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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

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受力圆盘、外壳、基座、弹性

梁、插头连接件和插头；所述受力圆盘通过所述

螺孔连接施力装置；所述插头连接件安装在所述

外壳的外侧面上；所述插头固定在插头连接件

上；所述基座的底座凸台安装在所述外壳的内

部；所述弹性梁包括圆盘梁体和六个支梁；所述

圆盘梁体与所述受力圆盘连接；六个所述支梁上

均有应力集中孔；每一个支梁上应力集中孔中心

的两侧上均设安装两个应变片；所述弹性梁安装

在所述基座上；本发明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紧

凑，应变片数量少，工艺简单，较高灵敏度，较高

解耦精度等优点。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09781329 B

2020.05.05

CN
 1
09
78
13
29
 B



1.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受力圆盘(1)、外壳(2)、基座(3)、

弹性梁(4)、插头连接件(5)和插头(6)；

所述受力圆盘(1)平面中心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通孔(101)；所述受力圆盘(1)平

面上还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螺孔(102)；所述螺孔(102)围绕所述通孔(101)；所述受力

圆盘(1)通过所述螺孔(102)连接施力装置；

所述外壳(2)为中空的圆柱体；所述外壳(2)侧面上设有插头安装孔I(201)；

所述插头连接件(5)为弧形板状；所述插头连接件(5)中部为插头安装孔II(501)；所述

插头安装孔II(501)与所述插头安装孔I(201)相对应；所述插头连接件(5)安装在所述外壳

(2)的外侧面上；

所述插头(6)插入所述插头安装孔II(501)和所述插头安装孔I(201)内，固定在所述插

头连接件(5)上；

所述基座(3)包括圆盘底座(301)和设于所述圆盘底座(301)平面上的底座凸台(302)；

所述底座凸台(302)为圆环形；所述底座凸台(302)的内部安装有电路板；所述底座凸

台(302)的环形平面上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弹性梁安装孔(3022)；

所述基座(3)的底座凸台(302)安装在所述外壳(2)的内部；

所述弹性梁(4)包括圆盘梁体(41)和六个支梁(42)；

所述圆盘梁体(41)平面上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受力圆盘连接孔(411)；所述受力

圆盘连接孔(411)与所述通孔(101)相对应；所述圆盘梁体(41)通过所述受力圆盘连接孔

(411)与所述受力圆盘(1)连接；

六个所述支梁(42)呈辐射状布置在所述圆盘梁体(41)上，且每个支梁(42)中心线之间

的夹角为60°；将六个所述支梁(42)分别记为第一支梁、第二支梁、第三支梁、第四支梁、第

五支梁和第六支梁；

以所述圆盘梁体(41)的平面中心建立右手笛卡尔坐标系，其中，记z轴的方向为垂直于

所述圆盘梁体(41)的平面向上，记x轴的方向为平行于所述圆盘梁体(41)的平面向右，记y

轴的方向为平行于所述圆盘梁体(41)的平面向前，记所述第一支梁位于x和y轴形成的第一

区间内，且第一支梁的中心线与x轴偏离θ°,0<θ<60，其余五个所述支梁(42)按逆时针依次

为第二支梁、第三支梁、第四支梁、第五支梁和第六支梁；

六个所述支梁(42)上均设有应力集中孔(421)；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的

应力集中孔(421)开口方向平行于z轴；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的应力集中孔

(421)开口方向垂直于z轴；

六个所述支梁(42)上均安装有应变片(422)；每一个支梁(42)上位于应力集中孔(421)

中心的两侧均安装一个应变片(422)；

六个所述支梁(42)上均设有定位孔(423)；所述定位孔(423)与所述弹性梁安装孔

(3022)相对应；所述弹性梁(4)通过所述定位孔(423)安装在所述基座(3)上；

在测量时，所述基座(3)固定在测量物体上，所述施力装置对所述受力圆盘(1)施力；所

述受力圆盘(1)受力之后使所述弹性梁(4)发生形变；所述应变片(422)上的电阻发生改变；

所述电路板将电阻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放大后，在所述插头(6)处将信号引出，向外输出

测量信号；

当Fx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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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f1sinθ°+f3sin(60-θ)°+f5cos(θ-30)°；    (式一)

当Fy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Fy＝f1cosθ°+f3cos(60-θ)°+f5sin(θ-30)°；    (式二)

当Fz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大小、方向均相同

的应变，记为

Fz＝f2+f4+f6；    (式三)

将每个所述支梁(42)上应力集中孔(421)中心到所述圆盘梁体(41)中心的距离为记为

L；

当Mx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Mx＝[f2cos(θ-30)°-f4sinθ°-f6sin(60-θ)°]L；    (式四)

当My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My＝[f2sin(θ-30)°-f4cosθ°-f6cos(60-θ)°]L；    (式五)

当Mz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产生方向相同的应变，记

为

Mz＝(f1+f5-f3)L；    (式六)

所述式一中：Fx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x方向上的力；f1为第一支梁所受应变；f3为第

三支梁所受应变；f5为第五支梁所受应变；

所述式二中：Fy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y方向上的力；

所述式三中：Fz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z方向上的力；f2为第二支梁所受应变；f4为第

四支梁所受应变；f6为第六支梁所受应变；

所述式四中：Mx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x方向上的力矩；

所述式五中：My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y方向上的力矩；

所述式六中：Mz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z方向上的力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凸台

(302)的环形平面还上设有处于同一圆周上的若干个电路板固定槽(3021)；所述底座凸台

(302)通过所述电路板固定槽(3021)固定所述电路板；

所述底座凸台(302)外侧面上还设有凹槽(3023)；所述凹槽(3023)与所述插头安装孔I

(201)相对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受力圆盘

(1)、外壳(2)、基座(3)、弹性梁(4)、插头连接件(5)和插头(6)的材质包括硬铝合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每一个所述支梁

(42)上的两个应变片(422)组成一组惠斯通电桥的半桥对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2)侧

面上设有若干个基座安装孔(202)；

所述基座(3)的底座凸台(302)上设有与所述基座安装孔(202)相对应的若干个螺纹孔

(3024)；

所述基座(3)的底座凸台(302)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外壳(2)的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安装孔

I(201)的四周设有若干个连接孔I(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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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插头安装孔II(501)的四周设有若干个连接孔II(502)；所述连接II(502)与所述

连接孔I(203)相对应；

所述插头连接件(5)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外壳(2)的外侧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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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应变传感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六维力传感器测力信息丰富，是一种能检测空间三个分量与三个力矩分量的传感

器。目前，已用于多个行业，如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军事、生物医学等。

[0003] 在六维力传感器设计中，力敏元件的结构布局以及应变片的粘贴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所设计传感器的综合性能。因此，设计出合理可行的力敏元件布局以及应变片粘

贴方式成为关键。基于十字形的弹性梁结构的多维力传感器是常见的一种结构，它具有结

构紧凑等优点，但也存在梁结构复杂等不足。现有技术中包括一种双目结构的六维力传感

器，其中弹性梁为双层十字梁结构，虽然有较好的灵敏度，但其维间耦合度偏大，双层结构

不利于减小传感器整体高度，加工难度大。不仅如此，目前现有的应变式六维力传感器电阻

应变片数量偏多，导致资源浪费，并且增加工艺难度。

[0004] 因此，现有技术中需要一种能够克服上述问题的六维力传感器。

发明内容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目的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

其特征在于：包括受力圆盘、外壳、基座、弹性梁、插头连接件和插头。

[0006] 所述受力圆盘平面中心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通孔。所述受力圆盘平面上还设

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螺孔。所述螺孔围绕所述通孔。所述受力圆盘通过所述螺孔连接施

力装置。

[0007] 所述外壳为中空的圆柱体。所述外壳侧面上设有插头安装孔I。

[0008] 所述插头连接件为弧形板状。所述插头连接件中部为插头安装孔II。所述插头安

装孔II与所述插头安装孔I相对应。所述插头连接件安装在所述外壳的外侧面上。

[0009] 所述插头插入所述插头安装孔II和所述插头安装孔I内，固定在所述插头连接件

上。

[0010] 所述基座包括圆盘底座和设于所述圆盘底座平面上的底座凸台。

[0011] 所述底座凸台为圆环形。所述底座凸台的内部安装有电路板。所述底座凸台的环

形平面上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的弹性梁安装孔。

[0012] 所述基座的底座凸台安装在所述外壳的内部。

[0013] 所述弹性梁包括圆盘梁体和六个支梁。

[0014] 所述圆盘梁体平面上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受力圆盘连接孔。所述受力圆盘连

接孔与所述通孔相对应。所述圆盘梁体通过所述受力圆盘连接孔与所述受力圆盘连接。

[0015] 六个所述支梁呈辐射状布置在所述圆盘梁体上，且每个支梁中心线之间的夹角为

60°。将六个所述支梁分别记为第一支梁、第二支梁、第三支梁、第四支梁、第五支梁和第六

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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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以所述圆盘梁体的平面中心建立右手笛卡尔坐标系，其中，记z轴的方向为垂直于

所述圆盘梁体的平面向上，记x轴的方向为平行于所述圆盘梁体的平面向右，记y轴的方向

为平行于所述圆盘梁体的平面向前，记所述第一支梁位于x和y轴形成的第一区间内，且第

一支梁的中心线与x轴偏离θ°，0＜θ＜60，其余五个所述支梁按逆时针依次为第二支梁、第

三支梁、第四支梁、第五支梁和第六支梁。

[0017] 六个所述支梁上均设有应力集中孔。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的应力

集中孔开口方向平行于z轴。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的应力集中孔开口方向垂

直于z轴。

[0018] 六个所述支梁上均安装有应变片。每一个支梁上位于应力集中孔中心的两侧均安

装一个应变片。

[0019] 六个所述支梁上均设有定位孔。所述定位孔与所述弹性梁安装孔相对应。所述弹

性梁通过所述定位孔安装在所述基座上。

[0020] 在测量时，所述基座固定在测量物体上，所述施力装置对所述受力圆盘施力。所述

受力圆盘受力之后使所述弹性梁发生形变。所述应变片上的电阻发生改变。所述电路板将

电阻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放大后，在所述插头处将信号引出，向外输出测量信号。

[0021] 当Fx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0022] Fx＝f1sinθ°+f3sin(60-θ)°+f5cos(θ-30)°。   (式一)

[0023] 当Fy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0024] Fy＝f1cosθ°+f3cos(60-θ)°+f5sin(θ-30)°。   (式二)

[0025] 当Fz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大小、方向均

相同的应变，记为

[0026] Fz＝f2+f4+f6。   (式三)

[0027] 将每个所述支梁上应力集中孔中心到所述圆盘梁体中心的距离为记为L。

[0028] 当Mx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0029] Mx＝[f2cos(θ-30)°-f4sinθ°-f6sin(60-θ)°]L。   (式四)

[0030] 当My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0031] My＝[f2sin(θ-30)°-f4cosθ°-f6cos(60-θ)°]L。   (式五)

[0032] 当Mz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产生方向相同的应

变，记为

[0033] Mz＝(f1+f5-f3)L。   (式六)

[0034] 所述式一中：Fx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x方向上的力。f1为第一支梁所受应变。f3

为第三支梁所受应变。f5为第五支梁所受应变。

[0035] 所述式二中：Fy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y方向上的力。

[0036] 所述式三中：Fz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z方向上的力。f2为第二支梁所受应变。f4

为第四支梁所受应变。f6为第六支梁所受应变。

[0037] 所述式四中：Mx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x方向上的力矩。

[0038] 所述式五中：My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y方向上的力矩。

[0039] 所述式六中：Mz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z方向上的力矩。

[0040] 进一步，所述底座凸台的环形平面还上设有处于同一圆周上的若干个电路板固定

说　明　书 2/6 页

6

CN 109781329 B

6



槽。所述底座凸台通过所述电路板固定槽固定所述电路板。

[0041] 所述底座凸台外侧面上还设有凹槽。所述凹槽与所述插头安装孔I相对应。

[0042] 进一步，所述受力圆盘、外壳、基座、弹性梁、插头连接件和插头的材质包括硬铝合

金。

[0043] 进一步，每一个所述支梁上的两个应变片组成一组惠斯通电桥的半桥对边。

[0044] 进一步，所述外壳侧面上设有若干个基座安装孔。

[0045] 所述基座的底座凸台上设有与所述基座安装孔相对应的若干个螺纹孔。

[0046] 所述基座的底座凸台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外壳的内部。

[0047] 进一步，所述插头安装孔I的四周设有若干个连接孔I。

[0048] 所述插头安装孔II的四周设有若干个连接孔II。所述连接孔II与所述连接孔I相

对应。

[0049] 所述插头连接件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外壳的外侧面上。

[0050]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本发明公开的六维力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紧

凑，应变片数量少，工艺简单，较高灵敏度，较高解耦精度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5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52] 图2为本发明的分解示意图；

[0053] 图3为本发明弹性梁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54] 图4为本发明弹性梁的安装示意图；

[0055] 图5为本发明弹性梁的平面示意图1；

[0056] 图6为本发明弹性梁的平面示意图2。

[0057] 图中：受力圆盘1、通孔101、螺孔102、外壳2、插头安装孔I201、基座安装孔202、连

接I203、基座3、圆盘底座301、底座凸台302、电路板固定槽3021、弹性梁安装孔3022、凹槽

3023、螺纹孔3024、弹性梁4、圆盘梁体41、受力圆盘连接孔411、支梁42、应力集中孔421、应

变片422、定位孔423、插头连接件5、插头安装孔II501、连接II502和插头6。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应该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范围仅

限于下述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上述技术思想的情况下，根据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和惯

用手段，做出各种替换和变更，均应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59] 实施例1：

[0060] 参见图1至图3，一种六梁结构的六维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受力圆盘1、外壳

2、基座3、弹性梁4、插头连接件5和插头6。

[006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受力圆盘1、外壳2、基座3、弹性梁4、插头连接件5和插头6的材

质为硬铝合金LY12。

[0062] 所述受力圆盘1平面中心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六个通孔101。所述受力圆盘1

平面上还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八个螺孔102。所述螺孔102围绕所述通孔101。所述受力

圆盘1通过所述螺孔102连接施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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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所述外壳2为中空的圆柱体。所述外壳2侧面上设有插头安装孔I201。

[0064] 所述插头连接件5为弧形板状。所述插头连接件5中部为插头安装孔II501。所述插

头安装孔II501与所述插头安装孔I201相对应。所述插头连接件5安装在所述外壳2的外侧

面上。

[0065] 所述插头6插入所述插头安装孔II501和所述插头安装孔I201内，固定在所述插头

连接件5上。

[0066] 所述基座3包括圆盘底座301和设于所述圆盘底座301平面上的底座凸台302。

[0067] 所述底座凸台302为圆环形。所述底座凸台302的环形平面还上设有处于同一圆周

上的四个电路板固定槽3021。所述底座凸台302通过所述电路板固定槽3021固定安装有电

路板。

[0068] 所述底座凸台302的环形平面上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六个弹性梁安装孔

3022。

[0069] 所述基座3的底座凸台302安装在所述外壳2的内部，通过圆盘底座301限位。

[0070] 所述底座凸台302外侧面上还设有凹槽3023。所述凹槽3023与所述插头安装孔

I201相对应，便于容纳插头6。

[0071] 所述弹性梁4包括圆盘梁体41和六个支梁42。

[0072] 所述圆盘梁体41平面上设有均布在同一圆周上的六个受力圆盘连接孔411。所述

受力圆盘连接孔411与所述通孔101相对应。所述圆盘梁体41通过所述受力圆盘连接孔411

与所述受力圆盘1连接。

[0073] 六个所述支梁42呈辐射状布置在所述圆盘梁体41上，且每个支梁42中心线之间的

夹角为60°。将六个所述支梁42分别记为第一支梁、第二支梁、第三支梁、第四支梁、第五支

梁和第六支梁。

[0074] 参见图3至图6所示，以所述圆盘梁体41的平面中心建立右手笛卡尔坐标系，其中，

记z轴的方向为垂直于所述圆盘梁体41的平面向上，记x轴的方向为平行于所述圆盘梁体41

的平面向右，记y轴的方向为平行于所述圆盘梁体41的平面向前，记所述第一支梁位于x和y

轴形成的第一区间内，且第一支梁的中心线与x轴偏离θ°，0＜θ＜60，其余五个所述支梁42

按逆时针依次为第二支梁、第三支梁、第四支梁、第五支梁和第六支梁。

[0075] 六个所述支梁42上均设有应力集中孔421。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的

应力集中孔421开口方向平行于z轴。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的应力集中孔421

开口方向垂直于z轴。

[0076] 六个所述支梁42上均安装有应变片422。每一个支梁42上位于应力集中孔421中心

的两侧均安装一个应变片422。每一个所述支梁42上的两个应变片422组成一组惠斯通电桥

的半桥对边。即六个支梁42上的12个应变片422组成六组惠斯通电桥的半桥对边。

[0077] 六个所述支梁42上均设有定位孔423。所述定位孔423与所述弹性梁安装孔3022相

对应。所述弹性梁4通过所述定位孔423安装在所述基座3上。

[0078] 在测量时，所述基座3固定在测量物体上，所述施力装置对所述受力圆盘1施力。所

述受力圆盘1受力之后使所述弹性梁4发生形变。所述应变片422上的电阻发生改变，由惠斯

通电桥改变电阻。所述电路板将电阻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放大后，在所述插头6处将信号

引出，向外输出测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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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当Fx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0080] Fx＝f1sinθ°+f3sin(60-θ)°+f5cos(θ-30)°。   (式一)

[0081] 当Fy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0082] Fy＝f1cosθ°+f3cos(60-θ)°+f5sin(θ-30)°；   (式二)

[0083] 当Fz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大小、方向均

相同的应变，记为

[0084] Fz＝f2+f4+f6；   (式三)

[0085] 将每个所述支梁42上应力集中孔421中心到所述圆盘梁体41中心的距离为记为L。

[0086] 当Mx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Mx

＝[f2cos(θ-30)°-f4sinθ°-f6sin(60-θ)°]L；   (式四)

[0087] 当My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二支梁、第四支梁和第六支梁上产生应变，记为

[0088] My＝[f2sin(θ-30)°-f4cosθ°-f6cos(60-θ)°]L；   (式五)

[0089] 当Mz作用在传感器上时，所述第一支梁、第三支梁和第五支梁产生方向相同的应

变，记为Mz＝(f1+f5-f3)L   (式六)

[0090] 所以，当外力作用在施力平台中心时，本六维力传感器的输出为：

[0091]

[0092] 所述式一中：Fx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x方向上的力。f1为第一支梁所受应变。f3

为第三支梁所受应变。f5为第五支梁所受应变。

[0093] 所述式二中：Fy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y方向上的力。

[0094] 所述式三中：Fz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z方向上的力。f2为第二支梁所受应变。f4

为第四支梁所受应变。f6为第六支梁所受应变。

[0095] 所述式四中：Mx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x方向上的力矩。

[0096] 所述式五中：My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y方向上的力矩。

[0097] 所述式六中：Mz为传感器受到的六维力在z方向上的力矩。

[0098] 利用上述公式，即可解出作用在六维力传感器的六维力Fx、Fy、Fz、Mx、My、Mz。

[0099] 实施例2：

[0100] 本实施例结构同实施例1，进一步的，所述外壳2侧面上设有3个基座安装孔202。

[0101] 所述基座3的底座凸台302上设有与所述基座安装孔202相对应的3个螺纹孔3024。

[0102] 所述基座3的底座凸台302通过螺钉依次旋入基座安装孔202和螺纹孔3024，固定

在所述外壳2的内部。

[0103] 实施例3：

[0104] 本实施例结构同实施例1，进一步的，所述插头安装孔I201的四周设有四个连接孔

I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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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所述插头安装孔II501的四周设有四个连接孔II502。所述连接II502与所述连接

I203相对应。

[0106] 所述插头连接件5通过螺钉依次旋入连接I203和连接II502，固定在所述外壳2的

外侧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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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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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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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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