据采集仪(9)，动态数据采集仪(9)连接电脑

(10)；连接完成进行电桥平衡，电桥平衡后标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标定过程和校核过程；

所述标定过程为：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固定在传感器支架(4)的立板上，根据该标

定装置上千分尺(1)的量程来确定所要标定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起、止距离，并将高

精度位移传感器(8)设于起始位置，再匀速缓慢沿逆时针旋转千分尺(1)的1圈，重复上述操

作，动态数据采集仪(9)得到标定曲线，由标定曲线得到yimc，然后以yimc为横坐标，高精度位

移传感器(8)的实际位移为纵坐标拟合出一条线，此线的斜率为Y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校核过程为：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固定在传感器支架(4)上，高精度位移传感

器(8)的初始值为标定过程的末端数值，匀速缓慢沿顺时针旋转千分尺(1)1圈，重复上述操

作，动态数据采集仪(9)得到校核曲线，由校核曲线得到yimc’，如上述拟合出一条线，此线的

斜率即为Y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所述标定的结果Y1与校核的结果Y2取平均值，得到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Y因子(Y

＝(Y1+Y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千分尺支架(3)与千分尺(1)的连接处设有圆孔，通过该圆孔能够伸入千分尺(1)

的螺杆；

所述传感器支架(4)与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连接处设有圆孔(5)，通过该圆孔(5)能

够伸入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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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及其测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检测器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试验用高精度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及其

测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木工程专业试验中，大多数试验属于破坏性试验，破坏没有预兆，若采用百分表

等传统位移测量仪器，试验人员靠近试件读取数据较为危险，且测量数据点不够连续，无法

直观反映试验全过程。因此，随着测试技术的发展，位移计等高精度传感器现已广泛应用于

土木工程试验中。

[0003] 在土木工程专业中，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主要是用于测量建筑结构构件的变形和位

移量。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在使用前要对精准度进行标定。而当前试验用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的精准度标定需要到专业机构进行标定，路途遥远且耗费大量时间，标定成本较高，造成试

验效率降低。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试验用高精度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及其测定方法，目的在于缩短

标定时长、降低标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0006] 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该标定装置包括底座，底座上设有用于支撑千分尺的

千分尺支架和用于支撑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传感器支架，所述千分尺支架和所述传感器支

架的底部都设有滑槽，用于在底座上水平滑动，并可通过螺栓定位在底座上；

[0008] 千分尺平行于底座且垂直的设于千分尺支架的立板上；

[0009] 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平行于底座且垂直的设于传感器支架的立板上；

[0010] 所述千分尺支架的立板顶部和传感器支架的立板顶部均设有锁紧螺栓用于定位

千分尺和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0011] 优选的，本发明使用的千分尺是从机械式外径千分尺上拆卸下来安装在千分尺支

架上，并用螺栓连接件进行固定。采用千分尺的精度为0.001mm，也可采用精度等级更高的

千分尺。

[0012] 底座与千分尺支架和传感器支架用螺栓进行机械连接，且千分尺支架和传感器支

架的底部都设有滑槽可以在底座上自由移动以调整距离，二者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所选定

的量程范围来确定；并且千分尺支架和传感器支架的底部设置，能够有效支撑千分尺和高

精度位移传感器。

[0013] 所述高精度位移传感器连接动态数据采集仪，动态数据采集仪连接电脑；连接完

成进行电桥平衡，电桥平衡后标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0014] 所述千分尺支架与千分尺的连接处设有圆孔，通过该圆孔能够伸入千分尺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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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

[0015] 所述传感器支架与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连接处设有圆孔，通过该圆孔能够伸入高

精度位移传感器。

[0016] 优选的，圆孔直径为8.0mm。

[0017] 所述标定过程为：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固定在传感器支架的立板上，根据该标定

装置上千分尺的量程来确定所要标定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起、止距离，并将高精度位移

传感器设于起始位置，再匀速缓慢沿逆时针旋转千分尺的1圈，即1mm，重复上述操作N次，动

态数据采集仪得到标定曲线，由标定曲线得到yimc，然后在Excel软件中以yimc为横坐标，高

精度位移传感器的实际位移为纵坐标拟合出一条直线，此直线的斜率为Y1。

[0018] 所述校核过程为：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固定在传感器支架上，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的初始值为标定过程的末端数值，匀速缓慢沿顺时针旋转千分尺1圈，即1mm，重复上述操作

N次，动态数据采集仪得到校核曲线，由校核曲线得到yimc’，如上述在Excel中拟合出一条直

线，此直线的斜率即为Y2。

[0019] 该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在标定时需要结合动态数据采集仪共同工作，首先，将动

态数据采集仪与电脑连接，再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与动态数据采集仪连接，连接完成打开

动态数据采集仪，在“Y因子基础设置和放大器设置”一栏中填写位移传感器的相关系数，其

相关系数为“1”，进行电桥平衡，电桥平衡后即可标定位移传感器。

[0020] 此测定过程运用测定方程为:

[0021]

[0022] 其中：Y为测定得出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Y因子，Y1为标定得到的Y因子，Y2为校核

得到的Y因子。

[0023] 将电脑、动态数据采集仪以及高精度位移传感器连接好，首先将高精度位移传感

器穿入传感器支架上的圆孔，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顶杆紧顶千分尺的螺杆末端，旋紧螺栓

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固定。然后根据千分尺的量程来确定所要标定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

起、止位置和距离，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置于起始位置处；打开动态数据采集仪输入相关参

数，进行电桥平衡，然后点击开始测量。匀速缓慢沿逆时针旋转千分尺螺母1圈为1mm，保持

大约30s。重复上述操作N次，其中N的取值与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标定范围相关，标定后所

得标定曲线如附图4所示。将线段的两个端点值取平均值，记为yimc，然后在Excel软件中以

yimc为横坐标，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上的实际位移为纵坐标，进行描点，拟合出一条直线，得到

相关系数。若相关系数为0.9999...，则标定成功，否则需重新标定。拟合出的此直线的斜率

即为所求的Y因子，得到的Y因子即为Y1。

[0024] 然后对标定得到的Y因子进行校核：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固定在传感器支架上，选

定与标定过程相同的量程范围；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起始值为标定过程的终止值。其次，将

电脑、动态数据采集仪以及高精度位移传感器连接好，打开动态数据采集仪在“Y因子基础

设置和放大器设置”一栏中输入标定得到的Y1，进行电桥平衡，然后点击开始测量。匀速缓

慢沿顺时针旋转千分尺螺母1圈为1mm，保持大约30s。重复上述操作N次，其中N的取值与高

精度位移传感器的校核范围有关，校核后所得校核曲线如附图5所示。取水平段两个端点的

平均值yimc’，同样在Excel中拟合出一条直线，得到一个Y因子,此Y因子即为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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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将所述标定的结果Y1与校核的结果Y2取平均值，得到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Y因子(Y

＝(Y1+Y2)/2)。

[0026] 若标定得到的Y1与校核得到的Y2相差不大，按标定方程将Y1、Y2取平均值，为最后

标定的此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Y因子，即Y。若相差较多，则需要重复上述标定及校核两个过

程重新进行标定。

[0027]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与动态数据采集仪配合使用，将二者连接，

动态数据采集仪与电脑连接，形成本申请的标定装置。该标定装置的测定过程分为标定和

校核两个过程：其中标定过程首先要固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确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起

始点位置，然后逆时针旋转千分尺1圈，即1mm，并重复操作N次，得到标定曲线并计算出yimc；

在Excel软件中以yimc为横坐标，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上的实际位移为纵坐标拟合一条直线，

斜率为Y1；校核过程首先要固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初始值为标定过程末端数值；然后顺时

针旋转千分尺1圈，即1mm，并重复操作N次，得到校核曲线并计算出yimc’；然后经拟合一条直

线，斜率为Y2。取Y1和Y2的平均值作为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Y因子；本发明能够成功降低了高

精度位移传感器在标定过程中的耗时和成本的问题。

[0028] 优点及效果

[0029] 1.构造简单，造价低；本发明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结构的构造简单，使用时仅需

与试验用动态数据采集仪和电脑联合使用，大大降低位移传感器的标定成本。

[0030] 2.操作方法简单、精准度高；本发明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在标定和测定校核过

程中，只需旋转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上的千分尺螺母即可得到位移传感器的标定数据和校

核测定数据，所得数据需通过数学统计学方法来处理，误差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五位，能够

满足土木工程专业的各类试验。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的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的标定曲线；

[0035] 图5为本发明的校核曲线。

[0036] 附图标记：

[0037] 1.千分尺，2.底座，3.千分尺支架，4.传感器支架，5.圆孔，6.螺栓，7.垫圈，8.高精

度位移传感器，9.动态数据采集仪，10.电脑。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9] 实施例

[0040] 一种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该标定装置包括底座2，底座2上设有用于支撑千分尺1

的千分尺支架3和用于支撑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传感器支架4，所述千分尺支架3和所述传

感器支架4的底部都设有滑槽，用于在底座2上水平滑动，并可通过锁紧螺栓6定位在底座2；

[0041] 千分尺1平行于底座2且垂直的设于千分尺支架3的立板上；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3137943 A

5



[0042] 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平行于底座2且垂直的设于传感器支架4的立板上；

[0043] 所述千分尺支架的立板顶部和传感器支架的立板顶部均设有锁紧螺栓用于定位

千分尺1和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

[0044] 其中，本发明使用的千分尺是从机械式外径千分尺上拆卸下来安装在千分尺支架

3上，并用螺栓连接件进行固定。采用千分尺的精度为0.001mm，也可采用精度等级更高的千

分尺。

[0045] 底座2与千分尺支架3和传感器支架4用螺栓进行机械连接，且千分尺支架3和传感

器支架4的底部都设有滑槽可以在底座2上自由移动以调整距离，二者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

所选定的量程范围来确定；并且千分尺支架3和传感器支架4的底部设置，能够有效支撑千

分尺1和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

[0046] 所述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连接动态数据采集仪9，动态数据采集仪9连接电脑10；连

接完成进行电桥平衡，电桥平衡后标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

[0047] 所述千分尺支架3与千分尺1的连接处设有圆孔，通过该圆孔能够伸入千分尺1的

螺杆；

[0048] 所述传感器支架4与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连接处设有圆孔5，通过该圆孔5能够伸

入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

[0049] 其中，圆孔5直径为8.0mm。

[0050] 所述标定过程为：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固定在传感器支架4的立板上，根据该标

定装置上千分尺1的量程来确定所要标定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起、止距离，并将高精度

位移传感器8设于起始位置，再匀速缓慢沿逆时针旋转千分尺1的1圈，即1mm，重复上述操作

N次，动态数据采集仪9得到标定曲线，由标定曲线得到yimc，然后在Excel软件中以yimc为横

坐标，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实际位移为纵坐标拟合出一条直线，此直线的斜率为Y1。

[0051] 所述校核过程为：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固定在传感器支架4上，高精度位移传感

器8的初始值为标定过程的末端数值，匀速缓慢沿顺时针旋转千分尺1圈，即1mm，重复上述

操作N次，动态数据采集仪9得到校核曲线，由校核曲线得到yimc’，如上述在Excel中拟合出

一条直线，此直线的斜率即为Y2。

[0052] 该位移传感器标定装置在标定时需要结合动态数据采集仪9共同工作，首先，将动

态数据采集仪9与电脑10连接，再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与动态数据采集仪9连接，连接完成

打开动态数据采集仪9，在“Y因子基础设置和放大器设置”一栏中填写位移传感器的相关系

数，其相关系数为“1”，进行电桥平衡，电桥平衡后即可标定位移传感器。

[0053] 此测定过程运用测定方程为:

[0054]

[0055] 其中：Y为测定得出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Y因子，Y1为标定得到的Y因子，Y2为校核

得到的Y因子。

[0056] 将电脑10、动态数据采集仪9以及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连接好，首先将高精度位移

传感器8穿入传感器支架4上的圆孔5，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顶杆紧顶千分尺1的螺杆末端，

旋紧螺栓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固定。然后根据千分尺1的量程来确定所要标定的高精度位

移传感器8的起、止位置和距离，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置于起始位置处；打开动态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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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9输入相关参数，进行电桥平衡，然后点击开始测量。匀速缓慢沿逆时针旋转千分尺螺母1

圈为1mm，保持大约30s。重复上述操作N次，其中N的取值与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标定范围

相关，标定后所得标定曲线如附图4所示。将线段的两个端点值取平均值，记为yimc，然后在

Excel软件中以yimc为横坐标，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上的实际位移为纵坐标，进行描点，拟合

出一条直线，得到相关系数。若相关系数为0.9999...，则标定成功，否则需重新标定。拟合

出的此直线的斜率即为所求的Y因子，得到的Y因子即为Y1。

[0057] 然后对标定得到的Y因子进行校核：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固定在传感器支架4上，

选定与标定过程相同的量程范围；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起始值为标定过程的终止值。其

次，将电脑10、动态数据采集仪9以及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连接好，打开动态数据采集仪9在

“Y因子基础设置和放大器设置”一栏中输入标定得到的Y1，进行电桥平衡，然后点击开始测

量。匀速缓慢沿顺时针旋转千分尺螺母1圈为1mm，保持大约30s。重复上述操作N次，其中N的

取值与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校核范围有关，校核后所得校核曲线如附图5所示。取水平段

两个端点的平均值yimc’，同样在Excel中拟合出一条直线，得到一个Y因子,此Y因子即为Y2。

[0058] 将所述标定的结果Y1与校核的结果Y2取平均值，得到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Y因子

(Y＝(Y1+Y2)/2)。

[0059] 若标定得到的Y1与校核得到的Y2相差不大，按标定方程将Y1、Y2取平均值，为最后

标定的此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Y因子，即Y。若相差较多，则需要重复上述标定及校核两个

过程重新进行标定。

[0060] 具体的操作为：将电脑10、动态数据采集仪9以及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连接好，把标

定所得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Y因子输入到动态数据采集仪9的基础设置的Y因子一栏中，

然后转动千分尺1一圈即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移动1mm,观察动态数据采集仪9里输出的值是

否与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所移动的数值一致，若一致，则说明标定正确。

[006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与动态数据采集仪9配合使用，将二者连

接，动态数据采集仪9与电脑10连接，形成本申请的标定装置。该标定装置的测定过程分为

标定和校核两个过程：其中标定过程首先要固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确定高精度位移传感

器8的起始点位置，然后逆时针旋转千分尺1圈，即1mm，并重复操作N次，得到标定曲线并计

算出yimc；在Excel软件中以yimc为横坐标，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上的实际位移为纵坐标拟合

一条直线，斜率为Y1；校核过程首先要固定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初始值为标定过程末端数

值；然后顺时针旋转千分尺1圈，即1mm，并重复操作N次，得到校核曲线并计算出yimc’；然后

经拟合一条直线，斜率为Y2。取Y1和Y2的平均值作为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的Y因子；本发明能

够成功降低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8在标定过程中的耗时和成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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