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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型磁通门传感器，采用

三层立体结构铁芯，铁芯上层和铁芯下层为矩

形，铁芯中间层为阵列柱结构连接上下层；激励

线为多条直线段首尾相连组成的折线形结构，在

铁芯中间层的阵列柱结构中绕行；感应线圈为三

维螺线管结构垂直铁芯长边缠绕，三维螺线管线

圈上下层之间的连通部分由一个连接导体组成；

骨架使用硅片作为基底制作，用于承载铁芯、激

励线、感应线圈、焊盘；激励线和感应线圈均由设

置在传感器两端的焊盘引出。该微型磁通门的激

励线布设在立体铁芯中间层的阵列柱之间，同时

又夹在铁芯上层和铁芯下层之间，被三层立体铁

芯所包裹，有利于促进铁芯整体的均匀饱和，降

低激励电流；感应线圈采用三维螺线管结构保证

了磁场耦合的紧密，降低了漏磁，提高了激励电

流的效率，能有效降低微型磁通门的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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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立体铁芯结构微型磁通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铁芯中间层1、铁芯上层2、

铁芯下层3、激励线4、激励线引线焊盘5、感应线圈6、感应线圈引线焊盘7、衬底8和聚酰亚胺

绝缘层9；铁芯采用软磁材料，中间层1采用阵列柱结构，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为矩形结

构，由铁芯中间层1负责连接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共同构成立体铁芯；激励线4在铁芯中

间层1的阵列柱结构中曲折绕行，被夹在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之间；感应线圈6使用三维

螺线管结构直接缠绕在立体铁芯的外部；激励线4和感应线圈6分别连接至激励线引线焊盘

5和感应线圈引线焊盘7；铁芯和线圈之间由聚酰亚胺作为绝缘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体铁芯结构微型磁通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立体铁芯分为

三层，连接铁芯上下层的中间层1为阵列柱结构，其柱子的空间形状可以采用但不限于四棱

柱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体铁芯结构微型磁通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激励线4采用

由多条直线段首尾相连组成的折线结构，其中直线段部分截面积尺寸一致，两端连接焊盘

作为引线接口，用于连接外部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体铁芯结构微型磁通门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微型磁通门传

感器位于Si衬底上，衬底表面有热氧化处理生成的SiO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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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立体结构铁芯的微型磁通门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磁通门传感器，特别是涉及一种采用微机电技术（MEMS）制备的微

型磁通门传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磁通门传感器（以下简称为磁通门）是一种综合性能很好的弱磁测量传感器，具有

分辨率高、温度稳定性好和剩磁误差小的特点，其中正交磁通门结构简单，线性测量范围

大，但存在灵敏度低、制造成本高的问题。

[0003] 文献“国际公布号是WO2007010378的专利”公开了一种集成的正交磁通门磁场传

感器。铁芯材料采用覆层的形式围绕励磁杆，激励线、铁芯和感应线圈以沉积和图案化形成

的多层的方式堆积于衬底上。感应线圈采用至少两层平面螺线结构，位于铁芯覆层的纵向

末端附近。通过改变激励线和铁芯覆层结构的长度调节磁通门的线性测量范围，通过增加

感应线圈的层数来提高磁通门的灵敏度，通过采用集成电路电路层堆积工艺降低制造成

本。

[0004] 然而，文献所述的正交磁通门使用改变结构长度的方式增大测量范围，会引起磁

通门灵敏度的下降；平面螺线结构的感应线圈效率不高；通过增加感应线圈层数来提高灵

敏度的方法增加了制作复杂度和制造成本；使用集成电路电路层堆积工艺制作的铁芯截面

积小，不利于传感器灵敏度的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微型化、高灵敏度且易与集成

电路相集成的微型磁通门传感器。本发明所公开的磁通门使用三层立体结构铁芯，上层和

下层为矩形，中间层为阵列柱结构连接上下层；激励线呈由多条直线段首尾相连组成的折

线形结构，在中间层的阵列柱结构中绕行；感应线圈呈三维螺线管结构垂直铁芯长边缠绕，

三维螺线管线圈的上下层之间的连通部分由一个连接导体组成；骨架使用硅片作为基底制

作，用于承载铁芯、激励线、感应线圈、焊盘；激励线和感应线圈均由设置在传感器两端的焊

盘引出。

[0006] 本发明所公开的磁通门采用立体铁芯结构，性能优良；折线形的激励线布设在立

体铁芯中间层的阵列柱之间，被三层立体铁芯所包裹，有利于促进铁芯的均匀饱和，起到降

低激励电流的目的；感应线圈采用三维螺线管结构保证了磁场耦合的紧密，降低了漏磁，提

高了激励电流的效率。与现有技术中的微型磁通门相比较，采用立体铁芯结构使得铁芯能

够在更小的电流下达到饱和，传感器的功耗得到大幅降低，而传感器的体积不会发生明显

变化。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本发明包含铁芯中间层1、铁芯上层2、铁芯下层3、激励线4、激励线引线焊盘5、感应线

圈6、感应线圈引线焊盘7、衬底8和绝缘层9。铁芯采用软磁材料，中间层1采用阵列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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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均为矩形结构，由铁芯中间层1负责连接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共

同构成立体铁芯；激励线4由多条直线段首尾相连组成折线结构，在铁芯中间层1的阵列柱

结构中曲折绕行，被夹在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之间；感应线圈6使用三维螺线管结构直接

缠绕在立体铁芯的外部；激励线4和感应线圈6分别连接至激励线引线焊盘5和感应线圈引

线焊盘7；使用带有二氧化硅绝缘层的硅片作为衬底，用以支撑整个传感器的结构。

[0008] 所述的激励线4采用由多条直线段首尾相连组成的折线结构，其中直线段部分截

面积尺寸一致，两端作为引线接口，用于连接外部电路。

[0009] 所述的铁芯中间层1采用阵列柱的数量和尺寸可根据研究时不同的外部参数要求

进行调整。

[0010] 所述的绝缘层是聚酰亚胺保护膜，铁芯、激励线和感应线圈均由聚酰亚胺保护膜

绝缘，并完全包覆固定为一个整体，与空气隔离。

[0011] 所述的激励线、激励线引线焊盘、感应线圈、感应线圈引线焊盘的材料为Cu。

[0012] 所述的铁芯材料为电镀的坡莫合金材料（Ni0.8Fe0.2）。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的效果：

（1）本发明采用三层立体结构铁芯配合折线形激励线替代现有技术在励磁杆上进行覆

层的形式，促进了铁芯的均匀饱和，降低了激励信号的功率，减小了磁通门的功耗；

（2）感应线圈采用三维螺线管结构保证了磁场耦合的紧密，降低了漏磁，提高了激励电

流的效率，降低了传感器的噪声；

（3）本发明大量采用如紫外光刻、电镀、湿法刻蚀等低成本MEMS工艺，在保证与集成电

路很好集成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易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

[0014]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铁芯下层、铁芯中间层与激励线的顶视图。

[0015] 图2为图1的A-A剖面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整体顶视半剖结构示意图。图中剖去一部分感应线圈上层

和一部分铁芯上层。

[0017] 图4为图3  A-A剖面示意图。

[0018] 图5为图3  B-B剖面示意图。

[0019] 图6为图3中感应线圈结构的顶视图。

[0020] 图7为实施例制备过程示意图。

[0021] 图1、2、3、4、5、6中：1-铁芯中间层，2-铁芯上层，3-铁芯下层，4-激励线，5-激励线

引线焊盘，6-感应线圈，7-感应线圈引线焊盘，8-衬底，9-聚酰亚胺绝缘层。

[0022]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

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

的实施例。

[0023] 如附图1、2、3、4、5、6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立体铁芯结构微型磁通门传感器包括铁

芯中间层1、铁芯上层2、铁芯下层3、激励线4、激励线引线焊盘5、感应线圈6、感应线圈引线

焊盘7、衬底8和聚酰亚胺绝缘层9。立体铁芯由铁芯中间层1、铁芯上层2、铁芯下层3这三层

结构组成，中间层1采用阵列柱结构，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均为矩形结构，由铁芯中间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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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连接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共同构成立体铁芯；激励线4由多条直线段首尾相连组成

折线结构，在铁芯中间层1的阵列柱结构中曲折绕行，被夹在铁芯上层2和铁芯下层3之间；

感应线圈6使用三维螺线管结构，垂直于铁芯长边缠绕在立体铁芯的外部；激励线4和感应

线圈6分别连接至衬底上的激励线引线焊盘5和感应线圈引线焊盘7；使用带有二氧化硅绝

缘层的硅片作为衬底8，用以支撑整个传感器的结构；铁芯、激励线和感应线圈均由聚酰亚

胺绝缘层9绝缘，并完全包覆固定为一个整体，与空气隔离，传感器表面仅露出激励线引线

焊盘5和感应线圈引线焊盘7。

[0024] 激励线、感应线圈、铁芯均由磁控溅射、紫外光刻、微电镀，精密抛光和湿法刻蚀五

个步骤完成。聚酰亚胺绝缘层通过旋涂、预亚胺化、紫外光刻、湿法刻蚀、亚胺化四个步骤完

成。

[0025] 参照附图7具体分步制作过程如下：

1)选用晶向为（100）厚度为  250µm  硅片作为衬底8，利用硫酸加双氧水（4:1）去除硅片

上的有机污染物，然后用去离子水（DI）超声波清洗去除衬底表面杂质；

2)在硅质衬底上通过热氧化生长  300nm 厚度的  SiO2 绝缘层；

3)采用磁控溅射溅射  100nm 厚度的  Cu  种子层；

4)  利用电镀工艺，结合感应线圈底层掩膜板电镀制备感应线圈6的下层  Cu  导线，结

合感应线圈引线焊盘掩膜板电镀制备感应线圈引线焊盘7；

5) 通过湿法刻蚀去除  Cu 电镀种子层；

6)通过精确控制的旋涂，在感应线圈下层导线中间填充  PI（聚酰亚胺）；

7)旋涂聚酰亚胺绝缘层9，阶段升温亚胺化  PI；

8)采用精密抛光工艺，使表面平整、均匀；

9)离子束轰击  PI  表面，磁控溅射  100nm 厚度的Cu种子层；

10)利用电镀工艺，结合铁芯下层掩膜板制备铁芯下层3；

11)  利用电镀工艺，结合铁芯中间层掩膜板制备铁芯中间层1；

12)  利用电镀工艺，结合激励线掩膜板制备激励线4；

13)  利用电镀工艺，结合激励线引线焊盘掩膜板制备激励线引线焊盘5；

14)  利用电镀工艺，结合铁芯上层掩膜板制备铁芯上层2；

15) 通过精确控制的旋涂，旋涂聚酰亚胺绝缘层9，阶段升温亚胺化  PI；

16)  采用精密抛光工艺，使表面平整、均匀，结合过孔掩膜板和焊盘掩膜板，湿法刻蚀

出用于上下层连通的通孔，并露出焊盘；

17)  利用电镀工艺，结合过孔掩膜板制备连接感应线圈上下层的线圈立柱；

18)  采用磁控溅射溅射  100nm 厚度的  Cu  种子层；

19)  利用电镀工艺，结合感应线圈上层掩膜板制备感应线圈6的上层  Cu 导线；

20)  旋涂聚酰亚胺绝缘层，湿法刻蚀  PI  使感应线圈焊盘7和激励线引线焊盘5露出。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激励线  4  和感应线圈  6  为电镀铜，感应线圈共34匝，每匝线

宽为50μm，厚度为  30μm，各匝之间的间隙为50μm，激励线宽度为80μm，厚度为  30μm。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连接感应线圈上下层的线圈立柱为电镀铜，空间形状为四棱

柱体，横截面为50μm×80μm的矩形，高度为100μm。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铁芯材料为坡莫合金材料，铁芯上层与铁芯下层的形状为45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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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μm的矩形，厚度为15μm，铁芯中间层为8×3的阵列柱，每个柱子的空间形状为四棱柱

体，横截面  200μm×200μm，高度为3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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