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二 传感器系列实验
传感器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
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其中，敏感元件是指传感器中能直接感受或响应被测量
的部分；转换元件是指传感器中能将敏感元件感受或响应的被测量转换成适于传输或测量
的电信号部分．传感器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
传感器按其变换原理和工作机理可分为物理传感器、化学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物理
传感器是利用某些变换元件的物理性质以及某些功能材料的特殊物理性能制成的传感
器．如利用金属或半导体材料在被测量作用下引起的电阻值变化的电阻式传感器；利用磁
阻随被测量变化的电感和差动变压器式传感器；利用压电晶体在被测力作用下产生的压电
效应而制成的压电式传感器；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压阻效应、光电效应、霍尔效应制成的压
敏、光敏和磁敏传感器．
本系列实验将分别研究光纤位移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霍尔式传感器和电涡流传感
器的特性．

1．光纤位移传感器
【实验目的】
1．了解光纤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掌握光纤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的方法；
3．掌握光纤位移传感器测量转速的方法．

【实验原理】
光纤传感器是伴随着光纤及光通信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光纤传感器一般可分全
光纤传感器和传光型光纤传感器两大类．全光纤传感器是利用光纤本身的特性把光纤作为
敏感元件，被测量对光纤内传输的光进行调制，使传输光的强度、相位、频率或偏振态等
特性发生变化，再通过对被调制过的信号解调，从而得出被测信号．传光型光纤传感器是
利用其它敏感元件感受被测量的变化，光纤仅作为光波的传输介质，常用来传输来自远处
或难以接近场所的光信号．光纤传感器可以探测的参量很多，按被测对象不同可分为位移、

图1

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原理图及输出电压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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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温度、速度、流量、振动、转动、加速度、弯曲、应变、磁场、电压、电流、以及
生物医学量和化学量等．
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光纤采用Y型结构，两束光纤一端合并
组成光纤探头，另一端分为两束，分别作为接收光纤和光源光纤．光纤只起着传输信息的
作用．当光发射器发射的红外光，经光源光纤照射至反射体，被反射的光经接收光纤传至
光电转换元件，由光电转换元件将信号转化为电信号输出．经接收光纤传至光电转换元件
的光强决定于反射体距光纤探头的位置，通过对反射光强的检测可得到位移量．

【实验内容】
1．熟悉仪器的配置、功能、使用方法和操作注意事项等，详细阅读仪器说明书和有关
资料．
2．静态测量
（1）在工作台右边的固定支架上装上光纤传感器的光纤探头，使探头对准镀铬反射片
中心，光纤传感器的另一端四芯插头与处理电路光电变换器中输入插座对准后插紧．光纤
传感器中间的连接块要水平放置，以免损坏．
（2）在工作台右边的振动台两旁固定支架上装上T型测微头，使测微头端面与振动台
中磁钢端面接触良好．
（3）开启电源及±15 V直流稳压电源，光电变换器输出VO 接数字电压表．旋动测微
头带动振动平台，使光纤探头端面紧贴反射镜面，此时VO 输出为最小．
（4）旋动测微头使反射镜面离开探头，测量电压和位移量，并作V-X关系曲线．
3．动态测量—振动实验
（1）将测微头移开，振动台处于自由状态，根据V-X曲线选取线性较好的区域装好光
纤探头．
（2）如图2所示，将低频振荡器输出接“激振 I ”
（激振 I
为带有振动圆盘的悬臂梁），调节激振频率和幅度，使振动台
保持适当幅度的振动（以不碰到光纤探头为宜）
．
（3）用示波器观察VO 端电压波形，并用电压/频率表测
出振动频率．
4．转速测量
（1）将光纤探头置于调制转盘的反射面上，调整探头高
度，使探头端面与调制盘反光面相距1 mm左右，光纤探头对
准调制盘边缘向内3 mm为宜．
（2）光电变换器输出VO 端分别接电压/频率表和示波器．
（3）开启电源和±15 V直流稳压电源开关，调节电机转
图 2 振荡器与激振连接
速，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并读出频率．
（4）计算电机的转速．

【注意事项】
1．实验时应保持反射面的洁净，并使光纤端面与反射面平行．光纤勿成锐角曲折．
2．实验时应避免强光直接照射反射面，以免造成测量误差．光纤端面不宜长时间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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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以免内部电路受损．
3．光电变换器工作时VO 最大输出电压以2 V左右为好，可通过调节增益电位器控制．

2．电容式传感器
【实验目的】
1．了解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掌握电容式传感器测量位移的方法．

【实验原理】
电容式传感器是将被测非电量的变化转换为电容量变化的一种传感器．它结构简单、
体积小、分辨率高，可非接触式测量，并能在高温、辐射和强振动等恶劣条件下工作，广
泛应用于压力、压差、液位、振动、位移、加速度、成分含量等多方面测量．电容式传感
器可分为变面积型、变极距型和变介质型三种类型．
本实验中使用的差动变面积型电容传感器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传感器由两组定片和一
组动片构成，当安装在振动台上的动片上下改变位置，与两组定片间的重叠面积发生变化，
极间电容亦发生相应变化，此
称为差动电容．如将上层定片
与动片形成的电容定为Cx1，下
层定片与动片形成的电容定
为Cx2 ，当将Cx1 和Cx2 接入桥
路作为相邻两臂时，桥路的输
出电压与电容量变化有关，即
与振动台的位移有关．
图3

电容式传感器原理图

【实验内容】
1．按图3接线，电容变换器和差动放大器的增益调至适中．
2．装上测微头，带动振动台位移，使电容动片位于两定片中间，此时差动放大器输出
应为零．
3．以此为起点，向上和向下位移动片，直至动片与一组静片全部重合为止．测量电压
和位移量，并作V-X 关系曲线，计算该电容传感器的灵敏度S（S =ΔV/Δx）．
4．低频振荡器输出接“激振I”端，移开测微头，适当调节频率和振幅，使差动放大
器输出波形较大但不失真，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并确定振动频率．

【注意事项】
1．电容动片与两定片之间的片间距离须相等，必要时可稍做调整．位移和振动时均
不可有擦片现象，否则会造成输出信号突变．
2．如果差动放大器输出端用示波器观察到波形中有杂波，请将电容变换器增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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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

3．霍尔式传感器
【实验目的】
1．理解霍尔式传感器的原理；
2．学会用霍尔式传感器作静态位移测试．

【实验原理】
霍尔式传感器是基于霍尔效应的一种传感器，它广泛用于电磁测量、压力、加速度、
振动等方面的测量．将霍尔元件（半导体材料）置于磁场中（图4），二端通一电流，当电
流方向与磁场方向不一致时，电荷在运动过程中受磁力的影响积聚于二端，因而在平行于
电流和磁场方向的两个端面间产生电动势，这一现象称为霍尔效应，该电势称为霍尔电势，
此电势正比于磁场强度B．
本实验所用霍尔式传感器是由两个环形磁钢形成梯度磁场和位于梯度磁场中的霍尔元
件组成（图5）．当霍尔元件通以恒定电流时，霍尔元件就有电势输出．霍尔元件在梯度磁
场中上下移动时，输出的霍尔电势取决于其在磁场中的位移量，所以测得霍尔电势的大小
便可获知霍尔元件的静位移．

图4

图5

霍尔元件的引线

霍尔式传感器接线图

【实验内容】
1．按图5接线，装上测微头，调节振动圆盘上下位置，使霍尔元件位于梯度磁场中间
位置．
2．开启电源，调节测微头和电桥直流平衡电位器WD，使差动放大器输出为零．上下
移动振动台，使差动放大器正负电压输出对称．
3．上下移动测微头，测量电压和位移量，并作V- X 关系曲线，计算该霍尔式传感器
的灵敏度S (S =ΔV/Δx)．

【注意事项】
直流激励电压须严格限定在±2 V，绝对不能任意加大，以免损坏霍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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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涡流传感器的特性研究
【实验目的】
1．了解电涡流传感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基本特性；
2．掌握电涡流传感器的静态标定方法；
3．了解不同被测材料对电涡流传感器特性的影响．

【实验原理】
1．电涡流传感器的简单结构．
见图 6，它是由多股漆包铜线绕制的一个扁平线圈固定在框架上．线圈框架的材料是
聚四氟乙烯，其损耗小，电性能好，热膨胀系数小．

1

2

3

4

6

5

1．线圈

2．框架

3．框架衬套

4．支座

5．电缆

6．插头

图6

图7

电涡流传感器结构

电涡流传感器原理图

2．电涡流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见图 7 所示，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当传感器线圈通以正弦交变电流 I1 时，线圈

周围空间必然产生正弦交变磁场 H 1 ，它使置于此磁场中的金属导体表面感应出电涡流，I2

又产生新的交变磁场 H 2 ； H 2 与 H 1 方向相反，并力图削弱 H 1 ，从而导致线圈的电感量和
阻抗相应地发生变化．其变化程度取决于被测金属导体的电阻率ρ ，磁导率μ ，厚度 t，线
圈与金属导体的距离 x，以及线圈激励电流的角频率ω 等参数，若固定其中若干参数，就可

图8

定频调幅电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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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电涡流大小测量其它参数．
2．电涡流传感器涡流变换的基本原理．
如图 8 所示，传感器线圈与电容 C 并联组成谐振回路，谐振频率 f 0 = 1 /( 2π LC ) ．
测量时，当传感器线圈远离被测金属导体，LC回路处于谐振状态，谐振频率为石英晶
体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谐振回路上的输出电压也最大；当传感器线圈接近被测金属导体，
线圈的等效电感发生变化，导致回路失谐而偏离谐振频率，使输出电压下降．输出的电压
再经过放大、检波、滤波后由指示仪表（电压/频率表）读出，或输入示波器显示电压波形．这
样就实现了将L-x关系转换成V- x关系，通过对输出电压的测量，可确定电涡流传感器线圈
与被测金属导体之间的距离x．

【实验内容】
涡
电涡流传感器的静态标定．
流
当电涡流式传感器的平面线圈中通以一定的
高频交变电流后，与其平行的金属薄片表面产生
电涡流，电涡流大小导致线圈的等效电感发生变
化，在实验条件不变时，等效电感变化只与距离 x
图 9 线圈接涡流变换器
有关，则输出电压是距离 x 的单值函数．
安装线圈和金属薄片，两者必须保持平行．安
装好测微头，将线圈接入涡流变换器输入端，见图 9 所示，涡流变换器输出端接电压表 20
V 档．
开启仪器电源，用测微头将线圈与涡流片分开一定距离，此时输出端有一电压值输
出．用示波器观察传感器的高频波形，信号频率约为 1 MHz．
用测微头带动振动平台使线圈完全贴紧金属片，此时涡流变换器输出电压为零．涡流
变换器中的振荡电路停振．然后，旋动测微头，使线圈平面离开金属片，从电压表开始有
读数起每位移 0.25 mm记录一个读数，并用示波器观察变换器的高频振荡波形．记录V -x
数据，并作出V-x曲线，找出线性范围，求出灵敏度Sn（ΔV/ Δx）．
不同被测材料会使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和灵敏度指标有明显不同，如材料的电阻率越小，
涡流效应越明显，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因此对本实验选用的铁、铜、铝三种不同的材料
需分别进行静态标定，并进行比较．

【注意事项】
1．当涡流变换器接入电涡流线圈处于工作状态时，接入示波器会影响线圈的阻抗，使
涡流变换器的输出电压减小，或是使传感器在初始状态有一死区．
2．在更换不同的被测材料的金属薄片时，应先移开传感器探头（线圈）
．

【参考文献】
[1] 金篆芷，王明时主编．现代传感技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
[2] 郁有文，常健编著．传感器原理及工程应用．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 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