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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

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

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其包括测量电路，测量电路

采用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

上设置第一输入引线、第二输入引线、第一输出

引线以及第二输出引线，通过第一输出引线、第

二输出引线能得到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还包括

用于信号处理的称重处理器，所述称重处理器通

过第一输出引线与第二输入引线得到桥臂输出

电压Uo1；称重处理器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

桥臂输出电压Uo1均进行一阶微分，并利用全桥

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桥臂输出电压Uo1的

一阶微分的大小关系进行故障检测判断。本发明

不仅能实现所需的重量测量，还能实时检测称重

传感器是否出现故障，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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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包括用于感应应变量的测量电

路，所述测量电路采用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所述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上设置第

一输入引线(1)、第二输入引线(2)、第一输出引线(3)以及第二输出引线(4)，通过第一输出

引线(3)、第二输出引线(4)能得到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其特征是：还包括用于信号处理的

称重处理器(8)，所述称重处理器(8)通过第一输出引线(3)与第二输入引线(2)得到桥臂输

出电压Uo1；

称重处理器(8)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桥臂输出电压Uo1均进行一阶微分，并利用

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大小关系进行故障检测

判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其特征是，称重

处理器(8)进行故障判断时，判断过程包括确定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

电压Uo1一阶微分的比值，若所述比值与称重处理器(8)内的故障判断阈值匹配时，则称重处

理器(8)判断测量电路无故障，否则，判定测量电路存在故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其特征是，所述

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通过滤波网络(6)以及ADC电路(7)与称重处理器(8)连接，惠斯通

全桥等臂电路(12)上的第一输出引线(3)、第二输出引线(4)以及第二输入引线(2)均与滤

波网络(6)连接，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上的第一输入引线(1)、第二输入引线(2)还与电

源模块(11)连接，电源模块(11)还与ADC电路(7)的电源端以及称重处理器(8)的电源端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其特征是，所述

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包括阻值相同的电阻R1、电阻R2、电阻R3以及电阻R4，电阻R1、电

阻R2、电阻R3以及电阻R4依次相互连接，第一输入引线(1)的一端与电阻R1的一端以及电阻

R4一端连接，第二输入引线(2)的一端与电阻R2的一端以及电阻R3的一端连接，第一输出引

线(3)的一端与电阻R1的另一端以及电阻R2的另一端连接，第二输出引线(4)的一端与电阻

R3的另一端以及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

滤波网络(6)包括电容C1、电容C2、电容C3以及电容C4；电容C1的一端以及电容C2的一

端均与第一输出引线(3)的另一端连接，第二输出引线(4)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一端以及电

容C4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电容C2的另一端、电容C3的另一端以及电容C4的另一

端相互连接后与第二输入引线(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其特征是，所述

称重处理器(8)上连接有存储单元(9)以及用于数据传输的数据传输模块(1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其特征是，所述

数据传输模块(10)包括RS485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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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数字称重传感器，尤其是一种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

重传感器，属于称重传感器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电阻应变片式称重传感器采用的测量电路绝大多说都是惠斯通全桥等臂电

路。当称重传感器受到压力时，部分应变片电阻变大，其余部分应变片电阻变小，通过惠斯

通全桥等臂电路把电阻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通过对输出电压进行处理得到压力大小，也

就是称重重物的大小。由于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只有一路输出，当称重传感器出现质量问

题(比如应变片脱落等)仅仅通过传感器的数据无法对传感器的工作状态进行判断。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

式数字称重传感器，其结构紧凑，不仅能实现所需的重量测量，还能实时检测称重传感器是

否出现故障，安全可靠。

[0004]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具有故障检测的电阻应变式数字称重传感器，

包括用于感应应变量的测量电路，所述测量电路采用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所述惠斯通全

桥等臂电路上设置第一输入引线、第二输入引线、第一输出引线以及第二输出引线，通过第

一输出引线、第二输出引线能得到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还包括用于信号处理的称重处理

器，所述称重处理器通过第一输出引线与第二输入引线得到桥臂输出电压Uo1；

[0005] 称重处理器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桥臂输出电压Uo1均进行一阶微分，并利用

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大小关系进行故障检测

判断。

[0006] 称重处理器进行故障判断时，判断过程包括确定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一阶微分与

桥臂输出电压Uo1一阶微分的比值，若所述比值与称重处理器内的故障判断阈值匹配时，则

称重处理器判断测量电路无故障，否则，判定测量电路存在故障。

[0007] 所述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通过滤波网络以及ADC电路与称重处理器连接，惠斯通

全桥等臂电路上的第一输出引线、第二输出引线以及第二输入引线均与滤波网络连接，惠

斯通全桥等臂电路上的第一输入引线、第二输入引线还与电源模块连接，电源模块还与ADC

电路的电源端以及称重处理器的电源端连接。

[0008] 所述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包括阻值相同的电阻R1、电阻R2、电阻R3以及电阻R4，电

阻R1、电阻R2、电阻R3以及电阻R4依次相互连接，第一输入引线的一端与电阻R1的一端以及

电阻R4一端连接，第二输入引线的一端与电阻R2的一端以及电阻R3的一端连接，第一输出

引线的一端与电阻R1的另一端以及电阻R2的另一端连接，第二输出引线的一端与电阻R3的

另一端以及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

[0009] 滤波网络包括电容C1、电容C2、电容C3以及电容C4；电容C1的一端以及电容C2的一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7063410 B

3



端均与第一输出引线的另一端连接，第二输出引线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一端以及电容C4的

另一端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电容C2的另一端、电容C3的另一端以及电容C4的另一端相互

连接后与第二输入引线连接。

[0010] 所述称重处理器上连接有存储单元以及用于数据传输的数据传输模块。

[0011] 所述数据传输模块包括RS485接口电路。

[0012] 本发明的优点：称重处理器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桥臂输出电压Uo1均进行一

阶微分，并利用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大小关系

进行故障检测判断，不仅能实现所需的重量测量，还能实时检测称重传感器是否出现故障，

安全可靠。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的原理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15] 附图标记说明：1-第一输入引线、2-第二输入引线、3-第一输出引线、4-第二输出

引线、5-第三输出引线、6-滤波网络、7-ADC电路、8-称重处理器、9-存储单元、10-数据传输

模块、11-电源模块以及12-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7] 如图1所示：为了能实时检测称重传感器是否出现故障，本发明包括用于感应应变

量的测量电路，所述测量电路采用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所述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上

设置第一输入引线1、第二输入引线2、第一输出引线3以及第二输出引线4，通过第一输出引

线3、第二输出引线4能得到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还包括用于信号处理的称重处理器8，所

述称重处理器8通过第一输出引线3与第二输入引线2得到桥臂输出电压Uo1；

[0018] 称重处理器8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桥臂输出电压Uo1均进行一阶微分，并利

用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大小关系进行故障检

测判断。

[0019] 具体地，称重处理器8可以采用常用的微处理芯片，如单片机等，具体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选择，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测量电路通过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能进行所需的应变

式测量，一般地，通过第一输入引线1、第二输入引线2与外部的电压连接，根据第一输出引

线3、第二输出引线4的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称重处理器8能确定相应的称重重量，称重处

理器8根据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确定称重重量的过程为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此处不再

赘述。

[0020] 为了能对故障进行检测，还通过第一输出引线3与第二输入引线2得到桥臂输出电

压Uo1，称重处理器8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桥臂输出电压Uo1均进行一阶微分，并利用

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大小关系进行故障检测判

断；称重处理器8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桥臂输出电压Uo1进行一阶微分的具体过程为本

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进行故障检测判断时，具体地：

[0021] 称重处理器8进行故障判断时，判断过程包括确定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一阶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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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桥臂输出电压Uo1一阶微分的比值，若所述比值与称重处理器8内的故障判断阈值匹配时，

则称重处理器8判断测量电路无故障，否则，判定测量电路存在故障。

[0022] 本发明实施例中，故障判断阈值一般为区间范围，比值与称重处理器8内故障判断

阈值匹配，具体是指比值在故障判断阈值的范围内。当然，在具体实施时，还可以将全桥等

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作差，并根据差值的结果与对应的

故障判断阈值进行比较，具体比较的方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确定，此处不再赘述。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通过滤波网络6以及ADC电路7与称重处理

器8连接，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上的第一输出引线3、第二输出引线4以及第二输入引线2

均与滤波网络6连接，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上的第一输入引线1、第二输入引线2还与电源

模块11连接，电源模块11还与ADC电路7的电源端以及称重处理器8的电源端连接。

[0024] 具体实施时，所述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包括阻值相同的电阻R1、电阻R2、电阻R3

以及电阻R4，电阻R1、电阻R2、电阻R3以及电阻R4依次相互连接，第一输入引线1的一端与电

阻R1的一端以及电阻R4一端连接，第二输入引线2的一端与电阻R2的一端以及电阻R3的一

端连接，第一输出引线3的一端与电阻R1的另一端以及电阻R2的另一端连接，第二输出引线

4的一端与电阻R3的另一端以及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

[0025] 滤波网络6包括电容C1、电容C2、电容C3以及电容C4；电容C1的一端以及电容C2的

一端均与第一输出引线3的另一端连接，第二输出引线4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一端以及电容

C4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电容C2的另一端、电容C3的另一端以及电容C4的另一端

相互连接后与第二输入引线2连接。

[0026] 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输出引线3的另一端、第二输出引线4的另一端以及第二输

入引线2均与ADC电路7连接。ADC电路7可以采用本技术领域常用的结构形式，电源模块11提

供整个称重传感器所需的工作电压。电阻R1、电阻R2、电阻R3以及电阻R4依次连接时，电阻

R1的两端分别与电阻R2以及电阻R4连接，电阻R2的两端分别与电阻R1以及电阻R3连接，电

阻R3的两端分别与电阻R2以及电阻R4连接，具体构成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的连接形式为

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

[0027] 具体地工作时，当测量电路受到一定压力时，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通过第一输

出引线3与第二输出引线4输出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具体为：

[0028]

[0029] 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通过第一输出引线3与第二输入引线5得到桥臂输出电压

Uo1，具体为：

[0030]

[0031] 上述公式中，Ui为电源模块11加载于第一输入引线1以及第二输入引线3上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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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ΔR是当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受到压力时每个电阻的变化量，R是电阻R1、电阻R2、电

阻R3以及电阻R4的阻值。

[0032] 由于惠斯通全桥等臂电路12的受力部分是弹性体，弹性体的结构不会发生突变，

所以可以计算出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和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

[0033]

[0034] 结合式(3)和式(4)，可以得出

[0035]

[0036] 综上，当称重传感器一切正常时，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是桥臂输出电

压Uo1一阶微分的2倍，而称重传感器发生故障时，这种关系不在适用，根据这个原理对称重

传感器进行故障检测。

[0037] 因此，当采用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比

值时，称重处理器8内的故障判断阈值为以数值2为中心的范围，当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

的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其他方式进行比较时，能对应确定故障判断阈

值的范围。

[0038] 具体实施时，还可以设置第三输出引线5，第三输出引线5与第二输入引线2连接，

此时，通过第二输出引线4与第三输出引线5能得到桥臂输出电压Uo2，即可以利用全桥等臂

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与桥臂输出电压Uo2的一阶微分进行上述的判断；当然，还可以利用

第一输出引线3与第一输入引线1，或利用第二输出引线4与第一输入引线1到对应的桥臂输

出电压，进而重复上述的计算判断过程，具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此处不再赘述。

[0039] 进一步地，所述称重处理器8上连接有存储单元9以及用于数据传输的数据传输模

块10。

[0040] 本发明实施例中，存储单元9可以采用常用存储形式，如RAM等，所述数据传输模块

10包括RS485接口电路，数据传输电路10还可以采用RS232、蓝牙等形式。称重处理器8可以

将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相关的故障信息进行存储，以便后续的追溯。

[0041] 本发明称重处理器8对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以及桥臂输出电压Uo1均进行一阶微

分，并利用全桥等臂输出电压Uo的一阶微分、桥臂输出电压Uo1的一阶微分的大小关系进行

故障检测判断，不仅能实现所需的重量测量，还能实时检测称重传感器是否出现故障，安全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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