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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光电检测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

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及方法。该

装置包括宽谱光源、加热光源、光纤传感器、光谱

仪、耦合器、隔离器B、隔离器C、环形器、单模光

纤、风速测量管道，所述的光纤传感器为基于表

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

该传感光纤由纤芯向外的第二层六边形介质孔

层的相对边中心位置的两个介质孔内壁分别镀

有产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金属薄膜，镀有金属

薄膜的一个介质孔及同层相邻的两个介质孔中

填充介质A，介质A未填充的所有介质孔中填充介

质B，光纤传感器的温度发生变化时，金属薄膜A

和B的共振波长变化不一致，求得应变值，进而消

除应变影响求得温度值，再以此计算得到光纤热

线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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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宽谱光源、加热光

源、光纤传感器、光谱仪、耦合器、隔离器B、隔离器C、环形器、单模光纤、风速测量管道；光谱

范围覆盖光纤传感器工作波长范围；光谱仪的工作波长范围覆盖光纤传感器工作波长范

围；宽谱光源通过单模光纤与隔离器B相连，加热光源通过单模光纤与隔离器C相连，隔离器

只允许光信号单向传输；隔离器B和隔离器C分别通过单模光纤与耦合器相连；环形器通过

单模光纤分别与耦合器、光纤传感器和光谱仪相连，其中从单模光纤BE(356)入射环形器的

光从单模光纤BF(367)输出，从单模光纤BF(367)入射环形器的光从单模光纤BG(368)输出；

光纤传感器位于风速测量管道之中；所述的光纤传感器为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

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其主要结构为传感光纤，该传感光纤为实心的光子晶体光纤，光子晶

体光纤的介质孔以纤芯为中心呈正六边形多层排布，介质孔排布层数至少两层，介质孔的

直径与任意两个相邻的介质孔间距离的比值是3：5，由纤芯向外的第二层六边形介质孔层

的相对边中心位置的两个介质孔内壁分别镀有金属薄膜，所述金属薄膜采用能产生表面等

离子体共振的金属材料；所述镀有金属薄膜的一个介质孔及同层相邻的两个介质孔中填充

介质A，所述介质A的折射率与温度间为负相关关系；介质A未填充的所有介质孔中填充介质

B，所述介质B的折射率不受温度影响。

2.根据权利要求1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纤传感

器的介质孔间距离为2μm。

3.根据权利要求1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光纤

外包裹保护套管，保护套管材料为石英或有机玻璃。

4.根据权利要求1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薄膜

厚度为20nm～60nm，金属薄膜的金属材料为金或银。

5.根据权利要求1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介质A为

二甘醇。

6.根据权利要求1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介质B为

空气。

7.权利要求1～6所述任一装置的风速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宽谱光源发出的光信号

经过单模光纤进入隔离器B，加热光源发出的光信号经过单模光纤进入隔离器C，隔离器B输

出的光信号经单模光纤进入耦合器，隔离器C输出的光信号经单模光纤进入耦合器，耦合器

输出的光信号经单模光纤BE进入环形器，环形器的输出光信号经过单模光纤BF进入光纤传

感器，在光纤传感器中，金属薄膜A和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处的光信号强度被

损失掉，使宽谱光信号产生两个光强谷，并且当光信号到达光纤传感器的末端端面时部分

光信号发生反射，经过单模光纤BF进入环形器，环形器的输出光信号经过单模光纤BG进入

光谱仪，通过观察光谱仪上显示的两个光强谷的波长位置，即可得到风速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风速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启动加热光源、宽谱光源和光谱仪；

步骤2，在光谱仪上观测金属薄膜A和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值；

步骤3，根据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值，计算得到应变值；

步骤4，根据计算得到的应变值，计算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受应变影响

产生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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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利用在光谱仪上观测的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值，减去计算得到

的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受应变影响产生的变化量，计算得到金属薄膜A的表

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只受风速影响移动到的波长值；

步骤6，根据计算得到的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只受风速影响移动到的波

长值，计算出风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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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电检测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热线风速测量方法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气体流速测量方法，其原理是利用气流通

过高温物体时所带走高温物体表面热量与气流流速间的关系，实现对气流流速的测量，通

过测量高温物体的温度即可得到气体流速值。

[0003] 由于在防爆要求较高、电磁干扰较强和强腐蚀环境中电子式热线风速传感设备无

法使用，而光纤设备具有本征安全、抗电磁干扰、抗强腐蚀的特点，因此光纤热线风速测量

技术成为气体流速传感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光纤热线风速传感方法主要利用光纤光栅、

光纤谐振腔作为传感器测量被测环境的温度和风速。但是由于光纤光栅和光纤谐振腔对应

力也敏感，因此在测量温度和风速的同时，测量结果会受到应力的影响。此外，光纤光栅和

光纤谐振腔的温度和风速灵敏度不够高，例如，光纤光栅的温度灵敏度为0.01nm/℃，而目

前通用的光谱仪的光波长分辨力只有0.02nm，因此无法实现高精度的风速测量，并且风速

测量量程也受到限制。

[0004]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现象是一种非线性光学现象，当满足一定条件的光透过光介质

照射到金属表面时，会将光能传递给电子，形成等离子体，这一现象为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产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最强烈时所对应的光波长即为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由于表面等

离子体共振波长对光介质折射率有较高的灵敏度，同时利用光子晶体光纤的结构特点，光

纤表面等离子体技术广泛应用于高灵敏度介质折射率测量，进一步，利用介质的折射率与

介质温度间的关系实现温度测量，并利用温度和风速间关系实现风速测量。由于光子晶体

光纤和金属的几何尺寸和结构同样会影响共振波长，因此当光纤传感器受到应力影响产生

应变时，会使风速的测量结果产生偏差。但是目前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的光纤传

感器无法消除应变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通过能够同时测量应变和温度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

振的光纤传感器，实现不受应变影响且具有高灵敏度的光纤风速测量装置及方法。在装置

中产生两个不同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现象，利用两个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现象的共振波长随

风速和应变移动的特点解算出应变值，并进而计算出应变补偿后的风速值。

[0006]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包括宽谱光源、加热光源、光纤传感

器、光谱仪、耦合器、隔离器B、隔离器C、环形器、单模光纤、风速测量管道；光谱范围覆盖光

纤传感器工作波长范围；光谱仪的工作波长范围覆盖光纤传感器工作波长范围；宽谱光源

通过单模光纤与隔离器B相连，加热光源通过单模光纤与隔离器C相连，隔离器只允许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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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单向传输；隔离器B和隔离器C分别通过单模光纤与耦合器相连；环形器通过单模光纤分

别与耦合器、光纤传感器和光谱仪相连，其中从单模光纤BE入射环形器的光从单模光纤BF

输出，从单模光纤BF入射环形器的光从单模光纤BG输出；光纤传感器位于风速测量管道之

中；所述的光纤传感器为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其主要结

构为传感光纤，该传感光纤为实心的光子晶体光纤，光子晶体光纤的介质孔以纤芯为中心

呈正六边形多层排布，介质孔排布层数至少两层，介质孔的直径与任意两个相邻的介质孔

间距离的比值是3：5，由纤芯向外的第二层六边形介质孔层的相对边中心位置的两个介质

孔内壁分别镀有金属薄膜，所述金属薄膜采用能产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金属材料；所述

镀有金属薄膜的一个介质孔及同层相邻的两个介质孔中填充介质A，所述介质A的折射率与

温度间为负相关关系；介质A未填充的所有介质孔中填充介质B，所述介质B的折射率不受温

度影响。

[0008] 所述光纤传感器的介质孔间距离为2μm。

[0009] 所述传感光纤外包裹保护套管，保护套管材料为石英或有机玻璃。

[0010] 所述金属薄膜厚度为20nm～60nm，金属薄膜的金属材料为金或银。

[0011] 所述介质A为二甘醇。

[0012] 所述介质B为空气。

[0013] 应用上述装置的风速测量方法为：宽谱光源发出的光信号经过单模光纤进入隔离

器B，加热光源发出的光信号经过单模光纤进入隔离器C，隔离器B输出的光信号经单模光纤

进入耦合器，隔离器C输出的光信号经单模光纤进入耦合器，耦合器输出的光信号经单模光

纤BE进入环形器，环形器的输出光信号经过单模光纤BF进入光纤传感器，在光纤传感器中，

金属薄膜A和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处的光信号强度被损失掉，使宽谱光信号产

生两个光强谷，并且当光信号到达光纤传感器的末端端面时部分光信号发生反射，经过单

模光纤BF进入环形器，环形器的输出光信号经过单模光纤BG进入光谱仪，通过观察光谱仪

上显示的两个光强谷的波长位置，即可得到风速值。

[0014] 具体测量步骤如下：

[0015] 1.启动加热光源、宽谱光源和光谱仪。

[0016] 2.在光谱仪上观测金属薄膜A和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值。

[0017] 3.根据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值，计算得到应变值。

[0018] 4.根据计算得到的应变值，计算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受应变影响

产生的变化量。

[0019] 5.利用在光谱仪上观测的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值，减去计算得到

的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受应变影响产生的变化量，计算得到金属薄膜A的表

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只受风速影响移动到的波长值。

[0020] 6.根据计算得到的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只受风速影响移动到的波

长值，计算出风速值。

[0021] 进一步地，上述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的风速测量方法的测量原理是：加热

光源输出光功率稳定的光信号，对光纤传感器进行加热，使光纤传感器的温度高于环境温

度，在无气体流动的环境中，光线传感器的温度值最高，当宽谱光信号进入光线传感器B时，

由于金属薄膜A和金属薄膜B受激产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现象，宽谱光信号中金属薄膜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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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处的光信号强度被削弱，因此，在光谱仪上可以观测到

两个光强下降谷，光强下降谷底的波长与金属薄膜A和金属薄膜B共振波长相对应，表面等

离子体共振波长与介质孔中填充介质的折射率和金属薄膜的几何结构有关，当光纤传感器

处于气体流场中时，由于气流带走光纤传感器的热量，因此光线传感器的温度随风速的增

大而降低，由于介质A的折射率随温度发生变化，而介质B的折射率不随温度发生变化，因

此，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随风速的变化而产生移动，而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

离子体共振波长不发生变化，此外，气体流场使光线传感器B产生应变，使金属薄膜A和金属

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波长产生移动，利用光谱仪测量金属薄膜B所对应光强下降谷的波长移

动量便可测得应变值，利用光谱仪测量金属薄膜A所对应光强下降谷在风速和应变同时作

用下的波长移动总量，结合测得的应变值，计算出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只受

风速作用下的移动量，进而求得风速值，有效消除应变对风速测量产生的影响。

[0022]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实现了一

种基于光纤技术的高灵敏度温度、应变同时测量方法。

[0024] 2)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方法，解决了光纤热线风速仪

灵敏度低的问题。

[0025] 3)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方法，扩大了光纤热线风速仪

的量程。

[0026] 4)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方法，解决了应变对光纤热线

风速仪测量准确性的影响问题。

[0027] 5)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耐腐蚀，不易受电磁干

扰，可以应用在苛刻的检测环境。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结构示

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传感光纤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在不同

温度下的光谱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金属薄膜A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随温度变化曲线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金属薄膜A和金属薄膜B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波长随应变变化曲

线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金属薄膜A共振波长随风速变化曲线图。

[0035] 图8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的风速测量方法风速测量上限示

意图。

[0036] 图中：11保护套管；12传感光纤；131介质孔A；132介质孔B；133介质孔C；134介质孔

D；141金属薄膜A；142金属薄膜B；15光子晶体光纤；31宽谱光源；32加热光源；33隔离器B；34

隔离器C；35耦合器；36环形器；37光纤传感器；38光谱仪；39风速测量管道；313光纤BA；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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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BB；335光纤BC；345光纤BD；356光纤BE；367光纤BF；368光纤BG。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结构、原理以及工作过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8]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

结构图。所述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的光纤温度、应变传感器由保护套管11和传感

光纤12组成。保护套管11外径为1mm，采用石英材质，用于保护传感光纤不受被测环境影响

产生折断等损坏。如图2所示为传感光纤12的结构图。传感光纤12由光子晶体光纤15、金属

薄膜A141、金属薄膜B142、填充介质A和填充介质B组成，在光子晶体光纤15的介质孔B132内

表面镀有金属薄膜A141，介质孔D134的内表面镀有金属薄膜B142，金属薄膜A141和金属薄

膜B142是可以产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现象的金属，选用金，厚度通常为40nm。介质孔A131、

介质孔B132、介质孔C133中为介质A，其余所有介质孔中为介质B，其中，介质A的折射率随温

度产生变化，介质B的折射率随温度不产生变化，在本发明的可行性验证中，介质A为二甘

醇，介质B为空气。

[0039]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是：当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介质A的折射率同时发生变化，介质B的折射率不发生变化，由

于共振波长与填充介质折射率有关，因此，金属薄膜A141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发生变

化，金属薄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不发生变化，如图3所示，其中，金属薄膜A141的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随温度呈现线性变化趋势，斜率为6.8nm/℃，如图4所示；当光纤收

到外界力的作用时，光纤横截面由圆形变成椭圆形，受几何形状变化的影响，金属薄膜A141

和金属薄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均发生变化，如图5所示，金属薄膜A141和金属薄

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随应变呈现不同斜率的线性变化，斜率分别为1318nm/ε和

190nm/ε。

[0040] 基于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的工作

原理，本发明提出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风速测量装置的风速测量方法，结构如图6所

示。其工作过程为：宽谱光源31发出的光信号经过光纤BA313进入隔离器B33，加热光源32发

出的光信号经过光纤BB324进入隔离器C34，隔离器B33输出的光信号经光纤BC335进入耦合

器35；隔离器C34输出的光信号经光纤BD345进入耦合器35；耦合器35输出的光信号经光纤

BE356进入环形器36，环形器36的输出光信号经过光纤BF367进入光纤传感器37，光纤传感

器37为本发明提出的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及应变补偿的光纤温度传感器；进入光纤传感

器37的光信号中，产生于加热光源32的光信号使光纤传感器37被升温，产生于宽谱光源31

的光信号中，金属薄膜A141和金属薄膜B142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处的光信号被损耗，用

于产生表面等离子体现象；光纤传感器37放置在风速测量管道39中；光纤传感器37输出的

光信号经过光纤BF367进入环形器36，环形器36的输出光信号经过光纤BG368进入光谱仪

38，在光谱仪38上显示金属薄膜A141和金属薄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位置。当风

速测量管道39中的风速增大时，气流带走光纤传感器37的热量随之增加，致使光纤传感器

37的温度降低，从而使介质A的折射率产生变化，进而使金属薄膜A141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波长产生变化；同时，由于风速变化，致使光纤传感器37受风力产生的应变发生变化，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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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薄膜A141和金属薄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产生变化。金属薄膜A141和金属薄

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与风速测量管道39中的风速值和应变的关系表达式为：

[0041]

  λA＝f(v)+bAΔη (1)

  ΔλB＝bBΔη (2)

[0042] 式中，λA表示金属薄膜A141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v表示风速值；f(v)表示风

速v与金属薄膜A141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λA的关系函数；ΔλB表示金属薄膜B142的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波长的变化量；Δη表示应变变化量；bA表示金属薄膜A141的表面等离子体共

振波长与应变变化量Δη间的关系系数；bB表示金属薄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与

应变变化量Δη间的关系系数。通过计算金属薄膜B142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变化量，可

以计算光纤传感器37产生的应变，进而计算出由于应变产生的金属薄膜A141的表面等离子

体共振波长变化量，从而计算出金属薄膜A141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受风速影响产生的

变化量，从而有效消除应变的影响而测出准确的风速值。

[0043] 如图7所示为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仿真计算得到的风速v与金属薄膜A141的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波长λA的关系曲线，即f(v)。如图7所示，λA与v为单调曲线，因此，利用公

示(2)可以计算光纤传感器37产生的应变量，进而计算出在消除应变影响下的λA值，进而求

出风速值，实现消除应变干扰下的风速准确测量。通过图7可知，ΔλA随v的增大而减小，当v

增加到一定程度，由于光谱仪无法分辨λA的变化量而无法测量出准确的风速值，则风速测

量量程与光谱仪分辨力间关系为：

[0044]

  σ≤min[f(v)-f(v-δ)] (3)

[0045] 式中，σ表示光谱仪的波长分辨力；δ表示风速分辨力。如图8所示为风速分辨力分

别为0.2m/s和0.4m/s时f(v)-f(v-δ)的曲线情况，其中，光谱仪波长分辨力σ为0.02nm。如图

8可知，当风速分辨力要求达到0.4m/s时，风速测量上限可以达到27.8m/s，当风速分辨力要

求达到0.2m/s时，风速测量上限也可达到19m/s，有效扩大光纤热线风速测量方法的测量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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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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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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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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