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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

陀螺仪，利用MPCVD磁、电约束方法制备了浓度大

于1018cm-1的氮元素掺杂金刚石结构，利用微纳

加工工艺方法制备了金刚石色心波导结构，实现

了NV色心结构的波导内全激发和空间全反射高

效率收集，同时结合电子束加工方法实现了微

波、射频天线的共面制造以及磁场产生线圈的芯

片化一体集成，并通过时序操控方法进行陀螺信

号高信噪比检测，发明了一种单芯片级的金刚石

色心自旋陀螺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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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其特征在于：包括金刚石衬底（1），所述金刚

石衬底（1）上表面中部加工金刚石NV色心波导（2），所述金刚石衬底（1）上表面采用MPCVD法

外延生长一层金刚石折射率匹配层；所述金刚石衬底（1）上表面位于金刚石NV色心波导（2）

两侧分别加工微带天线阵列（4）；所述金刚石衬底背面（3）中心部加工磁场产生线圈（9）；

金刚石NV色心波导（2）两端分别通过端面耦合方式连接激光输入端口（5）和荧光信号

输出光电检测端口（6）；所述微带天线阵列（4）通过端面耦合方式连接微波、射频信号输入

端口（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刚石衬

底（1）上加工有封装卡槽（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刚石NV

色心波导（2）的厚度200微米、宽度200微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带天线

阵列（4）中微带天线的规格为：长250微米，宽和高为40微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刚石折

射率匹配层厚200nm。

6.一种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金刚石衬底上部形成NV色心薄膜层；

（2）、对金刚石衬底的上下表面进行抛光；

（3）、在金刚石衬底上表面外延生长一层氧化硅掩膜层；

（4）、采用光刻和刻蚀技术，图像化转移制备出金刚石NV色心波导图像结构；

（5）、采用干法刻蚀技术进行金刚石体结构刻蚀，在金刚石衬底中部形成金刚石NV色心

波导；

（6）、去除氧化硅掩膜层，然后外延生长一层金刚石折射率匹配层，作为全反射包层；

（7）、芯片级平面集成与制造

（71）、采用电子束蒸发技术，在加工好的金刚石衬底上制备一层800~850nm的Ti/Pt/

Au，其中Ti厚度为100nm~200nm，Pt厚度为50nm~100nm，Au厚度为300nm~600nm；

（72）、采用IBE刻蚀技术，在衬底上位于金刚石NV色心波导的两侧分别刻蚀出微带天线

结构；

（73）、在金刚石衬底上表面旋涂一层光刻胶，热烘后保护衬底的上表面结构；

（74）、金刚石衬底翻转过来，在下表面重复步骤（71），采用IBE刻蚀技术刻蚀出磁场产

生线圈；

（75）全固化封装整个芯片级结构，通过端面耦合方式，在金刚石NV色心波导两端封装

激光输入端口和荧光信号输出光电检测端口，在微带天线的输入端封装微波、射频信号输

入端口。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具体如下：

高浓度金刚石色心制备工艺：利用微波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制备浓度高于1018cm-1的金刚

石色心；即采用高纯化N2气源和高内壁清洁净度气管，气源入腔口采用12500目过滤网进行

微尘，净化气体；在超高真空下采用高压微波等离子化CH4、H2、N2三种气体，激发出C、N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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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原子磁矩相互作用效应，采用磁、电约束方法，精确操控C、N原子比例，实现超高均匀性

的浓度高于1018cm-1的氮元素可控制造高浓度金刚石色心；

NV色心活化工艺：采用高能10MeV电子束辐射对金刚石衬底进行5小时辐照，进行原位

电子与晶格中的碳元素碰撞，产生空位；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快速退火驱使碳元素向表面移

动，消除晶格畸变和残余应力，然后在真空下850℃高温下退火2h，使空位发生迁移，并捕获

电子，形成NV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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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原子自旋陀螺仪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金刚石色心波导共面集成的芯

片级原子自旋陀螺仪。

背景技术

[0002] 第一代三浮和静电高精度陀螺仪近三十不再发展，第二代激光和光纤陀螺国内外

近十年无明显进展，第三代基于量子力学、微纳工艺的原子陀螺仪技术成为发展热点，基于

原子技术的陀螺仪能够达到精密物理测量的极限，且具有微型化、集成化发展的潜力，是惯

性导航技术实现长航时、高精度、低功耗、微型化发展的重点方向。其中，固态金刚石色心原

子陀螺由于其可微型化、可平面集成、功耗低等优势成为继气态核磁共振陀螺、原子干涉陀

螺之后的新型高精度原子陀螺仪研究热点和未来惯性导航器件发展重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固态金刚石色心原子自旋陀螺敏感效应，提出一种基于平面色心波

导、平面微波和射频微带天线、平面磁场产生线圈的共面集成芯片级金刚石色心原子陀螺

仪。

[0004]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包括金刚石衬底，所述金刚石衬底上表面

中部加工金刚石NV色心波导，所述金刚石衬底上表面生长一层覆盖波导的金刚石折射率匹

配层；所述金刚石衬底上表面位于金刚石NV色心波导两侧分别加工微带天线阵列；所述金

刚石衬底背面中心部加工磁场产生线圈。

[0006] 优选的，所述金刚石衬底上加工有封装卡槽。

[0007] 优选的，金刚石NV色心波导两端分别通过端面耦合方式连接激光输入端口和荧光

信号输出光电检测端口；所述微带天线阵列通过端面耦合方式连接微波、射频信号输入端

口。

[0008] 本发明首先采用微纳米制造工艺在金刚石表面加工制造了高浓度色心波导结构，

通过兼容工艺共面集成微波、射频天线和磁场线圈，研制芯片级金刚石色心原子陀螺仪，具

体制备方法如下：

[0009] （1）、在金刚石衬底上部形成NV色心薄膜层；

[0010] （2）、对金刚石衬底的上下表面进行抛光；

[0011] （3）、在金刚石衬底上表面外延生长一层氧化硅掩膜层；

[0012] （4）、采用光刻和刻蚀技术，图像化转移制备出金刚石NV色心波导图像结构；

[0013] （5）、采用干法刻蚀技术进行金刚石体结构刻蚀，在金刚石衬底中部形成金刚石NV

色心波导；

[0014] （6）、去除氧化硅掩膜层，然后外延生长一层金刚石折射率匹配层，作为全反射包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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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7）、芯片级平面集成与制造

[0016] （71）、采用电子束蒸发技术，在加工好的金刚石衬底上制备一层800~850nm的Ti/

Pt/Au，其中Ti厚度为100nm~200nm，Pt厚度约为50nm~100nm，Au厚度为300nm~600nm；

[0017] （72）、采用IBE刻蚀技术，在衬底上位于金刚石NV色心波导的两侧分别刻蚀出微带

天线结构；

[0018] （73）、在金刚石衬底上甩一层光刻胶，热烘后保护衬底的上表面结构；

[0019] （74）、金刚石衬底翻转过来，在下表面重复步骤（71），采用IBE刻蚀技术刻蚀出磁

场产生线圈；

[0020] （75）全固化封装整个芯片级结构，通过端面耦合方式，在金刚石NV色心波导两端

封装激光输入端口和荧光信号输出光电检测端口，在微带天线的输入端封装微波、射频信

号输入端口。

[0021] 使用时，通过恒流源给线圈施加电流产生稳定磁场。

[0022] 陀螺信号高信噪比读取方法如下：

[0023] 1、采用532nm激光对波导内的NV色心进行初始化；同时施加500Gauss磁场实现核

自旋极化，使激发态能级交叉弛豫，电子布居到+1态上；

[0024] 2、初始化和核自旋极化后，磁场阶跃到10Gauss，保持电子自旋极化，然后施加射

频π/2脉冲，脉冲频率为5.1MHz，经过T时间的自由演化，T小于核自旋横向弛豫时间，然后再

次施加射频π/2脉冲，脉冲频率为5.1MHz，使自旋相位发生相干，产生电子重新布居，使相位

调制变成强度调制；

[0025] 3、接着施加π/2微波脉冲信号和激光场，通过读取电子布居信息，得到参考陀螺信

号S1，接着施加π/2射频脉冲和微波脉冲信号，再次读取陀螺信号S2，通过对比得到高信噪

比的陀螺信号。

[0026] 本发明设计合理，利用MPCVD磁、电约束方法制备了浓度大于1018cm-1的氮元素掺

杂金刚石结构，利用微纳加工工艺方法制备了金刚石色心波导结构，实现了NV色心结构的

波导内全激发和空间全反射高效率收集，同时结合电子束加工方法实现了微波、射频天线

的共面制造以及磁场产生线圈的芯片化一体集成，并通过时序操控方法进行陀螺信号高信

噪比检测，达到所需要求。

附图说明

[0027] 图1表示芯片级金刚石色心原子陀螺整体结构

[0028] 图2表示金刚石波导加工工艺流程

[0029] 图3  表示一次陀螺信号检测时序

[0030] 图中：1-金刚石衬底，2-金刚石NV色心波导，3-金刚石衬底背面，4-微带天线阵列，

5-激光输入端口，6-荧光信号输出光电检测端口，7-微波、射频信号输入端口，8-封装卡槽，

9-磁场产生线圈（金属线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32] 一种单芯片级金刚石色心自旋陀螺仪，由平面金刚石色心波导、平面微波、射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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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天线、平面磁场线圈共面集成构成。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金刚石衬底1，所述金刚石

衬底1上表面中部加工金刚石NV色心波导2，所述金刚石衬底1上表面生长一层覆盖波导的

金刚石折射率匹配层；所述金刚石衬底1上表面位于金刚石NV色心波导2两侧分别加工微带

天线阵列4；所述金刚石衬底背面3中心部加工磁场产生线圈9。所述金刚石衬底1上加工有

封装卡槽8，全固化封装整个芯片级结构，封装后，金刚石NV色心波导2两端分别通过端面耦

合方式连接激光输入端口5和荧光信号输出光电检测端口6；所述微带天线阵列4通过端面

耦合方式连接微波、射频信号输入端口7。

[0033] 首先采用微纳米制造工艺在金刚石表面加工制造了高浓度色心波导结构，通过兼

容工艺共面集成微波、射频天线和磁场线圈，研制芯片级金刚石色心原子陀螺仪，具体制备

方案如下：

[0034] 1、高浓度金刚石色心制备与活化

[0035] 采用微波化学气相沉积（MPCVD）技术进行浓度高于1018cm-1的金刚石材料。采用高

纯化N2气源（99.99%）和高内壁清洁净度气管，气源入腔口采用12500目过滤网进行微尘，净

化气体。在超高真空（10-7torr）下采用高压微波等离子化CH4、H2、N2三种气体，激发出C、N原

子，利用原子磁矩相互作用效应，采用磁、电约束方法，精确操控C、N原子比例，实现超高均

匀性的浓度高于1018cm-1的氮元素可控制造。

[0036] NV色心活化工艺：采用高能10MeV电子束辐射对金刚石进行5小时辐照，进行原位

电子与晶格中的碳元素碰撞，产生空位。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快速退火趋势碳元素向表面移

动，消除晶格畸变和残余应力，然后在真空下850℃高温下退火2h，使空位发生迁移，并捕获

电子，形成NV色心。

[0037] 2、金刚石色心波导加工

[0038] 采用MEMS加工工艺，制备低损耗金刚石色心波导及其波导表面折射率匹配包裹结

构，实现对NV色心荧光信号高效率收集，如图2所示，工艺流程如下：

[0039] 1）采用MPCVD外延工艺和电子束辐射技术，在高温退火后在衬底上形成高质量的

NV色心薄膜层（即上述步骤1）；

[0040] 2）采用多次抛光技术对金刚石衬底上下表面进行抛光；

[0041] 3）在衬底上外延生长一层氧化硅掩膜层200nm；

[0042] 4）采用光刻和刻蚀技术，图像化转移制备出波导图像结构；

[0043] 5）采用干法刻蚀技术进行金刚石体结构刻蚀，形成金刚石色心波导结构，厚度200

微米，宽度200微米；

[0044] 6）去除氧化硅掩膜层，然后采用MPCVD外延生长一层金刚石折射率匹配层200nm，

作为全反射包层，实现对波导内中光信号局限传输，实现对输出信号的高效率收集和增强

读出。

[0045] 3、芯片级平面集成与制造

[0046] 在加工的金刚石波导结构上进行微波、射频天线以及磁线圈集成加工，具体步骤

如下：

[0047] 1）采用电子束蒸发技术，在加工好的金刚石衬底上制备一层800~850nm的Ti/Pt/

Au，其中Ti厚度为100nm~200nm，Pt厚度约为50nm~100nm，Au厚度为300nm~600nm；

[0048] 2）采用IBE刻蚀技术，刻蚀出微带天线阵列结构，微带天线长250微米，宽和高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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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

[0049] 3）在衬底上表面旋涂一层2微米的光刻胶，80度热烘2分钟，保护上表面结构；

[0050] 4）采用夹具把衬底翻转过来，下表面朝上，在该表面重复步骤1），采用IBE刻蚀技

术，制备金属线圈，来可控施加磁场，完成磁场、微波、射频、色心波导共面芯片级集成；

[0051] 5）最后通过封装卡槽全固化封装整个芯片级结构，通过端面耦合方式进行激光输

入、微波和射频信号端面耦合输入以及荧光信号输出读取，通过恒流源给线圈施加电流产

生稳定磁场。

[0052] 陀螺信号高信噪比读取，一次陀螺信号检测时序如图3所示。

[0053] 1）采用532nm激光对波导内的NV色心进行初始化；同时在线圈上施加500Gauss磁

场实现核自旋极化，使激发态能级交叉弛豫，电子布局到+1态上；

[0054] 2）初始化和核自旋极化后，磁场阶跃到10Gauss，保持电子自旋极化，然后施加射

频π/2脉冲，脉冲频率为5.1MHz，经过T时间的自由演化，T小于核自旋横向弛豫时间，然后再

次施加射频π/2脉冲，脉冲频率为5.1MHz，使自旋相位发生相干，产生电子重新布居，使相位

调制变成强度调制；

[0055] 3）接着施加π/2微波脉冲信号和激光场，通过读取电子布居信息，得到参考陀螺信

号S1，接着施加π/2射频脉冲和微波脉冲信号，再次读取陀螺信号S2，通过对比得到高信噪

比的陀螺信号。

[0056]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都不脱离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权利要求

保护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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