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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钢索（束）是索承桥梁和预应力结构的重要承重构件，因此施工及运营阶段的钢索（束）应力监控对确
保结构安全极其重要。研究基于磁弹效应和智能磁电材料，提出和研发了电磁弹式（elasto-magneto-electric，
EME）应力传感器和电磁弹仪，用于钢索（束）长期、无损、高精度应力监测。从 EME 应力传感器的原理出
发，通过试验验证了该监测系统的测量精确性和稳定性。该系统已应用于多个桥梁的智能应力监测，包括椒
江二桥斜拉索索力监测、泉州湾大桥体外预应力筋监测、台州高架桥体内预应力筋监测、四川饮马桥拱桥吊
杆索力监测（后装哈弗式传感器）。长期研发和工程实践证明，所提出和研发的 EME 应力监测系统可以实现
对钢索（束）的长期、无损、高精度（相对误差 2%）应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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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o-magnetic-electric (EME) stress monitoring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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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eel cables (tendons) are essential bearing component of cable-supported bridges and
prestressed structures, that’s why the stress monitoring for steel cables (tendon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ucture safety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hase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elasto-magnetic effect
and smart magneto-electric materials, an elasto-magneto-electric (EME) stress sensor and a magnetic
demodulator are proposed and developed for long-term, non-destructive and high-precision stress
monitoring of steel cables (tendons).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EME stress sensors, the measuring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are verifi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e developed systems
have been applied for intelligent stress monitoring for steel cables in the 2nd Jiaojiang bridge, external
prestressed tendons in Quanzhou Bay bridge, internal prestressed tendons in Taizhou viaduct, hangers in
Yinma bridge in Sichuan (using after-construction installing Harvard sensors). After long-term R&D and
engineering,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e EME stress monitoring system can realize long-term, non-destructive
and high-precision stress monitoring of steel cables (tendons) with a relative error of less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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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世界各国桥梁安全事故频发，例如

2018 年 1 月 15 日哥伦比亚 Chirajara 大桥发生倒塌（如
图 1 所示），导致多人伤亡。国内倒桥事故也频繁发
生，使得社会对桥梁，特别是索承桥（斜拉桥、拱桥、
悬索桥）的安全问题倍加关注。众所周知，预应力结
构的预应力筋、拱桥的吊杆和系梁（索）、斜拉桥的
拉索，以及悬索桥的缆索体系均为桥梁结构核心受力
构件，它们的受力状态对于结构安全和健康状态的评
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施工及运营阶段的钢

图1
Fig. 1

哥伦比亚 Chirajara 大桥
Chirajara bridge in Columbia

索（束）应力监测对确保结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传
统的应力测量有应变监测法、振动频率法、压力传感器法等，但它们均有不同程度的缺点[1~3]。因此，如
何高精度、无损地测量钢索（束）的实际受力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工程应用价值。
理论证明，钢材等铁磁材料在不同的受力状态下，具有不同的磁特性，利用对磁特性的测量，可以
实现对其所处受力状态的检测[4]。因此，基于磁弹效应的磁通量传感器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5~7]。然
而，由于需要大体积的励磁线圈，以及作为检测元件的副线圈响应信号弱，传统磁通量传感器在工程中
的推广与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着重介绍一种新型磁弹传感器——EME 应力传感器。EME 应力传感器选用一种智能磁电传感
元件作为信号检测元件，与传统测量线圈相比，优缺点如表 1 所示。该元件具有更高的磁电转化系数和
磁场响应度。经试验验证，与传统磁通量传感器相比，EME 应力传感器体积更小、磁电响应速度更快、
测量精度更高[8~10]。
表1
Tab. 1

各类应力测量方法的优劣对比

Comparison 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stress measurement methods

监测类型

优点

缺点

振弦式、电阻式应变监测法

易于安装

振动频率法

安装简单、可重复使用

压力传感器法

短期精度高

EME 应力传感器

无损、非接触测量，精度高，寿命长，易校
准，长期精度高；对新建工程可工厂预制，对
既有工程可现场制作；广泛应用于各类钢结构

1

磁弹应力监测系统的工作原理

1.1

磁弹效应原理

只能监测应力变化值，不能监测绝对值；从应变到应力
的转换，受温度和边界条件等影响，难以获取真实应力
受边界条件、弯曲刚度、减振装置等影响，精度低，仅
适用于长索
传感器长期受力，出现材料徐变导致数据失真或失效；
串联于结构中，一旦损坏难以修复和更换，影响结构安全；
大吨位传感器制作和标定难度大，成本高
需采用同种材料构件标定，或进行现场标定

EME 应力传感器基于铁磁性材料的磁弹效应原理制成[11]。即当铁磁性材料承受的外界机械荷载发生
变化时，其内部的磁化强度（磁导率）会发生变化，通过量化铁磁性材料制成的构件的磁导率变化，即
可评定被测构件的内力。由基本理论公式为

μ⋅H =

3λs M s
σ sin 2 θ 0 cos θ0 ，
2Ku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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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μ 为磁导率；H 为磁场强度； λs 为磁致伸缩常数； M s 为饱和磁化强度； K u 为单轴各向异性常数；

σ 为相应应力； θ0 为应力方向与磁化轴的夹角。式（1）给出了应力与磁导率变化的基本关系，因此可
以通过磁导率的变化得到构件所受应力[12]。
1.2

智能磁电传感元件
磁电层合材料是一种新型的磁电复合材料。它基于磁致伸缩材料和压电材料的乘积效应进行工作。

在磁场的作用下，磁致伸缩层产生应力或应变，此机械运动通过粘结层传递到压电层，压电层由于压电
效 应 而 产 生 电 场 ， 从 而 实 现 磁 电 转 换 。 本 传 感 器 采 用 的 智 能 磁 电 传 感 元 件 由 三 种 磁 电 材 料 ——

Terfenol-D/PMN-PT/Terfenol-D 层合而成，其中 Terfenol-D 为稀土超磁致伸缩材料；PMN-PT 为铌镁酸铅
晶体，其是一种新型压电材料。将两种材料层叠用以代替传统的测量线圈。该材料工作中不需要外部供
电，Terfenol-D 和 PMNT-PT 本身具有很高的磁电转化系数[13~15]，与传统线圈相比，磁电响应速度更快、
测量精度更高、且体积小便于安装。
1.3

应力监测系统原理

EME 应力监测系统（如图 2 所示）由 EME 应力传感器（如图 3 所示）、磁弹仪（如图 4 所示）和
多通道采集箱组成，其中每个采集箱可带 8 个通道，监测结果可上传至服务器或云端。表 2 给出了常用
传感器与磁弹仪规格。系统工作原理为：将被测构件穿过 EME 应力传感器，然后通电给励磁线圈对被
测构件进行励磁，内置的智能磁电材料感应到磁场产生电压信号，通过数据采集模块对该感应电压信号
进行采集和分析，便可以得到被测构件的磁特征量。通过标定，即可实现对构件的无损应力监测。

图2
Fig. 2

图3
Fig. 3

EME 钢索（束）应力监测系统的组成

Composition of EME stress monitoring system of steel cables (tendons)

EME 应力传感器
EME stress sensors

图4
Fig. 4

磁弹仪

Magnetic demod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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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 EME 应力传感器与磁弹仪规格

Common specifications of the EME stress sensor and the magnetic demodulator

设备
传感器

磁弹仪

规格

参数指标

内径

15～300 mm，可定制

测量范围

0～屈服应力

接线长度

可达 200 m

工作温度

−40～80℃

制作方式

可工厂制作（新建工程），也可现场制作（既有工程）

通道数

1～128 通道，可定制

电源

市电（AC 220 V）

2

四座实桥上的监测应用

2.1

椒江二桥：斜拉桥斜拉索索力监测
椒江二桥是位于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一座公路斜拉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运营中投

入一套完整的健康监测系统，用以监测实桥的运营状态，保证桥梁的安全性、适用性与耐久性。EME 应
力传感器作为该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四根拉索（编号：J8-3、J8-4、A8-3、A8-4）的长期监测。首先
设计实验室足尺试验[16]，之后以椒江二桥四根相同型号的拉索为试验对象，在工厂进行标定（如图 5 所示），
得出磁特征值 XEME 与索力 T 的关系。通过标定结果可以看出：拉索索力与磁特征值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且重复性高、稳定性好。之后将传感器固定在实桥拉索上进行步载试验，现场校核 EME 应力传感器测
量精度。将测得的传感器示数与油压表示数进行对比（如图 6 所示），可以发现测量误差小于 60 kN，
相对误差小于 2%，符合工程要求，说明 EME 应力传感器在现场工作时具有相当高的精确性。

Fig. 5

图 5 拉索工厂标定曲线
Calibration curve in the cable factory

图 6 EME 应力传感器示数与油压表示数的对比
Fig. 6 Comparasion of EME stress sensor reading and
oil pressure gauge reading

自 2012 年 10 月起，用于椒江二桥的长期在线应力监测的 EME 应力传感器系统正式启动。课题组
成员于 2017 年 6 月进行回访，基于管理方数据保密等限制要求，最终获取得到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时间段内的长期监测数据。图 7 即为 J8-4 号拉索的索力监测数据，数据显示：拉索索力基本在 3 000～
3 500 kN 范围内波动，远低于拉索破断力，表明桥梁工作正常，磁弹索力监测系统依旧运转良好；监测
索力均值在 3 300 kN 左右，最大值达到 3 500 kN，与设计索力 3 100 kN 相比略有增大，表明近年来椒江
二桥的车流量明显增加。

Vol.12

No.5

October 2019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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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二桥长期索力监测数据

Long-term cable force monitoring data in the 2nd Jiaojiang bridge

泉州湾大桥：体外预应力筋应力监测
泉州湾跨海大桥起止于泉州晋江和泉州惠安。其应力测量分为两部分，分别为位于泉州湾南岸 A1

标段的 23 跨～25 跨箱梁节段和泉州湾北岸 A3 标段 119 跨～121 跨箱梁节段，主要用于体外预应力筋的
应力测量。预应力筋型号为 15.2-27，即由 27 根 15.2 mm 的钢绞线组成。在每个测点选择 27 根钢绞线
中的 3 根安装传感器。泉州湾南北岸每侧各有 10 个测点、30 个传感器，总计 60 个传感器。图 8 即为传感
器安装实物图。

图8
Fig. 8

EME 应力传感器的实际安装位置
Installing locations of EME stress sensors

a—梁体体外预应力筋位置；b—EME 应力传感器
a-Location of external prestressed tendons on the box gider; b-EME stress sensors

2.3

台州高架桥：体内预应力筋应力监测
浙江省重点工程 104 国道温岭大溪段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组合小箱梁（30 m）或 T 梁（35 m），预应

力筋的应力状态对桥梁的承载力具有重要影响。为确保预应力筋的张拉施工质量，对该桥体内预应力筋
实施应力监测（如图 9～图 10 所示）。
2.4

四川饮马桥：拱桥吊杆应力监测
饮马大桥主跨为 110 m 中承式钢筋混凝土箱形拱桥。由于在役年限较长需做加固，同时增加了 EME

应力监测系统作为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的一部分。针对在役桥梁，本次创新性地采用后装哈弗式传感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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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图 12 所示），系统共计 6 个 EME 应力传感器，分别布置于第三跨上下游侧 1#索、东侧 4#索、
西侧 4#索处。后装哈弗式传感器与传统的闭环式传感器测量原理相同，主要在安装方式上有所不同：采
用卡扣对两个半环套筒进行连接，避免了传统闭环式传感器必须在拉索制作时安装的使用缺陷。

图9
Fig. 9

图 11

EME 应力传感器的安装

图 10

Installment of the EME stress sensors

Fig. 10

图 12

后装哈弗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Fig. 11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the
after-construction installed Harvard sensor

Fig. 12

封锚灌浆

Sealing anchor and grouting

后装哈弗式传感器的结构图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after-construction
installed Harvard sensor

与椒江二桥类似，为保证能够准确测量实际索力，首先根据实际被测构件尺寸设计制作传感器；
然后在实验室对相同材质的拉索进行标定试验；完成后将该传感器重新拼装至实际吊杆上，进行现场
校核，即测量获得拉索索力的绝对值，与历史索力数据进行比较；现场校核完成后，最后运行测量系
统，进行索力的长期监测。以 1 号传感器为例，图 13 为该通道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的温度与索力监测数据。由图 13 分析可知，吊杆索力较为稳定，表明该桥运营状态良好，测量稳定性
好；同时，当温度曲线呈下降趋势时，索力曲线有相反的变化趋势，说明温度对于结构的应力状态有
一定影响。

3

结论
由于传统的应力监测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桥梁运行结构安全监测的需求，本文提出的基于磁弹

效应的索力监测系统，能够实现采集信息的自动化，检测缆索或预应力筋的实际受载情况，实现对运行
桥梁的长效监测，从而为保障桥梁结构安全提供可靠数据。本文从磁弹效应的基本原理出发，介绍了 EME
应力系统的性能特点，并进行了验证，之后通过工程实例展示了磁弹索力测量系统的实际运用情况。可
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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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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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传感器长期监测数据（温度与索力）

Long-term monitoring data of No. 1 sensor (temperature and cable force)

1）不论是使用先装式还是后装式 EME 应力传感器，基于电磁弹效应的索力监测系统均可直接实现
对拉索或预应力筋全量应力的非接触监测，得出被测构件受载大小的绝对数值。

2）足尺试验与现场校核试验证明，基于 EME 应力传感器的应力监测系统的测量结果具有相当高的
测量精度（相对误差均小于 2%），且在多次测量下具有足够的稳定性，能够达到工程实际应用要求。

3）该索力监测系统已经成功运用于浙江椒江二桥、福建泉州湾大桥、浙江台州高架桥、四川绵阳饮
马桥等 20 余座桥梁，实现了对于拉索和预应力钢绞线的应力测量。大量工程应用和长期监测数据表明：
基于电磁效应的应力监测系统稳定性好，测量精度高，既可运用于新建桥梁施工及运营期拉索应力监测，
又可对已建桥梁进行长期的应力监测，以预防桥梁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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