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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多维力测量技术领域，提供了一

种集成式五维力测量方法，不同于传统多点布置

的压电测力仪，本发明的方法使用一个正方体石

英晶块作为力敏元件制作传感器，可用于多维力

在小空间内的测量，对于需要小空间内测量多维

力的制造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该方法采用均匀分

布八片电极输出电荷的方法，该测量系统可以将

外界随机、偶发的干扰信号产生的误差值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可提高测量结果的精确度，能够满

足一般精确度要求的五维力测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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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式五维力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所用装置包括加载块(1)、上端盖

(2)、石英晶块(3)、屏蔽挡圈(4)和下端盖(5)；

选取一个正方体石英晶块(3)，石英晶块(3)的晶体坐标系x’轴向上放置，将石英晶块

(3)的晶体坐标系旋转变化，建立计算坐标系Oxyz，石英晶块(3)的晶体坐标系为Ox’y’z’；

石英晶块(3)位于屏蔽挡圈(4)内，且其下端面被固定在下端盖(5)上，并且被上端盖(2)和

下端盖(5)用预紧力夹紧，上端盖(2)和下端盖(5)分别与屏蔽挡圈(4)通过预紧螺栓相连

接；上端盖(2)上端与加载块(1)通过预紧螺栓固定，上端盖(2)下端与屏蔽挡圈(4)间存在

一定间隙，多维力加载在加载块(1)上，多维力通过上端盖(2)传递到石英晶块(3)的上端

面，下端盖(5)通过螺栓与测试平台相连接；其测量方法如下：

对于该正方体石英晶块(3)，当其受到空间内除z轴方向扭矩外的五个方向力分量(Fx、

Fy、Fz、Mx、My)复合作用时，在石英晶块(3)整体所产生的应力场如式(1)所示：

式中，a为石英晶块(3)边长，Ix、Iy分别为石英晶块(3)截面对x轴和y轴的主惯性矩，对

于正方形截面有

根据张量坐标变换法则，由晶体坐标系Ox’y’z’中的压电系数矩阵d，计算出在计算坐

标系Oxyz中新的压电系数矩阵：

其中，d11＝2.31×10‑12,d14＝‑0.727×10‑12；

正方体石英晶块(3)内部产生的电极化强度为：

正方体石英晶块(3)内部产生的电极化强度 在x，y，z方向上的分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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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于z轴的上下两个晶面处，由正压力、弯曲产生的等效面束缚电荷密度为：

式中，ηz +、ηz ‑分别表示X0切型正方体石英晶块(3)上、下表面的电荷密度；

分别为计算坐标系Oxyz中上下两端面单位法向量；d11为压电系数，

且有d11＝2.31×10‑12；

由式(5)看出，对于提取电荷的上表面来说，正方体石英晶块(3)表面电荷密度以y轴和

x轴为对称轴对称分布，y轴、x轴左右两侧的电荷密度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因此可采用均匀

分布四片电极输出电荷的方法，实现弯矩Mx、My的测量；即以y轴和x轴为分界线将正方体石

英晶块(3)上表面面域划分为4个相等的面域，分别记为S1、S2、S3、S4，在4个面域各布置一片

电极用以提取每个面域内产生的束缚电荷量，分别记为Q1、Q2、Q3和Q4；四个电荷量之和为上

表面所有的电荷量，因此，这四片电极同样可以用于测量主向正向力Fz；

对于两个切向力Fx和Fy，两个力产生的切应力代入压电系数矩阵可知在石英晶块(3)的

上表面不会产生感应电荷；而在石英晶块(3)的下表面，由切向力因为尺度效应而产生的弯

矩不可忽略，所以在切向力作用下石英晶块(3)下表面会产生感应电荷，由式(5)可知其计

算过程与弯矩类似；所以在石英晶块(3)下表面同样划分为4个相等的面域，分别记为S5、S6、

S7、S8，在4个面域各布置一片电极用以提取每个面域内产生的束缚电荷量，分别记为Q5、Q6、

Q7和Q8；

取上表面电荷密度ηz+和下表面电荷密度ηz‑，分别在8个面域内对其进行面积分，求得每

个面域内的感生电荷量大小，如式(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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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计算知，该正方体石英晶块(3)X0面测得的八个电极的电荷量Q1、Q2、Q3、Q4、Q5、

Q6、Q7和Q8为施加的五维力所产生电荷的线性叠加，并可以通过解耦求得五维力的大小，计

算结果如式(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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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式五维力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多维力测量技术领域，涉及一种五维力的精确测量方法，不同于传统

多点布置的压电测力仪，本项技术使用一个正方体石英晶块作为力敏元件制作传感器，可

用于多维力在小空间内的测量，对于需要小空间内测量多维力的制造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技术

[0002] 多维力/力矩测试技术在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其中多维力传感器作为测

控系统最关键的感知环节，最多可提供空间三个力分量和三个力矩分量信息的反馈。以石

英晶体作为力敏元件的压电式力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高固有频率以及较好稳定性和动态

特性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空间多维载荷的测量。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载荷形式复杂化、传

感器结构小型化以及测试性能高效化等新的测试需求不断出现，对多维力传感器的结构尺

寸和测试性能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有的压电式力传感器大多存在着加工工艺复杂、传

感器尺寸较大等问题，无法实现对多维复杂载荷的集成化测量。因此，探索新型的压电式多

维力测试方法，开发新形式力敏元件结构的压电式多维力传感器具有较为重要的科学意

义。

[0003] 本项设计综合运用各向异性弹性力学、晶体物理学、电介质物理学、压电理论等多

学科领域基本理论，开展基于立方体石英晶块的多维力压电测量原理与技术研究。根据所

得的局部面域感生电荷分布规律，研制了一种新型压电式五维力测试装置。

[0004] 结合石英晶体压电效应基本理论及张量坐标变换规律，计算出内部的极化电场，

得到各面域感生电荷密度与力的映射关系式，进而得出等效极化面电荷分布规律。对立方

体石英晶块表面面域进行划分，通过求解线性方程组，得到五维力与立方体石英晶块局部

区域感生电荷量的映射关系。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基于现有压电式传感器体积大的难题，提供了一种集成式的五维力传感

器，可实现小空间内的多维力测量。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集成式五维力测量方法，该方法所用装置包括加载块1、上端盖2、石英晶块3、

屏蔽挡圈4和下端盖5；

[0008] 选取一个正方体石英晶块3，石英晶块3的晶体坐标系x’轴向上放置，将石英晶块3

的晶体坐标系旋转变化，建立计算坐标系Oxyz，石英晶块3的晶体坐标系为Ox’y’z’，如图1

所示；石英晶块3位于屏蔽挡圈4内，且其下端面被固定在下端盖5上，并且被上端盖2和下端

盖5用预紧力夹紧，上端盖2和下端盖5分别与屏蔽挡圈4通过预紧螺栓相连接；上端盖2上端

与加载块1通过预紧螺栓固定，上端盖2下端与屏蔽挡圈4间存在一定间隙，多维力加载在加

载块1上，多维力通过上端盖2传递到石英晶块3的上端面，下端盖5通过螺栓与测试平台相

连接。整体结构装配图如图2所示，其测量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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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对于该正方体石英晶块3，当其受到空间内除z轴方向扭矩外的五个方向力分量

(Fx、Fy、Fz、Mx、My)复合作用时，在石英晶块3整体所产生的应力场如式(1)所示：

[0010]

[0011] 式中，a为石英晶块3边长，Ix、Iy分别为石英晶块3截面对x轴和y轴的主惯性矩，对

于正方形截面有

[0012] 根据张量坐标变换法则，由晶体坐标系Ox’y’z’中的压电系数矩阵d，计算出在计

算坐标系Oxyz中新的压电系数矩阵：

[0013]

[0014] 其中，d11＝2.31×10‑12,d14＝‑0.727×10‑12；

[0015] 正方体石英晶块3内部产生的电极化强度为：

[0016]

[0017] 正方体石英晶块3内部产生的电极化强度 在x，y，z方向上的分量分别为：

[0018]

[0019] 在垂直于z轴的上下两个晶面处，由正压力、弯曲产生的等效面束缚电荷密度为：

[0020]

[0021] 式中，ηz +、ηz ‑分别表示X0切型正方体石英晶块3上、下表面的电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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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计算坐标系Oxyz中上下两端面单位法向量；d11为压电系数，

且有d11＝2.31×10‑12；

[0022] 由式(5)看出，对于提取电荷的上表面(垂直于z轴)来说，正方体石英晶块3表面电

荷密度以y轴和x轴为对称轴对称分布，y轴、x轴左右两侧的电荷密度大小相等，符号相反；

因此可采用均匀分布四片电极输出电荷的方法，实现弯矩Mx、My的测量；即以y轴和x轴为分

界线将正方体石英晶块3上表面面域划分为4个相等的面域，分别记为S1、S2、S3、S4，在4个面

域各布置一片电极用以提取每个面域内产生的束缚电荷量，分别记为Q1、Q2、Q3和Q4；四个电

荷量之和为上表面所有的电荷量，因此，这四片电极同样可以用于测量主向正向力Fz；

[0023] 对于两个切向力Fx和Fy，两个力产生的切应力代入压电系数矩阵可知在石英晶块3

的上表面不会产生感应电荷；而在石英晶块3的下表面，由切向力因为尺度效应而产生的弯

矩不可忽略，所以在切向力作用下石英晶块3下表面会产生感应电荷，由式(5)可知其计算

过程与弯矩类似；所以在石英晶块3下表面同样划分为4个相等的面域，分别记为S5、S6、S7、

S8，在4个面域各布置一片电极用以提取每个面域内产生的束缚电荷量，分别记为Q5、Q6、Q7
和Q8；电极布置如图3所示。

[0024] 取上表面电荷密度ηz+和下表面电荷密度ηz‑，分别在8个面域内对其进行面积分，

求得每个面域内的感生电荷量大小，如式(6)所示：

[0025]

[0026] 由上述计算知，该正方体石英晶块3X0面测得的八个电极的电荷量Q1、Q2、Q3、Q4、Q5、

Q6、Q7和Q8为施加的五维力(不含扭矩Mz)所产生电荷的线性叠加，并可以通过解耦求得五维

力的大小，计算结果如式(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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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方法使用一个正方体石英晶块作为力敏元件制作传

感器，可用于多维力在小空间内的测量，对于需要小空间内测量多维力的制造领域具有重

要意义。该方法采用均匀分布八片电极输出电荷的方法，该测量系统可以将外界随机、偶发

的干扰信号产生的误差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提高测量结果的精确度，能够满足一般精

确度要求的五维力测量要求。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正方体石英晶块片在计算坐标系Oxyz中的受力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采用均匀分布八片电极输出电荷的方法时，正方体石英晶片面域划分示意

图。

[0032] 图4为加载块示意图。

[0033] 图5为上端盖示意图。

[0034] 图6为屏蔽挡圈示意图。

[0035] 图7为下端盖示意图。

[0036] 图中：1加载块；2上端盖；3石英晶块；4屏蔽挡圈；5下端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8] 选取一个正方体石英晶块3，石英晶块3的晶体坐标系x’轴向上放置，将石英晶块3

的晶体坐标系旋转变化，建立计算坐标系Oxyz，石英晶块3的晶体坐标系为Ox’y’z’，如图1

所示。石英晶块3下端面被固定在下端盖5并且被上端盖2和下端盖5用预紧力夹紧，上端盖2

和下端盖5与屏蔽挡圈4通过预紧螺栓相连接，上端盖2上端与加载块通过预紧螺栓固定并

且下端与屏蔽挡圈4间存在一定间隙，多维力加载在加载块1上，力通过上端盖2传递到石英

晶块3的上端面，下端盖5通过螺栓与测试平台相连接。整体结构装配图如图2所示。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对于该正方体石英晶块，其边长a＝10mm，当其受到空间内除z轴方向扭矩外的五

个方向力分量(Fx、Fy、Fz、Mx、My)复合作用时，在晶块整体所产生的应力场如式(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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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式中，a为石英晶块边长，Ix、Iy分别为晶片截面对x轴和y轴的主惯性矩，对于正方

形截面有

[0043] 根据张量坐标变换法则，由晶体坐标系Ox’y’z’中的压电系数矩阵d，计算出在计

算坐标系Oxyz中新的压电系数矩阵：

[0044]

[0045] 其中d11＝2.31×10‑12,d14＝‑0.727×10‑12。

[0046] 正方体石英晶块内部产生的电极化强度为：

[0047]

[0048] 晶体内部产生的电极化强度 在x，y，z方向上的分量分别为：

[0049]

[0050] 在垂直于z轴的上下两个晶面处，由正压力、弯曲产生的等效面束缚电荷密度为：

[0051]

[0052] 式中，ηz +、ηz ‑分别表示X0切型正方体石英晶块上、下表面的电荷密度；

分别为计算坐标系Oxyz中上下两端面单位法向量；d11为压电系数，且有

d11＝2.31×10‑12。

[0053] 由式(11)可以看出，对于提取电荷的上表面(垂直于z轴)来说，正方体石英晶块表

说　明　书 5/7 页

9

CN 111397788 B

9



面电荷密度以y轴和x轴为对称轴对称分布，y轴、x轴左、右两侧的电荷密度大小相等，符号

相反。因此可以采用均匀分布四片电极输出电荷的方法，实现弯矩Mx、My的测量。即以y轴和x

轴为分界线将正方体石英晶块上表面面域划分为4个相等的面域，分别记为S1、S2、S3、S4，在

4个面域各布置一片电极用以提取每个面域内产生的束缚电荷量，分别记为Q1、Q2、Q3和Q4。

四个电荷量之和为上表面所有的电荷量，所以这四片电极同样可以用于测量主向正向力

Fz。

[0054] 对于两个切向力Fx和Fy，两个力产生的切应力代入压电系数矩阵可知在晶块的上

表面不会产生感应电荷。而在晶块的下表面，由切向力因为尺度效应而产生的弯矩不可忽

略，所以在切向力作用下下表面会产生感应电荷，由式(11)可知其计算过程与弯矩类似。所

以在晶块下面同样划分为4个相等的面域，分别记为S5、S6、S7、S8，在4个面域各布置一片电

极用以提取每个面域内产生的束缚电荷量，分别记为Q5、Q6、Q7和Q8。电极布置如图3所示。

[0055] 取上表面电荷密度ηz+和下表面电荷密度ηz‑，分别在8个面域内对其进行面积分，

可以求得每个面域内的感生电荷量大小，如式(12)所示：

[0056]

[0057] 由上述计算可知，该正方体石英晶块X0面测得的八个电极的电荷量Q1、Q2、Q3、Q4、

Q5、Q6、Q7和Q8为施加的五维力(不含扭矩Mz)所产生电荷的线性叠加，并可以通过解耦求得五

维力的大小，计算结果如式(13)所示：

[0058]

[0059] 例如，如果测得石英晶片四个区域的感生电荷量分别为：

[0060] Q1＝‑3.62×10‑10C,Q2＝17.58×10‑10C,Q3＝‑3.55×10‑10C,Q4＝17.67×10‑10C

[0061] Q5＝‑7.88×10‑10C,Q6＝‑6.56×10‑10C,Q7＝‑7.67×10‑10C,Q8＝‑6.77×10‑10C

[0062] 利用扭矩的解耦公式求得的五维力采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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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本发明采用对同一载荷信号同时进行两次采样，该测量系统可以将外界随机、偶

发的干扰信号产生的误差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提高测量结果的精确度，能够满足一般

精确度要求的五维力测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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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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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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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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