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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该

传感器由上表层、支撑层以及下表层通过层压烧

结成型固化而成的 形；上表层由四层陶瓷片层

压而成，最上层的陶瓷片上表面印刷有电感，最

下层的陶瓷片下表面印刷有电容上极板，且四层

陶瓷片中心处均开设有第一通孔；支撑层由三层

陶瓷片层压而成；所述下表层由三层陶瓷片层压

而成，最下层的陶瓷片的外表面上印刷有电容下

极板；上表层、支撑层以及下表层中的所有陶瓷

片右侧均开设有第二通孔，电感与电容上极板通

过第一通孔内的铂浆层相连，电感与电容下极板

通过第二通孔内的铂浆层相连。本发明的陶瓷高

温振动传感器既能够在常温下工作又能够在高

温环境下工作，而且其结构简单，工艺简便，易于

实现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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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该传感器由上表层、支撑层以及下表层通过

层压烧结成型固化而成的 形；

所述上表层由四层生瓷片层压而成，最上层的生瓷片上表面印刷有电感线圈，最下层

的生瓷片下表面印刷有电容上极板，且四层生瓷片中心处均开设有第一通孔；

所述支撑层由三层生瓷片层压而成；所述下表层由三层生瓷片层压而成，最下层的生

瓷片的外表面上印刷有电容下极板；

所述上表层、支撑层以及下表层中的所有生瓷片右侧均开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电感线

圈与电容上极板通过第一通孔内的铂浆层相连，所述电感线圈与电容下极板通过第二通孔

内的铂浆层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瓷片采用HTCC高

温共烧陶瓷材料，电感线圈、电容上极板和电容下极板印刷浆料均采用铂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感线圈为平面方

形螺旋电感线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孔布设在电

感线圈的中心环心垂直方向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通孔布设在电

感线圈末端环心的垂直方向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感线圈的一端通

过第一通孔内的铂浆层与电容上极板相连接，末端通过第二通孔内的铂浆层与电容下极板

相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S1、按所需尺寸将生瓷带切割成生瓷片，并放入烘干炉中进行预加热；

S2、通过打孔装置在完成预加热的上表层的四层生瓷片中心处以及上表层、支撑层以

及下表层中的所有生瓷片的右侧开设通孔；

S3、打孔完成以后，采用顶层抽吸的方法使用铂浆对通孔进行填充，并在加热炉中进行

烘干加热实现其金属化；

S4、将印刷网版放置在印刷机上，调整印刷网版与生瓷片的位置使两者居中对齐，然后

加入铂浆，通过丝网印刷技术在上表层的最上层的生瓷片上表面上印制所需的电路图形，

形成电感线圈；重复上述步骤完成上表层的最下层的生瓷片下表面、下表层的最下层的生

瓷片上的电容极板的印刷；

S5、将印刷好的生瓷片置于烘干炉内进行烘干处理，使铂浆干结，通过叠片机将印刷好

的各部分生瓷片按所需层次和次序叠加在一起；

S6、将叠片完成后的多层生瓷片进行真空密封并放入层压机中进行层压，在温度为45

℃、压力为5MPa的环境下，使每层生瓷片紧密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瓷胚体，并将

其放入高温烧结炉内进行高温共烧，使其固化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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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温振动传感器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涡轮发动机、冶炼高炉、压缩机和燃气轮机等大型机械设备中，工作温度范围通

常为600-1000℃，对于此类设备的零部件制造、检测和动态参数的测量等提出了迫切需求

和严峻挑战。在飞行器的发动机中，对振动的检测有助于控制燃烧气体和燃料的混合以调

整飞行姿态、降低失控风险。由于受制作材料和系统结构的制约，目前已有的振动传感器无

法在此类高温恶劣环境下工作。因此，需要研制出一种用于高温环境的振动传感器，提高发

动机、飞行器等大型设备的运行安全性和测试准确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的高温恶劣环境中振动传感器，提供了一种可工作于高温环境下

的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及其制备方法。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该传感器由上表层、支撑层以及下表层通过层压烧结

成型固化而成的 形；

[0006] 所述上表层由四层陶瓷片层压而成，最上层的陶瓷片上表面印刷有电感，最下层

的陶瓷片下表面印刷有电容上极板，且四层陶瓷片中心处均开设有第一通孔；

[0007] 所述支撑层由三层陶瓷片层压而成；所述下表层由三层陶瓷片层压而成，最下层

的陶瓷片的外表面上印刷有电容下极板；

[0008] 所述上表层、支撑层以及下表层中的所有陶瓷片右侧均开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电

感与电容上极板通过第一通孔内的铂浆层相连，所述电感与电容下极板通过第二通孔内的

铂浆层相连。

[0009] 优选地，所述陶瓷片采用HTCC低温共烧陶瓷材料，该材料是一种氧化铝陶瓷材料，

该材料继承了传统陶瓷材料的特点，高温下机械性能稳定，抗腐蚀，成本较低，工艺成熟。电

感和电容极板印刷浆料均采用铂浆。

[0010] 优选地，所述电感为平面方形螺旋电感。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一通孔布设在电感线圈的中心环心垂直方向上。

[0012] 优选地，所述第二通孔布设在电感线圈末端环心的垂直方向上。

[0013] 优选地，所述电感线圈的一端通过第一通孔内的铂浆层与电容上极板相连接，末

端通过第二通孔内的铂浆层与电容下极板相连连接。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的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S1、按所需尺寸将生瓷带切割成生瓷片，并放入烘干炉中进行预加热；

[0016] S2、通过打孔装置在完成预加热的上表层的四层陶瓷片中心处以及上表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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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以及下表层中的所有陶瓷片的右侧开设通孔；

[0017] S3、打孔完成以后，采用顶层抽吸的方法使用铂浆对通孔进行填充，并在加热炉中

进行烘干加热实现其金属化；

[0018] S4、将印刷网版放置在印刷机上，调整网版与生瓷片的位置使两者居中对齐，然后

加入铂浆，通过丝网印刷技术在上表层的最上层的陶瓷片上表面上将印制所需的电路图

形，形成电感；重复上述步骤完成上表层的最下层的陶瓷片下表面、下表层的最下层的陶瓷

片上的电容极板的印刷；

[0019] S5、将印刷好的生瓷片置于烘干炉内进行烘干处理，使铂浆干结，通过叠片机将印

刷好的各部分生瓷片按按上述的层次和次序叠加在一起；

[0020] S6、将叠片完成后的多层基板进行真空密封并放入层压机中进行层压，在一定的

温度和压力(45℃,5MPa)环境下，使每层瓷片紧密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瓷胚体，

并将其放入高温烧结炉内进行高温共烧，使其固化成型。

[0021] 本发明中电感线圈和电容极板采用的是与HTCC生瓷片相匹配的耐高温铂浆，与生

瓷片能够很好的粘合，不会出现分层、剥离等现象。

[0022]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采用HTCC技术通过切割、打孔、填孔、印刷、叠片、层压、烧结形成一种陶瓷

高温振动传感器，该传感器具有耐高温性、结构合理、性能可靠、工作时间长等优点。该传感

器不仅能够在常温下将振动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传送给测试设备，而且在高温的环境下也

可以实现长时间的稳定测量，工作温度可达800℃以上，灵敏度高、稳定性好；设计结构巧

妙、工艺操作简单可行、易于产业化发展，在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生物工程等领域具有应用

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传感器的电感线圈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传感器的电容极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结合附图对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尽的说明。

[0028] 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该传感器由上表

层、支撑层以及下表层通过层压烧结成型固化而成的 形；所述上表层由四层陶瓷片层压

而成，最上层的陶瓷片上表面印刷有电感，最下层的陶瓷片下表面印刷有电容上极板，且四

层陶瓷片中心处均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支撑层由三层陶瓷片层压而成；所述下表层由三

层陶瓷片层压而成，最下层的陶瓷片的外表面上印刷有电容下极板；所述上表层、支撑层以

及下表层中的所有陶瓷片右侧均开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电感与电容上极板通过第一通孔内

的铂浆层相连，所述电感与电容下极板通过第二通孔内的铂浆层相连。当外界发生振动时，

电容极板之间的间距会发生变化，电容值即会变化，使得传感器的LC 电路谐振频率随之变

化。

[0029] 所述陶瓷片采用HTCC高温共烧陶瓷材料，该材料是一种氧化铝陶瓷材料，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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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传统陶瓷材料的特点，高温下机械性能稳定，抗腐蚀，成本较低，工艺成熟。电感和电

容极板印刷浆料均采用铂浆，所述电感为平面方形螺旋电感。所述第一通孔布设在电感线

圈的中心环心垂直方向上。

[0030] 所述第二通孔布设在电感线圈末端环心的垂直方向上。所述电感线圈的一端通过

第一通孔内的铂浆层与电容上极板相连接，末端通过第二通孔内的铂浆层与电容下极板相

连连接。

[0031]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2] S1、按尺寸将HTCC生瓷带切割成所需大小的生瓷片，放入烘干炉中进行预加热

[0033] S2、通过打孔装置在完成预加热的上表层的四层陶瓷片中心处以及上表层、支撑

层以及下表层中的所有陶瓷片的右侧开设通孔；

[0034] S3、打孔完成以后，采用顶层抽吸的方法使用铂浆对通孔进行填充，并在加热炉中

进行烘干加热实现其金属化；

[0035] S4、将印刷网版放置在印刷机上，调整网版与生瓷片的位置使两者居中对齐，然后

加入铂浆，通过丝网印刷技术在上表层的最上层的陶瓷片上表面上将印制所需的电路图

形，形成电感；重复上述步骤完成上表层的最下层的陶瓷片下表面、下表层的最下层的陶瓷

片上的电容极板的印刷；

[0036] S5、将印刷好的生瓷片置于烘干炉内进行烘干处理，使铂浆干结，通过叠片机将印

刷好的各部分生瓷片按按上述的层次和次序叠加在一起；

[0037] S6、将叠片完成后的多层基板进行真空密封并放入层压机中进行层压，在一定的

温度和压力(45℃,5MPa)环境下，使每层瓷片紧密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瓷胚体，

并将其放入高温烧结炉内进行高温共烧，使其固化成型。

[0038] 本具体实施的陶瓷高温振动传感器结构巧妙、制作工艺简单、生产成本较低、易于

实现工业化的生产，在涡轮发动机、冶炼高炉、压缩机和燃气轮机等大型机械设备中具有较

高的使用价值。

[003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竖

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

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

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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