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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電型與MEMS加速規之振動 量測技術
文/王聖涵，張匡儀，黃宇中
工業技術研究院 量測技術發展中心 工程師

摘要
為迎接物聯網時代，感測器的型態也不斷演進。以加速規來說，從原先的壓電型也發展出
MEMS型加速規。隨著低成本MEMS加速規的蓬勃發展，挾帶著體積微小的優勢，其應用日益
廣泛，許多人預期MEMS加速規將有機會取代傳統壓電型加速規。然而在工業應用時卻有值得
注意的地方。本文主要介紹壓電型加速規(市售與自製)和MEMS加速度感測器之工作原理與感測
機制，分別將兩種加速規放置於振動校正器量測其振動位移量，同時利用NI無線傳輸組，搭配
自行開發LabVIEW軟體，使自製加速規與MEMS加速規連結無線傳輸技術，透過無線感測網路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傳輸振動訊號，以模擬智慧工廠中，監控馬達異常振動的感測
器。經實驗可知，MEMS型加速規在量測加速度數據時差異較大，較不建議使用在廠房監控，若
需進行廠房振動監控時，則建議選用壓電型加速規為佳。未來如何即時確認加速規之電壓靈敏度
將是智慧工廠發展一大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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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43年，丹麥公司Brüel&
Kjær推出型號4301，成為世
界上第一個電荷加速規。從
此加速規(Accelerometer)藉由
壓電型式發展出許多不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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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設計更可應用於生物
動態監測。而MEMS加速規
相較於壓電型加速規的最
大特點為其成本較低，造成
許多應用之振動量測傾向使
用低成本MEMS加速規作為
廠房監控量測異常振動訊號
之感測器，因此其可靠度測

橋上軌道旁安裝加速
規感測器
傳輸線材不
易安裝且整
線問題

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振
動感測器的電壓靈敏度校正
與設定，若忽視此細節，將
造成量測訊號的頻率及振幅

橋下振動訊號擷取裝置

不準確，將影響後續的數據

圖1 軌道橋樑振動測試安裝振動訊號傳輸線材說明

分析及診斷。因此本文使用
Sandwiches加速規及一般市
售MEMS加速規於振動校正
器上進行振動測試，透過NI
無線訊號傳輸模組及自行開
發訊號擷取軟體擷取振動訊
號。其結果顯示壓電型及
MEMS加速規皆可量測振動
訊號，但一般市售MEMS加
速規容易受到線材及環境因
素訊號干擾。藉由振動校正
器可以快速簡單得到加速規
量測之振動訊號，透過SI單
位追溯方式，可知振動校正
器為一般常使用之振動傳遞
源，如圖2所示，要得到更精
確之電壓靈敏度值，應透過
多頻率點及加速規校正系統
之校正，提高感測器之可靠
度。

SI單位
電壓(V)長度(m)時間(s)

SI 單位(電壓V、長度m、時間s)

Calibration: Wavelength,
Voltage
ISO 16063-11
振動加速規電壓靈敏度校正程序
Input: Wavelength
Measurement: û , â
Output: Sr
標準低頻加速規
電壓靈敏度(Sr)
頻率範圍：0.1 Hz至10 kHz

一級校正實驗室
Input: Sr
Measurement: Vr, Vu
Output: Su
低頻加速規
電壓靈敏度(Su)
頻率範圍：0.1 Hz至10 kHz

二級校正實驗室
Input: Su
Measurement: V
Output: a
振動計/振動校正器
振動加速度(a)
頻率範圍：3.15 Hz至500 Hz

振動校正器追溯流程

正弦逼近法(Sine Approximation Method)
加速規原級
校正系統

Sr ＝

û
â

Sr: 參考標準加速規組電壓靈敏度 [V/(m/s2)]
û：參考標準加速規組輸出之電壓值[V]
â：雷射干涉儀加速度 [(m/s2)]
加速規比較式
校正系統

Su ＝

Vu
x Sr
Vr

Sr：標準低頻加速規組電壓靈敏度[V/(m/s2)]
Vr：標準低頻加速規組輸出之電壓值[V]
Su：待校低頻加速規組電壓靈敏度[V/(m/s2)]
Vu：待校加速規組輸出之電壓值[V]
振動測試量測

a＝

V
Su

a：量測振動值 [m/s2]
V：加速規輸出之電壓值[mV]
Su：加速規電壓靈敏度[mV/(m/s2)]

圖2 振動校正器SI 單位追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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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振動量測方面，工研院量測中心除提供

2 壓電型加速規開發技術
壓電型加速規係利用壓電效應來測量機械
動態變化量1，例如：加速度、振動頻率和機
械衝擊的動態變化。與所有傳感器一樣，壓電
加速規將一種機械形式的能量轉換成另一種電
壓形式，亦即將機械變化量轉換為電荷變化
量。當物理力施加在加速規上時，根據牛頓第
二運動定律，施加在壓電材料上的力可以由壓
電材料產生的電壓變化推算得知。工業上量測
振動最常使用的是壓電型加速度感測器，其依
結構產生電荷作用的方式可分為壓力式、剪力
式及彎曲式。其工作原理主要利用壓電效應
得到與振動與壓力(或剪力)成正比的電荷量(電

量測精準的振動校正檢測服務外，也具有開發
客製化加速規的實例，尤其針對在特殊環境
下，如高溫作業環境、粉塵環境，或特殊頻率
響應的加速規之需求，均可進行客製化之結構
設計、訊號處理及封裝技術，以提供業界最完
整的服務。本文設計之加速規的結構為壓電片
夾層組合成三明治樣式(Sandwiches)如圖3(a)所
示，內置有質量塊、壓電片、基座等，還搭配
螺絲、外殼、訊號連接線等組成，圖3(b)為完
成之實體外觀。在研發加速規過程為瞭解結構
共振頻率進行有限元素模擬分析(Finite Element
Method)，如圖4(a)，模態分析顯示當質量塊受
到振動後產生剪力運動使壓電材料產生電荷輸

壓量)。目前工業應用最常使用IEPE (Integrated

出。組裝完成後，如圖4(b)，模擬分析顯示振

electronic piezoelectric)型加速度感測器，即內置

動時較為重要的部份為連接位置點。組裝後實

IC電路壓電加速度感測器，感測器輸出與振

際之內部結構外觀如圖4(c)所示。依照圖5(a)

動量成正比的電壓信號，例如：100mV/g(每個
加速度單位輸出100mV電壓值。1g= 9.80665m/

(a)

(b)

質量塊2

s )。壓電型加速度感測器是一種常用的加速

外部訊號
連接線

壓電片

外殼頂部

規，它具有結構簡單、使用壽命長等優異的特

基座

2

螺絲

點。廣泛的應用在飛機、汽車、船舶、橋樑和

質量塊1

建築的振動和衝擊測量。對於加速規振動使用

外殼基座

之頻寬設計來說，加速規尺寸越大，其自然頻

圖3 壓電型剪力式Sandwiches加速規
(a)結構設計(b)實體外觀

率越低。因此選用加速規時應當考量電壓靈敏
度和結構尺寸和頻率響應特性等因素。低頻加

(a)

(b)

(c)

速度感測器之電壓靈敏度是可以設計達到10V/
g或更高電壓靈敏度，對於極低頻的振動量測
來說，高靈敏度往往帶來其他效應，比如感測
器的抗過載能力，穩定性以及對周邊環境干擾
等因素，因此選用具有低電雜訊的感測器在低
頻測量中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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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壓電型剪力式Sandwiches加速規有限
元素模擬分析(a)內部結構模擬分析，(b)含
外殼分析，(c)內部結構外觀

智慧機械

(a)

(b)

(a)

Sandwiches

Piezoelectric

Piezoelective

Electrostatic

5.6 kHz

•Most popular: electrostatic (capacitive) sensing
頻譜分析儀

圖5 Sandwiches加速規頻寬測試(a)測試架
構，(b)掃頻測試結果

Parallel Plate

Comb Structure

(b)
Sandwiches
加速規

Translation Detection

頻譜分析儀
振動校正器

圖6 Sandwiches加速規於振動校正器測試

圖7 MEMS加速規2(a)能量轉換機制，
(b)原理

實驗架構進行測試，完成後使用頻譜分析儀

多為電容式，如圖7(a)所示，透過外部力的變

(HP 35670A)進行掃頻測試其結果如圖5(b)，其

化使質量塊運動而產生電壓或電流變化而得到

說明設計之加速規共振頻率點在5.6kHz，使用

振動訊號，如圖7(b)所示。常見MEMS加速規

之頻寬在70Hz至5kHz有很好的平坦表現。結

其內部結構如圖8所示。MEMS加速規感測器

合ANSYS作為模擬分析軟體，將可初步估算

通常利用位置測量介面電路測量物體的位移，

加速規的共振頻率點。另外，也使用振動校正

然後用類比數位轉換器(ADC)將測量值轉換為

器作為追溯源，將Sandwiches加速規安裝於振

數位電子訊號，以便進行數位處理。MEMS加

動校正器上緣，如圖6，當振動校正器產生固

速規常見的檢測方法是電容檢測3，而加速度

定159.2Hz頻率時，透過頻譜分析儀量可量測

與物體運動產生的電容變化有關。這種檢測

到Sandwiches加速規的振動加速度、速度及位

技術的優點是精準度高、穩定度高、功耗低、

移值可以進行確認加速規之訊號。

結構簡單，以及不容易受雜訊及溫度波動的
影響。由於彈簧與以IC內的空氣作為阻尼器，

3 MEMS加速規簡介

電容式加速規的頻寬只有幾百赫茲。所以，對

微機電式加速規根據不同的能量轉換機

於檢測人體運動來說，此採樣頻寬足以滿足要

制可以分為2：壓電式(Piezoelectric)、壓阻式

求。MEMS加速規在行動裝置領域的應用很普

(Piezoresistive)、靜電式(electrostic)、電容式

遍，例如照相模式在「人像」和「風景」功能

(Capatitive)等各種感測方式，目前業界使用最

切換，或輕觸切換至下首歌曲等功能，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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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h Senseortec (Consumer)

•Analog Devices Accelerometer (Automotive)

(2007)

ADXL50(1994)
ADXL76(1996)

10.8mm2

5.4mm2

1.5x1.5x0.8 mm2
(2011)

ADXL78(2001)
ADXL180(2006)

2.7mm2

(2013)

•Accelerometers in multi-DOF Combos

2.5mm2

•STMicroelectronics Accelerometer (Consumer)

STMicroelectronics(LSMD333D)

(2008)

9-DOF
(2010)

Invensense(MPU9150)

Bosch Sensortech(BMC050)

9-DOF

ASIC

(2013)

MEMS
LIS2DH

6-DOF

2x2x0.9mm2

圖8 MEMS加速規內部結構2
(a)

(b)
NI myRIO
激振器

波形失真
頻譜分析儀

圖9 市售MEMS三軸加速
規外觀

5 Hz

10 Hz

100 Hz

160 Hz

圖10 利用NI myRIO內建三軸MEMS加速規(a)測試外觀，
(b)擷取測試訊號

於防震拍攝以及光學穩像機制。其它例子還包

號產生器使激振器分別產生5 Hz、10 Hz、100

括應用於遊戲機或利用手勢控制電視螢幕游標

Hz、160 Hz等訊號，其測試結果如圖10(b)所

的智慧設備，利用掌上型無線感測器單元控制

示，其結果表示在5 Hz、10 Hz有量測到很好之

外部設備的手勢命令。此感測器以功能取向，

波形，然而頻率到了100 Hz時波形有些微失真

對於振動訊號之精準度要求較低，若需要高階

現象，到了160 Hz因安裝效應將有產生較強烈

的感測器，相對設計之複雜度、製造成本及費

的干擾現象。通常此功能型振動感測對於低頻

用相對較高。本文採用市售常見之MEMS加速

表現較佳，但是對於需要高可靠度之廠房監控

規如圖9作為測試比較標的。

時，就顯得相當不適合，以免造成產品品質不
佳等問題，建議有廠房監控需求時必須選用穩

4 量測結果

定性較佳之加速規。

一般無線振動傳輸，使用功能型振動測試

為提高無線振動訊號量測精準度，使用

可利用NI myRIO4內建三軸向振動加速度測試

NI 91915作為無線訊號傳輸模組，可搭配振動

(Z軸方向)，測試架構如圖10(a)所示，利用訊

訊號量測NI cDAQ 9234，作為振動訊號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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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傳輸模組

架構如圖11所示。振動量測

PCB 356A15

最常使用振動校正器作為振
動源之傳遞，本文使用已校

振動校正器

正過之之振動校正器廠牌及

NI 9191

型號為PCB 394C06，其固定
產生159.2 Hz的頻率，加速度
振幅為9.81

圖11 市售壓電型三軸向加速規於振動校正器無線振動量測

m/s2，速度振幅為

無線傳輸模組

9.81mm/s，位移速度振幅為

Sandwiches 加速規

9.81μm。測試步驟如下：1.使
用市售三軸向壓電型加速規
(廠牌型號為PCB 356A156)於
振動校正器測試無線振動傳
輸訊號，2.使用Sandwiches壓

圖12 自製Sandwiches壓電型加速規於振動校正器無線振
動量測

電型加速規於振動校正器測

無線傳輸模組
MEMS 加速規

試無線振動傳輸訊號，3.使
用市售MEMS加速規於振動
校正器測試無線振動傳輸訊
號。利用Lab VIEW軟體自
行開發程式，將以上三組訊

圖13 市售三軸向MEMS加速規於振動校正器無線振動量測

號分別接入NI cDAQ 9234，
並利用NI 9191機箱將擷取到

異，而市售壓電型三軸向加

要的技術包括有質量塊選

的振動訊號利用wifi傳輸至

速規與自製Sandwiches壓電

用、壓電材料的選用、結構

遠端電腦進行訊號儲存與分

型加速規的差異值均在1%以

安裝與模擬、電荷訊號輸出

析，測試架構及結果分別參

下，由此可知，當需要較高

及封裝技術。本文介紹除自

考圖11至圖13。並將結果

的可靠度時，則不建議選用

行開發之三明治(Sandwiches)

整理於表1。可以看出在頻

低成本的MEMS加速規。

剪力式加速規及其頻寬表現

率方面，三種不同加速規的
表現皆好，頻率差異值都遠

外，最後將其連接NI訊號

5 結論

擷取裝置，透過Wifi無線傳

小於0.1%，但是在加速度差

在壓電型加速規研發過程

輸模組，配合自行開發之程

異值方面，就可以明顯看出

中，要實現自製穩定且適合

式可以遠端監控振動訊號量

MEMS加速規有3%以上的差

振動量測的加速規，較為重

測。將市售壓電型加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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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機械

自製加速規及MEMS加速規

振動判斷，是非常適宜的工

業4.0的智慧工廠。

分別藉由振動校正器激振

具，但若作為監控工具，應

後，由遠端電腦透過Wifi傳

使用高解析，且高頻寬之加

輸量測之振動訊號進行分析

速規較佳，經過校正得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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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三種不同加速規在

壓靈敏度，由軟體程式量測

%E5%A3%93%E9%9B%B

頻率與加速度的差異值，並

得到之振動訊號可大幅提高

B%E5%BC%8F%E5%8A%

確定MEMS加速規在加速度

系統監控能力。

A0%E9%80%9F%E5%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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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種不同加速規分別放置於振動校正器與振動校正器的頻率、加速度值之差異表
頻率(Hz)
振動校正器

頻率值差異(%)

159.2

加速度(m/s2) 加速度值差異(%)
9.81

市售壓電型三軸向加速規

159.206

0.003

9.807387

0.027

自製Sandwiches壓電型加速規

159.207

0.004

9.716539

0.953

市售三軸向MEMS加速規

159.204

0.002

10.141545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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