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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压电能量采集的动力学设计理论与实验研究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降低了微电子器件的能耗。因此，

可以从环境中采集能量为微电子器件供能，绿色环保、可持续。机械能

（振动和转动）是环境中最普遍的能量之一。而压电能量采集因为输出

电压高、设计灵活，已经成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主要方式之一。压

电振动和转动能量采集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但输出功率低、环境

适应性差和可靠性低是制约其实际应用的关键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

可以通过机械转换改变环境中的机械能量形式再进行机电转换。本论文

提出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机械转换方法，应用于振动和旋转运动能量

采集，主要内容如下：

(1) 提出了接触式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方法，研究了滚压过程的机

-机转换、机-电转换，揭示了机械调制（机电转换之前的机械转换）对于

机电转换的重要意义。设计了滚珠阵列将不规则往复振动转换为对弯张

型压电单元的单向压力，压力通过弯张结构放大传递到压电材料，因为

正压电效应发电。通过调制后的压力不会超过设计的最大值，并可以均

匀地施加到压电材料，从而提高了器件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建立了理

论模型表征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力学行为。基于该模型，分析

了结构参数对俘能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不同激励下滚压压电振

动能量采集器产生幅值稳定的单向电压，具有机械整流特性。此外，滚

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设计结构简单紧凑，可以方便集成到如减振器等装

置中实现自供能半主动减振、自供能传感。

(2) 提出了兼具非线性双稳态宽频和弯张放大优点的磁力耦合非线

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并应用于基座激励、脉冲激励和水流激励。首先

通过两个设计说明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建立了表征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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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和电学特性的理论模型。仿真和

实验研究了基座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结果表

明，原理样机可在宽频范围有效工作，等效压电系数放大为 d33 的 67 倍

（d31的 137 倍）。理论和实验研究了脉冲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

量采集。结果表明，器件在弱脉冲激励下能有效俘获能量，在强脉冲激

励下也能可靠工作。设计了水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实验

表明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适合水下能量采集，不仅发电单

元容易密封，而且经过长时间水下实验，器件保持完好，性能稳定。

(3) 分析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耦合模式和结构参数

对俘能性能的影响，揭示了影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动力学

特性的规律。设计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

分别为单磁排斥力、双对称磁吸引力和多磁排斥力的磁力布局。建立了

考虑弯张小变形并适用于不同磁力布局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研究了

谐波激励和随机激励下不同参数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

能，并进行了相应的实验验证。结果表明，建立的数学模型可用于精确

表征各种耦合模式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此外还发现，多

磁力耦合可以降低激励强度的阈值并增加俘能作用力。

(4) 提出了一种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实现了振动能量采集的被动控

制，降低了能量采集器工作频率并增加了能量采集器工作频宽。设计多

个磁力矢量叠加的合力随位移按期望趋势变化，调节磁体振子在理想工

作区域内振动，从而提高能量转换效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非线性磁力

干预机制显著提高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实验结果表

明，与之前的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设计相比，非线性磁力干预使有效工

作频域范围扩大了近 1 倍，工作频率降低到 5 Hz，有利于自然环境中的

振动能量俘获。

(5) 设计了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具有高等效压电系数和高可靠

性的优点。建立了考虑等效阻力矩（输入能量）、机械转换、机电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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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能输出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分析了设计参数对俘能性能的影响。

理论和实验研究了不同转速下、不同配置的能量采集器性能。实验结果

验证了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精确表征不同激励条件下、不同配置和不同

工作状态（开路或负载）的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原理样机产生 3.1
mW 的最大瞬时功率和 0.22 mW 的平均功率。该研究为旋转部件自供能

监测、风能采集等设计提供依据。

关键词：压电，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转动能量采集，弯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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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DESIGN THEORY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NONLINEAR PIEZOELECTRIC

ENERGYHARVEST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microelectronic devices has been reduced a lot. Therefore,
energy can be harvested from the environment for microelectronic devices,
with green, sustainable advantages. Mechanical energy (vibration and rot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energy in the environment. Piezoelectric vibration
and rotational energy harvesting are hot researches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the low output power, poor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and low
reliability of the device are the key issues that restrict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issues, the mechanical energy in the ambient
environment can be converted into a suitable mechanical form and then
converted to electricity. In this paper, the contact and non-contact mechanical
conversion methods are proposed, which are applied to nonlinear vibration
and rotational motion energy harvesting. The main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1) The rolling flextensional piezoelectric vibration harvesting is
proposed, then the machine-to-machine conversion and machine-to-electric
conversion are studi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chanical modulation
(mechanical conversion before electromechanical conversion) for
electromechanical conversion is revealed. The ball array is designed to
convert the irregular reciprocating vibration into a one-way pressure on the
flextensional piezoelectric unit. The pressure is amplified and transmitted to
the piezoelectric material through the flextensional structure, and the voltage
is generated due to the piezoelectric effect. The maximum pressure is limited
and can be applied evenly to the piezoelectric material, thus improving device
reliability and service life. 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characte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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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behavior of the ball rolling flextensional piezoelectric unit. Based
on the model,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arvester is analy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lling
flextensional piezoelectric vibration harveste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chanical rectification. This design can be easily integrated into devices for
self-powered sensing such as shock absorber.

(2)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method is proposed, and studied under base excitation, pulse
excitation and water flow excitation. The method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wide operating frequency range of bistability and flextensional
magnification is verified. Firstly,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is illustrated by two designs. The
theoretical models are established to characterize the dynamic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s. The dynamic responses of the proposed
harvesters under base excitation are investigated numer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totypes can work effectively in
the wide frequency range, and the equivalent piezoelectric constant is
amplified to 67 times d33 (137 times d31).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under pulse excitation is studied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arvester can work
effectively under weak pulse excitation and is reliable under strong pulse
excitation. An underwater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is designed and tested. The device is not only easy to seal,
but also remains intact and stable after a long time underwater tes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suitable for underwater
energy harvesting.

(3)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pling mode and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on
the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Three kinds of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s are designed, which are magnetic
repulsive force, two symmetrical magnetic attraction forces and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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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repulsive forces. The 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model for
different magnetic coupling modes is establishe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s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are studied under harmonic excitation and random
excit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s a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verify that the established mathematical model can be used to
accurately characterize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s with various coupling mod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ulti-magnetic coupling can reduce the threshold of the excitation
intensity and increase the harvested energy.

(4) A nonlinear magnetic intervention mechanism is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passive control of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which reduces the working
frequency of the energy harvester and increases the working bandwidth of the
energy harvester. The vibrator is tuned in the ideal working area to vibrate
through the multi-magnetic force, thereby improving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linear
magnetic intervention mechanis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range has been nearly
doubled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design and the working frequency is reduced to 5 Hz by the nonlinear
magnetic interven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th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in the ambient environment.

(5)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rotation energy harvester is
designed, with advantages of high equivalent piezoelectric constant and high
reliability. The 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dynamics model, considering the
equivalent resistance moment (input energy), mechanical conversion,
electromechanical conversion and power output, is established. The influence
of design parameters on energy harvesting is analyze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rotation energy harvester with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under different speeds are investigated numerical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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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verify that the established
mathematical model can accurately characterize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rotation energy harvester with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under
different excitation conditions. The prototype can produce a maximum
instantaneous power of 3.1 mW and an average power of 0.22 mW. The stud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s, such as self-powered monitoring of
rotating device, wind energy harvesting and so on.

Keywords: piezoelectric,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rotation
energy harvesting, flext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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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微电子器件广泛应用于工业、军事、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环境监测、消费电子

产品等诸多领域[1]。目前，这些器件主要由化学电池供电，使用寿命有限，也容易

造成环境污染[2]。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微电子器件需要的能耗已经降低了很

多，这使得可以从环境中采集各种形式的能量，替代传统电池或延长传统电池寿命为

微电子器件供能[3]。图 1-1 列出了电子器件在不同应用的能耗量级[4,5]。

图 1-1 (a)电子器件从微观到宏观应用的能耗量级[4]，(b)能耗 100 nW-10 mW 范围的应用[5]
Fig. 1-1 (a) Magnitude of power and its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s [4], (b) magnitude of power in

the range of 100 nW-10 mW and its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s [5]

环境中存在的能源有太阳能、热能和机械能（很多文献称之为 mechanical energy，
直译为机械能，表示动能，本文中“机械能”和“机械能量”都是指动能）等[6,7]，其中，

机械能采集具有清洁、稳定和体积小等优点[8]。图 1-2 为机械运动能量采集以及应用

示意[9]。机械能可能是环境中分布最广泛的能源，几乎无处不在[10]，如图 1-3 所示，

机械能可以从机械设备[11]、汽车[12]、人体运动[13]和流体[14,15]等获得。

图 1-2 机械能量采集系统[9]
Fig.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mechanical energy harvesting system [9]

将机械运动（往复运动和旋转运动）能量转换为电能，不仅可持续、节能环保，

而且可以实现许多自供能的自动化功能，便捷、可靠。比如，在机械设备的运动部件

安装自供能传感器，可以不依赖其他电源监测设备的运行状况。目前，机械运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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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已经引起工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器件输出功

率低、适应环境单一、可靠性低等。因此，研究机械能采集技术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

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1-3 自然环境中的机械运动能量：(a)机械设备[11]，(b) 汽车[12]，(c) 人体运动[13]，(d) 水
[14]，(e) 风[15]

Fig. 1-3 Mechanical energy in the ambient environment：(a) machines [11], (b) automobiles [12], (c)
walking [13], (d) water [14], (e) wind [15]

1.2 机电能量转换方法

机电能量转换方式主要有三种：压电，电磁和静电[2]，下面将分别介绍。

1.2.1 电磁能量采集

图 1-4 电磁能量采集器：(a) 振动能量采集器，(b) 旋转运动能量采集器
Fig. 1-4 Electromagnetic energy harvesters: (a)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b) rotary motion

energy harvester

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知，闭合线圈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应线的相对运动，线

圈会产生感应电流，这种现象称之为电磁感应现象。电磁能量采集就是通过电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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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机械运动能量转换为电能，图 1-4 为电磁能量采集器示例，图 1-4(a) 为电磁振动能

量采集器，图 1-4(b)电磁旋转运动能量采集器。电磁能量采集器的功率与与电磁耦合

设计相关。因此，磁体和线圈的材料属性、结构和尺寸等因素具有关键作用[16]。电

磁能量采集器结构简单，但器件体积相对较大，产生的感应电压很小。

1.2.2 静电能量采集

静电转换是另一种机电转换方式。通过已经充电的两个电容板的相对运动将机械

能量转换为电能[17]。当外部激励使得两个电容板发生相对运动，两个电容板之间的

电压发生变化或产生电荷流动，从而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图 1-5 为静电能量采集器

示例。在这里根据电容改变的方式分为接近型和重叠型。静电能量采集器能较好地兼

容微机电系统加工工艺，且输出电压较高，但一方面需要外加极化电源，另一方面需

要保证两个电容板不发生相互接触，限制了静电能量采集技术的应用。

图 1-5 静电能量采集器：(a) 接近型，(b) 重叠型
Fig. 1-5 Electromagnetic energy harvesters: (a) closing gap mode, (b) overlapping mode

1.2.3 压电能量采集

图 1-6 压电效应的原理，以纤锌矿结构 ZnO 为例[10]：(a) 原子模型，(b) 压电属性
Fig. 1-6 An example of the principle of piezoelectric effect[10]: (a) atomic model of the

wurtzite-structured ZnO, (b) piezoelectric properties and the different piezopotential in tension and
compression modes of th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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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能量采集功率密度较高，尤其设计很灵活，因此，压电能量采集已经成为将

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主要方式之一[18]。压电材料之所以能发电是因为在外力作用下

晶体结构的中心对称性被打破，形成了压电势。如图 1-6 所示，以纤锌矿结构 ZnO
为例[10]，说明了压电材料在受到压缩和拉伸产生电压的机理。压电效应是一个可逆

过程，包括正压电效应和反压电效应[18]。正压电效应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而反压

电效应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因此压电材料不仅可以用作传感器或能量采集，也能用

作执行器。

压电材料对于机电能量转换有关键影响。迄今为止，已经开发了许多不同的压电

材料。最常见的压电材料是锆钛酸铅压电陶瓷 (PZT: lead zirconate titanate)，如图 1-7(a)
所示。虽然 PZT 被广泛用于产生电能，但是 PZT 固有的脆性使它只能在一定应力应

变范围内安全使用。而且 PZT 在高频循环加载下容易碎裂[19]。为了避免压电陶瓷材

料的缺点并提高能量转换效率，研究人员开发并测试了可用于能量采集应用的柔性更

好的压电材料。另一种常用的压电材料为聚偏二氟乙烯 (PVDF)。PVDF 是比 PZT 柔

性更好的压电聚合物。这使得基于 PVDF 的压电能量采集装置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19]。但 PVDF 的压电系数和机电耦合系数比较低[9]。尽管如此，柔性压电材料由于

能够承受更大的应变，有利于产生更多电能。压电纤维复合材料(MFC: macro-fiber
composite) 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如图 1-7(b)所示，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目前市场上

MFC 的价格是 PZT 的数十上百倍。

图 1-7 常用压电材料：(a) PZT，(b) MFC
Fig. 1-7 Commonly used piezoelectric materials: (a) PZT, (b) MFC

压电能量采集存在两种机电耦合模式：31 模式和 33 模式[18,19]。如图 1-8 所示，

在 31 模式中，在垂直于极化方向的方向上施加力，在 33 模式中，在与极化方向相同

的方向施加力。目前，压电振动能量采集一般采用 31 模式，如压电悬臂梁，因为压

电片在 31 模式容易发生较大应变，共振频率较低，能够更有效地采集振动能量。但

31 模式机电耦合系数比 33 模式低，而且压电陶瓷片 31 模式的鲁棒性比 33 模式差。

33 模式压电系数更高，鲁棒性更好，但压电片在 33 模式具有很高的机械刚度，不容

易发生较大应变，不适合在弱激励下采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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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压电材料机电耦合模式：(a) 31 模式，(b) 33 模式
Fig. 1-8 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mode of piezoelectric materials: (a) 31 mode, (b) 33 mode

1.3 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研究

振动能量采集的一个关键挑战是线性振子只在它固有频率附近比较狭窄的频域

内振幅较大，不适合在频域较宽且主要为低频的自然环境中采集振动能量[20]。因此

研究者们降低了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固有频率，在自然环境低频激励下工作更有效

[21]。频率提升方法也被用于采集低频振动能量[22,23]。包含多个不同固有频率振子

的阵列式振动能量采集器被提出来在宽频范围采集能量[24]。自调频技术可能也是一

种拓宽工作频域的方式[25]。尤其是，非线性系统具有宽频响应，可以更灵活地匹配

振源的激励频率。因此很多研究者利用振动系统的非线性行为进行宽频振动能量采集

[26]。

1.3.1 双稳态及多稳态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

双稳态非线性系统可以从一个稳态跳跃到另一个稳态，可以在宽频范围产生大振

幅振动，显著增加功率输出[20,27]。
屈曲梁(或屈曲板)具有非线性双稳态特性，压电屈曲梁(或压电屈曲板)是一种常见

的双稳态能量采集结构。Arrieta 等人[28]提出了利用双稳态压电复合板的非线性特性

进行宽频振动能量采集，如图 1-9(a)所示。Betts 等人[29]研究了双稳态压电复合材料

能量采集的优化配置，考虑器件长宽比、厚度、堆叠方式和压电面积等，优化几何形

状和压电尺寸可以显著增加电压输出。Syta 等人[30]研究了双稳态压电复合能量采集

器，如图 1-9(b)所示。Emam 等人[31]总结、回顾和评估了关于双稳态复合材料用于

变形和能量采集的文献和发现。Cottone 等人[32]研究了双稳态屈曲压电梁在随机振动

下的能量采集。Zhu 等人[33]利用屈曲梁中间的磁力使得双稳态屈曲梁压电能量采集

器在低频范围内输出较大幅值的电压，并且拓宽了能量采集器的工作频域。Cleary 等

人[34]建立了双稳态屈曲梁的模型并进行了实验验证。Jiang 等人[35]研究了磁力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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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曲压电梁进行能量采集。

图 1-9 屈曲形式的双稳态：(a) [28]，(b) [30]，(c) [35]
Fig. 1-9 Buckled bistable: (a) [28], (b) [30], (c) [35]

通过非线性磁力可以构建双稳态系统，一般在压电梁末端固定磁体。Stanton 等人

[36-38]研究了包含一对相互排斥永磁体的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如图 1-10(a)所示。

Tang 等人[39]研究了不同永磁体间距的振动能量采集器的非线性特性，如图 1-10(b)
所示，发现最优设计接近单稳态向双稳态转变的区域。Singh 等人[40]针对这种双稳

态振动能量采集器，设计了非线性提取电路。Vocca 等人[41]数值仿真了双稳态振动

能量采集器在真实测量环境振动中的输出响应。Alhadidi 等人[42]设计了基于驰振现

象的双稳态流体能量采集器，与线性设计相比，双稳态非线性显著增加了风能采集的

频率范围。

图 1-10 包含一对相互排斥永磁体的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a) [36]，(b) [39]
Fig. 1-10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s comprising a pair of mutually exclusive magnets: (a)

[36], (b) [39]

Erturk 等人[43,44]研究了利用对称磁吸引力构建的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如图

1-11(a)所示。Litak 等人[45]研究了这种双稳态宽频振动能量采集器在高斯白噪声激励

下的响应。Zhao 和 Erturk [46]研究了随机激励下双稳态能量采集器的性能，并且与单

稳态压电悬臂梁进行了比较。Harne 等人[47] 研究了脉冲激励下双稳态振动能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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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如图 1-11(b)所示。Cao 等人[48]研究了利用双稳态非线性系统采集人体运动的能

量。

图 1-11 包含两个对称永磁体的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a)[44]，(b)[47]
Fig. 1-11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s comprising two symmetrical magnets: (a)[44],

(b)[47]

在一般双稳态能量采集器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一些优化方式。Cao 等人[49]
研究了磁体不同倾斜角度布置下双稳态系统的非线性特性。Zheng 等人[50]在双稳态

系统引入随机共振优化振动能量采集。Lan 等人[51]通过一个小磁体降低了双稳态势

能阱间跳跃临界值，显著增加了俘获随机振动能量的能力。Leng 等人[52]通过弹性支

承增加了随机激励下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如图 1-12(a)所示。Kim 等人[53]
展示了一种二自由度磁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系统，并深入地研究了该系统的非线

性谐振行为。Zou 等人[54]设计了用于旋转运动的磁耦合二自由度双稳态振动能量采

集器，如图 1-12(b)所示。

图 1-12 (a)弹性支承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52]，(b)二自由度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54]
Fig. 1-12 (a) An elastic-support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52], (b) a two-

degree-of-freedom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54]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双稳态结构。Lan 等人[55]研究了带末端质量的垂直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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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特性，发现在垂直激励下梁具有双稳态特性。Hosseinloo 等人[56]提出了一种

被动自适应双稳态系统，如图 1-13(a)所示，比传统的双稳态系统和线性系统的输出

性能更好。Harne 等人[57-59]研究了基于线性振子的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如图 1-13(b)
所示。Meimukhin 等人[60]研究了随机激励下双稳态电磁能量采集器的优点。Podder
等人[61,62]设计了一种结构紧凑的双稳态电磁能量采集器，如图 1-13(c)所示。

图 1-13 (a)自适应双稳态系统[56]，(b)线性双稳态系统[57]，(c)双稳态电磁能量采集器[61]
Fig. 1-13 (a) An adaptive bistable system [56], (b) a linear-bistable system [57], (c) a bistable

electromagnetic harvester [61]

图 1-14 多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a)[63]，(b)[67]，(c)[70]
Fig. 1-14 Mult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s: (a)[63], (b)[67], (c)[70]

多稳态能量采集器也已经被提出。Kim 等人[63,64]研究了三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

的动力学特性，如图 1-14(a)所示。Li 等人[65]提供了一种三稳态能量采集器在低频基

座激励下可以实现势能阱间振动。Cao 等人[66]分析了势能阱深度对三稳态能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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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性能的影响。Zhou 等人[67,68]提出了一种三稳态能量采集器，如图 1-14(b)所示，

然后利用谐波平衡法分析了它的动力学响应。Zhou 等人[69,70]设计了一种新颖的四

稳态能量采集器可以显著提高能量采集效率，如图 1-14(c)所示。

1.3.2 基于内共振的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

内共振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现象。陈立群教授团队[71-74]创造性地探索了内共振

能量采集。他们设计了一种具有突跳非线性的电磁能量采集器[71]，如图 1-15(a)所示，

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基于内共振的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比相同尺寸的线性振动能量

采集器性能更优。随后，陈立群教授团队[73,74]研究了基于内共振的压电振动能量采

集，设计了一种带有永磁体的 L 型压电悬臂梁结构，如图 1-15(b)所示，通过调节磁

体距离使得振动系统的第二模态频率近似为第一模态频率的两倍，实验验证了内共振

显著拓宽了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工作频域。秦卫阳教授团队[75]研究了带末端质量的垂

直梁在垂直激励下的振动能量采集，通过内共振改进了能量俘获效率。实验结果证明，

内共振可以将激励能量转移到低阶模态，主要是第一和第二模态，可以产生较大的电

压。Xu 和 Tang[76]设计了一种多方向振动能量采集器，包括一根压电悬臂梁和固定

在其末端的悬摆，如图 1-15(c)所示。实验验证了 1:2 内共振使得单根压电悬臂梁可以

在多方向振动激励下俘获能量。Xiong 等[77]提出一种基于内共振的宽频振动能量采

集器，包括一个主要的非线性振子和一个辅助振子。实验验证基于内共振的非线性振

动能量采集器具有更宽的工作频域。

图 1-15 基于内共振的能量采集器：(a) [71]，(b) [74]，(c) [76]
Fig. 1-15 Energy harvesters based on internal resonance: (a) [71], (b) [74], (c) [76]

1.4 旋转运动能量采集

旋转运动是民用和工业应用中最常见的机械运动形式之一。旋转运动能量采集也

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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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旋转运动能量源

机械设备和汽车等存在着或可以产生旋转运动。de Araujo 和 Nicoletti[11]通过电

磁感应方式从旋转机械采集能量。Zhang 等[12]、Li 等[78]和 Zhang 等[79]将汽车悬架

振动通过机械转换为旋转运动，再驱动旋转式换能器发电。图 1-16(a)为 Li 等[78]设
计的再生吸振器实验原型。Wang 等[80]将汽车对路面减速带的冲击转换为旋转运动

再通过旋转式电磁感应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如图 1-16(b)所示。

图 1-16 (a)再生吸振器原型机[78]，(b)汽车减速能量采集设计[80]
Fig. 1-16 (a) The prototype of the regenerative shock absorber [78], (b) the concept design of speed

bump energy harvester [80]

图 1-17 小型化风能采集器[83]
Fig. 1-17 A miniature wind energy harvester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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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流动和水流动可以产生旋转运动。Myers 等[81]设计了一种小尺度的旋转发

电装置采集风能。Zhao 等[82]研究了由水或空气驱动的小尺度电磁旋转能量采集器的

性能。Han 等[83]通过 3D 打印方式制造了小型化旋转电磁发电装置采集空气流动的

能量，如图 1-17 所示。Guo 等[84]设计了包含摩擦发电机和电磁发电机的复合旋转发

电装置采集水流的能量。

人的运动可以产生旋转运动。Donelan 等[13]分析了人行走的规律，在膝关节转

动减速时俘获能量，能量采集装置协助人体肌肉做负功，如此，能量采集不需要消耗

额外的能量。Chen 等[85]设计了一种旋转电磁能量采集装置，由膝关节转动驱动发电，

通过齿轮结构进行运动调制和放大提高能量采集的效率和安全性。Xie 等[86]分析了

典型步行循环中人体的运动和姿势，如图 1-18 所示，研究了将不同位置的人体运动

转换为旋转运动再转换为电能。Fu 等[87]将人走动产生的气流转换为旋转运动再发

电。

图 1-18 在典型的步行循环中人体运动和姿势的模式[86]
Fig. 1-18 Pattern of human motion and posture in a typical walking cycle [86]

图 1-19 厘米级静电风力发电机[89]
Fig. 1-19 A cm scale electrostatic wind turbine [89]

1.4.2 旋转运动能量采集方法

1. 静电式旋转能量采集

Yang 等人[88]设计了一种平面内旋转的梳齿状静电式能量采集器。这种装置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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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频平面振动中采集动能。Perez 等人[89]设计了一种基于轴向涡轮机结构的小型静

电式风能采集器，如图 1-19 所示。气流驱动风车旋转，定子和转子之间产生周期性

的相对运动，引起电容变化。

2. 电磁式旋转能量采集

Howey 等[90]设计了一种小型封闭式电磁风力发电机，如图 1-20 所示。该装置外

径为 3.2cm。Moss 等[91]设计了一种适用振动和旋转运动的电磁能量采集器。振动或

旋转运动激励下永磁体滚珠的滚动，因为电磁感应发电。Dai[92]设计了一种基于旋转

摆动的电磁振动能量采集器，振动激励两个质量块摆动，质量块固定有永磁体切割磁

感应线发电。Deng 等人[93]设计了一种多步电磁式能量收集器，首先将振动转换为旋

转运动，然后将旋转运动能量转换成电能。

图 1-20 小型电磁风力发电机[90]
Fig. 1-20 A small electromagnetic wind turbine [90]

3. 摩擦纳米发电机在旋转运动中的应用

Zhang 等[94]设计了一种单电极旋转摩擦纳米发电机，用于将旋转能量转化为电

能。Xie 等[95]设计了一种基于摩擦发电和静电感应机理的旋转摩擦纳米发电机，用

于采集生活环境中的风能。Han 等[96]结合摩擦发电和静电感应在汽车刹车接触和非

接触时采集能量。Zhu 等[97]设计了基于接触发电的二维平面摩擦发电机，如图 1-21(a)
所示。接触表面上微小尺寸扇区的径向阵列能够实现 1.5W 的高输出功率(面积功率密

度为 19 mW·cm -2)，可以有效地俘获各种环境运动能量，包括轻风、自来水流和正常

人体运动。Liu 等[98]设计了弹簧钢板组合的水车型摩擦发电机，如图 1-21(b)所示，

采集低速旋转运动能量。Wen 等[99]设计了一种包含摩擦发电和电磁感应发电的复合

纳米发电机。Lee 等[100]设计了凸轮式摩擦纳米发电机，如图 1-21(c)所示，凸轮将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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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实现了可靠且性能高的接触摩擦发电。Teklu 等[101]设计了

一种滚筒式摩擦发电机。

图 1-21 (a)二维摩擦发电机[97]，(b)基于水车型电极的摩擦发电机[98]，(c)凸轮式摩擦纳米发
电机[100]

Fig. 1-21 (a) A two-dimensional planar-structured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97], (b) a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based on a waterwheel-like electrode [98], (c) a cam-based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 [100]

4. 压电式旋转能量采集

压电换能方式具有能量密度高、设计灵活等优点。因此压电材料在小型化旋转运

动能量采集中被广泛应用。

1) 重力激励

Khameneifar 等人[102,103]提出了一种利用重力在旋转中产生连续振动的压电能

量采集器，如图 1-22(a)所示。压电悬臂梁固定在垂直平面内旋转的轮毂，梁自由端

质量块的重力驱动压电悬臂梁振动，并且重力激励频率等于旋转运动频率。Gu 和

Livermore[104,105]以及 Hsu 等人[106]研究了利用转动离心力进行自调频的振动能量

采集。图 1-22(b)为 Gu 和 Livermore[105]设计的一种撞击式自调频旋转能量采集器，

包含刚性压电梁和柔性驱动梁，柔性驱动梁自由端固定有质量块，质量块在重力的作

用下反复地撞击压电梁从而发电。因为旋转运动产生的离心力使柔性驱动梁硬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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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程度与旋转速度相关。通过参数设计使得柔性驱动梁的谐振频率匹配旋转频率，

从而提高功率输出。Roundy 和 Tola[107]设计了一种在重力场环境旋转的压电能量采

集器，利用偏移摆的动力学特性和非线性双稳态弹簧增加能量采集系统的工作频率范

围。Sadeqi 等人[108]提出了一种嵌入轮胎的压电能量采集方式，这种方式利用耦合线

性谐振结构增加了工作频宽，如图 1-22(c)所示。Guan 等人[109]设计了一种旋转运动

压电能量采集器，该装置的独特之处在于压电梁自由端靠近旋转轴心从而减少离心力

作用。Zhang 等人[110]将磁耦合双稳态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应用于汽车车轮的旋转运

动，如图 1-22(d)所示。Zou 等人[54]设计了用于旋转运动的磁耦合二自由度双稳态振

动能量采集器，如图 1-12(b)所示，旋转时因为重力作用产生与基座激励形式相同的

谐波激励。

2) 磁力激励

Luong 和 Goo[111]设计了一种小型压电风力发电机，风力驱动叶片旋转，带动转

盘旋转，转盘通过磁力作用激励压电悬臂梁振动从而发电。Karami 等[112]设计了一

种紧凑型压电风力发电机，在风力驱动的转盘嵌入若干永磁体，压电悬臂梁垂直于转

盘，压电悬臂梁末端固定有永磁体，与旋转永磁体相互排斥。Rezaei-Hosseinabadi 等
[113,114]也采用类似的方式设计了适用于低风速下的风能采集器，如图 1-23(a)所示，

并进行了拓扑优化设计。Ramezanpour 等[115-117]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通过磁力作用

将旋转运动或摆动转换为压电梁的振动从而发电。Xie 等[118]设计了一种高度紧凑的

圆筒压电能量采集器，通过磁力作用将旋转运动转换为锥形压电梁的振动从而发电。

由于低频激励的能量转换效率很低，这对于人体运动能量采集是一个挑战。Pillatsch
等[119,120]将人体运动转换为低频的旋转运动，然后通过磁力转换为压电梁的高频振

动。这种转换使得人体运动能量容易被采集，并且适合压电梁的工作频率。Kuang 等

[121]理论和实验研究人体膝关节转动能量采集，通过圆周阵列的旋转永磁体激励压

电梁自由端的永磁体，使得压电梁产生较高频率的振动从而发电，如图 1-23(b)所示。

Chen 等[122]研究了宽频非线性旋转压电梁能量采集，压电悬臂梁固定在垂直平面内

旋转的旋转体，梁自由端固定有永磁体，相对旋转体静止固定有一永磁体。Kan 等[123]
设计了一种旋转压电能量采集器，如图 1-23(c)所示，旋转永磁体激励压电盘从而以

33 模式发电。Fu 和 Yeatman[124,125]研究了旋转永磁体激励压电梁振动发电，他们

设计了具有自调节功能的旋转压电发电机[124]，通过磁力将旋转运动转换为压电梁

的振动。通过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改变永磁体的相对位置。因此，该装置能够以低风速

启动，并且当风速较高时可以提高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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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a)旋转压电能量采集器[103]，(b)冲击式自调频能量采集器[105]，(c)采用耦合线性谐
振结构的嵌入轮胎的压电能量采集器[108]，(d)固定在轮胎中间的压电能量采集器[110]

Fig. 1-22 Schematics of (a) a rotating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03], (b) a impact harvester with
frequency self-tuning [105], (c) a tire-embedded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using coupled linear

resonating structure [108], (d) the energy harvester attached to the center of a wheel [110]

图 1-23 (a)压电风能采集器[113]，(b)压电膝关节能量采集器[121]，(c)旋转永磁体激励的压电

盘能量采集器[123]
Fig. 1-23 Schematics of (a) a piezoelectric wind energy harvester [113], (b) a piezoelectric knee-joint

energy harvester [121], (c) a piezo-disk energy harvester excited by rotary magnets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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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a)接触式膝关节压电能量采集器[127]，(b)滚珠撞击式旋转压电能量采集器[128]，(c)
齿轮接触式旋转压电能量采集器[129]

Fig. 1-24 Schematics of (a) a knee-joint piezoelectric harvester [127], (b) a rotational piezoelectric wind
energy harvester using impact-induced resonance [128], (c) a gear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29]

3) 接触激励

Minh Tri Tien 和 Seo Goo[126]设计了一种压电风力发电机，风力驱动叶片旋转，

带动转盘旋转，转盘的齿拨动压电悬臂梁振动从而发电。Pozzi 和 Zhu[127]设计了一

种膝关节能量采集器，如图 1-24(a)所示，通过圆周阵列的拨弦片拨动压电梁自由端，

使得压电梁产生较高频率的振动从而发电。为了提高旋转压电风能采集器的输出功

率，Yang 等人[128]提出了冲击式压电能量采集。多边形内放置弹性滚珠。风力驱动

旋转装置时，滚珠撞击压电悬臂梁，通过压电效应发电。制造了包含 12 根压电悬臂

梁的冲击式压电能量采集器原理样机，如图 1-24(b)所示。Janphuang 等人[129]理论和

实验研究了使用微型压电能量采集器从旋转齿轮采集能量。旋转齿轮的齿拨动原子力

显微镜状的压电悬臂梁，使之振动发电，如图 1-24(c)所示。Tao 等人[130]将风力驱动

的旋转运动转换为往复运动，往复运动通过杠杆机构转换为对压电材料的压力从而发

电。

1.4.3 基于旋转运动能量采集的应用

Xu 等人[131]设计了一种微型旋转风能采集器为无线传感器供电。Xi 等人[132]
通过摩擦纳米发电机采集风能并实现自供能风速传感器。Xia 和 Yan[133]采集转动能

量为旋转机械中的无线传感器供电，如图 1-25(a)所示。Roundy 和 Tola[107]将旋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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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集装置安装在汽车轮胎用于监测轮胎胎压。Hu 等人[134]使用纳米发电机从旋转

的轮胎采集能量实现自供能压力和速度传感器。Buccolini 和 Conti[135]从自行车的旋

转运动采集能量为无线速度传感器供电。Chen 等人[136]设计了一种全封闭旋转能量

采集装置，俘获平衡车的转动能量，并建立自供电的无线传感系统。Ahmed 等人[137]
提出了利用旋转摩擦纳米发电机建立风能采集“农场”，为人们提供绿色能源，如图

1-25(b)所示。

图 1-25 (a)旋转机械无线传感供电示意图[133]，(b)摩擦纳米风能采集农场示意图[137]
Fig. 1-25 (a) Schematic of the configuration for wireless charging coils on rotating machines [133], (b)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farm of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s for harvesting wind energy [137]

1.5 机械调制在能量采集中的应用

图 1-26 具有机械调制的机械能量采集系统
Fig. 1-26 Mechanical energy harvesting system with mechanical modulation

环境中的机械运动能量形式各种各样，一些形式的能量可能不适合通过换能器直

接转换为电能，或者直接转换为电能的能量密度太低。因此将自然环境中的机械运动

能量形式先进行适当的机械转换，然后再进行机电转换，有益于提高功率输出密度，

增加换能器的使用寿命等[27]。这种机械转换与信号处理中的“调制”很相似。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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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机械调制”的概念，即将能量源产生的能量形式转换为适合机电换能器转换的形

式，包括运动形式的转换、频率放大和作用力放大等。如图 1-26 所示。

1.5.1 运动形式的转换

机械运动能量采集中运动形式的转换比较普遍，比如流体能量采集，需要将流体

流动产生的动力转换为振动[138]或者转动[82]，才能转换为电能。为了强调机械调制

的作用，此处主要论述包含多个步骤的机械运动形式转换。

图 1-27 (a)二步能量采集设计[139]，(b)适应不同运动形式的非线性压电能量采集器[142]，(c)
滚压梁式压电能量采集器[143]，(d)多方向的磁耦合的压电能量采集器[144]

Fig. 1-27 Schematics of (a) a energy harvesting power source using the two-stage design [139], (b)
a nonlinear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for various mechanical motions[142], (c) a beam-roller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143], (d) a multi-directional magnetic coupled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144]

通过多步机械转换使得更容易采集环境中的能量。Rastegar 等[139]提出了一种具

有多步机械转换的压电能量采集方式，如图 1-27(a)所示。首先振源的能量转换为第

一振动单元的振动，然后第一振动单元的振动转换为第二振动单元，即压电梁的振动，

从而发电。这种方式可以在低频振动中有效俘获能量。Sirohi 等[140]设计了包含等边

三棱柱的风能采集器，也是先将风力转换为三棱柱的摆动，然后转换为压电梁的振动

而发电。Pillatsch 等[141]第一步将人体运动产生的脉冲激励转换为金属圆柱的滚动，

第二步通过磁吸引力转换为压电梁的振动而发电。当人运动时，相比压电梁振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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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圆柱更容易滚动，所以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俘获能量。Fan 等[142]设计了一种非

线性压电能量采集器，如图 1-27(b)所示，包括一个金属滚珠，金属滚珠滚动然后激

励末端固定有磁体的压电梁而发电。因为金属滚珠可以被任意方向激励，因此这种能

量采集器适用于不同的运动形式。上文提到的多方向振动能量采集器[76]，如图 1-15(c)
所示，通过将激励转换为悬摆的摆动，然后通过内共振转换为压电梁的振动而发电，

从而可以采集多个方向振动的能量。Fan 等[143]研究了先将激励转换为金属圆柱的滚

动，然后滚动的金属圆柱激励末端固定有磁体的压电梁而发电，如图 1-27(c)所示。

Lin 等[144]设计了一个多方向的磁耦合的压电能量采集器，如图 1-27(d)所示。

为了通过压电梁采集旋转运动能量，许多研究者将旋转运动转换为振动。Karami
等 [112]将因为风力产生的旋转运动通过磁力转换为压电梁的振动从而发电。

Rezaei-Hosseinabadi 等[113,114]也采用类似的方式设计了适用于低风速下的风能采集

器，如图 1-28(a)所示，并进行了拓扑优化设计。Ramezanpour 等[115-117]进行了一系

列研究，通过磁力将旋转运动或摆动转换为压电梁的振动从而发电，如图 1-28(b)和(c)
所示。Xie 等[118]设计了一种高度紧凑的圆筒压电能量采集器，通过磁力将旋转运动

转换为锥形压电梁的振动从而发电，如图 1-28(d)所示。

图 1-28 (a)压电风能采集器[114]，(b)旋转压电能量采集器[115]，(c)摆动压电能量采集器[117]，
(d)圆筒压电能量采集器[118]

Fig. 1-28 Schematics of (a) a piezoelectric windmill energy harvester [114], (b) a rotating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15], (c) a pendulum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17], (d) a cylinder

composite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18]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绪论

20

图 1-29 (a)高冲击下的磁致伸缩能量采集器[145]，(b)杠铃式压电能量采集器[146]，(c)旋转压
电能量采集器[147]

Fig. 1-29 Schematics of (a) a magnetostrictive energy harvester for high-impact vibration systems
[145], (b) a barbell-shaped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46], (c) a rotation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47]

图 1-30 (a)双轴转换系统[148]，(b)基于齿轮齿条的再生减振器[149]，(c)机械整流器[150]，(d)
往复运动转换为单向旋转[12]

Fig. 1-30 Schematics of (a) a two-shaft transmission system [148], (b) a rack-pinion-based
regenerative shock absorber [149], (c) a mechanical motion rectifier [150], (d)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module performing bidirectional to unidirectional motion convers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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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换能器的鲁棒性，研究者们将脉冲、振动或旋转运动转换为压力作用。

Yan 等[145]将冲击激励转换为作用力，如图 1-29(a)所示，这种装置可以在 20-30 MPa
下安全使用。Wu 等[146]设计了一种杠铃式压电能量采集器，将振动转换为对压电陶

瓷的压力，如图 1-29(b)所示，这种装置可以在高温环境中使用。Xie 等[147]将旋转运

动转换为对压电片的压力，如图 1-29(c)所示。

研究者们通过齿轮齿条结构将往复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Bernitsas 等[148]研究了

涡激振动能量采集，通过一个齿条和两个不同大小的齿轮将线性运动转换为旋转运

动，如图 1-30(a)所示，然后通过旋转发电机发电。Li 等[149]等将振动转换为旋转运

动然后通过电磁感应发电，如图 1-30(b)所示。此后，Li 等[150]改进了之前的设计，

采用具有机械整流功能的结构，将不规则往复振动转换成规则的单方向旋转，如图

1-30(c)所示，可以直接产生直流电压，这有利于电能使用。Zhang 等[12]也设计了齿

轮齿条结构将悬架振动产生的往复运动转换为单向的旋转运动，如图 1-30(d)所示，

然后通过旋转换能器发电并存储在超级电容。

1.5.2 提升频率

自然环境中的振源频率一般比较低，为了更有效俘获低频能量，研究者们将振源

频率放大后作用到换能器。Tieck 等[151]提出一种机械调制方式，利用往复运动的梳

齿拨动压电悬臂梁，从而将环境振动的频率放大传递到压电悬臂梁。Lin 等[22]设计

了一种包含梳齿结构的波浪能量采集器，如图 1-31(a)所示，这种频率提升补偿了波

浪频率(0.03-1 Hz)和换能器工作频率(几百赫兹)之间的差异。Wickenheiser 等[152]设
计了一种非线性磁激励能量采集器，如图 1-31(b)所示，通过线性阵列的多个永磁体

激励从而提升频率。Ramezanpour 等[116]通过多个永磁体圆周阵列将旋转运动频率放

大传递到压电悬臂梁。

图 1-31 (a)频率放大的波浪能量采集器[22]，(b)磁力激励的压电能量采集器[152]
Fig. 1-31 Schematics of (a) a frequency up-converted wave energy harvester [22], (b) a

magnetically excited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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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ah 等[153,154]提出一种频率提升技术，如图 1-32(a)所示，谐振频率较低的永

磁体振子通过磁力激励谐振频率较高的悬臂梁，当磁力释放后，谐振频率较高的悬臂

梁产生高频振动。Ashraf 等[155]设计了一种二自由度电磁振动能量采集器，如图

1-32(b)所示，低频振动能量被低频谐振器吸收，然后以脉冲形式泵送到高频谐振器，

再通过电磁感应将高频谐振器的机械能转换为电能。Yuksek 等[156]设计了一种宽频

电磁能量采集器，包括一根谐振频率较高的悬臂梁和两根谐振频率较低的悬臂梁（两

根谐振频率较低的悬臂梁谐振频率分别为 25Hz 和 50Hz），两根谐振频率较低的悬臂

梁自由端固定有质量块，如图 1-32(c)所示。在低频振动激励时，两根低频悬臂梁产

生谐振，它们的末端质量块重复地敲击谐振频率较高的悬臂梁，从而产生高频输出。

Pillatsch 等[119]将人体运动转换为低频的旋转运动，然后通过磁力转换为压电梁的高

频振动。这种转换使得人体运动能量容易被采集，并且适合压电梁的工作频率，如图

1-32(d)所示为原理样机。Halim 等[157]将手的运动转换为滚珠的滚动，然后通过接触

转换为振子的高频振动，再通过电磁感应发电。

图 1-32 (a)电磁振动能量采集器[153]，(b)二自由度电磁振动能量采集器[155]，(c)采用敲击方

式的电磁振动能量采集器[156]，(d)旋转压电能量采集器[119]
Fig. 1-32 Schematics of (a) an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harvester [153], (b) a two degrees of

freedom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harvester [155], (c) an electromagnetic vibration harvester using
impact approach [156], (d) a rotational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119]

1.5.3 激励放大

为了提高输出功率，研究者们将外部激励放大作用到换能器，比如将作用力放大

或者将位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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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a)压电钹形换能器[164]，(b)应用于路面能量采集的压电钹形换能器[168]，(c)多级放大弯
张结构[169]，(d)柔性压缩模式压电能量收集单元[170]

Fig. 1-33 Schematics of (a) a cymbal transducer [164], (b) a piezoelectric cymbal transducer for road
energy harvesting [168], (c) a multistage compliant mechanism [169], (d) a flex-compressive mode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ing cell [170]

钹形弯张结构是一种经典的可以放大位移或力的结构。Meyer 等[158]研究了通过

钹形弯张结构放大电活性材料的位移。Sun 等[159]研究了钹形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放大

和谐振特性，发现这些特性依赖于空腔尺寸和盖的厚度。Xu 等[160]设计了一种放大

位移具有高负载能力的弯张型驱动器。Kim 等[161-164]对利用压电钹形换能器进行能

量俘获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如图 1-33(a)所示为压电钹形换能器，钹形结构可以将压

电等效常数放大数十上百倍，而且钹形结构提高了压电陶瓷的耐受力和鲁棒性。Zhao
等[165]对钹形压电换能器进行了有限元分析。Li 等[166]设计了一种柔性压缩模式压

电能量采集器。Mo 等[167]设计了双层钹形压电换能器，将压电片与金属片粘接在一

起使用，提高了钹形压电换能器承受高负载的能力。Moure 等[168]将钹形压电换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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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路面用于收集汽车滚压产生的能量，如图 1-33(b)所示。Ling 等[169]设计了一种

多级放大弯张结构，如图 1-33(c)所示。Wang 等[170]设计了一种柔性压缩模式压电能

量收集单元，具有大的负载能力，并且力传递系数可以调节，如图 1-33(d)所示。

Abdelnaby 等[171,172]在压电和电磁能量采集中利用弯张型柔顺结构放大位移。

图 1-34 (a)包含一个悬臂梁和两个钹形换能器的低频压电能量采集器[173]，(b)包括两个弯张型压
电单元和一个中间质量块的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175]，(c)多方向压缩模式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

器[181]
Fig. 1-34 Schematics of (a) a low frequency energy harvester consisting of one cantilever beam and two

cymbal transducers [173], (b) a bistable energy harvester consisting of one mass and two cymbal
transducers [175], (c) a multi-directional compression-mode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181]

弯张型压电单元一般用于负载较大的环境，研究者们设计了一些结构使得弯张型

压电单元应用于一些弱激励环境。Xu 等[173]设计了一种低频压电能量采集器，如图

1-34(a)所示，包含一个悬臂梁和两个钹形换能器，有效在弱激励环境中提高能量采集

器的性能。Tufekcioglu 等[174]理论和实验研究了包含一个悬臂梁和两个钹形换能器

的弯张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Liu 等[175-178]设计了一种基于弯张放大结构的双稳

态振动能量采集器，包括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和一个中间质量块，如图 1-34(b)所示，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Yang 等[179-183]也设计了一种基于弯张放大结构的双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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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能量采集器，包括两个梁和一个中间的弯张型压电单元，如图 1-34(c)所示，并

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种弯张型双稳态振动能量俘获器可以在弱激励宽频范围内有

效俘获能量，并且能显著提高能量输出。Li 等[184]理论和实验研究了这种弯张型双

稳态振动能量俘获器在随机激励下的输出。

Vicente-Ludlam 等[185]通过双质量系统增加了能量输出。O’Donoghue 等[186]研
究了二自由度系统质量配置对速度放大的影响，发现 3：1 的质量配置能达到最高的

能量输出。Shahosseini 和 Najafi[187]总结了几种机械放大结构，包括杠杆结构、剪式

联动结构、双齿轮齿条结构和活塞齿轮齿条结构，如图 1-35 所示，这些放大结构可

以应用于机械能量采集。Xu 等[188]比较齿轮传递(转速放大)风能采集器和无齿轮传

递风能采集器的性能，发现齿轮传递风能采集器在风速较大时输出功率更高。

图 1-35 机械放大结构示意图[177]：(a)杠杆结构，(b)剪式联动结构，(c)双齿轮齿条结构，(d)
活塞齿轮齿条结构

Fig. 1-35 Schematics of different amplifier design conceptions [177]: (a) simple lever, (b) scissors
linkage, (c) two rack-pinion joints, (d) rack-pinion paired with piston-like motion

1.6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可以发现，压电能量转换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机械运动（振动和转动）能量采集

方式。而大部分压电能量采集设计基于压电悬臂梁，因为压电悬臂梁谐振频率低，在

环境激励下可以产生比较大的变形，从而采集更多的能量。但压电悬臂梁机电耦合系

数低，输出功率较低。压电悬臂梁变形范围有限。而且压电陶瓷片在弯曲应力下容易

碎裂，严重影响能量采集器件的可靠性。一部分研究通过弯张压电换能器进行能量采

集，弯张结构可以放大等效压电系数，而且提高了压电陶瓷片的耐受度。但弯张型压

电单元谐振频率高，不能直接应用于低频弱激励环境，一般在高负载下工作，环境适

应性差。目前，机械运动能量采集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但器件输出功率低、环

境适应性差和器件可靠性低是制约其在实际中应用的关键问题。

为了提高压电能量采集器件的输出功率和可靠性，并适应激励环境，可以通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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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转换改变环境中机械能形式再进行机电转换。本论文研究了基于接触和非接触机械

转换的振动和旋转运动能量采集，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如图 1-36 所示，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系统的回顾了机械运动（振动和转动）能量采集相关研究。针对

目前研究的热点，重点关注了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包括非线性双稳态/多稳态振动

能量采集和基于内共振的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考虑到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关于旋转运

动能量采集的综述很少，本章从转动能量源、转动能量采集方法以及基于转动能量采

集的应用等三个角度全面回顾了旋转运动能量采集研究。提出了能量采集中“机械调

制”的概念，从运动形式转换、频率提升和作用力放大等三个方面总结了机械调制在

能量采集中的应用。

第二章 弯张放大和机电能量转换机理。研究了弯张放大和机电能量转换机理。

基于薄板模型和压电方程，通过能量法建立了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

实验验证。分析了弯张压电换能器结构参数对其准静态特性的影响。数值仿真研究了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力学和电学特性。

第三章 接触式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设计与性能分析。提出了具有机械调制作

用的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建立了理论模型表征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

力学行为和电学特性。基于该模型，分析了结构参数对俘能性能的影响。实验验证了

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的设计优点和理论模型。

第四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及不同激励环境中的应用。提出了磁

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首先通过两个设计说明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

采集方法；建立了理论模型表征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和电学特

性；仿真和实验研究了基座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响应。理

论和实验研究了脉冲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设计了水下磁力耦合非线

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并进行了水下能量采集实验。

第五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的耦合模式和结构参数分析。设计了三种

具有代表性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分别采用单磁排斥力、双对称磁吸引

力和多磁排斥力。建立了考虑弯张小变形适用于不同磁力耦合模式的机电耦合动力学

模型。在谐波激励和随机激励下研究了不同参数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

性能，并进行了相应的实验验证。对不同耦合模式、不同结构参数的俘能器性能进行

了对比分析，提炼了指导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设计的关键点。

第六章 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与性能分析。提出了一种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分

析了非线性磁力干预的被动控制机理和动力学原理。仿真和实验验证了非线性磁力干

预机制显著提高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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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件设计，建模和实验。设计了磁力耦合转动能

量采集器。建立了考虑等效阻力矩（输入能量）、机械转换、机电转换和电能输出的

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分析了设计参数对能量采集的影响。理论和实验研究了不同转

速下、不同配置的能量采集器性能。

第八章 全文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列出了主要创新点，并对下一步研

究进行了展望。

图 1-36 本文研究内容及逻辑结构图

Fig. 1-36 The contents and logic flow of the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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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弯张放大和机电能量转换机理

2.1 引言

随着微电子器件能耗降低，俘获环境中的能量能够实现自供能无线传感功能。机

械能是环境中最普遍的能量之一。机械能量采集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之一，包括

振动能量采集和转动能量采集。机械能量采集主要有三种机电转换方式：静电式，电

磁式和压电式。其中压电换能方式因为能量密度高、设计灵活等优点被广泛采用。压

电能量采集最基本的结构之一是压电梁。压电梁谐振频率较低，在低频弱激励下能够

产生较大的位移，从而输出较高功率。但压电梁机电耦合系数比较低，变形范围有限，

而且压电陶瓷片在弯曲应力下容易碎裂。为了提高输出功率和压电片负载能力，研究

者们设计了弯张换能器。钹形弯张结构是一种经典的可以放大位移或力的结构。Kim
等[161-164]对压电钹形换能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钹形弯张结构可以将等效压电系数

放大数十上百倍，而且提高了压电陶瓷的耐受力和鲁棒性。弯张换能器变形刚度比压

电悬臂梁更高，一般用于强激励环境，在弱激励环境不能有效俘获能量。但弱激励可

以通过机械转换为相对较强的激励，如滚压方式（接触）、磁力耦合方式（非接触）。

本文基于弯张型压电单元研究了振动和转动能量采集。因此本章分析了弯张放大和机

电能量转换机理。

图 2-1 弯张型压电单元结构和受力示意图
Fig. 2-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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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弯张放大机理及实验验证

矩形弯张型压电单元比圆形弯张型压电单元性能更好[180]，而且矩形弯张型压

电单元更容易加工，所以我们采用矩形弯张型压电单元，如图 2-1 所示。从左到右的

粘接面长度，倾斜板长度、上板长度分别为 l1、l2、l3，倾斜板的倾斜角度为θ，压电

片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为 l和 b，金属片厚度为 tm ，压电片厚度为 tp。作用到弯张型

压电单元的压力等效为一个集中力 N。为了方便描述，设空腔长度为 32 cos2 lllc   ，

粘接面总长度 12llb  。

因为弯张型压电单元是对称的，对四分之一的弯张型压电单元进行受力分析。作

用到倾斜板 1 方向和 3 方向的力等效为集中力 F1和 F2。倾斜板作用到粘接部位 3 方

向和 1 方向的力等效为集中力 F3和 F4。上板对倾斜板的力矩为 M1，粘接面对倾斜板

的力矩为 M2，它们满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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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2 23
mmm vtED  是板的抗弯刚度，Em 和 vm 分别是金属板的弹性模量和泊松

比，w1可以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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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与金属片粘接的压电片主要受到 3 方向上的压力，内腔区域

的压电片受到 1 方向上拉力。对于压电片两端，压电方程可以表示为

3333333

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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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D ends




(2-5a)

对于压电片的中间部分，压电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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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311

1313333

TsEdS
TdED middle



 
(2-5b)

其中 pbtFT 21 2 ,  113 blFT  , d31和 d33为压电系数, s11和 s33为压电材料的弹性柔顺

系数，Ɛ33为压电材料的介电系数。

压电片在 1 方向上的变形满足几何关系

sin2 11 wlS c  (2-6)

因此，F2 可以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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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外加电场，F2 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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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压力 N产生的电量 Qg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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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电容为
pp tblC 33 ，可以求得开路电压 op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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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 项就是被放大了的等效压电系数，反应了作用力与电压的关系，即

31
11

23
2

3
2

33eff 3sin
cossin d

Dlslt
lldd

cp

c







(2-11)

如图 2-2 所示，我们实验验证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性能优于压电片。尺寸和材料参

数如表 2-1 和表 2-2 所示。压电片的尺寸与弯张型压电单元中压电片的尺寸相同。它

们被堆叠在一起并用手指按压。相同压力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输出电压约为压电片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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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电压的 61 倍。根据其尺寸和材料参数，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等效压电系数计算约为

d33的 56 倍。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很接近。而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存在差异的可能原

因之一是压电片的一端需要焊接导线而不能完全被用来产生电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理论模型是可信的。

图 2-2 实验设置
Fig. 2-2 Experiment setup

图 2-3 相同压力下弯张型压电单元和压电片输出电压的比较
Fig. 2-3 The comparison of the output voltages of the PZT layer and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nder

the same pressure

2.3 机电能量转换机理

为了研究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力学和电学特性，通过基于拓展哈密尔顿原理的能

量法建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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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材料参数
Table 2-1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metal and PZT layers used in the analytical model

Parameter description Value
Young’s modulus of metal layer Em 2x1011 Pa
Young’s modulus of PZT layer Ep 7x1010 Pa
Poisson's ratio vm 0.28
Compliance s11 1.65x10-11 m2/N
Compliance s13 -8.45x10-12 m2/N
Compliance s33 2.07x10-11 m2/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1 -3.2x10-10 C/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3 6.5x10-10 C/N
Relative permittivity 3800

表 2-2 结构尺寸
Table 2-2 Geometric dimensions of the prototype

Parameter description Value
Width b 0.01 m
Length of end face l3 0.005 m
Length of inclined plane l2 0.0129 m
Length of bonded plane l1 0.005 m
The inclined angle of inclined plane θ 15º
Thickness of metal layer tm 0.00025 m
Thickness of PZT-5H layer tp 0.001 m

弯张结构在压力 N作用下产生的变形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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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张结构等效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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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张型压电单元在压力 N作用下产生的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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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张型压电单元等效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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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张结构的弹性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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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式(2-5)中，压电层的一小体积的电能可以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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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电场 ptVE 3 ，对 H 在压电层的总体积上积分可以获得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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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ltsbDlsbtlltsS bpcpp 3311
23

2
3

211eff 3sincossin   。

设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等效质量 m，其动能为

2

2
1 umT  (2-19)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HUTVuu ,,L  (2-20)

基于扩展哈密尔顿原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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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c为等效阻尼系数。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方程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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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电压和产生的电能可以表示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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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23)和式 (2-10)的结果是一致的。在连续激励下，式 (2-22) 可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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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粘接面长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4 Influence of the bonded lengt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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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结构参数分析

由式(2-10)可知，当弯张型压电单元中压电片尺寸相同，相同压力下弯张型压电

单元产生的开路电压与等效压电系数成正比。等效压电系数是影响机电能量转换的关

键参数。等效压电系数 deff可以由式(2-11)求得。以下分析中，除非另外说明，参数如

表 2-1 和 2-2 所示。选择等效压电系数 deff与 d33的比例 deff/d33表征等效压电系数。计

算开路电压的压力 N设为 1 N。

如图 2-4 所示，粘接面长度 l1从 1 mm 增加到 10 mm。从图 2-4(a)和(b)可以发现，

粘接面长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等效刚度 Keff和等效压电系数 deff几乎没有影响。然

而随着粘接面长度增加，开路电压 Vopen和电能 Ue略有降低。这是因为粘接面长度增

加使得压电片长度增加，导致压电片电容 Cp增加，在相同的压力下产生的电压降低

了。需要特别注意，粘接面必须保证足够长度使得粘接牢固，否则弯张型压电单元容

易损坏。

图 2-5 倾斜板长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5 Influence of the inclined plane lengt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从图 2-5 可以发现，倾斜板长度 l2对等效刚度和等效压电系数存在很显著的影响。

倾斜板长度从 1 mm 增加到 15 mm，等效刚度从 15.1×106 N/m 减小到 1.5×106 N/m，

等效压电系数从 7 倍 d33增加到 63 倍 d33。弯张结构受力产生的变形主要是倾斜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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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倾斜板越长，弯张型压电单元性能越好。但倾斜板长度设计需要考虑尺寸约束。

若总长度限制为 0.04 m，粘接面总长度为 0.01 m，即空腔长度保持为 0.03 m，倾斜板

长度的影响如图 2-6 所示。可以发现，随着倾斜板长度增加，等效压电系数和开路电

压随之增加，当倾斜板长度增加到一定值，等效压电系数和开路电压不再明显增加。

需要注意，压电片需要焊接导线输出电压。因此倾斜板设计需要满足即使受压下内腔

内也能够容留焊点和导线。如图 2-7 所示，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倾斜角度θ由π/20 增

加到π/4。随着倾斜角度增加，等效刚度显著增加，等效压电系数显著减小，开路电

压和产生的电能显著降低。进一步说明了倾斜板的设计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性能存在

关键影响。

图 2-6 空腔长度保持为 0.03 m 时倾斜板长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6 Influence of the inclined plane lengt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as

lc=0.03 m

如图 2-8 所示，当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端面长度 l3从 1 mm 增加 10 mm，等效刚

度略有下降，等效压电系数和开路电压都有所增加。我们发现，倾斜板长度增加，倾

斜角度减小和端面长度增加时，等效压电系数都会增加。这说明内腔长度 lc增加时，

等效压电系数会增加。但内腔长度保持不变时，倾斜板并不是越长越好。

从图 2-9 可以发现，宽度 b从 1 mm 增加 20 mm，等效刚度显著增加，等效压电

系数没有变化，开路电压略有降低。开路电压下降是因为宽度增加使得压电片开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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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增加，从而在相同的压力下产生的开路电压降低。

图 2-7 倾斜角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7 Influence of the inclined angl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图 2-8 端面长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8 Influence of the end face lengt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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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宽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9 Influence of the widt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图 2-10 金属片厚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10 Influence of the metal layer thicknes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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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压电片厚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特性的影响
Fig. 2-11 Influence of the PZT layer thicknes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如图 2-10 所示，金属片厚度 tm从 0.1 mm 增加 1 mm，等效刚度增加，等效压电

系数减小，开路电压降低。这说明选择较薄的金属片有利于提高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性

能，但需要考虑弯张结构负载能力。

如图 2-11 所示，压电片厚度 tp从 0.5 mm 增加 2 mm，等效刚度显著增加，等效

压电系数显著减小，而开路电压略有增加，而产生的电能却显著减少。这说明压电片

的厚度选择既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

2.5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力学特性

数值仿真研究了弯张型压电单元在谐波激励下的电压输出。仿真参数如表 2-1 和

2-2 所示。尺寸和材料参数先输入 Maple 软件计算，然后结果输入 Matlab/Simulink。
所有仿真都选择可变步长和 ode45 求解器。

假设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固定有质量块，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等效质量为

0.01 kg。外接电阻设为 20 MΩ，可视为开路。图 2-12 为弯张型压电单元在扫频谐波

激励下的动力学响应。当激励频率接近 1788 Hz 时，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谐振，位移

急剧增加并且输出电压也急剧增加。如果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没有固定质量块，弯

张型压电单元的谐振频率将会更高。环境中激励频率较低，远远小于弯张型压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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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谐振频率。一般情况下，弯张型压电单元被施加作用力而发电，不必考虑其谐振。

即式(2-25)改写为

0
d
d

eff 
t
Nd

R
VVCp

 (2-26)

图 2-12 扫频激励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响应：(a) 位移，(b) 电压
Fig. 2-12 The response of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nder the sweep excitation: (a) displacement, (b)

voltage

图 2-13 为 1 Hz 谐波激励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开路电压输出。从图 2-13(a)可以发

现，压力作用下，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正电压，当压力释放时，产生了负电压。在既

有压力又有拉伸力作用下，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相同频率的正负电压。从图 2-13(c)
可以发现，拉伸力作用下，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负电压，当拉伸力释放时，弯张型压

电单元也产生了正电压。这与式(2-10)或(2-23)求得开路电压不同。依据式(2-10)或
(2-23)计算在压力下只会产生正电压，在拉伸力作用下只会产生负电压。这是因为存

在电荷泄露，弯张型压电单元受到压力产生正电压，电荷随之泄露，当压力释放，压

电片恢复变形时，则产生相反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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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1 Hz 激励力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电压输出：(a) 压力，(b) 压力和拉伸力，(c) 拉伸力
Fig. 2-13 The voltage output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nder 1 Hz excitation: (a) pressure, (b) pressure

and tensile force, (c) tensile force

图 2-14 1 Hz 谐波激励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电压输出：(a) 幅值 2 N，(b) 幅值 5 N，(c) 幅值 10 N
Fig. 2-14 The voltage output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nder 1 Hz excitation: (a) amplitude 2 N, (b)

amplitude 5 N, (c) amplitude 1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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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10 Hz 激励力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电压输出：(a) 压力，(b) 压力和拉伸力，(c) 拉伸力
Fig. 2-15 The voltage output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nder 10 Hz excitation: (a) pressure, (b)

pressure and tensile force, (c) tensile force

图 2-16 扫频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电压输出：(a) 正扫, (b) 反扫
Fig. 2-16 The voltage output of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nder sweep: (a) up sweep, (b) down sweep

图 2-14 显示了不同幅值谐波激励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开路电压输出，激励力幅

值分别为 2 N，5 N 和 10 N。发现随着激励力幅值增加，输出电压幅值成正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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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显示了 10 Hz 谐波激励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开路电压输出。发现在压力

刚施加时，产生正电压。随着电荷泄露，弯张型压电单元达到新的平衡，压力作用下

产生的电压波形与既有压力又有拉伸力作用下产生的波形一致。只有拉伸力作用的情

况与只有压力作用的情况相反，即刚开始产生负电压，随后波形与既有压力又有拉伸

力情况一致。

图 2-16 为扫频激励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开路电压输出。电压频率与激励频率一

致。当频率较低时，电压幅值较低。这是因为激励频率较低时，电荷泄露较快。随着

频率增加，电压幅值增加然后几乎保持不变。需要注意图 2-12 扫频是从 1 Hz 到 3000
Hz，图 2-16 是从 0.1 Hz 到 10 Hz。在频率 1 Hz 到 10 Hz，图 2-12 和图 2-16 的电压输

出是一致的。实际上，在低频范围，根据式(2-26)与根据式(2-25)仿真结果是一致的。

2.6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薄板模型分析了弯张结构的放大机理，并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

明，等效压电系数约被放大了 61 倍（ 33eff 61dd  ），该结果与理论分析（ 33eff 56dd  ）

很接近。在此基础上，通过能量法建立了描述弯张型压电单元能量转换的机电耦合模

型。基于该模型，分析了结构参数对弯张型压电单元力学和电学特性的影响。发现内

腔长度和倾斜角度是影响等效压电系数的关键参数，内腔长度越长，倾斜角度越小，

等效压电系数越高。尽管如此，还需要综合考虑粘接是否牢固，器件体积等问题。数

值仿真了谐波激励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力学响应。结果显示，输出电压频率与激励

频率一致，输出电压幅值与激励力幅值成正比。当激励频率很低(<1 Hz)时，因为频

率越低电荷泄露问题更显著，导致开路电压越低。激励频率不过低(>1 Hz)和不超过

谐振频率的区间，频率变化时，开路电压不发生变化。当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谐振时，

开路电压急剧升高。而弯张型压电单元谐振频率(千赫兹)远远高于一般环境中振动频

率，因此一般不需要考虑弯张型压电单元的谐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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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接触式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设计与性能分析

3.1 引言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机械设备更加集成化、智能化。机械振动能量采集可

以实现自供能集成功能，更加高效、可靠。比如，基于减振器的振动能量采集可以实

现自供能振动传感、自供能半主动振动控制等。压电机电能量转换方式是目前最有效

的振动能量采集方式之一。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的结构设计对于其性能具有关键作

用。尽管如此，许多研究只关注了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结构。在机电转换之前进行

适当的机械转换（机械调制），有可能提高能量采集器的性能。对于大幅低频不规则

振动，为了采集更多的振动能量并减少振动冲击力，有必要在机电转换之前将不规则

往复运动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运动或力。滚动可以将往复运动转换为单向的、较高并且

相对稳定的滚压力。而滚动摩擦损失的能量远比滑动摩擦少。本章提出了一种基于滚

压和弯张机理的压电振动能量采集设计，可以俘获更多振动能量并降低振动产生的冲

击力。

3.2 器件设计

图 3-1 为一种高度紧凑的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设计，其由外筒、滚珠轴套，

内筒和压电套构成。其中镶嵌有滚珠阵列的滚珠轴套安装在外筒的内侧。压电套安装

在内筒的外侧。一个压电套筒圆周阵列多个弯张型压电单元。一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包

括一个压电陶瓷层和两个凸型金属层。凸型金属层粘接在压电陶瓷层的两侧。

如图 3-2 所示，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能量转换过程可以描述如下：(1)外部

往复振动传递到能量采集器件，使得滚珠滚动；(2)滚珠与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相对位

置发生变化，当滚珠接触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凸起部分时，可以产生滚压力并施加到弯

张型压电单元；(3)滚压力通过弯张金属结构放大和传递到压电陶瓷层，压电陶瓷层

承受压力和被转换放大的拉伸力；(4)最后，压电陶瓷层由于压电效应产生电压。

滚压力大小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设计相应的结构尺寸而确定。任意振动下，滚

压力不会超过设计的最大值(假设内筒与外筒在运动过程同轴心)，并可以均匀地施加

到压电陶瓷层，这有利于降低冲击和提高压电陶瓷层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因为滚珠阵

列，一个振动周期内可以产生多次滚动接触。无论振动的方向如何，滚珠都能施加滚

压力作用到弯张型压电单元。在压电层两侧分别粘接凸型金属层的弯张结构可以在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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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高负载下使用。施加到压电陶瓷层的应力更加均匀，可以提高机电能量转换效率。

滚珠和弯张型压电单元可以分别集成在具有相对运动的两个部分中。因此，滚压压电

振动能量采集设计非常简单紧凑，如滚珠和弯张型压电单元可以分别集成在汽车减振

器的内外筒。

图 3-1 一种高度紧凑的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设计
Fig.3-1 A new design of the highly compact rolling-based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图 3-2 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能量转换过程
Fig.3-2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e rolling-based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3.3 滚压机理与俘能分析

3.3.1 滚动分析

滚珠所嵌入的基体可以被认为是刚体，并且可以认为，滚珠在与振动方向垂直的

方向受到约束。如图 3-3 所示，本节分析了一个滚珠滚压一个弯张型压电单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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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滚珠中心的位移为 s(t)= st，滚珠半径为 R，滚珠中心与弯张型压电单元受滚压面

之间的距离为 d。d <R使滚珠可以滚压接触弯张型压电单元。金属层厚度与滚珠位移

相比非常小，因此可以忽略金属层的厚度。如图 3-3 所示的 xoz坐标系，滚珠在坐标

平面上的投影是一个圆，圆心坐标是(st，－d)。下半圆的曲线方程可以表示为

    dsxRxz t  22 (3-1)

在 xoz坐标平面中，凸型金属层从左到右的长度分别为 l1，l2 和 l3。线 l2的倾角

为θ，高度为 h1。凸型金属层的投影曲线方程可以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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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由于 d <R，滚珠首先接触凸型金属层的倾斜平面中的某一点。联立方程 (3-1)和
(3-2)，可以得到

  ]0,tan[,0)(tan2)tan1( 1
2222 2  chxRsdxtsdx t  (3-3)

图 3-3 滚压运动示意图
Fig.3-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olling motion

如果圆和斜线段有两个交点，滚珠会滚压凸型金属层的倾斜面。为了减少振动引

起的冲击力，使施加在压电层上的应力更均匀，设计需要避免这种情况。滚珠接触凸

型金属层的受滚压平面的边缘，然后在压电单元上滚动，滚压力始终垂直于滚珠的运

动方向，如此可以减少滚珠和凸型金属层之间的接触冲击引起的能量损失。方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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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以及 d满足

RdR 
 2tan1

1 (3-4)

图 3-4 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时凸型金属层受力示意图
Fig.3-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rce of metal layer when the ball rolls on the piezoelectric unit

图 3-5 滚压力测量及比较：(a) 测量方式, (b) 细节部分, (c) 测量值与理论值比较
Fig.3-5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the rolling force: (a) experimental setup, (b) the

details, (c)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to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当滚珠脱离接触凸型金属层， 2
3

2 dRlst  。滚压力分布可以通过分析接触曲

面进行估算。滚珠与金属层接触部分假设为球形曲面并且半径为 Rwc  ，其中 w是

受滚压面的屈曲变形。力密度 p(r)在接触的中心区域最大而且随着远离中心点而减

少。等效集中力可以写作  
c

rdrdrpN
0

2

0
)(


 。接触区域单位面积滚压力 p(r)可以表示

为













cr

cr
c
rprp

,0

,1)( 2

2

(3-5)

滚珠在金属层受滚压面滚动时会产生滚动摩擦力。因为滚动摩擦力导致的能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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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可以通过估算弹性迟滞损失而得到。当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开始接触的边受

到的压力大于脱离接触的边受到的压力。以接触区域中心作为极坐标系的原点。对于

在(r,θ)的面单元 rdrdθ，到滚压中心线的弹性力矩为  rdrdrprdM )(cos 。接触区域前

半部分的阻力矩为 3 16
fs

M dM Nc  。后半部分接触区域所产生的恢复力矩小于前半部

分接触区域受到的阻力矩。这种差异导致了弹性能量的损失。弹性迟滞损失系数在本

章中表示为α，然后因为滚动摩擦力而导致的能量损失可以被表示为


3

016
3 l

f Ncdx
R

W 
(3-6)

3.3.2 滚压力分析

本节分析中，金属层被认为是薄板，因为粘接而产生的影响被忽略，粘接层的应

力应变被认为是连续的，压电陶瓷层的内部电场沿着厚度方向均匀的分布。弯张型压

电单元在 z方向上的变形位移等于滚压深度 g。依据它们之间的几何关系，g可以被

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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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中Δi(i=1~5) 分别为 G，C，D，B和 E点 z方向上的位移，如图 3-3 所示。应该注

意到，因为弯张型压电单元有两个凸型金属层，所以上式第二项和第三项被计算了两

次。

施加在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滚压力可以等效为一个集中力 N，受滚压板对倾斜板的

力可以等效为集中力 Fi (i=1~4)，如图 3-4 所示。而且，倾斜板对粘接板的力可以等

效为集中力 Fi (i=5~8)。在点 C，B，D和 E处截面的力矩为 Mi(i=1~4)，根据力和力

矩的平衡关系可以得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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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滚压区域中心点 G在 z1 方向的位移被考虑，而在 y1 方向的变化被忽略。依据

Kirchhoff 假设，受滚压板的挠度 w1 应该满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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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w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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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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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2 23
mmm vtED  为板的抗弯刚度, Em和 vm分别为板(金属层)的弹性模量和泊

松比。考虑到接触区域的半径 c很小，将 y1=0.5b 代入式(3-5)，并将 p(x1)在 st点进行

泰勒展开，接触区域的单位面积滚压力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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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滚压板的边界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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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触点 G附件足够小区域的单位面积滚压力 p(x1) 可以近似为一个常数 p。因

此受滚压板的挠度 w1可以求解得到并重新表示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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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因为板在 z2方向上没有负载，倾斜板的挠度 w2 可以被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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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板在 x2 方向的压缩变形为   mmbtElFFl 221 cossin   。点 C在 z方向上的位

移 Δ2可以被估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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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类似地，Δ3可以被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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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因为金属层与压电陶瓷层粘接，两端长度为 l1 的复合层的等效弹性模量可以通

过复合层混合规则得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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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压电陶瓷层的左端，考虑上下金属层的对称性，压电方程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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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a)

其中   pmpl ttbEFET   22 21 ，  113 blFT l  ，d31和 d33为压电系数, s11和 s33为压电材

料的弹性柔顺度，而Ɛ33为压电材料的介电常数。对于压电陶瓷层的右端，压电方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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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b)

其中   pmpr ttbEFET   22 21 ，  133 blFT r  。对于压电陶瓷中间部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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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m btFT 21 2 。压电陶瓷在 x方向上的位移近似满足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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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然后，F2可以被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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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因为只有因为压电效应产生的电场，而没有施加外部电场，F2 可以如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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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Δ4和Δ5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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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式(3-12)，(3-14)，(3-15)和(3-21)，采用无量纲参数 st*= st/l3，滚压力可以如

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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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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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当滚珠开始滚压金属层时滚压力线性增加，滚珠脱离滚压金属层时滚压力线

性减少，整个运动过程中的滚压力 N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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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滚压力的推导，我们测量了滚压力，并且与理论结果进行了对比，如图

3-5 所示。弯张型压电单位被固定在线性模组的滑动平台上。滚珠一步一步的滚压弯

张型压电单元。滚压深度被小心的调节为 0.5 mm，滚压力在不同的位移测量和记录。

最大的滚压力约 27.7 N。从图 3-5(c)可以发现理论值与测量结果吻合。

沿着滚压力方向的位移被定义为滚压深度 g=R－d，滚压力做功 WN 可以表示为

 dRNWN  )0(
2
1 (3-24)

本章中，只有滚动摩擦力导致的能量损失被考虑，其他机械能量损失不考虑。由

滚珠输入的机械能量为

fNin WWW  (3-25)

3.3.3 能量俘获分析

当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被存储的能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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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式(3-17)和(3-20)，并且令 ptVE 3 ，其中 V是产生的电压，对整个压电陶瓷

片积分，总的被转换的能量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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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3-27)以 V进行微分可以得到总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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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因为滚压力而产生的电量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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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Q = CV，开路下的电容为 pp tblC 33 。因为滚压产生的开路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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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滚压产生的电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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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 RL 的瞬时功率可以被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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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其中 sR 压电陶瓷片的内阻且 )/(1 CRs  。

机械能量与电能的转换效率可以表示为 ηconversion=η1η2η3。第一个机械能量转换效

率η1是滚压力对弯张型压电单元上做功与外部往复运动输入的能量之比，即是滚压机

械转换效率；第二个机械能量转换效率η2是传递到压电陶瓷层的能量与滚压力对弯张

型压电单元做功之比，即是弯张结构机械转换效率；第三个能量转换效率η3是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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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与传递到压电陶瓷层的能量之比，即是压电陶瓷层的机电转换效率。为了评估能

量转换效率，将最大的滚压力代入式(3-31)得到由滚压力产生的电能 Ug，因此能量转

换效率 ηconversion可以表示为

in

g
conversion W

U
 (3-33)

表 3-1 几何和材料参数
Table 3-1 Geometric parameters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metal and PZT layers used in the

analytical model for the piezoelectric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Parameter description Value

Thickness of metal layer tm 0.2 mm

Thickness of PZT layer tp 2 mm

Young’s modulus of metal layer Em 2x1011 Pa

Young’s modulus of PZT layer Ep 7x1010 Pa

Poisson's ratio vm 0.28

Compliance s11 1.65x10－11 m2/N

Compliance s13 －8.45x10－12 m2/N

Compliance s33 2.07x10－11 m2/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1 －2.74x10－10 C/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3 5.93x10－10 C/N

Relative permittivity 3400

3.3.4 设计参数的影响

本节综合分析了设计参数对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器性能的影响。压电材料型号为

PZT-5A，金属层厚度保持不变。除非另外说明，用于分析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器性能

的几何材料参数如表 3-1 所示。

(1) 滚压深度的影响

为了研究滚压深度对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器性能的影响，滚压深度 g从 0.1 mm 变

到 0.3 mm，而 l1=4 mm，l2=4 mm，l3=4 mm，θ=π/6，b=4 mm，R=4 mm。如图 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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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b)所示，滚压力和产生的电压随着滚压深度增加而增加。当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

单元中间部分时，滚压力和产生的电压随着滚压深度增加而增加的更快，当滚压深度

由 0.1 mm 增加到 0.3 mm，最大电压由 14.3 V 增加到 125.7 V。因为弯张型压电单元

的等效刚度很高，当滚压深度增加使得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变形增加，滚压力会急

剧增加，产生的电压也会急剧增加。如图 3-6(c)所示，产生的能量也随着滚压深度增

加而显著增加，且滚珠半径越大，产生的能量随滚压深度变化速率越大。图 3-6(d)显
示了能量转换效率随着滚压深度增加而增加，且当滚珠半径较大时，能量转换效率随

滚压深度增加的更快。滚压深度的设计需要满足式(3-4)。滚压深度越大，产生的滚压

力也就越大，产生的电压越高，俘获的电能越多，但设计滚压深度需要考虑弯张型压

电单元的负载极限，以及产生的滚动摩擦阻力是否影响振源装置的正常工作。

(a) (b)

(c) (d)
图 3-6 滚压深度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珠半径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珠半径

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Fig.3-6 Effect of the rolling reduction g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the generated energy (c)

with various ball radius (R=2 mm, R=4 mm, R=6 mm),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ball radius (R=2 mm, R=4 mm, R=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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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3-7 滚珠半径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压深度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压深度

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Fig.3-7 Effect of the ball radius R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the generated energy (c)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g=0.1 mm, g=0.2 mm, g=0.3 mm)

(2) 滚珠半径的影响

如图 3-7 所示，滚压深度 g=0.2 mm，滚珠半径 R从 1mm 变到 6mm，其他参数

保持不变。如图 3-7(a)所示，当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中间部位时，滚压力和产生

的电压随着滚珠半径增加；而当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滚压力和产生的电

压随着滚珠半径变化并没有明显变化。这是因为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时，滚珠与

受滚压面紧密接触，滚压面变形与滚珠半径相关，滚珠半径越大，受滚压面的变形越

大，因此产生的弹性恢复力也越大。而当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受滚压面

的变形比较小，即与滚珠半径的关系比较小，因此滚压力和产生的电压不随滚珠半径

变化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滚珠半径增加，首先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的电

压比滚压中间部位时的电压高，然后滚压中间部位产生的电压比滚压两端时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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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图 3-7(c)和(d)所示，产生的电能和能量转换效率随着滚珠半径增加而增加。而

且滚压深度更大时，产生的电能和能量转换效率随滚珠半径变化的幅度更大。滚珠半

径也对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器的特性具有关键影响。

(a) (b)

(c) (d)
图 3-8 粘接面长度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压深度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压深

度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Fig.3-8 Effect of the bond length l1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the generated energy (c)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3) 粘接面长度的影响

图 3-8 显示了粘接面长度对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器性能的影响。如图 3-8(a)所示，

粘接面长度变化，滚压力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因为相对倾斜板和受滚压面的变形，粘

接面产生的变形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粘接面长度对滚压力和等效压电系数几乎没有影

响。随着粘接面长度增加，产生的能量和能量转换效率有略有增加，如图 3-8(c)和(d)
所示。图 3-8(b)显示了随着粘接面长度增加产生的电压略有降低。这是因为粘接面长

度增加导致压电片的电容增加，在相同的压力下，压电片产生的电压降低。需要特别

注意，必须设计足够的粘接面长度，保证金属片与压电片粘接牢固可靠，避免弯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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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单元损坏。

(a) (b)

(c) (d)
图 3-9 倾斜板长度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压深度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压深

度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Fig.3-9 Effect of the slope length l2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the generated energy (c)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4) 倾斜板长度的影响

图 3-9 显示了滚压力、电压、产生的能量和能量转换效率随倾斜板长度变化而发

生的变化。随着倾斜板长度增加，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电压减少，而当滚

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中间部位时产生的电压几乎没有变化，如图 3-9(a)所示。这是

因为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主要是倾斜板发生变形，当倾斜板变长，相同的

压力下，产生的变形更大，即相同的滚压深度下，产生的压力变小。而滚珠滚压弯张

型压电单元中间部位时主要是受滚压板发生变形，因此，此时受倾斜板长度的影响较

小。如图 3-9(a)和(b)所示，倾斜板长度对滚压力和产生的电压的影响在趋势上一致。

倾斜板长度增加可以增加采集的能量。倾斜板长度对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器的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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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具有关键影响，如图 3-9(d)所示，能量转换效率随着倾斜板长度增加而显著增加，

而且滚压深度越大，增加的幅度越大。

(a) (b)

(c) (d)
图 3-10 倾斜板角度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压深度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压深

度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Fig.3-10 Effect of inclination angle θ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the generated energy (c)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5) 倾斜板角度的影响

图 3-9 显示了滚压力、电压、产生的能量和能量转换效率随倾斜板角度变化而发

生的变化。随着倾斜角度增加，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的滚压力有所增加，

滚压中间部位的滚压力保持不变，如图 3-10(a)所示。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中间

部位时主要是受滚压板发生变形，与倾斜板角度关系不大。如图 3-10(b)所示，随着

倾斜角度增加，产生的电压减小。这说明倾斜角度对滚压力和产生的电压具有不同的

影响。因为倾斜角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等效压电系数具有关键影响。当倾斜角度增

加，等效压电系数减小，此时即便滚压力增加了，但产生的电压反而可能变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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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c)和(d)说明了随着倾斜角度增加，产生的能量减少，能量转换效率也有所降低，

并且滚压深度越大，变化的幅度越大。这说明滚压力做功增加，但因为等效压电系数

减小，实际转换的电能并没有随之增加，甚至可能反而减小。

(a) (b)

(c) (d)
图 3-11 受滚压板长度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压深度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压

深度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Fig.3-11 Effect of the rolling length l3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the generated energy (c)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6) 受滚压板长度的影响

如图 3-11(a)和(b)所示，当受滚压板长度很小时，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中间

部位的滚压力和产生的电压随着受滚压板长度增加急剧减小，然后比较缓慢的减小。

这是因为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中间部位时主要是受滚压板发生变形，所以受滚压

板的长度对滚压力具有显著影响。而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的滚压力和产生

的电压随着受滚压板长度变化几乎保持不变。这是因为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

时主要是倾斜板发生变形，与受滚压板长度关系不大。如图 3-11(c)和(d)所示，随着

受滚压板长度增加，产生的能量和能量转换效率显著减小。因此，受滚压长度是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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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设计参数。

(a) (b)

(c) (d)
图 3-12 宽度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压深度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压深度下的

能量转换效率
Fig.3-12 Effect of the width b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the generated energy (c)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 (0.1 mm, g=0.2 mm, g=0.3 mm)

(8) 压电片厚度的影响

如图 3-13(a)所示随着压电片厚度发生变化，滚压力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因

为相比弯张结构，压电片产生的变形很小，因此压电片厚度对滚压力影响不大。滚珠

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两端时产生的电压几乎不随压电片厚度变化而发生变化，如图

3-13(b)所示。图 3-13(c)和(d) 显示了随着压电片厚度增加，产生的电能减少，能量转

换效率降低，并且当厚度 1mm 以下时变化的很快，当厚度大于 1mm，变化程度没有

之前显著。

较大的滚压深度能够采集更多能量，但增加滚压深度也会增加滚动摩擦力，且必

须考虑弯张型压电单元所能负载的极限以及结构尺寸限制。滚珠半径、倾斜板长度、

倾斜板的倾斜角度、受滚压板长度、以及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宽度对电压幅值和波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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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影响。可以增加倾斜板长度、减小倾斜板角度，从而提高能量转换效率。这也

说明增加等效压电系数能够增加能量转换效率。特别需要注意，尽管粘接面长度对能

量俘获的性能影响比较小，但粘接面必须有足够的长度以保证足够的粘接强度，这对

装置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压电片厚度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性能有显著的影响，不能太

厚，也不能太薄影响弯张型压电单元负载能力。

(a) (b)

(c) (d)
图 3-13 压电层厚度的影响：(a)滚压力；(b)电压；(c)不同滚压深度下产生的能量；(d)不同滚压深

度下的能量转换效率
Fig.3-13 Effect of the PZT thickness on the rolling force (a), the voltage (b), and the generated energy (c)

and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 with various rolling reductions (0.1 mm, g=0.2 mm, g=0.3
mm)

3.4 实验与结果

3.4.1 实验设置

图 3-14 显示了制造的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压电材料为 PZT-5A。弯张型压

电单元的尺寸如下：l1=4 mm，l2=6.5 mm，l3=5 mm，θ=π/6，b=8 mm，tm=0.2 mm，tp=2
mm，R=3 mm，g=0.14 mm。压电片的电容测量值为 2.56 nF。原理样机在 MTS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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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式振动加载测试系统进行实验，如图 3-15 所示。实验条件可以通过电脑上的软

件界面进行设置，然后加载到测试系统的控制器。实验中采用了不同频率、不同幅值

的正弦波输入。压电片两侧焊接导线连接到动态信号采集系统(DH5902)。动态信号采

集器可以实时记录电压信号。它的内阻为 20 MΩ，当没有并联外部电阻时，可以被视

为开路。

图 3-14 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原理样机：(a)整体外观；(b)外筒；(c)内筒；(d)滚珠轴套；(e)
弯张型压电单元

Fig.3-14 The prototype of rolling-based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a) overall view, (b) outer cylinder,
(c) inner cylinder, (d) ball bushing, and (e) piezoelectric unit

图 3-15 实验设置
Fig.3-15 Experiment setup

3.4.2 结果与讨论

为了进行比较，将仿真结果和实验数据绘制在图 3-16。仿真结果比较接近实验观

测的结果。仿真与实验结果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有：电压随时间的分布与滚珠和弯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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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的比较
Fig.3-16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ted voltage from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the

rolling-based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The input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are 10 mm and 2 Hz,
respectively

(a)

(b)

(c)
图 3-17 不同频率下产生的电压：(a)1 Hz，(b)2 Hz，(c)3 Hz

Fig.3-17 The generated voltage from experiments of the rolling-based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The
input amplitude is 10 mm and the input frequency are 1 Hz (a), 2 Hz (b) and 3 Hz (c), respectively

型压电单元的初始相对位置有关，滚珠与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初始相对位置很难测量准

确，在仿真中使用的估计值与实验中的准确值存在差异；振动加载测试系统采用液压

驱动，当振动位移方向改变时，会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实验测试中输入的是近似的正

弦波，比数值仿真采用的正弦波波形更狭窄；制造和装配误差导致滚压压电振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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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原理样机的外筒和内筒在测试中不是完全同心；弯张结构的压缩变形恢复速度

可能比滚压速度慢，因此，滚压过程相对不完整，实际测试中的滚压时间比仿真时间

短。仿真结果显示无论振动位移为负还是正，产生的电压为正，并且幅值没有变化。

而实验数据显示响应并不是始终为负，尽管滚压力始终是向下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压

电单元在低频激励下电荷泄露很快。

图 3-17 显示了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在不同激励频率下的电压，分别为 1 Hz，
2 Hz 和 3 Hz。电压频率与激励频率成正比。因为测试系统能够输出的振幅有限，只

有一个滚珠滚压了弯张型压电单元。如果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受到振幅更大的输

入，将有多个滚珠滚压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电压频率会大于激励频率。当激励频

率变化时，电压幅值几乎没有变化。实验和仿真结果说明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可以产生

单向、幅值稳定的开路电压，不受振动频率和振动幅值的影响。电压的频率与振动频

率相关。

(a)

(b)
图 3-18 幅值 12.5 mm 和频率 5 Hz 三角波输入下负载 3.3 MΩ的输出电压：(a)实验，(b)仿真

Fig.3-18 The output voltage and power across the load resistance of 3.3 MΩ when the triangle wave is
input with the amplitude 12.5 mm and frequency 5 Hz: (a) experiment, and (b) simulation

图 3-18 显示在频率 5Hz、幅值为 12.5mm 的振动输入下，原理样机负载 3.3 MΩ
上的电压和功率。当滚压力为 6.5 N 时产生的功率约为 1.5 μW。图 3-19 显示频率 5Hz、
幅值为 12.5mm 的振动输入下连接不同电阻的平均功率和电压有效值。可以发现负载

电阻对输出的平均功率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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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不同电阻下的平均功率和电压有效值
Fig.3-19 RMS voltage and average power versus the load resistance

3.5 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一种接触式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设计，将不规则往复运动转换成可

控、单向、幅值稳定的滚压力，再通过弯张结构放大传递到压电材料。该设计可以减

少振动冲击，增加采集的振动能量并具有机械整流功能。建立了理论模型描述滚珠滚

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力学行为。讨论了结构尺寸对滚压压电能量采集器性能的影

响。较大的滚压深度可以产生更多电能，但也会产生更大的滚动摩擦力。增加倾斜板

长度，减小倾斜板角度，可以提高能量转换效率。尽管粘接面长度对能量俘获的性能

影响比较小，但粘接面必须具有足够的长度以保证足够的粘接强度，这对装置的可靠

性至关重要。进行了一系列的仿真和实验，验证了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的设计优点。

结果表明，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器可以产生单向、幅值稳定的开路电压，更方便使

用或存储。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设计可以方便集成到如减振器等装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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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及不同激励环境中

的应用

4.1 引言

因为无处不在的振动，振动能量采集已经吸引了广泛的关注。而振动能量采集最

关键的挑战是较窄的工作频域和较低的能量密度。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共振频率匹配振

源的激励频率可以显著提高功率输出。因为自然环境中振动频率一般较低，研究者们

设计了很多结构去降低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谐振频率。此外，研究者们设计了很多宽频

振动能量采集器，比如，多个具有不同模态压电单元组成的阵列式振动能量采集器，

可以主动调节系统固有频率适应激励频率的自调频振动能量采集系统。非线性系统具

有宽频响应，可以更灵活的匹配振源的激励频率。因此很多研究者利用振动系统的非

线性特性进行宽频振动能量采集。尤其是双稳态非线性系统因为两个稳态之间的突跳

可以产生较大的振动位移，从而显著提高输出电压。压电陶瓷片在弯曲应力下容易碎

裂，而在压应力下可靠性更高且耦合系数更高。钹形弯张换能器是一种可以在周期性

高压力环境采集能量的压电结构。尽管如此，弯张换能器不能在弱振动环境中有效俘

获能量。为了提高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工作频域和能量密度，我们提出一种兼具非线性

双稳态宽频和弯张放大优点的压电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即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

集方法。

4.2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

本节通过两个设计说明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

图 4-1(a) 显示了一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基本设计（设计 1）。该

设计包括一根自由端固定有永磁体的悬臂梁，一个自由端固定有永磁体的弯张型压电

单元，悬臂梁和弯张型压电单元固定在承受外部激励的框架上。弯张型压电单元包括

一个压电片和两个凸起金属片，凸起金属片粘接在压电片的两侧。

如图4-1(b)所示，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能量转换过程可以描述如下：

(1) 因为振动，梁末端产生位移，梁末端与弯张型压电单元的距离发生周期性变化；

(2)梁末端永磁体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磁排斥力发生周期性变化；(3) 磁排斥压力被弯

张结构放大和传递到压电片；(4)因为压电效应而产生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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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a)设计 1，(b)能量转换过程，(c)设计 2
Fig. 4-1 The schematic of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a)

Design 1, (b)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 (c) Design 2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结合了双稳态非线性振子和弯张换能器的优点。

梁末端和弯张型压电单元之间存在相互排斥的磁力，梁末端因为受到非线性磁力成为

双稳态系统，可以在宽频振动范围内有效俘获能量。弯张型压电单元受到因为振动产

生的周期性磁力激励，磁力可以被放大，而且提高了压电片使用的可靠性。图 4-1(c)
显示了一种基于设计 1 而发展的设计（设计 2）。

4.3 理论分析

4.3.1 磁力分析

对于设计 1，图 4-2(a) 显示了分别固定在悬臂梁梁自由端和弯张型压电单元上的

两个永磁体之间相互垂直的磁力分量。当梁振动时，固定在梁自由端的永磁体产生一

个位移 y(t) 以及一个很小的旋转角度θ= y’(t)。磁排斥力的 x方向和 y方向分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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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A, MB是两个永磁体的磁矩矢量，VA, VB 两个永磁体的体积, µ0 自由空间的渗透

性且 6
0 10256.1  H m-1。

对于长度为 L的悬臂梁的旋转角度可以估算为 ）（ Ltyt 2)(3)(  。式 (4-1) 在 y=0 附

近进行泰勒展开，则磁力 x方向分量可以近似表示为

2ybaF xxx  (4-2a)

其中 4
0 23 dVMVMa BBAAx  ，

262222
0 4])2(5128105202020[3 LdaLadLddLaLadaVMVMb BBAAx   .

3ybyaF yyy  (4-2b)

其中 LdaLdVMVMa BBAAy
5

0 2)42(3   ，
373222322

0 4])2(15)2(3052244)444)(42(15[ LdaLaLdadLddLaLadaaLdVMVMb BBAAy   .
对于设计 2，梁自由端永磁体和弯张型压电单元上永磁体之间的磁力如图 4-2(b)

所示，磁力可以如下表示：

2ybaF xxx  (4-3a)

其中 4
0 23 dVMVMa BBAAx  ， 6

0 215 dVMVMb BBAAx  。

3ybyaF yyy  (4-3b)

其中 5
03 dVMVMa BBAAy  ， 7

0 445 dVMVMb BBAAy  。

4.3.2 非线性双稳态特性

悬臂梁和永磁体可以表示为一个包含非线性磁力的二次质量阻尼弹簧系统，如图

4-3 所示。动力学方程可以表示为

)(
d
d

d
d

2

2

tFFyk
t
yc

t
ym yeffeffeff  (4-4)

其中 meff 是等效质量，ceff 等效阻尼系数， effk 是梁的等效刚度，y是梁的挠度， )(tF 是

输入的激励。当悬臂梁位于平衡位置，恢复力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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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ykybya effyy (4-5)

如图 4-4 所示，系统在 0y 有一个非稳定平衡点，和两个稳态平衡点   yeffy bkay /21 ， 。

y方向的磁排斥力分量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实现双稳态，即 effy ka  ，当系统处于稳态时，

有一个预应力施加在弯张型压电单元。预应力 Fpre 以如下形式给出

y

effy
xxpre b

ka
baF


 (4-6)

(a)

(b)
图 4-2 磁力示意图：(a)设计 1, (b)设计 2

Fig.4-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gnetic force: (a) the magnetic repulsive force between the tip of the
beam and the flextensional actuator for Design 1, (b) the magnetic repulsive force between the tip of the

beam and the flextensional actuators for Design 2

图 4-3 受到非线性磁力的悬臂梁简化模型
Fig. 4-3 Schematic of the beam with the magnetic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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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随位移变化的磁力和恢复力
Fig. 4-4 The magnetic force and restoring force as functions of the tip displacements

4.3.3 能量俘获分析

如图 4-5 所示，从左到右的粘接面长度，倾斜板长度，上板长度分别为 l1、l2、l3，

倾斜板的倾斜角度为θ，空腔长度为 32 cos2 lllc   ，粘接面总长度 12llb  。压电片的

长度和宽度分别为 l和 b，金属片厚度为 tm，压电片厚度为 tp。作用到弯张型压电单

元的磁压力等效为一个集中力 Fx.

图 4-5 弯张型压电单元结构和受力示意图
Fig. 4-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rce of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根据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开路电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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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2 23
mmm vtED  是金属板的抗弯刚度，Em 和 vm分别是金属板的弹性模量和

泊松比，d31和 d33 为压电系数，s11和 s33为压电材料的弹性柔顺系数，Ɛ33为压电材料

的介电系数。式(4-7)第 1 项就是被放大了的等效压电系数，反应了作用力与电压的关

系，即

31
11

23
2

3
2

33eff 3sin
cossin d

Dl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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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c







(4-8)

4.4 基座激励下的动力学响应

4.4.1 数值仿真

数值仿真了设计 1 在基座激励下的动力学响应。表 4-1 列出了金属板和压电片的

材料属性，其他仿真参数为：meff=0.049 kg，ceff =0.3 Ns/m， effk =182 N/m，Br= 0.29 Tesla，

Aa=Ab=0.0006 m2，l=40 mm，l1=5 mm，l2=12.9 mm，l3=5 mm，b= 10 mm，tm=0.25 mm，

tp=0.8 mm，θ=15º。图 4-6 显示了扫频激励下的磁力。永磁体最小中心距 d分别设为 18
mm 和 20 mm，基座激励加速度幅值分别设为 0.5 g 和 1 g。永磁体距离更小可以产

生更大的磁排斥力。显然，激励越强，响应也越大。等效压电系数
effd 由弯张型压电

单元的结构参数确定，可以由式 (4-8) 求得。倾斜角θ是影响等效压电系数的关键参

数。在图 4-7 中，倾斜板的倾斜角度分别为 15º，30º 和 45º。磁体中心距为 20 mm，

激励加速度为 0.5 g。倾斜角度越小，在相同磁排斥力作用下产生的电压越高，这是

因为等效压电系数随倾斜角度减小而增加了。

表 4-1 材料参数
Table 4-1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metal and PZT layers used in the analytical model

Parameter description Value
Young’s modulus of metal layer Em 2x1011 Pa
Young’s modulus of PZT layer Ep 7x1010 Pa
Poisson's ratio vm 0.28
Compliance s11 1.65x10-11 m2/N
Compliance s13 -8.45x10-12 m2/N
Compliance s33 2.07x10-11 m2/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1 -3.2x10-10 C/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3 6.5x10-10 C/N
Relative permittivity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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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正扫频激励下的磁排斥力
Fig. 4-6 The magnetic repulsive force of upward frequency sweep from simulations

图 4-7 弯张型压电单元不同倾斜角度下的仿真正扫频开路电压
Fig. 4-7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of upward frequency sweep with different inclination angles

4.4.2 实验结果和讨论

为了验证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设计优点和理论分析，制造了设计 1
和设计 2 的原理样机，如图 4-8 所示。表 4-2 列出了原理样机的物理和几何参数。压

电材料为 PZT-5H。按照设计 1 制造的原理样机 1 中压电片测量的电容为 23 nF (压电

片厚度 0.8mm)。按照设计 2 制造的原理样机 2 中有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原理样机 2
中的压电片电容分别为 28 nF (压电片厚度 0.5 mm) 和 17 nF (压电片厚度 1 mm)。

如图 4-9 所示，原理样机固定在液压振动台(EVH-50, SAGLNOMIYA)，实验条件

可以通过数字伺服控制器 (Model2420, SAGLNOMIYA)进行设置。设定不同的正弦输

入进行实验。实验中正反扫频速率为 0.1 Hz/s。原理样机 1 固定有一个力传感器用于

测量磁压力。压电片和力传感器接入动态信号采集系统 (DH5902)，实时记录输入信

号。动态信号采集系统的输入内阻为 20 MΩ，当没有并联电阻时可以视为开路。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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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加速度可以实时显示在伺服控制器的屏幕上。因为大量的可靠数据，实验可以准

确评估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

图 4-8 实验原型：(a)设计 1, (b)设计 2
Fig. 4-8 The prototypes: (a) the prototype of Design 1, (b) the prototype of Design 2

图 4-9 实验设置
Fig. 4-9 Experimental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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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原理样机的物理和几何参数
Table 4-2 Physical and ge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prototypes

Parameter description Value
Thickness of metal layer tm 0.25 mm
Thickness of PZT layer tp in Prototype 1 0.8 mm
Thickness of PZT layer tp in Prototype 2 0.5 mm, 1 mm
Length of the PZT layer l 40 mm
Length of bonded plane l1 5 mm
Length of inclined plane l2 12.9 mm
Length of upper plane l3 5 mm
Inclination angle of inclined plane α 15º
Width of the PZT layer w 10 mm
Thickness of the magnet A 2a 10 mm
Thickness of the magnet B 2b 5 mm
Area of the magnet A Aa 0.0006 m2

Area of the magnet B Ab 0.0006 m2

Magnet’s residual flux density Br 0.29 T
Tip mass m 0.046 kg

(1) 动力学和电学特性：原理样机 1
在原理样机 1 中，悬臂梁长度被调节为 140 mm，悬臂梁自由端永磁体与弯张型

压电单元自由端永磁体的中心距离被调节为 20 mm。实验和仿真得到的正反扫频激励

下磁排斥力和开路电压如图 4-10 所示。与一般弯张换能器在高负载下采集能量相比，

本章所提出的设计使得弯张型压电单元可以在弱振动环境中有效俘获能量。基座激励

加速度幅值分别为 0.2 g，0.5g 和 0.8g。电压随频率变化的趋势与磁压力随频率变化

的趋势一致，这说明电压响应正是因为磁排斥力产生。在不同幅值加速度激励下，仿

真结果与实验结果在趋势上吻合的很好。这说明建立的模型能够表征磁力耦合非线性

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和电学特性。工作频域一般定义为峰值电压降低-3 dB 的频

宽。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实验测量的电压响应比较高(超过峰值-3 dB 的值)。当激

励加速度幅值增加，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工作频率范围增加。当基座激励加速度幅值为

0.8 g, 反扫频时工作频宽约为 10 Hz。在扫频实验中，发现了明显的刚度软化现象，

这有利于振动能量采集器在环境低频振动中俘获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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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4-10 设计 1 实验和仿真正反扫频的磁排斥力和开路电压：(a)和(b)峰值加速度为 a=0.2 g ; (c)

和(d) a=0.5 g; (e)和(f) a=0.8 g
Fig. 4-10 The magnetic repulsive force and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of upward frequency sweep and

downward frequency weep from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a) and (b) the peak acceleration a=0.2 g ;
(c) and (d) a=0.5 g; (e) and (f) a=0.8 g

图 4-11 理论分析和实验测量的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压电电压系数
Fig. 4-11 Comparison of the piezoelectric voltage coefficient of the flextensional piezoelectric unit from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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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片的开路电压为 wlFtgV peff , 其中 prex FFF  , 在原理样机 1 中 preF 约为 0.8
N， effg 是压电电压系数。图 4-11 显示了理论分析和实验测量的原理样机 1 中的弯张

型压电单元的压电电压系数。理论分析结果与实验测量吻合的很好。压电电压系数可

以表示为 effeff dg  , 其中 effd 为等效压电系数，而ε为介电常数。等效压电系数 effd 按照

理论计算约为 C/N 104.5421 -8 ，实验测量约为 C/N 104.3739 -8 。这表示原理样机 1 中的

弯张结构增加了 134 倍的 d31到 d33。

图 4-12 基座激励 13.5 Hz，峰值加速度 0.2g, 0.5g 和 0.8g，负载电阻对平均功率和有效电压的影

响
Fig. 4-12 Effect of the external resistance on the voltage and power responses of th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under base excitation frequency 13.5 Hz and peak accelerations are 0.2g, 0.5g and 0.8g,
respectively

图 4-13 基座激励 13.5 Hz，峰值加速度 0.2g, 0.5g 和 0.8g，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响应
Fig. 4-13 Responses of th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across the load resistance of 390 kΩ under base

excitation frequency 13.5 Hz and peak accelerations are 0.2g, 0.5g and 0.8g, respectively

瞬时功率为 RV 2
，平均功率可以累加每个周期采集的能量然后除以周期时间。图

4-12 显示了原理样机 1 在不同加速度幅值激励的平均功率和有效电压随电阻的变化。

激励频率为 13.5 Hz，激励加速度幅值分别为 0.2 g，0.5 g 和 0.8 g。当负载为 390 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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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功率达到最大值。这说明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最优电阻可能与激励加速度幅值没有

关系。随着激励加速度幅值增加，磁力有所增加，因此输出电压和瞬时功率也随之增

加。当施加的磁力为 2.9 N 时，瞬时功率为 31 μW。显然，能量采集器产生的电压和

输出功率可以通过增大磁力而增大。

(2) 动力学和电学特性：原理样机 2

(a) (b)

(c) (d)

(e) (f)

(g) (h)
图 4-14 原理样机 2 正反扫频的开路电压：(a) 压电片厚度 tp= 0.5mm，峰值加速度 a= 0.1 g; (b)
tp=1mm，a=0.1 g; (c) tp=0.5mm，a=0.2 g; (d) tp=1mm，a=0.2 g; (e) tp=0.5mm，a=0.4 g; (f) tp=1mm，

a=0.4 g; (g) tp=0.5mm，a=0.8g; (h) tp=1 mm，a=0.8 g
Fig. 3-14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of Prototype 2 under upward frequency sweep and downward
frequency weep: (a) the thickness of PZT layer tp= 0.5mm and the peak acceleration a= 0.1 g; (b)

tp=1mm and a=0.1 g; (c) tp=0.5mm and a=0.2 g; (d) tp=1mm and a=0.2 g; (e) tp=0.5mm and a=0.4 g; (f)
tp=1mm and a=0.4 g; (g) tp=0.5mm and a=0.8g; (h) tp=1 mm and a=0.8 g

图 4-14 显示了原理样机 2 实验得到的不同幅值加速度扫频激励下的电压响应。

基座激励加速度幅值分别为 0.1 g，0.2 g，0.4 g 和 0.8 g。它们的电压响应随频率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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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对称放置，即它们受到的磁排斥力应

该相等。压电片厚度 0.5 mm 的弯张型压电单元输出电压比压电片厚度为 1 mm 的弯

张型压电单元输出电压低。随着激励加速度幅值增加，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输出电压幅

值和工作频率范围随之增加。但电压幅值增加到一定程度则不再明显增加。原理样机

2 也同样在不同频率、不同幅值的正弦激励下进行测试，如图 4-15 所示。图 4-15 显

示更强的基座激励会降低跳跃频率(即最大电压幅值出现时的频率)，即更强的激励使

得非线性系统的谐振频率降低

图 4-15 不同激励频率和不同加速度幅值下原理样机 2 的开路电压
Fig. 4-15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of Prototype 2 under different frequencies and different peak

accelerations

图 4-16 显示了原理样机 2 在频率 16.5 Hz 和加速度幅值 0.8g 谐波激励下，平均

输出功率随负载电阻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压电片厚度为 tp=0.5 mm（压电片电容为 28
nF）的弯张型压电单元在负载为 240 kΩ平均功率达到最大值。压电片厚度为 tp=1 mm
（压电片电容为 17 nF）的弯张型压电单元在负载为 430 kΩ时平均功率达到最大值。

注意到原理样机 1 中，压电片厚度为 0.8 mm（压电片电容为 23 nF）的弯张型压电单

元在负载 390 kΩ时平均功率达到最大值。这种趋势与理论上压电片电容与最优匹配

电阻成反比是一致的。如图 4-17 所示，原理样机 2 中压电片厚度为 1 mm 的弯张型压

电单元比压电片厚度为 0.5 mm 产生更高的电压和输出更高的平均功率。在激励频率

为 16.5 Hz 和加速度幅值为 0.8g 时，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最大的瞬时功率为 60 μW。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及不同激励环境中的应用

82

(a)

(b)
图 4-16 原理样机 2 负载电阻对电压和功率的影响：(a) tp=0.5mm，(b) tp=1mm

Fig. 4-16 Effect of the external resistance on the voltage and power responses of Prototype 2 under base
excitation frequency 16.5 Hz and peak acceleration 0.8g, (a) tp=0.5mm; (b) tp=1mm

图 4-17 原理样机 2 负载电阻在频率 16.5 Hz 和加速度幅值 0.8g 激励下的响应
Fig. 4-17 Responses of Prototype 2 across the load resistance under base excitation frequency 16.5 Hz

and peak acceleration 0.8g

4.5 脉冲激励下的磁力耦合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

前文理论和实验研究了基座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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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学特性。接下来，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应用于其他激励环境。环境

中的振动激励复杂多变，很多是以脉冲的形式输入，如阵风、波浪、行走，车辆与道

路的相互作用等。但脉冲激励一般冲击较大，容易损坏能量采集装置。将脉冲能量转

换为抗冲击的金属悬臂梁的势能和动能，然后通过磁力耦合方式激励弯张型压电单

元，从而发电。

4.5.1 磁力耦合双稳态脉冲能量采集设计及其动力学模型

图 4-18显示了一种脉冲激励的磁力耦合弯张非线性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设计，

包括悬臂梁和两个对称布置的弯张型压电单元。悬臂梁自由端和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

端固定相互吸引的永磁体。由于非线性磁力作用，悬臂梁具有两个平衡位置。作用到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磁吸引力的水平分量被弯张结构放大和传递到压电片，由于压电效

应产生电压。

图 4-18 脉冲激励的磁力耦合弯张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
Fig. 4-18 The schematic of impulsively-excited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using magnetically

coupled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通过能量法建立描述脉冲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机电转换的耦合

动力学模型(具体建模过程参考第五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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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其中 y是悬臂梁的自由端位移，M是等效质量，C是等效阻尼系数，K是梁的等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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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β是与弯张型压电单元尺寸参数相关的系数，Fix(i =1,2 分别表示上弯张型压电单

元和下弯张型压电单元)是磁吸引力的水平分量，Fiy 是磁吸引力的垂直分量，

 yFdΘ ixeffi dd 是机电耦合系数，Vi是负载电阻 R上的电压，Cp是压电片的电容。假

设悬臂梁的初始状态是静止的，根据脉冲动量定理，可以通过初始速度反映脉冲输入。

系统的势能可以表示为

   yKyFFU yy d21 (4-10)

当悬臂梁振动时，自由端永磁体移动距离为 y并有一个小的旋转角度。永磁体 A 与

永磁体 B、C 之间的水平距离分别为 d1和 d2，垂直距离分别为 s1和 s2，如下所示：

2
2

222
cos

2
-ytL+-tL+θttdd AAAA

i 





 (4-11)

 
2

sin1 Ai
i

tyss  (4-12)

其中 tA是磁体 A 的厚度，d和 s分别是 y = 0 时永磁体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L是

悬臂梁的长度。磁吸引力的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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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其中 MA是永磁体 A 的磁化矢量的大小，VA是永磁体 A 的体积，MB是永磁体 B 的磁

化矢量的大小，VB是永磁体 B 的体积。

图 4-19 实验设置
Fig. 4-19 A view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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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 4-20 不同脉冲输入下能量采集器的输出，初始位移为负平衡位置，初始速度：(a) 0.3 m/s，(b)
0.4 m/s，(c) 0.7 m/s，(d) 1.5 m/s

Fig. 4-20 Performances of the harvester across the load resistance of 390 kΩ under different impulsive
inputs. In all sub-figs, the initial displacements of the assessments are taken as the negative stable
equilibrium, the values of initial velocities are (a) 0.3 m/s, (b) 0.4 m/s, (c) 0.7 m/s and (d) 1.5 m/s,

respectively

原理样机参数：d=31.6 mm，s=20 mm。弯张型压电单元中的压电片为 PZT-5H，

尺寸为 40×10×0.8 mm3。悬臂梁材料为 65 Mn，尺寸为 125×10×1 mm3。永磁体剩余

磁通密度为1.2 T。固定在弯张型压电单元和悬臂梁的永磁体尺寸分别为20×20×5 mm3

和 20×20×20 mm3。如图 4-19 所示，通过手指拨动的方式输入脉冲激励。通过激光位

移传感器(LK-G150，KEYENCE)测量悬臂梁位移。所有测量信号同时输入动态信号

采集系统(DH5902，DONGHUA)。所有实验都外接 390 kΩ电阻。

图 4-20 显示了实验和仿真的不同脉冲激励下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响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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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电压。脉冲激励的大小由自由端永磁体的等效初始速度描述。不同脉冲激励下，

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吻合良好，验证了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可用于预测脉冲激励下磁

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输出。如图 4-20(a)所示，一个弯张型压电单元(Down)
采集的能量远远大于另一个(Up)。随着自由端永磁体的初始速度从 0.3 m/s 增加到 0.4
m/s，从位移速度轨迹图中观察到围绕两个稳态点旋转的大幅度周期响应，如图

4-20(b)、(c)和(d)。这是因为，在弱脉冲激励下，永磁体振子在单一平衡点附近运动，

当自由端永磁体初始速度增加到 0.4 m/s 时，输入的动能大于双稳态系统两个稳定点

之间的势能壁垒，永磁体振子可以在两个平衡点之间运动。双稳态势能阱间运动将显

著增加俘获的能量。初始速度为 1.5 m/s 的脉冲激励下，阱间运动俘获的能量为 94.3
μJ，而阱内运动俘获的能量为 3.45 μJ。并且由于双稳态行为使得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

同时产生较高功率输出，俘获的能量增加 100％。大量实验表明，磁力耦合非线性振

动能量采集器既可以在弱脉冲激励下有效工作，在强脉冲激励下也可以可靠使用。

4.6 水下磁力耦合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实验

水下能量采集可以为水下无线传感器供电，更加便捷，可靠。传统的压电悬臂梁

不适合在水下采集能量，电荷密封比较困难，而且水下环境复杂，压电悬臂梁容易损

坏。基于磁力耦合弯张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的设计密封比较容易，而且不容易损坏，

是一种适合进行水下能量采集的方法。

图 4-21 (a) 水下磁力耦合弯张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b) 动力分析
Fig. 4-21 Schematics of (a) an underwater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using wings and (b) dynamic

analysis

4.6.1 水下磁力耦合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设计

如图 4-21(a)是一种水下磁力耦合弯张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包括悬臂梁和弯

张型压电单元，悬臂梁和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固定有相互排斥的永磁体，弯张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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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单元被密封，悬臂梁接近自由端固定有对称的翼翅。如图 4-21(b)所示，悬臂梁因

为受到磁排斥力偏离中心位置。当悬臂梁产生右侧偏移，水动力作用于悬臂梁偏移的

右侧，驱使悬臂梁偏向左侧；当悬臂梁偏移到左侧，水动力也作用到左侧，从而将水

的流动转换为悬臂梁的振动。当悬臂梁偏移到右侧，右侧的翼翅与水流正面接触的面

积增加，左侧的翼翅与水流正面接触的面积减小，从而作用到右侧的水动力增加，作

用到左侧的水动力减小，更大的水动力驱使悬臂梁偏向左侧；同理，当悬臂梁偏移到

左侧，左侧受到的水动力增加，更大的水动力驱使悬臂梁偏向右侧。

4.6.2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 4-22 实验设置
Fig. 4-22 The experimental setup

图 4-23 水流速度增大和减小过程中的能量采集器的电压输出
Fig. 4-23 The voltage output of the energy harvester during the flow rate increase and 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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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显示了水下磁力耦合弯张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的实验设置。原理样机置

于全封闭水洞系统。水流速度可以通过调节电机转速而改变，并进行实时测量。弯张

型压电单元中的压电片为 PZT-5H，尺寸为 40×10×0.8 mm3。悬臂梁材料为 65Mn，尺

寸为 200×20×0.8 mm3。翼翅面积为 100×50 mm2，翼翅根部距离悬臂梁末端 50 mm，

除非特别说明，翼翅与悬臂梁夹角为 30°。永磁体剩余磁通密度为 1.2 T。固定在弯张

型压电单元和悬臂梁的永磁体尺寸分别为 20×20×5 mm3和 20×20×20 mm3。所有实验

都外接 390 kΩ电阻。电压信号输入动态信号采集系统(DH5902，DONGHUA)。

图 4-24 流速 4 m/s 时水中能量采集的连拍照片
Fig. 4-24 The continuous shooting photos of water energy harvesting at 4 m/s

水流速度增大和减小过程中能量采集器的负载电压如图 4-23 所示。可以发现，

随着流速增加，输出电压幅值增加。图 4-24 为水下能量采集的连拍照片，我们可以

观测到双稳态突跳。如图 4-25 所示，较大流速下能量采集器的电压输出幅值更高。

但相同流速下，电压幅值并不稳定。这可能是流速测量误差，即流速随时在发生变化。

也可能是流致振动不稳定。从图 4-26 所示，随着流速增加，能量采集器的平均功率

随之增加。在 4 m/s 的流速下，能量采集器输出的平均功率为 9 μW。而且有翼翅比

无翼翅俘获的能量更多。这是因为翼翅增加水流的作用面积。也比较了翼翅夹角 30°
和 45°的平均功率。发现流速较低时，夹角 45°平均功率更高，随着流速增加，夹角

30°平均功率更高。这可能是因为流速较低，需要更大的接触面积激振悬臂梁，而当

流速较大，接触面积大也会导致阻力变大。

经过长时间的水下浸泡和大量的实验测试，水下磁力耦合弯张双稳态振动能量采

集器没有损坏，性能稳定。说明磁力耦合弯张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方法适合水下流致

振动能量采集。并且也发现，流致振动相当复杂，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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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设计，以提高功率输出。

图 4-25 不同流速下能量采集器的电压输出
Fig. 4-25 Voltage output of energy harvester at different flow rates

图 4-26 不同流速下能量采集器的平均功率
Fig. 4-26 Average power of energy harvester at different flow rates

4.7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两个设计，说明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分析了磁力耦合

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非线性双稳态特性，建立了动力学和电学模型。在基座激励

下进行了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磁力耦合弯张非线性振动能量器可以在宽频范围内

有效工作。实验得到的等效压电系数约为 d31的 137 倍。实验结果还表明，当电阻负

载为 390 kΩ，磁压力为 2.9 N 时，原理样机 1 可以产生约 31 μW 的功率。原理样机 2
中的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可以比原型 1 中的一个弯张型压电单元俘获更多的能量。这

说明设计还具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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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应用于脉冲能量采集和水下能量采

集。在初始速度为 1.5 m/s 的脉冲激励下，双稳态阱间运动俘获的能量为 94.3 μJ，而

阱内运动俘获的能量为 3.45 μJ。大量实验表明，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既

可以在弱脉冲激励下有效工作，也可以在强脉冲激励下可靠使用。在水下能量采集实

验中，4 m/s 的流速下能量采集器输出的平均功率为 9 μW。并且长时间的水下浸泡和

大量的实验测试验证了水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性能稳定、可靠。但是，

流致振动相当复杂，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和实验研究，优化设计，以提高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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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的耦合模式和结构参数

分析

5.1 引言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nonlinear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ing: MF-VEH）方法具有宽工作频率范围和高等效压电系数的优点，而

且这种方式增强了压电片的耐受性，适用于不同激励环境，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

章通过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进一步研究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这三种磁

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分别利用单磁排斥力、双磁吸引力和多磁排斥力来实现

其功能。基于能量法建立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

通过数值仿真研究了谐波激励和随机激励下三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结

构参数对动力学特性的影响。最后，在不同激励条件下对理论和仿真结果进行了实验

验证。通过本章中的研究，揭示了影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性能的规律，为

具体的振动能量采集器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5.2 磁力耦合模式设计和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

图 5-1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能量转换机理
Fig.5-1 The mechanism of the magnetically coupled flextensional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MF-VEH)

5.2.1 三种磁力耦合模式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的机电能量转换机理如图 5-1 所示。因为磁力垂直

分量的作用，悬臂梁存在两个平衡位置。外部输入的机械振动被转换为变化的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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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的水平分量被弯张结构放大和传递到压电片，然后压电片因为压电效应产生电

压。图 5-2 显示了三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设计，分别简称为 MF-VEH1,
MF-VEH2 和 MF-VEH3，结构如下：

(1) MF-VEH1 包括一根自由端固定永磁体的悬臂梁和一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

(即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固定有永磁体)。固定在悬臂梁自由端和弯张型压电单

元自由端的永磁体相互排斥。

(2) MF-VEH2 包括一根自由端固定永磁体的悬臂梁和两个对称的磁力耦合弯张型压

电单元。固定在悬臂梁自由端和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的永磁体相互吸引。

图 5-2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分别采用单磁排斥力、双磁吸引力和多磁排斥力
Fig.5-2 Schematics of the investigated MF-VEHs, which use a magnetic repulsion, two symmetrical

magnetic attractions and multi-magnetic repulsion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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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 MF-VEH1 相比，MF-VEH3 多了两个对称的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固定

在悬臂梁自由端和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的永磁体相互排斥。MF-VEH3 可以是

单稳态系统、双稳态系统或四稳态系统。

5.2.2 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

为了预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特性，基于哈密尔顿原理的能量法建

立了非线性系统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

悬臂梁的动能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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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是悬臂梁的长度，w是挠度，ρ是悬臂梁的材料密度，A是悬臂梁的横截面积，

yb是基座位移。悬臂梁末端质量的动能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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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是末端磁体质量且转动惯量被忽略，y是末端位移。可以给出悬臂梁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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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是悬臂梁的杨氏模量， 123BhI  是截面惯性矩，B和 h是悬臂梁的宽度和厚

度。假设函数 Galerkin 展开的第一阶模态占主要部分，横向位移可以表示为

     tyxtxw , (5-4)

其中  x 是悬臂梁的第一阶模态，为    Lxx 2cos1   ，  ty 是随时间变化的广义位

移。将式(5-4)代入式(5-1)-(5-3)，动能和势能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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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中使用的永磁体可以采用磁极模型建模。当悬臂

梁振动，末端永磁体移动一段距离 y以及一个小的旋转角度，角度可以近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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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tLw ,'arcsin 。如图 5-2 所示，磁体 A 与磁体 B，C 和 D 的水平距离分别为 d1，

d2和 d3，垂直距离分别为 s1，s2和 s3，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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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A是永磁体 A 的厚度，Δi是固定在弯张型压电单元上的永磁体位移，d和 s是当

y=0 时永磁体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对于移动永磁体 A，磁矩矢量为，

yAAxAA VMVM eeμA ˆsinˆcos   (5-7)

其中 MA是永磁体 A 的磁化矢量大小，可以通过磁体剩余磁通密度 Br 计算，且

MA=Br/µ0，µ0是自由空间的渗透性且
16

0 Ηm10256.1  ，VA是永磁体 A 的体积。对

于永磁体B、C和D，当y=0它们的磁极与磁体A的磁极相反，磁矩矢量为 µi (i=1, 2 ,3)，

xBBi VM eμ ˆ (5-8)

其中 MB是永磁体 B、C 和 D 的磁化矢量大小，可以通过磁体剩余磁通密度 Br计算，

且 MB=Br/µ0，VB是永磁体 B、C 和 D 的体积。如果当 y=0 固定永磁体的磁极与磁体

A 的磁极相同，则它们的磁矩矢量为 xBBi VM eμ ˆ 。从µi到 µA的距离 ri为

yixii sd eer ˆˆ  (5-9)

永磁体 A 在磁体 B、C 和 D 产生的磁场可以表示为

3

2

0

4
i

i
i

r
rμ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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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和表示 Euclidean 范数和向量梯度算子。磁场中的势能可以联立式(5-6)-(5-10)

得到：

iimiU μB  (5-11)

式(5-11)对 ri微分可以求得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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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μ̂ 、 iμ̂ 和 ir̂ 是沿着 Aμ 、 iμ 和 ir 的单位矢量。基于式(5-12)，磁排斥力的 x方向和

y方向分量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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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显示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中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几何构造和受

力情况。作用到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磁力可以等效为一个集中力 N。作用到倾斜板 3 方

向和 1 方向的分力等效为 FP和 FT。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宽度、内腔长度、倾斜板长度、

粘接面长度和倾斜角分别为 b，l1，l2，l3和ɸ。压电陶瓷(PZT)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分

别为 l，b和 tp。金属片的杨氏模量、泊松比和厚度分别为 Em，vm和 tm。

图 5-3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中的弯张型压电单元示意图
Fig.5-3 Schematic of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sed in the MF-VE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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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板的挠度可以表示为（具体推导请参考第二章）

bD
lFFu

m

TP

3
)sincos( 3

2 
 (5-14)

其中 Dm是弯张型压电单元中金属板的抗弯刚度且为 )1(12 23
mmmm vtED  。当压力 N

作用到弯张型压电单元，压力 FP 作用在金属层和 PZT 层粘接的平面区域，拉力 FT
主要作用于内腔区域的压电层，如图 5-3 所示。当拉力作用于弯张型压电单元，FP
和 FT方向反向。压电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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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1和 S3为 PZT 层在 1 方向和 3 方向的应力，D3middle和 D3ends是压电层内腔区域

和粘接区域的电位移，  33 blFT P ,  pT btFT 21  , d31和 d33是压电系数，s11和 s33是

压电层的弹性柔顺系数，Ɛ33是压电层的介电常数。压电层在 1 方向上近似满足如下

几何关系：

sin211 ulS  (5-16)

将式(5-14)和式(5-15)的第一行代入式(5-16)，FT可以被计算得到。因为没有外加电场，

FT 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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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到倾斜板 3 方向上的分力为 2NFP  。将式(5-17)代入式 (5-14)然后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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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假设 PZT 层的变形是均匀的，内腔区域的变形和外部压缩区域的变形可以分开计算。

可得 PZT 层 1 方向上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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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固定在弯张型压电单元上的磁体位移可以从式(5-18)和(5-19)得到：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的耦合模式和结构参数分析

97

N
bl
ts

blDsbtl
llstu p

mp
p

















3

33

111
23

2

23
2111

23sin
cos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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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区域(PZT 层的中间)和粘接区域(PZT 层的端部)的一个很小体积的变形焓可

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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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 i个弯张型压电单元， ixFN  ，电场为 pi tVE 3 。将式(5-15)代入式(5-21)，并

且对 pU 在整个 PZT 层体积内积分，第 i个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变形焓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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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111
23

2
3

21 3sincossin lDstlll mp   是 放 大 系 数 1blAc  是 内 腔 区 域 的 面

积, 32blAb  是外部粘接区域的面积，且 pp tblC 33 是开路下的电容。等效压电系数可

以表示为

3331 dddeff   (5-23)

然后式(5-20)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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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系统总的磁势能为  mim UU ，总的变形焓为  pip UU 。系统的拉格朗日函数为动

能和势能的差

  pmbmb UUUTTVyy ,,L  (5-25)
不考虑机械损失，非保守力做的虚功为

ii

L
VQwdxwcW   

0
 (5-26)

其中 c是阻尼系数，Qi是压电层产生的电量，Vi是压电层产生的电压。以 y和 Vi作为

广义坐标，由式(5-25)得到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的耦合模式和结构参数分析

98

iii V
W

VVt

y
W

yyt





































LL
d
d

LL
d
d




(5-27)

MF-VEH1 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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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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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yFdΘ xeff dd 22 
为机电耦合系数。

对于 MF-VEH2，弯张型压电单元受到磁吸引力作用，其机电耦合动力学方程为

   

0

0

d
d

3
3

3

1
1

1

313311
31

31










yΘ
R
VVC

yΘ
R
VVC

yFFVΘVΘ
y
FFFFKyyCyM

p

p

yy
xx

xx





 

(5-29)

其中  yFdΘ xeff dd 11  ，  yFdΘ xeff dd 33  。MF-VEH3 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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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将以上三个机电耦合动力学方程分别在 Matlab/Simulink 进行数值求解。除非另

外说明，根据表 5-1 中的几何和材料参数在 Maple 软件进行计算，然后计算得到的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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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参数用于 Matlab/Simulink。在所有的仿真中使用变步长和 ode45 运算器。

表 5-1 几何和材料参数
Table 5-1 Geometric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prototypes

Parameter description Value

Length l 0.04 m

Width b 0.01 m

Length of cavity l1 0.03 m

Length of inclined plane l2 0.0129 m

Length of bonded plane l3 0.005 m

Inclined angle of inclined plane ɸ 15º

Thickness of metal layer tm 0.00025 m

Thickness of PZT-5H layer tp 0.0008 m

Length L 0.125 m

Width B 0.01 m

Thickness of beam h 0.001 m

Tip mass m 0.0675 kg

Thickness of the magnet A tA 0.02 m

Thickness of the magnet B, C and D tB 0.005 m

Volume of the magnet A VA 0.000008 m3

Volume of the magnet B, C and D VB 0.000002 m3

Magnet’s residual flux density Br 1.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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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数分析

对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性能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参数是倾斜边长度 l2 和倾斜边角

度ɸ。本质上，这些参数改变的是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等效压电系数。通过式(5-23)可以

得到倾斜边长度和倾斜角度与等效压电系数的关系，如图 5-4 所示。等效压电系数可

以被弯张型压电结构放大数十上百倍。当倾斜边长度增加和倾斜角度减小，等效压电

系数显著增加。尽管如此，设计结构参数时，器件大小、制造装配等方面的约束也应

该考虑。

基于式(5-13)、(5-28)、(5-29)和(5-30)，得到了磁感应强度和永磁体间距对耦合系

数的影响，如图 5-5 显示。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的耦合系数 iΘ (i=1,2,3)与等

效压电系数 deff成正比，且随着末端磁体位移而变化。这与很多压电能量采集研究中

将机电耦合系数视为常数不同。图 5-5(a)和(b)显示，当磁力增加，耦合系数 2Θ 随之增

加。在图 5-5(c)和(d)中可见，随着永磁体 B(或磁体 D)与原点 O的垂直距离增加，即

磁力水平分量在垂直方向上远离原点偏移，发现耦合系数 1Θ 和 3Θ 曲线也远离原点偏

移。随着永磁体垂直距离增加，最大的磁力水平分量略有降低，导致 1Θ和 3Θ 的最大值

也略有降低。

图 5-4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倾斜板长度和倾斜角度对等效压电系数的影响
Fig.5-4 The effects of the inclined plane length l2 and the inclined angle ɸ on the equivalent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eff

势能阱对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振动特性具有显著影响。较浅的势能阱深度有

利于低频激励下增加工作频宽。这是因为较浅的势能阱深度使得振子更容易越过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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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能阱之间的势能壁垒实现大振幅振动。势能可以通过式(5-5)和(5-11)进行计算。

MF-VEH1 的势能阱深度随着磁力增加而增加，如图 5-6(a)和(b)所示。如图 5-6(c)和(d)
所描述，MF-VEH2 和 MF-VEH3 的势能阱比 MF-VEH1 浅，且势能阱深度随着磁体

垂直距离增加而增加。

图 5-5 磁感应强度和磁体间距对机电转换耦合系数的影响
Fig.5-5 The effects of the magnet’s residual flux density and the distances of the magnets on the

coupling factors

更大的磁力有利于增加机电能量转换效率。尽管如此，更大的磁力也会使得双稳

态系统的势能阱加深，要求更多的能量去激发可以产生高功率输出的阱间运动。对于

MF-VEH2 和 MF-VEH3，磁体 B(或磁体 D)与原点 O之间的垂直距离越小，越有利于

能量采集。尽管如此，当距离过小，双稳态系统会变成单稳态系统。

5.3.1 谐波激励下数值仿真

对于 MF-VEH1，永磁体间距更小可以产生更大的水平方向磁力作用到弯张型压

电单元，从而产生更高的电压。尽管如此，更小的永磁体间距也会产生更大的垂直方

向的磁力，增加系统两个势能阱之间的跳跃阈值，需要更多能量去激发可以产生高功

率输出的阱间运动。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中的弯张型压电单元从高到低分别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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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P2 和 P3，如图 5-2 所示。不同磁体间距的 MF-VEH2 在不同幅值加速度扫频激

励下的负载电压如图 5-7 所示，MF-VEH2 负载电阻为 390 kΩ。当 y=0 永磁体之间的

水平距离保持不变(d=0.0316 m)。永磁体垂直距离从 0.014m 增加到 0.026m，MF-VEH2
有效工作频率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当 s= 0.014 m，MF-VEH2 的动力学特性明显不同。

这是因为 MF-VEH2 从双稳态系统变为单稳态系统，这也能从图 5-6(c)中发现。对于

MF-VEH3，永磁体垂直距离对电压输出的影响在趋势上与 MF-VEH2 一致，如图 5-8
所示。d保持为 0.0316 m，s从 0.026 m 变到 0.038 m。当 s=0.038 m，MF-VEH3 的平

衡位置约为 y=±0.009 m。当激励加速度幅值从 0.3 g 增加到 0.4 g，俘获的能量显著增

加，如图 5-8(a)，(b)，(c)和(d)的灰色线所示。当 s= 0.029 m，MF-VEH3 的平衡位置

也约为 y=±0.005 m。较低的势能阱增加了低频微弱激励下的有效工作频率范围。尽管

如此，当 s从 0.029 m 减小到 0.026 m，有效频宽变窄了。

图 5-6 磁感应强度和磁体间距对振动系统势能的影响
Fig.5-6 The effects of the magnet’s residual flux density and the distances of the magnets on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vibr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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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MF-VEH2 永磁体之间的垂直距离对电压输出的影响：(a) 0.3 g，正扫，(b) 0.3 g，反扫，(c)
0.4 g，正扫，(d) 0.4 g，反扫，(e) 0.5 g，正扫，(f) 0.5 g，反扫，(g) 0.6 g，正扫，(h) 0.6 g，反扫
Fig.5-7 The effects of the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magnets on the output voltage with a resistor of
390 kΩ for MF-VEH2: (a) 0.3 g, upward sweep, (b) 0.3 g, downward sweep, (c) 0.4 g, upward sweep,

(d) 0.4 g, downward sweep, (e) 0.5 g, upward sweep, (f) 0.5 g, downward sweep, (g) 0.6 g, upward
sweep and (h) 0.6 g, downward s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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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MF-VEH3 永磁体之间的垂直距离对负载电压的影响：(a) 0.3 g，正扫，(b) 0.3 g，反扫，(c)
0.4 g，正扫，(d) 0.4 g，反扫，(e) 0.5 g，正扫，(f) 0.5 g，反扫，(g) 0.6 g，正扫，(h) 0.6 g，反扫
Fig.5-8 The effects of the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magnets on the load voltage for MF-VEH3: (a)
0.3 g, upward sweep, (b) 0.3 g, downward sweep, (c) 0.4 g, upward sweep, (d) 0.4 g, downward sweep,
(e) 0.5 g, upward sweep, (f) 0.5 g, downward sweep, (g) 0.6 g, upward sweep and (h) 0.6 g, downward

sweep

5.3.2 随机激励下数值仿真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在随机激励下的性能。通过

在 Matlab/Simulink 中产生了一个高斯白噪声，然后使用 Welch 方法评估时域开路电

压的 PSD 值。图 5-9 给出了 MF-VEH1 永磁体不同水平距离下开路电压的 PSD 结果。

当 d=0.0254 m 时，PSD 在较低激励强度下更低。这是因为当 d=0.0254 m 时，势能阈

值比其他情况下更高，系统需要更多能量来越过两个势能阱之间的屏障。在较低激励

强度下，振子陷在一个势能阱中产生较低的电压。而随着激励强度增加到 0.01 g2Hz-1，

d=0.0254 的 PSD 比其他情况要高。如果系统有足够的动能越过势能屏障，磁体距离

更小，磁力会更大，从而产生更高的电压。

随机激励下 MF-VEH2 永磁体垂直距离对开路电压的影响如图 5-10 所示。当 s=
0.014 m，开路电压 PSD 结果显著不同，因为系统从双稳态变为了单稳态，这与谐波

激励下的情况很相似。当 s= 0.020 m 和 s= 0.026 m 时，MF-VEH2 中的两个弯张型压

电单元在低频范围内出现两个峰值。图 5-10 显示了双稳态系统（s= 0.020 m 和 s=
0.026 m）比单稳态系统（s= 0.014 m）在低频范围内可以俘获更多能量。

图 5-11 显示了随机激励下 MF-VEH3 永磁体垂直距离对开路电压的影响。在较低

强度激励下，MF-VEH3 中间的弯张型压电单元（P2）的输出电压比另外两个弯张型

压电单元（P1 和 P3）输出电压明显高。而当激励强度增加，这种差异变小了。当 s=0.026
m 时，MF-VEH3 的平衡位置大约在 y=±0.001 m。较低的势能阱增加了 P2 在低频微

弱振动激励下的性能，而 P1（或 P3）产生较低的电压。尽管永磁体振子在两个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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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之间运动，振动幅值仍然很小。图 5-11 显示随着 s从 0.026 m 增加 0.038 m，共振

点向更低的频率偏移了。

图 5-9 随机激励下 MF-VEH1 永磁体之间的水平距离对开路电压的影响：(a) 0.003 g2Hz-1, (b) 0.005
g2Hz-1, (c) 0.01 g2Hz-1, (d) 0.02g2Hz-1

Fig.5-9 The effects of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between the magnets on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for
MF-VEH1 under random excitation: (a) 0.003 g2Hz-1, (b) 0.005 g2Hz-1, (c) 0.01 g2Hz-1, (d) 0.02g2Hz-1

随机激励下三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负载 390 kΩ的动力学响应数值

仿真将会在下文详述。

5.4 实验设置

MF-VEH1，MF-VEH2 和 MF-VEH3 的原理样机如图 5-12(a)，(b)和(c)所示。原

型参数如表 5-1 所示，固定在弯张型压电单元上的永磁体与原点 O之间的距离为 31.6
mm，MF-VEH2 中永磁体 B（或 D）和原点 O之间的距离是 20 mm，MF-VEH3 中磁

体 B（或 D）和原点O之间的距离是 32 mm。实验在谐波基座激励下进行。如图 5-12(d)
所示，基座激励由液压振动台(EVH-50, SAGLNOMIYA)提供，实验条件可以通过匹

配振动台的数字伺服控制器进行设置。悬臂梁的位移通过一个激光位移传感器

(LK-G150, KEYENCE)进行测量。因为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最优电阻已经在先前的工作

中找到，所以以下所有的实验连接 390 kΩ的电阻。所有测量信号由动态信号采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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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DH5902, DONGHUA)同时采集。正扫和反扫的扫频速率为 0.05 Hz/s。

图 5-10 随机激励下 MF-VEH2 永磁体之间的水平距离对开路电压的影响：(a) 0.003 g2Hz-1, (b)
0.005 g2Hz-1, (c) 0.01 g2Hz-1, (d) 0.02g2Hz-1

Fig.5-10 The effects of the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magnets on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for
MF-VEH2 under random excitation: (a) 0.003 g2Hz-1, (b) 0.005 g2Hz-1, (c) 0.01 g2H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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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随机激励下 MF-VEH3 永磁体之间的水平距离对开路电压的影响：(a) 0.003 g2Hz-1, (b)
0.005 g2Hz-1, (c) 0.01 g2Hz-1, (d) 0.02g2Hz-1

Fig.5-11 The effects of the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magnets on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for
MF-VEH3 under random excitation: (a) 0.003 g2Hz-1, (b) 0.005 g2Hz-1, (c) 0.01 g2H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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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实验原型：(a) MF-VEH1，(b) MF-VEH2 和 (c) MF-VEH3，(d)实验设置
Fig.5-12 The prototypes: (a) MF-VEH1, (b) MF-VEH2 and (c) MF-VEH3, (d) The experimental setup

图 5-13 MF-VEH1 的频率位移速度相轨迹：(a) 0.3 g，正扫，(b) 0.3 g，反扫，(c) 0.4 g，正扫，(d)
0.4 g，反扫，(e) 0.5 g，正扫，(f) 0.5 g，反扫

Fig.5-13 The frequency vs. displacement vs. velocity phase trajectories of MF-VEH1 for (a) 0.3 g,
upward sweep, (b) 0.3 g, downward sweep, (c) 0.4 g, upward sweep, (d) 0.4 g, downward sweep, (e) 0.5

g, upward sweep and (f) 0.5 g, downward s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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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实验和仿真中的 MF-VEH1 的负载电压比较：(a) 0.3 g，实验， (b) 0.3 g，仿真， (c) 0.4 g，
实验，(d) 0.4 g，仿真，(e) 0.5 g，实验，(f) 0.5 g，仿真

Fig.5-14 Comparisons of the load voltage of MF-VEH1 in the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s: (a) 0.3 g,
experiment, (b) 0.3 g, simulation, (c) 0.4 g, experiment, (d) 0.4 g, simulation, (e) 0.5 g, experiment and

(f) 0.5 g, simulation

图 5-14 MF-VEH1 负载 390 kΩ功率，基座激励加速度分别为：(a) 0.3 g，(b) 0.4 g，(c) 0.5 g
Fig.5-14 The power of MF-VEH1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a resistor of 390 kΩ.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base excitation is: (a) 0.3 g, (b) 0.4 g and (c) 0.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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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MF-VEH2 的频率位移速度相轨迹：(a) 0.3 g，正扫，(b) 0.3 g，反扫，(c) 0.4 g，正扫，(d)
0.4 g，反扫，(e) 0.5 g，正扫，(f) 0.5 g，反扫

Fig.5-16 The frequency vs. displacement vs. velocity phase trajectories of MF-VEH2 for (a) 0.3 g,
upward sweep, (b) 0.3 g, downward sweep, (c) 0.4 g, upward sweep, (d) 0.4 g, downward sweep, (e) 0.5

g, upward sweep and (f) 0.5 g, downward sweep

5.5 结果与讨论

5.5.1 MF-VEH1的性能

图 5-13 显示 MF-VEH1 在正反扫频中的速度位移轨迹图。基座激励的加速度幅

值分别为 0.3 g，0.4 g 和 0.5 g。当激励更强时，位移和速度响应更大。围绕着两个稳

态点的大振幅周期响应在速度位移轨迹图中可以观测到。实验和仿真得到的

MF-VEH1 负载电压如图 5-14 所示。在不同幅值加速度激励下，实验测量与仿真结果

吻合的很好。从实验和仿真中观察到刚度软化现象，导致共振频率向低频移动。

图 5-15 显示了不同峰值加速度下 MF-VEH1 负载 390 kΩ的功率。当峰值位移因

为双稳态突跳急剧增加，如图 5-13(a)和(c)所示，峰值电压只有很小幅度的增加，如

图 5-14(a)和(c)所示。对于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随着振幅增加，输出电

压升高；当振幅增加到一定范围，输出电压不再明显上升。这与传统的压电悬臂梁振

动能量采集器有所不同。磁力耦合振动能量采集器的磁体振子存在一个有效工作区

域，在这个区域内机电耦合系数大于 0，如图 5-5 所示。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的耦合模式和结构参数分析

112

.
图 5-17 实验和仿真中的 MF-VEH2 的负载电压比较：(a) 0.3 g，实验， (b) 0.3 g，仿真， (c) 0.4 g，

实验，(d) 0.4 g，仿真，(e) 0.5 g，实验， (f) 0.5 g，仿真
Fig.5-17 Comparisons of the load voltage of MF-VEH2 in the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s: (a) 0.3 g,

experiment, (b) 0.3 g, simulation, (c) 0.4 g, experiment, (d) 0.4 g, simulation, (e) 0.5 g, experiment and
(f) 0.5 g, simulation

5.5.2 MF-VEH2的性能

MF-VEH2 在扫频中的位移速度相轨迹如图 5-16 所示。在低频激励下(< 10 Hz)
永磁体振子围绕两个稳态点大幅振动。在反扫中观察到了主共振和次共振，都可以增

加采集的振动能量。图 5-17 显示了实验和仿真中 MF-VEH2 的负载电压。实验结果

与仿真结果在趋势上吻合的很好。次共振增加了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工作频率范围。在

不同幅值加速度激励下，电压幅值相差不大。如图 5-18 所示，随着激励加速度幅值

增加，功率也随着增加。如图 5-19 所示，MF-VEH2 中的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

电压方向相反。这有利于将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并联或串联起来使用。图 5-20 显示

了 MF-VEH2 负载 390 kΩ在加速度幅值 0.5 g 的谐波激励下的功率。MF-VEH2 的两

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在功率分布上是互补的。激励频率为 8.5 Hz 时最大功率是 112 μ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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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功率是 31.7 μW。由图 5-19(d)，(e)和 5-20(b)可知，从大幅周期运动采集的能量

比双稳态混沌运动采集的能量多。

图 5-18 MF-VEH2 负载 390 kΩ的输出功率，基座激励加速度分别为：(a) 0.3 g，(b) 0.4 g，(c) 0.5 g
Fig.5-18 The power of MF-VEH2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a resistor of 390 kΩ.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base excitation is: (a) 0.3 g, (b) 0.4 g and (c) 0.5 g

图 5-19 MF-VEH2 在 0.5 g 谐波激励下负载 390 kΩ的响应，激励频率为：(a) 7 Hz，(b) 7.5 Hz，(c)
8 Hz，(d) 8.5 Hz，(e) 9 Hz，(f) 9.5 Hz

Fig.5-19 Responses of MF-VEH2 across the load resistance of 390 kΩ under 0.5 g constant harmonic
excitation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a) 7 Hz, (b) 7.5 Hz, (c) 8 Hz, (d) 8.5 Hz, (e) 9 Hz and (f) 9.5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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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MF-VEH2 在 0.5 g谐波激励下负载 390 kΩ的功率：(a) 激励频率 8 Hz 时的瞬时功率，(b) 平
均功率

Fig.5-20 The power of MF-VEH2 across the load resistance of 390 kΩ under 0.5 g constant harmonic
excitation, (a) the instantaneous power at 8.5 Hz, (b) the average power

图 5-21 MF-VEH3 的频率位移速度相轨迹：(a) 0.3 g，正扫，(b) 0.3 g，反扫，(c) 0.4 g，正扫，(d)
0.4 g，反扫，(e) 0.5 g，正扫，(f) 0.5 g，反扫，(g) 0.6 g，正扫，(h) 0.6 g，反扫

Fig.5-21 The frequency vs. displacement vs. velocity phase trajectories of MF-VEH3 for (a) 0.3 g,
upward sweep, (b) 0.3 g, downward sweep, (c) 0.4 g, upward sweep, (d) 0.4 g, downward sweep, (e) 0.5
g, upward sweep, (f) 0.5 g, downward sweep, (g) 0.6 g, upward sweep and (h) 0.6 g, downward s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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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实验和仿真中的 MF-VEH3 的负载电压比较：(a) 0.3 g，实验， (b) 0.3 g，仿真， (c) 0.4 g，
实验，(d) 0.4 g，仿真，(e) 0.5 g，实验，(f) 0.5 g，仿真，(g) 0.6 g，实验，(h) 0.6 g，仿真

Fig.5-22 Comparisons of the load voltage of MF-VEH3 in the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s: (a) 0.3 g,
experiment, (b) 0.3 g, simulation, (c) 0.4 g, experiment, (d) 0.4 g, simulation, (e) 0.5 g, experiment, (f)

0.5 g, simulation, (g) 0.6 g, experiment and (h) 0.6 g, simulation

图 5-23 MF-VEH3 负载 390 kΩ的输出功率，基座激励加速度分别为：(a) 0.3 g，(b) 0.4 g，(c) 0.5 g，
(d) 0.6 g

Fig.5-23 The power of MF-VEH3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a resistor of 390 kΩ.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base excitation is: (a) 0.3 g, (b) 0.4 g, (c) 0.5 g and (d) 0.6 g

5.5.3 MF-VEH3的性能

图 5-21 描述了 MF-VEH3 在加速度幅值 0.3 g，0.4 g，0.5 g 和 0.6 g 正反扫频中

的位移速度相图。类似 MF-VEH2，永磁体振子在低频微弱激励下可以产生围绕两个

稳态点的大位移振动。在反扫中，观察到了主共振和次共振。当激励峰值加速度为

0.6 g，正扫中永磁体振子在两个稳态点之间振动的频宽约为 16 Hz。图 5-22 显示了实

验和仿真得到的 MF-VEH3 在加速度幅值 0.3 g，0.4 g，0.5 g 和 0.6 g 激励下的负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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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在趋势上吻合的很好。次共振增加了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工作

频率范围。由固定在中间位置的弯张型压电单元（P2）产生的电压比上下的弯张型压

电单元（P1 和 P3）更高。当激励强度增加，这种差异会变小。如图 5-23 所示，随着

激励加速度增加，功率随着增加。当峰值加速度从 0.5 g 增加到 0.6 g，俘获的能量显

著增加。这可能是振子在弱振动下（≦ 0.5 g）陷入一个势能阱，当激励加速度增加

0.6 g，振子可以在两个势能阱运动，从而显著增加了俘获的振动能量。

5.5.4 三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比较

图5-24 负载390 kΩ的输出功率。当MF-VEH1的d=0.0358 m，MF-VEH2的d=0.0316 m 和 s=0.020
m，MF-VEH3 的 d=0.0316 m 和 s=0.038 m，它们的平衡位置约± 0.009 m。当 MF-VEH1 的 d=0.0316
m ，MF-VEH2 的 d=0.0254 m 和 s=0.020 m，MF-VEH3 的 d=0.0254 m 和 s=0.038 m，它们的平衡

位置约为± 0.014 m
Fig.5-24 The output power with a resistor of 390 kΩ. As d=0.0358 m in MF-VEH1, d=0.0316 m and
s=0.020 m in MF-VEH2, d=0.0316 m and s=0.038 m in MF-VEH3, their equilibrium positions are

about ± 0.009 m. As d=0.0316 m in MF-VEH1, d=0.0254 m and s=0.020 m in MF-VEH2, d=0.0254 m
and s=0.038 m in MF-VEH3, their equilibrium positions are about ± 0.014 m

图 5-24 显示了仿真得到的谐波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负载 390
kΩ的功率。当 MF-VEH1 的磁体之间水平距离 d为 0.0316 m，其平衡位置为 y=± 0.014
m。d保持为 0.0316 m，MF-VEH2 中的磁体之间垂直距离 s为 0.020 m，MF-VEH3
中的 s为 0.038 m，它们的平衡位置约为 y=± 0.009 m。在这样的条件下，MF-VEH2 和

MF-VEH3 的有效工作频带比 MF-VEH1 更宽。尽管 d =0.0358 m 时 MF-VEH1 的平衡

位置变为 y=± 0.009 m，MF-VEH1 的性能也不如 MF-VEH2 和 MF-VEH3。在不同的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中，磁力的垂直分量与水平分量的比例是不同的。势

能阱深度主要由垂直磁力分量和弹性恢复力决定。当它们水平磁力分量最大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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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MF-VEH2（或 MF-VEH3）的势能阱深度比 MF-VEH1 浅。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

单元的输出电压由水平磁力分量产生。因此，当它们的平衡位置为 y=± 0.014 m，

MF-VEH2（或 MF-VEH3）的输出功率比 MF-VEH1 高。当它们的平衡位置相同时，

MF-VEH3 采集的能量比 MF-VEH2 多，因为在 MF-VEH3 有更多的磁力耦合弯张型

压电单元用于能量采集。

图 5-25显示仿真中随机激励下三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比较。

负载电阻为 390 kΩ。通过 1000 s 仿真得到的平均功率被用来评估磁力耦合非线性振

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随机激励强度从 0.001 增加到 0.015 g2Hz-1。给出了磁力耦合

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两个不同平衡位置 （y=± 0.009 m 和 y=± 0.014 m）的输出，

与谐波激励的情况一致。对于三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当激励强度较低

时，平衡位置为 y=± 0.014 m 的平均功率比平衡位置 y=± 0.009 m 的平均功率小，随

着激励强度增加，平衡位置为 y=± 0.014 m 的平均功率变得比平衡位置 y=± 0.009 m
平均功率更大。这是因为当 y=± 0.014 m 时，系统需要更多的能量去跨越两个势能阱

之间的屏障。在激励强度较低时，振子在一个平衡位置附近振动，当激励强度超过一

个临界值，振子在两个平衡位置振动，从而显著提高产生的电压。当激励强度较低时，

MF-VEH2 和 MF-VEH3 的差异不明显。而当激励强度增加，MF-VEH3 似乎可以俘

获更多的振动能量。这也与谐波激励的情况一致。

图 5-25 随机激励下负载 390 kΩ的平均功率。当 MF-VEH1 的 d=0.0358 m，MF-VEH2 的 d=0.0316
m 和 s=0.020 m，MF-VEH3 的 d=0.0316 m 和 s=0.038 m，它们的平衡位置约± 0.009 m。当 MF-VEH1
的 d=0.0316 m，MF-VEH2 的 d=0.0254 m 和 s=0.020 m，MF-VEH3 的 d=0.0254 m 和 s=0.038 m，

它们的平衡位置约为± 0.014 m
Fig.5-25 The average power with a resistor of 390 kΩ under random excitation. When d=0.0358 m in
MF-VEH1, d=0.0316 m and s=0.020 m in MF-VEH2, d=0.0316 m and s=0.038 m in MF-VEH3, their
equilibrium positions are about ± 0.009 m. When d=0.0316 m in MF-VEH1, d=0.0254 m and s=0.020

m in MF-VEH2, d=0.0254 m and s=0.038 m in MF-VEH3, their equilibrium positions are about ± 0.01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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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26 所示，比较了实验得到的三种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在加速

度幅值 0.3 g，0.4 g 和 0.5 g 扫频基座激励下一个扫频过程采集的能量。采集的能量可

以通过扫频过程中的瞬时功率乘以时间间隔累加得到。如图 5-26 所示，随着加速度

的增加，MF-VEH1 采集的能量并没有明显增加。MF-VEH2 和 MF-VEH3 采集的能量

大于 MF-VEH1 采集的能量。随着峰值加速度从 0.3 g 增加到 0.5 g，MF-VEH2 向上

扫频采集的能量从 1.9 mJ 增加到 3.1 mJ。从图 5-26 可以看出，MF-VEH2 采集最多的

能量。然而，在加速度幅值 0.6 g 激励下，MF-VEH3 在向上扫频采集的能量为 5.0 mJ。
MF-VEH2 和 MF-VEH3 的性能受实验中选择的几何参数的影响。然而，考虑到器件

的尺寸和布局，在较低激励条件下，两个弯张型压电单元能更有效的被利用，而在较

高激励条件下，三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可以俘获更多能量。在大多数激励下条件下，

MF-VEH2 和 MF-VEH3 的性能优于 MF-VEH1。

图 5-26 一个扫频过程中 MF-VEH1，MF-VEH2 和 MF-VEH3 采集能量的比较
Fig.5-26 Comparisons of the energy harvested by MF-VEH1, MF-VEH2 and MF-VEH3 during a sweep

process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具有工作频率宽，等效压电系数高和可靠性高等

优点。建立了不同磁力耦合模式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机电耦合动力学

模型。从仿真和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主要受势

能阱深度（振子越过势垒的能量）、平衡位置（两个势阱之间的距离）和施加到弯张

型压电单元的水平磁力（产生电压的力）的影响。较低的势阱深度增加了低频弱激励

下的有效工作频率范围。然而，两个势阱之间的适当距离有利于产生较高电压。将更

大的水平磁力施加到弯张型压电单元可以产生更高电压，而更大的垂直磁力增加了两

个势能阱之间势垒高度。因此可以通过多磁力耦合增加磁力水平分量与磁力垂直分量

的比率。仿真和实验结果都表明，MF-VEH2 和 MF-VEH3 的性能优于 MF-VEH1。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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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数量及其特性也对其振动能量采集具有重要影响。

5.6 本章小结

本章中，研究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磁力耦合

模式：单磁排斥力，双对称磁吸引力和多磁排斥力。通过能量法建立了适用不同磁力

耦合模式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在谐波激励和随机激励下，研究了

结构参数对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动力学特性的影响。并进行实验验证以评

估三种能量采集器的性能。理论、仿真和实验的结果表明：

1) 本章中建立的数学模型可用于精确表征各种磁力耦合模式的磁力耦合非线性

振动能量采集器。

2)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主要受势能阱深度、平衡位置和水平

磁力分量的影响。可以通过合理布置多个磁体来增加磁力水平分量和磁力垂直分量的

比例，这有助于降低势垒并增加俘能作用力。

3) 在大多数激励条件下，MF-VEH2 和 MF-VEH3 的性能优于 MF-VEH1。考虑

到器件的尺寸和布局，可以在低激励条件下使用 MF-VEH2，而 MF-VEH3 可以在较

高的激励条件下使用以求俘获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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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与性能分析

6.1 引言

自然环境中的振动一般比较微弱，频率较低且分布范围较广。因此，振动能量采

集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即较低的功率输出和较窄的工作频域。当振动能量采集器

的共振频率与激励频率匹配时可以产生较高的功率输出。非线性振子具有宽频响应特

性可以在较宽的频率范围有效俘获能量。特别是，双稳态非线性系统可以从一个稳态

跳跃到另一个稳态，因此可以在宽频范围产生大振幅振动。在第四章提出了磁力耦合

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兼具双稳态系统和弯张型压电单元的优点。但双稳态振子

需要一定的能量跳跃两个势能阱之间的势能壁垒，产生大幅振动。在低频弱激励下，

双稳态振子容易陷入一个势能阱内小幅振动，不能有效工作。本章介绍了一种非线性

磁力干预机制，基于这种干预机制，设计了一种带约束永磁体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

能量采集器，利用非线性磁力干预促使双稳态磁体振子在理想工作区域内振动，增加

能量采集器在低频弱激励下俘获能量的能力和有效工作频率范围。

6.2 非线性磁力干预被动控制

通过一个设计说明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图 6-1(a)显示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

量采集器，设计包括一根自由端固定永磁体（磁体振子）的悬臂梁和一个自由端固定

永磁体（磁体定子）的弯张型压电单元。因为是采用磁排斥压力作用，因此也可称为

压缩模式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compressive-mode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CVEH)。带约束永磁体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compressive-mode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with magnetic stoppers: CVEHMS)设计如图 6-1(b)所示。磁力

干预机制如图 6-1(c)所示，原理样机如图 6-1(d)所示。在磁体定子两边对称布置两个

永磁体（约束磁体）。为了更有效的进行磁力干预，约束磁体相对磁体定子倾斜一定

角度。磁体定子与磁体振子相互排斥，磁体定子驱使磁体振子远离，而约束磁体驱使

磁体回到磁体定子附近。即，当磁体振子位移较小时，磁力驱使位移增加；当磁体振

子位移较大，磁力驱使位移减小。这种磁力干预机制实现了振动能量采集的被动控制，

可能可以促进悬臂梁在宽频范围更容易振动。两个约束磁体也固定在弯张型压电单元

上。磁力通过弯张结构被放大和传递到压电陶瓷片。垂直作用于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磁

力分量可以表示为（磁力计算参考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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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2
1 cos -yL+aL+a-θaaddt  ，

bbcdd tt   cossin12 ，

cbcaysst   sincossin1 ，

cbcaysst   sincossin2 。

MA是永磁体 A 的磁化矢量大小，MB是永磁体 B，C 和 D 的磁化矢量大小，VA是永

磁体 A 的体积，VB 是永磁体 B，C 和 D 的体积，µ0 是自由空间的磁化率且
16

0 Ηm10256.1  ，L是梁的伸出长度，

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中永磁体之间的磁力随着永磁体间距增加迅速

减小到接近零。当随着永磁体间距变化施加到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磁力（即磁力水平方

向分量）发生变化从而可以产生电压。产生电压的大小与磁力大小和磁力变化率有关。

当两个永磁体间距大于一个临界值，尽管永磁体之间的距离仍在变化，但施加到弯张

型压电单元的磁力已经接近零不再有明显变化，弯张型压电单元不再有效的采集能

量。因此，对于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越大的振动位移对于能量采集并不

是越好的。悬臂梁自由端磁体振子位移大于一定值后，磁体振子无法激励磁力耦合弯

张型压电单元。悬臂梁自由端磁体振子存在一个最优工作区域，如图 6-2 (a)的所示线

框内。约束磁体可以限制悬臂梁自由端磁体振子过大的位移。双稳态系统在弱激励下

可能陷入单势能阱运动，约束磁体能够驱使单阱运动变成阱间运动。而且固定在弯张

型压电单元上的约束磁体也能被用于发电。

悬臂梁受到的垂直方向磁力分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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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多个永磁体作用在磁体振子的磁力合力随悬臂梁自由端位移的变化如图 6-2(b)所示，

当末端位移很小时，磁力合力方向和位移方向相同，磁力合力驱使位移增加；当位移

较大时，磁力合力方向与位移方向相反，磁力合力驱使位移减小。

设计多个永磁体的间距和倾斜角度，使得磁体振子在理想工作区域以内，磁力合

力驱使它振动位移增加；当它接近理想工作区域边界，磁力合力驱使它振动位移减小。

即磁力合力总是干预着磁体振子使之容易在理想工作区域内起振又抑制其越过理想

工作区域，从而实现振动能量采集的非线性磁力干预被动控制。

系统势能可以通过下式求得：

    ykyFU i d (6-3)

如图 6-2(c)所示，在不减少弯张型压电单元受到的磁力水平方向分量（俘能作用力），

而双稳态系统的势能阱深度可以被约束磁体减小。较浅的势能阱深度使得双稳态振子

更容易越过两个势能阱间的势能壁垒，有益于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在低频范围内俘

获能量并增加能量采集的有效工作频率范围。

6.3 多磁力耦合动力学模型

非线性系统可以通过质量阻尼弹簧系统和非线性磁力矢量叠加表示。末端位移方

程可以表示为:

bi ymFkyycym
.....

  (6-4)

其中 m为等效质量，c是等效阻尼系数，k是悬臂梁的等效刚度，y梁的末端位移，
by

是基座激励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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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示意图：(a)压缩模式双稳态振动能量采集器，(b)带约束磁体的压缩模式双稳态振动能量采
集器，(c)磁力干预被动控制技术，(d)实验原型

Fig.6-1 Schematics of: (a) the compressive-mode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CVEH), in which
the magnetic force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to zero with increasing
displacement; (b) the compressive-mode bistable vibration energy harvester with magnetic stoppers

(CVEHMS), in which the magnetic force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increases first, then decreases to zero,
and eventually reverses with increasing displacement; (c) the magnetic force intervention in the

CVEHMS; and (d) the prototype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等效压电系数可以表示为：

31
111

23
2

1
3

2
33eff 3sin

cossin d
lDstl

lldd
p 





(6-5)

其中 D是弯张型压电单元中金属片的抗弯刚度，l1，l2，θ是弯张型压电单元的金属片

的内腔长度，倾斜长度和倾斜角，s11是压电片的弹性柔顺系数，tp是压电片厚度。开

路电压 iV可以得到：

i
p

p
effi N

A
t

dV
33

 (6-6)

其中Ɛ33是压电片的介电常数，Ap是压电片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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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随末端磁体位移而变化的磁力和势能：(a)固定在弯张型压电单元上的磁体，(b)固定在梁上
的磁体，(c)系统势能

Fig.6-2 The magnetic force and the potential energy as functions of the tip displacement for: (a) magnets
fixed on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s (the work area for CVEH is enclosed by the blue frame, and the
work area for CVEHMS is enclosed by the red frame); (b) magnets fixed on the beam (the magnetic

force intervention is effective in the area enclosed by the red frame); and (c) the potential energy

6.4 实验验证

原理样机参数为：Br =1.2 T，a = c =10 mm，b=2.5 mm，Aa = Ab = 400 mm2，d = 31.6

mm，s = 39.3 mm， 6  。悬臂梁的材料为 65Mn，尺寸为 125 × 10 × 1 mm3。弯张

型压电单元中压电材料为 PZT-5H，尺寸为 40 × 10 × 0.8 mm3，相关参数如下：s11 =1.65
× 10-−11 m2/N，d31 =−3.2 × 10−10 C/N，d33=6.5 × 10−10 C/N。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宽度、内

腔长度、倾斜板长度、粘接面长度、倾斜角度、金属层厚度分别为 10 mm、30 mm、

12.9 mm、5 mm、π/12、0.25 mm。金属层的抗弯刚度 )1(12 23
mmm vtED  ，Em 和 vm

分别是金属层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本章中根据金属层的尺寸和材料参数计算得到 D
为 0.28 Nm。由第四章的理论和实验结果可知，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等效压电系数为

C/N 104.54 -8 ，这意味着 d31被放大了 142 倍。仿真和实验都采用谐波基座激励。

图 6-3 显示了仿真得到的正反扫频激励下 CVEH 和 CVEHMS 的输出电压。正扫

频和反扫频的比率都为 0.05 Hz/s。激励加速度幅值为 0.2 g、0.3 g 和 0.4 g。下文实验

的扫频设置与数值仿真一致。可以发现，CVEH 的输出电压随着激励加速度幅值增加

改变并不明显。而 CVEHMS 的有效工作频率范围随着激励加速度幅值增加而增加。

CVEHMS 的工作频率更低。当外加激励增强，观测到 CVEHMS 出现主共振和次共振，

次共振增加了有效工作频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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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基座激励由液压振动台 (EVH-50, SAGLNOMIYA)提供，实验条件可以

通过数字伺服控制器(Model 2420，SAGLNOMIYA)进行设置。通过一个激光位移传感

器(LK-G150, KEYENCE)测量悬臂梁的位移。负载电阻为 390 kΩ。所有的测量数据由

动态信号采集器(DH5902, DONGHUA)进行采集。

图 6-3 仿真结果比较：(a) CVEH 电压响应，(b) CVEHMS 中间的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电压响应，(c)
CVEHMS 上侧的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电压响应，(d) CVEHMS 下侧的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电压响应
Fig.6-3 Panel (a) shows the simulated voltage responses for the CVEH. Panels (b), (c), and (d) show the
simulated voltage responses of the middl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the upper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and the lower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in the CVEHMS, respectively

为了验证非线性磁力干预的作用，实验比较了 CVEH 和 CVEHMS 的性能。图

6-4 显示了 CVEH 和 CVEHMS 在不同幅值加速度正反扫频激励下的动力学响应。相

比 CVEH，在低频激励下，CVEHMS 就具有较大的速度位移响应。当激励强度增加，

可以观察到 CVEHMS 的主共振和次共振现象。主次共振都会大幅增加功率输出。

图 6-5 显示了 CVEH 和 CVEHMS 在不同幅值加速度正反扫频激励下负载电压和

输出功率。图 6-5(a)、(b)、(c)和(d)所示的实验结果与图 6-3 所示的仿真结果吻合的比

较好。图 6-5 显示了 CVEHMS 比 CVEH 工作频率更低，有效工作范围更宽，输出功

率更高。如图 6-5(f)所示，在基座加速度为 0.4 g，激励频率为 9.9 Hz，CVEHMS 原

理样机最大的瞬时功率为 387 μW。这表示 CVEHMS 可以在低频微弱振动激励下产

生较高的电压。因为次共振的作用，CVEHMS 中间的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有效工作频

率范围增加了近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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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实验得到的频率速度位移相图：(a) CVEH，0.2 g，(b) CVEHMS，0.2 g，(c) CVEH，0.3 g，
(d) CVEHMS，0.3 g，(e) CVEH，0.4 g，(f) CVEHMS，0.4 g

Fig.6-4 Frequency vs. displacement vs. velocity from experiments: (a) CVEH，0.2 g，(b) CVEHMS，
0.2 g，(c) CVEH，0.3 g，(d) CVEHMS，0.3 g，(e) CVEH，0.4 g，(f) CVEHMS，0.4 g

图 6-6(a)显示了 CVEH 在 0.5 g，8.5 Hz 谐波激励下的混沌响应，图 6-6(b)显示了

奇异运动的相图。可以从图 6-6(c)得到，CVEHMS 在谐波激励下大幅周期运动会明显

提高负载电压和增加功率输出。能力采集器的平均功率从 7.5 μW 增加到 29.5 μW。

从图 6-6(d)可以发现，上中下磁力驱动的弯张型压电单元具有明显不同的机电属性。

当位移为正，由下侧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电压一直为正。当位移为负，由上侧的弯

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电压一直为正。因为单向的压力没有预加载的施加到弯张型压电

单元，因此只有单向的电压产生。这有利于将三个弯张型压电单元并联或串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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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实验的电压和功率输出：(a) CVEH的输出电压，(b)，(c)，(d) CVEHMS的输出电压，(e) CVEH
的瞬时功率，(f) CVEHMS 的瞬时功率

Fig.6-5 The output voltage and power in experiments: (a) the output voltage of the CVEH; (b), (c), and
(d) the output voltage of the middle, upper, and lower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in the CVEHMS,

respectively, (e) the instantaneous power of the CVEH, (f) the instantaneous power of the CVEHMS

6.5 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实现了非线性磁力干预被动控制。建立了多磁

力耦合动力学模型。通过数值仿真和实验验证了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的作用。结果表

明，通过使用约束磁体促使磁体振子在理想工作区域内振动，可以显著提高能量采集

器从低频弱振动激励下俘获能量的能力。当外部激励较强（≥0.3g）时，发生主共振

和次共振，可以采集更多振动能量。由于次谐振的贡献，能量采集器的工作频宽增加

了近 1 倍。在 0.5 g，8.5 Hz 谐波激励下，非线性磁力干预使得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

能量采集器的平均功率从 7.5 μW 增加到 29.5 μ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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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0.5 g，8.5 Hz 谐波激励下的实验结果：(a)和(c)显示 CVEH 和 CVEHMS 动力学响应,(b)和(d)
显示 CVEH 和 CVEHMS 的相图

Fig.6-6 Experimental results under a constant harmonic excitation amplitude of 0.5 g at 8.5 Hz. Panels
(a) and (c) show the responses of the CVEH and CVEHMS, respectively, while panels (b) and (d) show

the phase diagrams of the CVEH and CVEHM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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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件设计，建模和实验

7.1 引言

旋转运动是民用和工业应用中最常见的机械运动形式之一。旋转运动可以从机械

运行，车辆行驶，人体行走和流体环境中直接或转换得到。与振动能量采集研究相比，

旋转能量采集的研究相对较少。应用于旋转运动的压电能量采集设计一般采用压电悬

臂梁，输出功率低，压电陶瓷层在动态弯曲应力下容易碎裂，器件可靠性差。而且压

电悬臂梁占用空间较大，不利于器件集成。前文中，已经提出了通过磁力耦合将一般

在高负载下工作的弯张型压电单元应用于弱振动激励环境。进一步，为了提高旋转能

量采集器件的输出功率和可靠性，本章提出了磁力耦合旋转运动能量采集设计，并进

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

7.2 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设计

图 7-1 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应用于旋转运动能量采集：(a)旋转磁体按照相同模式布置，(b)
相邻磁体按照相反模式布置

Fig.7-1 Schematics of the magnetically coupled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for rotation energy harvesting,
(a) the rotating magnets are arranged in the same mode, (b) the adjacent rotating magnets are arranged

in the opposit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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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rotation energy harvester:
MF-REH)如图 7-1 所示。若干激励磁体固定在旋转体上，若干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

元固定在相对于旋转体静止的框架上。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包括一个压电层、两

个凸起的金属层和一个永磁体。如图 7-1(a)所示，圆周阵列的永磁体的磁极布置模式

相同。如图 7-1(b)所示，相邻永磁体的磁极布置模式相反。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

自由端固定的永磁体布置方式也可以不一样。特别是，多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

对称布置，其固定的永磁体布置方式相反，激励磁体也同样对称布置且布置方式相同。

这种方式两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磁力阻力矩理论上可以相互抵消，将可

以在弱激励下工作，并且增加俘能效率。这种方式可能适合环境中的风能采集，将在

以后的研究中进行实验验证。

激励磁体随旋转体而旋转，当激励磁体接近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磁力耦合

弯张型压电单元受到磁排斥力或磁吸引力，当激励磁体远离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

元，磁排斥力或磁吸引力减小至零。旋转运动转换为周期性变化的磁力施加到磁力耦

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垂直于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分力通过弯张结构放大并传递到压电

层，然后因为压电效应产生电压，如图 7-2 所示。

图 7-2 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能量转换过程
Fig.7-2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rotation energy harvester

(MF-REH)

7.3 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

为了分析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学和电学特性，通过能量法建立了机电

耦合动力学模型。图 7-3(a)显示了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运动和受力情况。多个

激励磁体对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磁力进行矢量叠加得到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

单元受到的合力。考虑单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多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

的输出，可以根据单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输出及其使用模式（并联或串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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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算。

旋转的永磁体动能为

22

2
1 nmRT  (7-1)

其中 n是旋转磁体的数量，m是旋转磁体的质量，R是旋转磁体的旋转半径，Փ是角

位移。

图 7-3 (a)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运动受力分析，(b)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几何构造
Fig.7-3 Schematics of (a) dynamical analysis of the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rotation energy

harvester (MF-REH) and (b) geometric configuration of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used in the
MF-REH

对于固定到弯张型压电单元自由端的永磁体 A，磁矩矢量可以写为

xAAVM eμA ˆ (7-2)

其中 MA是磁化矢量的大小，VA是永磁体 A 的体积。MA可以估计为 MA = Br /μ0，其

中 Br是永磁体的剩余磁通密度，μ0是自由空间的磁导率。考虑到图 7-3(a)所示的角位

移Փ，旋转磁体 Bi的磁矩矢量为μi (i = 1,2 ...)。如果旋转磁体的磁极以相同的模式布置，

yiBBxiBBi VMVM eeμ ˆsinˆcos   (7-3)

其中，MB是磁化矢量的大小，VB是永磁体 Bi的体积。MB可以估计为 MB = Br /μ0。如

果相邻旋转磁体的磁极以相反的模式布置，式(7-3)成为

   yiBBxiBB
i

i VMVM eeμ ˆsinˆcos1 1    (7-4)

从μi到μA的距离 ri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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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xii RdRR eer ˆsinˆcos   (7-5)

其中 d是旋转磁体和被激励磁体之间的最小中心距离，δ是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变形。

由磁体 A 在磁体 Bi上产生的磁场可以通过等式(7-2)-(7-5)得到：

3

2

0

4
i

i
i

r
rμB A 




(7-6)

其中和 2
分别表示向量梯度算子和欧几里得范数。旋转磁体 Bi在场中的势能可以

写作如下形式：

iimiU μB  (7-7)

总的磁场势能为：





n

i
iimU

1
μB (7-8)

式(7-7)对变量 x求导得到磁排斥力在 x方向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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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其中  πμVMVMM BBAAm 43 0 。磁吸引力的 x方向分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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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施加到弯张型压电单元的磁力可以等效为集中力 N，如下所示:





n

i
ixFN

1
(7-11)

如图 7-3(b)所示，金属层的内腔长度，倾斜板长度，粘接面长度和厚度分别为 l1，l2，
l3，tm。倾斜板的倾斜角为θ。压电层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 l，b和 tp。金属层的

杨氏模量和泊松比分别为 Em和 vm。施加到四分之一压电层的力的 3 方向分量和 1 方

向分量相当于集中力 FP和 FT。压电方程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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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其中 S1和 S3分别是 1 个方向和 3 个方向的压电层的应变，D3c和 D3b分别是压电层的

内腔区域和粘接区域的电位移，d31和 d33是压电系数，s11和 s33是压电层的弹性柔顺

系数，Ɛ33是压电层的介电常数，Ap是压电层的截面面积，Ab是粘接区域的面积。FP
和 FT为(计算过程参考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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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其中 D是弯张型压电单元的金属层的抗弯刚度，D可以估计为 )1(12 23
mmm vtED  。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变形为(计算过程参考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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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其中 Ac是内腔区域的面积。磁力对弯张型压电单元所做的工可以近似为

2

2
1 effmag KW  (7-15)

其中     cppbcpbeff DAsAltsllAsDAsAlAK 11
23

233
23

211111
23

2 3sincos3sin   .

基于公式(7-12)中，压电层的一很小体积的电能可以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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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设电场 ptVE 3 ，对 H 在压电层的总体积上积分可以获得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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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dd

2

eff

2
eff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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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dNSzyxH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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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其中：

  bpcpp AtsDAsAlltsS 3311
23

2
3

211eff 3sincossin  
，

 111
23

2
3

213133eff 3sincossin Dlstlllddd p  
，

pp tblC 33

旋转体的动能为 222bbb RmT  ，其中 bm 旋转体质量， bR 旋转体的旋转半径。系统

的拉格朗日函数为动能和势能之差

  HUTTV mb ,,L   (7-18)

基于扩展哈密尔顿原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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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系统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方程可以由式(7-19)得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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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通过等效阻力矩做功计算输入的能量

 dMW (7-21)

开路电压和产生的电能可以表示为

p
open C

NdV eff (7-22)

2

2
1

openpe VCU  (7-23)

式 (7-20) 可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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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通过 Matlab/Simulink 对式(7-24)进行数值求解。除非另外说明，如表 7-1 和表 7-2
所示的几何尺寸和材料属性通过 maple 软件计算得到仿真参数，然后在

Matlab/Simulink 进行数值仿真。所有仿真采用变步长和 ode45 计算器。

7.4 参数分析

本节分析了关键设计参数对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性能的影响。所有参数，除

非另有说明，如表 7-1 和表 7-2 所示。等效压电系数可以被弯张结构放大数十至数百

倍。因此，弯张型压电换能器可以采集更多的能量。根据表 7-1 和表 7-2 的参数计算，

deff 约为 3.64×10-8 CN-1，为 d31 的 113.67 倍（d33 的 55.96 倍）。如图 7-4(a)所示，相

同压力下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能量比相同面积的压电层高 3 个数量级。Δl1是金属

层端面的长度，且Δl1=l1-2l2cosθ。随着Δl1和倾斜角度的减小，在相同力作用下弯张型

压电单元采集的能量增加。图 7-4(b)显示了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机电能量转换效率。较

小的Δl1和较小倾角有利于能量采集。尽管如此，设计这些参数需要考虑制造和装配

的可行性。

表 7-1 材料参数
Table 7-1 Material properties used for the analytical model

Parameter Valu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Young’s modulus of metal layer Em 2x1011 Pa
Young’s modulus of PZT layer Ep 7x1010 Pa
Poisson's ratio vm 0.28
Compliance s11 1.65x10-11 m2/N
Compliance s13 －8.45x10-12 m2/N
Compliance s33 2.07x10-11 m2/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1 －3.2x10-10 C/N
Piezoelectric constant d33 6.5x10-10 C/N
Relative permittivity 3800

Magnet
Magnet’s residual flux density Br 1.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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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几何尺寸
Table 7-2 Geometric dimensions of the prototypes

Parameter Valu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Length l 0.04 m
Width b 0.01 m
Length of cavity l1 0.03 m
Length of inclined plane l2 0.0129 m
Length of bonded plane l3 0.005 m
inclined angle of inclined plane θ 15º
Thickness of metal layer tm 0.00025 m
Thickness of PZT-5H layer tp 0.001 m

Magnet
Thickness of the magnet A tA 0.02 m
Thickness of the magnet Bi 0.005 m
Volume of the magnet A VA 0.000008 m3

Volume of the magnet Bi VB 0.000002 m3

图 7-4 弯张型压电单元结构参数的影响：(a)1 N 压力下产生的电能，(b)机电能量转换效率
Fig.7-4 The effects of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the flextensional transducer on (a) the generated

electric energy under 1 N pressure, (b) the electromechanical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图 7-5显示了包含一个旋转磁体的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结构参数对开路电

压的影响。当旋转磁体最靠近被激励磁体时，可以产生最大的磁力。激励磁体与被激

励磁体之间的最小中心距离称为激励距离 d。激励距离决定了施加到弯张型压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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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磁力，即激励距离 d和等效压电系数决定了可以产生的最大开路电压。如图

7-5(a)所示，能量采集器的开路电压随着 d的减小而显著增加。旋转磁体的旋转半径

在本章中简单地称为旋转半径 R，对开路电压的大小几乎没有影响，而 R越大，开路

电压的波形越窄，如图 7-5(b)所示。图 7-6 显示了旋转磁体的数量对输出开路电压的

影响。旋转磁体的数量等于弯张型压电单元在一个周期中被激励的次数。如图 7-6(b)
所示，磁排斥力产生正的开路电压，磁吸引力产生负的开路电压。

图 7-5 结构参数对开路电压的影响：(a)激励距离 d，(b)旋转半径 R
Fig.7-5 The effects of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n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of the energy harvester with

one rotating magnet, (a) the minimum center distance between the rotating magnet and the excited
magnet d, (b) the rotation radius of the rotating magnet R

图 7-6 旋转磁体数量对开路电压的影响：(a)旋转磁体按照相同模式布置，(b)相邻旋转磁体按照相
反模式布置

Fig.7-6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rotating magnets on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a) the rotating
magnets are arranged in the same mode, (b) the adjacent rotating magnets are arranged in the opposite

mode

评估旋转能量采集器的阻力矩，以考虑其应用环境。比如，评估阻力矩可以确定

基于旋转能量采集器的自供电无线传感器是否对旋转机器的正常工作具有影响。图

7-7 显示了包含一个旋转磁体的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结构参数对等效阻力矩的

影响。如图 7-7(a)所示，能量采集器的等效阻力矩随着 d的减小而显著增加。也就是

说，开路电压越高，等效阻力矩越大。图 7-7(b)表示越大的转动半径 R，等效阻力矩

越大，且波形越窄。从图 7-9(c)可以看出，随着转动半径 R的变化，等效阻力矩没有

明显变化。如图 7-6 和 7-8 所示，旋转磁体的数量对等效阻力矩的影响与对开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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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相似。如图 7-9(a)所示，当 d减小时，等效阻力矩做的功，磁力做的功和产生

的电能随之增加。随着 R变化，如图 7-9(c)所示，磁力做功和产生的电能没有明显变

化。本章中机电能量转换效率由下式给出：

W
Ue

energy mechanicalinput  The
energy electrical generated The (7-25)

如图 7-9(b)和(d)所示，不同的激励距离 d和转动半径 R，机电能量转换效率没有明显

变化。

图 7-7 结构参数对等效阻力矩的影响：(a)激励距离 d，(b)旋转半径 R
Fig.7-7 The effects of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n the equivalent resistance torque of the energy

harvester with one rotating magnet, (a) the minimum center distance between the rotating magnet and
the excited magnet d, (b) the rotation radius of the rotating magnet R

图 7-8 旋转磁体数量对等效阻力矩的影响：(a)旋转磁体按照相同模式布置，(b)相邻旋转磁体按照
相反模式布置

Fig.7-8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rotating magnets on the equivalent resistance torque, (a) the rotating
magnets are arranged in the same mode, (b) the adjacent rotating magnets are arranged in the opposite

mode

7.5 实验设置

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的实验设置如图 7-10(a)所示。通过三种结构配置研究了

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三种结构分别称为 MF-REH1，MF-REH2 和 MF-REH3。在

MF-REH1 中有一个旋转磁体产生排斥力。MF-REH2 有两个产生排斥力的旋转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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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10(b)所示。MF-REH3 有两个分别产生排斥力和吸引力的旋转磁体。原理样机

参数如表 7-1 和表 7-2 所示，当没有特别说明时，R = 0.095m，d = 0.034m。压电陶瓷

层(PZT-5H)由保定宏声有限公司提供。旋转运动由伺服电机(SGM7J，YASKAWA)输
出。旋转速度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设置，然后传输到匹配的伺服控制器(SGD7S，
YASKAWA)控制电机。弯张型压电单元产生的电压由动态信号采集系统(DH5902，
DONGHUA)实时记录，然后输入到计算机。动态信号采集系统的输入阻抗为 20 MΩ，

无并联外部电阻时可视为开路状态。

图 7-9 (a)激励距离 d对产生电能的影响，(b)激励距离 d对能量转换效率的影响，(c)旋转半径 R
对产生电能的影响，(d)旋转半径 R对能量转换效率的影响

Fig.7-9 (a) The effect of the distance d on the generated energy, (b) The effect of the distance d on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c) The effect of the rotation radius R on the generated energy, (d) The

effect of the rotation radius R on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图 7-10 (a)实验设置，(b)实验原型
Fig.7-10 (a)The experimental setup and (b) The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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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结果与讨论

图 7-11 显示了实验和仿真中 MF-REH1 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的开路电压，随着转

速增大或减小，开路电压幅值没有明显变化。图 7-11 左边为实验测量结果，右边为

仿真结果，可以发现仿真和实验结果吻合的非常好。图 7-12 显示了 MF-REH1 实验和

仿真中各种恒定转速下的开路电压。MF-REH1 产生的开路电压总是正的。随着转速

的变化，电压幅值几乎是恒定的。电压频率等于旋转频率，如图 7-12 所示，仿真结

果在各种转速下与实验结果吻合的非常好，这也可以从图 7-13 中发现。应该注意的

是，在低频条件下，压电片中存在较大的电荷泄漏问题，导致理论分析与实验之间存

在差异。

图 7-11 MF-REH1 的开路电压响应：(a)实验中的加速过程，(b)仿真中的加速过程，(c)实验中的减
速过程，(d)仿真中的减速过程

Fig.7-11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responses of MF-REH1: (a) during accelerated process from
experiments, (b) during accelerated process from simulations, (c) during deceleration process from

experiments, (d) during deceleration process from simulations

图 7-14 显示了在 200 r/min，300 r/min 和 400 r/min 时，负载电阻对 MF-REH1 输

出平均功率的影响。平均功率可以估计为   
2

1
12

2d
t

t LLav ttRtVP ，其中 LV 是负载电阻 LR

上的电压，而  12 tt  为包含大数量周期的时间间隔。当转速为 200 r/min，负载电阻为

390 kΩ时 MF-REH1 平均功率达到最大值。当转速为 300 r/min，负载电阻为 300 kΩ
时 MF-REH1 平均功率达到最大值。当转速为 400 r/min，负载电阻为 240 kΩ时

MF-REH1 平均功率达到最大值。理论上，工作频率与压电能量采集器的最佳匹配电

阻成反比。实验结果与之相一致。为了方便比较，以下提到的实验和仿真均外接 240
kΩ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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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MF-REH1 不同恒定转速下的开路电压：(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Fig.7-12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s of MF-REH1 versus time: (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图 7-13 MF-REH1 不同恒定转速下的开路电压幅值
Fig.7-13 The amplitudes of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s of MF-REH1 at different constant rotating speeds

实验和仿真研究了 MF-REH1 不同转速下的负载电压。MF-REH1 在加减速过程

的负载电压如图 7-15 所示。因为 240 kΩ的电阻远小于 20 MΩ，所以电荷泄漏的更快。

当 MF-REH1 受到压力产生正电压时，电荷流出，从而电压降低；当压力为零时变形

恢复，产生负电压。图 7-16 显示了实验和仿真得到的各种恒定转速下 MF-REH1 的负

载电压。随着转速增加，电压幅值增加，正电压与负电压的比例增加。这是因为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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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激励频率增加，电荷泄露相对变慢，因此电压幅值增加。如图 7-15 和 7-16 所

示，在连接负载电阻的情况下，仿真结果与实验观测结果吻合良好。

图 7-14 在恒定转速 200 r/min，300 r/min 和 400 r/min 下，MF-REH1 外接电阻对平均功率的影响
Fig.7-14 Effects of the external resistances on the average powers of MF-REH1 at 200 r/min, 300 r/min

and 400 r/min

图 7-15 MF-REH1 负载电阻 240 kΩ的电压：(a)实验中加速过程, (b)仿真中加速过程, (c)实验中减

速过程, (d)仿真中减速过程
Fig.7-15 The voltages of MF-REH1 with a resistance of 240 kΩ：(a) during accelerated process from

experiments, (b) during accelerated process from simulations, (c) during deceleration process from
experiments, (d) during deceleration process from simulations

图 7-17 显示了实验和仿真得到的各种恒定速度下 MF-REH2 负载电压。MF-REH2
中有两个旋转磁体产生排斥力。因此，电压频率是旋转频率的两倍。随着转速的增加，

正电压与负电压的比例增加。图 7-18 中显示了外接 240 kΩ电阻的 MF-REH3 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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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仿真中各种恒定转速下的电压输出。对于 MF-REH3，在一个旋转周期中有一个压

力激励和一个拉伸力激励，与压力相反，拉力产生负电压，因为有电荷泄漏问题，在

恢复拉伸变形时，产生正电压。随着转速的增加，由于恢复变形而产生的电压降低。

如图 7-17 和 7-18 所示，对于旋转磁体的不同布置，仿真结果与实验观察结果非常一

致。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之间的所有上述比较证实了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精确描述不

同的激励条件下、不同磁体配置和不同工作状态（开路或负载）的 MF-REHs。

图 7-16 不同恒定转速下 MF-REH1 负载电阻 240 kΩ的电压：(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Fig.7-16 The voltages of MF-REH1 with a resistance of 240 kΩ versus time: (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负载 240 kΩ电阻的峰峰值电压如图 7-19 所示。对于磁

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三种旋转磁体配置，峰峰值电压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加。虽

然 MF-REH2 的输出电压频率是相同转速下 MF-REH1 的两倍，如图 7-16 和 7-17 所

示，MF-REH2 的峰峰值电压与 MF-REH1 的峰峰值电压在相同的转速下几乎相同。

MF-REH3 由压力产生的峰峰值电压与 MF-REH1 在相同转速下的峰峰值电压也几乎

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弯张型压电单元的输出电压幅值与激励速度有关，与一

个周期内激励的次数无关。在 MF-REH3 中，由压力产生的电压的峰峰值稍大于由拉

伸力产生的电压峰峰值。图 7-20 显示了三种 MF-REH 负载 240 kΩ电阻的平均功率。

随着转速的增加，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平均功率增加。MF-REH2 和 MF-REH3
的平均功率几乎相同，且几乎是 MF-REH1 的平均功率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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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不同恒定转速下 MF-REH2 负载电阻 240 kΩ的电压：(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Fig.7-17 The voltages of MF-REH2 with a resistance of 240 kΩ versus time: (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图 7-18 不同恒定转速下 MF-REH3 负载电阻 240 kΩ的电压：(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Fig.7-18 The voltages of MF-REH3 with a resistance of 240 kΩ versus time: (a) 10 r/min, (b) 200 r/min,
(c) 400 r/min, (d) 600 r/min, (e) 800 r/min, (f) 10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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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不同恒定转速下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负载电阻 240 kΩ的峰峰值电压
Fig.7-19 The peak-peak voltages of the MF-REHs with a resistance of 240 kΩ

图 7-21 显示了不同激励距离的 MF-REH2 负载 240 kΩ电阻的平均功率。随着激

励距离 d降低，MF-REH2 的平均功率显著增加。当 d = 0.028 m，转速为 1000 rpm 时

最大瞬时功率为 3.1 mW，平均功率为 0.22 mW。较小的激励距离表示作用在弯张型

压电单元上的磁力更大，从而可以采集更多能量。

研究中只考虑了一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多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可

以圆周阵列布置。根据其使用模式（并联或串联），通过单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

元的输出来计算具有多个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的旋转能量采集器的输出。显然，

更多的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可以采集更多能量。

图 7-20 不同恒定转速下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负载电阻 240 kΩ的平均功率比较
Fig.7-20 The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powers of the MF-REHs for the load resistance of 240 kΩ

在以前的实验中发现直接使用的压电陶瓷层容易损坏。弯张型压电单元中的压电

陶瓷层如果粘接牢固，可以在大量实验中保持良好的外观和稳定的性能。磁力耦合转

动能量采集器比基于压电悬臂梁的旋转能量采集器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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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不同激励距离的 MF-REH2 负载电阻 240 kΩ的平均功率
Fig.7-21 The average power of MF-REH2 for the load resistance of 240 kΩ with different excitation

distances

7.7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设计了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 (Magnetic coupling flextensional
rotation energy harvester: MF-REH)。通过能量法建立了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的机

电耦合动力学模型。对三种结构配置的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通过实验研究了动力

学和电学特性。结果显示，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精确预测不同激励下，不同旋转磁体

配置和不同条件下（开路或负载）的 MF-REH 的电压输出。如果不考虑电荷泄漏，

压力产生正电压，拉伸力产生负电压。负载电压幅值与激励力大小和激励速率大小有

关。一个周期内产生两次压力激励的原理样机在激励距离 0.028 m，转速 1000 rpm 时

最大瞬时功率为 3.1 mW，平均功率为 0.22 mW。增加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和激

励磁体数量，减小激励距离（即更大的激励力）可以显著增加功率输出。而且大量实

验表明，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可靠性高，性能稳定。这种设计结构简单，方便集

成到旋转设备实现自供能在线监测。或者加装叶片用于风能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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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全文总结

8.1 全文工作总结

从环境中采集能量为微电子器件供能，绿色环保、可持续。机械能（振动和转动）

是环境中最普遍的能量之一。压电振动和转动能量采集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但

输出功率低、环境适应性差和可靠性低是制约压电能量采集器件实际应用的关键问

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本论文探索了机械调制能量采集，即在机电转换之前，对外

部激励进行机械转换，比如规范化、升频和放大等处理。提出了滚压（接触）振动能

量采集，磁力耦合（非接触）振动能量采集和磁力耦合（非接触）转动能量采集。特

别针对自然环境中振动较弱、频率较低且分布范围广，研究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

量采集的双稳态宽频特性，提出了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一、提出了接触式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可以将不规则往复运动转换为规

则的单向幅值稳定的滚压力，提升频率和放大作用力。建立了理论模型表征滚珠滚压

弯张型压电单元的动力学行为。基于该模型，分析了结构参数对俘能性能的影响。发

现提高滚压深度可以增加采集的能量，但也会提高滚动摩擦力。进行了仿真和实验验

证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方法的优点。结果表明，不同激励下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

器产生幅值稳定的单向电压，具有机械整流特性。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设计结构简

单、紧凑，可以方便集成到如减振器等装置中。

二、提出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并应用于基座激励、脉冲激励和

水流激励下的能量采集。建立了理论模型表征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

学和电学特性。仿真和实验研究了基座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动力

学响应。结果表明，原理样机可在宽频范围有效工作，等效压电系数放大为 d33的 67
倍（d31的 137 倍）。理论和实验研究了脉冲激励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

结果表明，器件在弱脉冲激励下能有效俘获能量，在强脉冲激励下也能可靠工作。设

计了水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实验表明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

法适合水下能量采集，不仅容易密封，而且经过长时间水下实验，器件保持完好，性

能稳定。

三、分析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耦合模式和结构参数对振动能量采集

性能的影响。设计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分别采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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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排斥力、双对称磁吸引力和多磁排斥力。建立了考虑弯张小变形适用于不同磁力耦

合模式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在谐波激励和随机激励下研究了不同参数下磁力耦合

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并进行了相应的实验验证。结果验证了建立的数学模

型可用于精确表征各种耦合模式的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磁力耦合非线性

振动能量采集器的性能主要受势能阱深度、平衡位置和水平磁力分量的影响。可以通

过合理布置多个磁体来增加磁力水平分量和磁力垂直分量的比例，这有益于降低双稳

态系统中两个势能阱之间的势垒并增加俘能作用力。

四、提出了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实现了宽频振动能量采集的被动控制。建立了

多磁力耦合动力学模型。通过数值仿真和实验验证了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的作用。结

果表明，通过非线性磁力干预促使磁体振子在理想工作区域内振动，可以显著提高能

量采集器从低频弱振动激励下俘获能量的能力。当外部激励较强（≥0.3g）时，发生

主共振和次共振，可以采集更多振动能量。由于次谐振的贡献，能量采集器的工作频

宽增加了近 1 倍。在 0.5 g，8.5 Hz 谐波激励下，非线性磁力干预使得磁力耦合非线

性振动能量采集器的平均功率从 7.5 μW 增加到 29.5 μW。

五、设计了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基于能量法建立了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

器的机电耦合动力学模型。仿真和实验研究了三种结构配置的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

器性能。结果显示，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精确预测不同激励下、不同旋转磁体配置和

不同条件下（开路或负载）的能量采集器的电压输出。如果不考虑电荷泄漏，压力产

生正电压，拉伸力产生负电压。负载电压幅值与激励力大小和激励速率大小有关。一

个周期内产生两次压力激励的原理样机在激励距离 0.028 m，转速 1000 rpm 时最大瞬

时功率为 3.1 mW，平均功率为 0.22 mW。更多的磁力耦合弯张型压电单元，更多的

激励磁体和更小的激励距离（即更大的激励力）可以显著增加功率输出。而且大量实

验表明，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器可靠性高，性能稳定。这种设计结构简单，方便集

成到旋转设备实现自供能在线监测，或者加装叶片用于风能采集。

8.2 本文主要创新点

一、提出了滚压压电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实现了不规则往复运动产生规则、频率

提升、单向和幅值稳定的电压。

二、提出了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集方法，兼具非线性双稳态宽频和弯张放

大优点。实现了弱激励下等效压电系数放大 2 个数量级，可以在宽频范围采集能量，

且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可以在强脉冲激励下和水下采集能量。

三、提出了非线性磁力干预机制，优化了磁力耦合双稳态非线性双稳态振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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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方法，设计多个磁力矢量叠加的合力随位移变化，促使磁体振子在理想工作区

域内振动，实现了振动能量采集的被动控制。可以显著提高能量采集器从低频弱振动

激励下俘获能量的能力和增加有效工作频率范围（原理样机工作频率降至 5 Hz，有

效工作频率范围增加了近 1 倍），有利于自然环境中振动能量采集。

8.3 未来工作展望

本文工作面向实践中自供能无线传感需求，针对大幅低频振动能量采集，自然环

境低频弱振动能量采集和旋转运动能量采集，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但由于时间有

限，还有一些工作有待完成。

一、本文侧重于机械工程，为了促进实践应用，还需要开展电气方面的研究。

二、开展水下能量采集建模和动力学分析，优化水下磁力耦合非线性振动能量采

集器设计，开展水下自供能无线传感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三、基于磁力耦合转动能量采集设计，开展自然环境中小型风能采集研究，以及

面向自供能风速传感、环境自供能无线监测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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