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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通过本发

明的有效方法实现大量程应变测量。上述光纤光

栅应变传感器包括光纤光栅，封装基片，保护套

管；所述光纤光栅与所述封装基片用胶粘方式固

定；所述保护套管与所述封装基片用胶粘固定。

封装基片一体成型，可以分成三个区域：固支点，

弹簧结构，飞翼。本发明易于安装，可以将封装基

片上的固支点通过粘贴方式与被测表面紧密贴

合，被测表面的应变通过封装基片的独特设计后

传递给光纤光栅，使光纤光栅的反射波长发生变

化，通过监测波长的变化，即可得到被测表面应

变的变化。本发明的应变量程可以达到18000μ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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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光纤光栅(1)、封装基片(2)和保

护套管(3)；

封装基片(2)由一整片长方形不锈钢加工而成，一体成型，封装基片(2)包括三个部分，

分别为：固支点(22)、弹簧结构(21)和飞翼(23)；两个固支点(22)分别位于弹簧结构(21)的

两边，分别与弹簧结构(21)的两边连接，两个飞翼(23)分别位于两个固支点(22)的外侧；固

支点(22)厚度大于弹簧结构(21)及飞翼(23)的厚度，固支点(22)相对弹簧结构(21)及飞翼

(23)凸起，在该凸起部分上涂覆粘胶将所述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粘贴在安装表面

上，使得飞翼(23)与安装表面之间具有空隙；当安装表面发生形变时，所述应变传感器的弹

簧结构(21)随之发生弹性形变，避免封装基片(2)发生塑性形变或拉断；

封装基片(2)上沿长边方向开有凹槽，光纤光栅(1)从该凹槽内经过且光纤光栅(1)与

该凹槽有两个胶粘固定点，光纤光栅(1)位于所述封装基片(2)之外的部分套有保护套管

(3)进行保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纤光栅

(1)为光纤布拉格光栅，所述保护套管(3)为树脂材料，外径为0.9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光纤光栅(1)

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距离LA与两个固支点(22)之间的距离LB之间满足如下

关系式：LA/LB≥εB/εA，εB为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量程，εA为所述光纤光栅(1)耐受的

最大应变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纤光栅

(1)与所述凹槽粘接使用环氧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纤光栅

(1)与所述凹槽通过环氧胶粘接包括高温固化和常温固化两种方式，所述高温固化是指在

高于80℃环境下进行固化，常温固化是指在室温范围内进行固化。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其特征在于：采用高温固化

方式时，如果所述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为2N-2.5N时，

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到120℃；如果所述光纤光栅(1)与所述

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为1.5N-2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工作温度

范围为0℃到120℃；

采用常温固化方式时，如果所述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

紧力为1N-2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到120℃；如果所述光纤

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为0.5N-1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

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0℃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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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可以应用于18000με甚至更大量程

的应变测量。

背景技术

[0002] 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是一种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光纤传感器。当光纤光栅应变发

生变化时，光纤的材料受栅格周期长度及弹光效应的影响会引起谐振波长的漂移，谐振波

长随应变线性变化。检测波长即可得到待测表面的应变信息。波长漂移量对应变的灵敏度

及测量量程与封装结构密切相关。

[0003] 在某些表面应变测量过程中，要求应变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很大，达到万级微应变，

并且要求分布式多点测量，并且排线简洁，解调设备体积小巧。传统的电阻应变片和普通光

纤光栅传感器难以满足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大应变

量程的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安装。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6] 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包括：光纤光栅、封装基片和保护套管；

[0007] 封装基片由一整片长方形不锈钢加工而成，一体成型，封装基片包括三个部分，分

别为：固支点、弹簧结构和飞翼；两个固支点分别位于弹簧结构的两边，分别与弹簧结构的

两边连接，两个飞翼分别位于两个固支点的外侧；固支点厚度大于弹簧结构及飞翼的厚度，

固支点相对弹簧结构及飞翼凸起，在该凸起部分上涂覆粘胶将所述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

感器粘贴在安装表面上，使得飞翼与安装表面之间具有空隙；当安装表面发生形变时，所述

应变传感器的弹簧结构随之发生弹性形变，避免封装基片发生塑性形变或拉断；

[0008] 封装基片上沿长边方向开有凹槽，光纤光栅从该凹槽内经过且光纤光栅与该凹槽

有两个胶粘固定点，光纤光栅位于所述封装基片之外的部分套有保护套管进行保护。

[0009] 所述光纤光栅为光纤布拉格光栅，所述保护套管为树脂材料，外径为0.9mm。

[0010] 光纤光栅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距离LA与两个固支点之间的距离LB

之间满足如下关系式：LA/LB>≥εB/εA，εB为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量程，εA为所述光纤

光栅耐受的最大应变值。

[0011] 所述光纤光栅与所述凹槽粘接使用环氧胶。

[0012] 所述光纤光栅与所述凹槽通过环氧胶粘接包括高温固化和常温固化两种方式，所

述高温固化是指在高于80℃环境下进行固化，常温固化是指在室温范围内进行固化。

[0013] 采用高温固化方式时，如果所述光纤光栅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

紧力为2N-2.5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到120℃；如果所述光

纤光栅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为1.5N-2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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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0℃到120℃；

[0014] 采用常温固化方式时，如果所述光纤光栅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

紧力为1N-2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到120℃；如果所述光纤

光栅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为0.5N-1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的工作温度范围为0℃到120℃。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6] (1)本发明的光纤光栅传感器封装结构采用了减敏的设计，从而扩大量程范围，超

过现有的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封装结构一体成型，传感器制作简单，安装方便。

[0017] (2)光纤光栅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距离LA与两个固支点之间的距

离LB，εB为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量程，εA为所述光纤光栅耐受的最大应变值，通过简

单的原理LA/LB≥εB/εA，设计LA或者LB的长度就可以将传感器的量程扩大至光纤光栅耐受应

变量的数倍。

[0018] (3)本发明的通过改变如果所述光纤光栅与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

力，可以改变相应的传感器工作温度范围。环氧胶不同的固化条件配合不同的预紧力，可以

设计传感器不同的温度范围供用户选择。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传感器结构示意图，其中，图1(a)为传感器正面示意图，图1(b)为传感器背

面示意图；

[0020] 图2为第一种弹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第二种弹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封装基片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传感器6号样品对应变的响应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就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介绍。

[0025] 如图1(a)、图1(b)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包括：光

纤光栅1、封装基片2和保护套管3；

[0026] 封装基片2由一整片长方形不锈钢301材料加工而成，一体成型，封装基片2包括三

个部分，分别为：固支点22、弹簧结构21和飞翼23；两个固支点22分别位于弹簧结构21的两

边，分别与弹簧结构21的两边连接，两个飞翼23分别位于两个固支点22的外侧；固支点22厚

度大于弹簧结构21及飞翼23的厚度，固支点22相对弹簧结构21及飞翼23凸起，在该凸起部

分上涂覆粘胶将所述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粘贴在安装表面上，使得飞翼23与安装表

面之间具有空隙，可以为保护套管的安装留出相应的空间，避免保护套管安装后使得传感

器两边翘起；当安装表面发生形变时，所述应变传感器的弹簧结构21随之发生弹性形变，弹

簧结构可以使大应变情况发生时减小弹簧结构所受应力，避免封装基片2发生塑性形变或

拉断或固支点出现脱胶的情况；弹簧结构有多种样式，可以参考图2和图3所示所示，根据不

同的应变量程来选择不同强度的弹簧。

[0027] 封装基片2上沿长边方向开有凹槽，用以保护光纤光栅1，光纤光栅1从该凹槽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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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且光纤光栅1与该凹槽有两个胶粘固定点，光纤光栅1位于所述封装基片2之外的部分套

有保护套管3进行保护。

[0028] 所述光纤光栅1为光纤布拉格光栅，所述保护套管3为树脂材料，外径为0.9mm。

[0029] 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距离LA与两个固支点22之间的距

离LB之间满足如下关系式：LA/LB>≥εB/εA，εB为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量程，εA为所述

光纤光栅1耐受的最大应变值。

[0030] 所述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粘接使用环氧胶。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通过环氧胶粘

接包括高温固化和常温固化两种方式，所述高温固化是指在高于80℃环境下进行固化，常

温固化是指在室温范围内进行固化。

[0031] 采用高温固化方式时，如果所述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

预紧力为2N-2.5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到120℃；如果所述

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为1.5N-2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

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0℃到120℃；

[0032] 采用常温固化方式时，如果所述光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

预紧力为1N-2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到120℃；如果所述光

纤光栅1与所述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为0.5N-1N时，所述光纤光栅应变传感

器的工作温度范围为0℃到120℃。

[0033] 本发明的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工作原理如下：

[0034] 假设待测物体的应变为ε，传感器的固支点粘贴在待测表面，应变沿轴向方向有

[0035] εB＝ε＝ΔL/LB

[0036] 其中ΔL为固支点之间的长度变化，LB为固支点之间的长度。

[0037] 加载在光栅上的应变为

[0038] εA＝ΔL/LA

[0039] 其中LA为光纤粘接点之间的距离，ΔL为光纤的长度变化，等同于固支点之间的长

度变化。

[0040] 则光纤光栅自身所受的应变与被测物体的应变不相等，已减敏εB/εA＝LA/LB倍。

[0041] 因此我们通过设计光纤粘胶点长度与封装结构固支点长度的比，就可以控制光纤

传感器减敏的倍数，同时也是量程的扩大倍数。

[0042] 光纤光栅波长漂移ΔλB与应变和温度变化的关系如下：

[0043] ΔλB＝λB[(1-pe)Δε+(αΛ+αn)ΔT]

[0044] ＝λBSεΔε+λBSTΔT

[0045] 其中，第一项代表光纤的应变效应，pe为弹光系数，第二项表示温度对光纤的影

响，αΛ为光纤材料的膨胀系数，由于其对光栅反射波长的漂移量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光

纤光栅Bragg波长的变化与应变以及环境变化呈线性(或基本线性)关系，通过检测光纤光

栅Bragg波长，就可以测得应变或环境温度。将传感器的固支点贴于待测表面，配合温度补

偿传感器，我们设计的传感器可以获得待测表面的应变量。

[0046] 本发明的光纤光栅传感器封装结构采用了减敏的设计，从而扩大量程范围，超过

现有的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封装结构一体成型，传感器制作简单，安装方便。

[0047] 本发明通过简单的原理LA/LB≥εB/εA，设计LA或者LB的长度就可以将传感器的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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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至光纤光栅耐受应变量的数倍。

[0048] 本发明的通过改变如果所述光纤光栅与凹槽的两个胶粘固定点之间的预紧力，可

以改变相应的传感器工作温度范围。环氧胶不同的固化条件配合不同的预紧力，可以设计

传感器不同的温度范围供用户选择。

[0049] 实施例：

[0050] 本发明按照以下过程实现：

[0051] 光纤光栅1与封装基片2胶粘固定；保护套管3与所述封装基片2胶粘固定。光纤光

栅1为光纤布拉格光栅，光纤表面的涂覆层为聚酰亚胺。封装基片2为不锈钢301，保护套管3

为树脂材料，外径为0.9mm，用于保护光纤光栅1的尾纤。

[0052] 光纤光栅待粘胶部位的涂覆层提前剥除便于点胶。将光纤光栅1穿过封装基片2，

在飞翼23上用环氧胶固定，粘胶点间距LA。环氧胶固化温度80℃，在光纤第二个粘胶点粘胶

时在光纤上施加预紧力2.5N，以保证在低温环境下光纤还保持伸直状态。待光纤光栅粘胶

固化完毕后，左右两侧穿插入光纤保护套管3,用环氧胶粘牢。

[0053] 不锈钢封装基片2的尺寸如附图4所示。固支点22厚度为1mm，封装片其余部分厚度

为0.8mm。

[0054] 将本发明的传感器粘在待测物体表面，光纤光栅的一根尾纤连接光纤光栅解调

仪，另一根尾纤可以连接不同波长的光纤光栅传感器。宽带光源从光纤光栅解调仪通过尾

纤进入传感器，经过光纤光栅反射回窄带的光，再次进入解调仪，可以得到反射波的波长，

通过检测反射波长，以及已知的传感器灵敏度和零点，就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待测表面的应

变。

[0055] 减敏方式如下固支点2之间的结构与待测表面应变相同，经过封装结构减敏后将

应变传递到光纤光栅上。LA为光纤粘胶点之间的距离，受粘胶长度的影响，同样的封装基片

制作的传感器LA大小并不精确相等，LB为固支点之间的长度，在本实例当中LA＝29.5mm,LB

＝6.3mm。光纤光栅自身所受的应变与被测物体的应变相比已减敏εB/εA＝LA/LB＝4.68倍。

[0056] 经过标定，我们制作的6个样品在计量院的标定结果如下：

[0057] 1号样品灵敏度0.26pm/με线性度0.9％

[0058] 2号样品灵敏度0.26pm/με线性度0.8％

[0059] 3号样品灵敏度0.248pm/με线性度0.9％

[0060] 4号样品灵敏度0.239pm/με线性度0.9％

[0061] 5号样品灵敏度0.258pm/με线性度0.9％

[0062] 6号样品灵敏度0.250pm/με线性度0.9％

[0063] 其中6号样品的灵敏度关系如图5所示，其中横轴代表待测表面应变量，最大值超

过16000με，纵轴代表光纤光栅的反射波长(nm)，是光纤光栅传感器的监测值。通过计算反

射波长与待测表面应变量的响应，可以获得传感器的灵敏度。

[0064] 由标定结果可知，本发明的传感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灵敏度显著降低，传感器可

以实现大量程测量，并且数据具有非常好的线性度。

[0065] 本发明未详细说明部分属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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