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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

感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

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包括空气孔包层(4)和

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空气孔包层(4)置于光纤

的外层，空气孔包层(4)由多个缺陷小孔(1)周期

排列形成，并呈正六边形结构；双芯耦合波导结

构(3)置于光纤的中部，并置于空气孔包层(4)

内；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 )包括两个缺陷大孔

(2)、缺陷狭缝(5)，两个缺陷大孔(2)通过具有曲

率的缺陷狭缝(5)连通；在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

中填充乙醇液体；本申请利用光纤本身的结构优

势以及填充材料的热光物理特性，通过填充材料

的物理性质深入影响双芯耦合传输特性，实现高

精度温度传感，具有抗电磁干扰、耐腐蚀、结构小

巧以及成本低廉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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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空气孔包层(4)；空气孔包层(4)置于光纤的外层；空气孔包层(4)由多个缺陷小孔(1)

周期排列形成，并呈正六边形结构；

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置于光纤的中部，并置于空气孔包层(4)

内；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包括两个缺陷大孔(2)、缺陷狭缝(5)，两个缺陷大孔(2)通过具有

曲率的缺陷狭缝(5)连通；在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中填充乙醇液体；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

基于光纤中心轴对称布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缺陷小孔(1)的直径为1.6125μm，相邻两个缺陷小孔(1)的间距为4.3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缺陷大孔(2)的直径为12.9μm，缺陷大孔(2)中心距离光纤中心轴距离为10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其特征在于：

缺陷狭缝(5)在温度T＝293K时曲率半径为7.5μm，中心腰间距离为1.602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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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光纤传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

温度传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出现的温度传感器种类繁多，如膨胀型温度计、温敏

半导体和光纤传感器等，都存在各自的使用条件，发挥温度传感作用。然而，光子晶体作为

一种新型光纤，具有独特的结构和传输特性，近年来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0003] 光子晶体光纤具有大模场面积、单模传输、高非线性、高双折射和超低损耗等特

性，可广泛应用于多种设计和各个领域，实现高效传输和高精度测量等目的。目前，随着光

子晶体光纤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各类光子晶体光纤结构，而双芯光子晶体光纤作为

一重要分支，被重点关注。

[0004] 双芯光子晶体光纤，可同时根据光子晶体光纤结构设计的多变性，及双芯结构的

耦合特性，实现高精度传感器件的设计。

[0005] 光纤传感器件种类多样，如光纤光栅传感器、光子晶体填充式传感器、定向耦合型

传感器以及光纤表面等离子体传感等等，然而大多传感器件都存在着传感精度不高、监测

范围小或制作工艺艰难和昂贵等问题，难以达到实际需求。

[0006] 对于双芯光子晶体光纤，根据其光场在波导中的耦合与传输特性，可应用于不同

环境的检测，实现高精度、宽范围测量。然而，目前对于双芯耦合技术主要局限于一般的纤

芯耦合和孔隙填充，并没有较为全面的利用光子晶体结构和填充材料的特性。

[0007] 因此，针对上述问题，需要提出一种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

器来解决。

发明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

体光纤温度传感器。

[0009]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0010] 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包括：

[0011] 空气孔包层(4)；空气孔包层(4)置于光纤的外层；空气孔包层(4)由多个缺陷小孔

(1)周期排列形成，并呈正六边形结构；

[0012] 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置于光纤的中部，并置于空气孔包

层(4)内；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包括两个缺陷大孔(2)、缺陷狭缝(5)，两个缺陷大孔(2)通

过具有曲率的缺陷狭缝(5)连通；在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中填充乙醇液体；双芯耦合波导

结构(3)基于光纤中心轴对称布设。

[0013] 优选地，缺陷小孔(1)的直径为1.6125μm，相邻两个缺陷小孔(1)的间距为4.3μm。

[0014] 优选地，缺陷大孔(2)的直径为12.9μm，缺陷大孔(2)中心距离光纤中心轴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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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μm。

[0015] 优选地，缺陷狭缝(5)在温度T＝293 .15K时曲率半径为7.5μm，中心腰间距离为

1.6025μm。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本申请利用光纤本身的结构优势以及填充材料的热光物理特性，通过填充材料的

物理性质深入影响双芯耦合传输特性，实现高精度温度传感，具有抗电磁干扰、耐腐蚀、结

构小巧以及成本低廉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横截面示意图；

[0019] 图2为光传输时双芯耦合能量分布曲线；

[0020] 图3为温度T＝303K时单一端口的透射谱线；

[0021] 图4为不同温度下的透射谱线；

[0022] 图5为不同温度与峰值位置关系的拟合曲线；

[0023] 图6为温度大幅度变化时对应波段的透射谱线；

[0024] 图中：1-缺陷小孔，2-缺陷大孔，3-双芯耦合波导结构，4-空气孔包层，5-缺陷狭

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包括：

[0027] 空气孔包层(4)；空气孔包层(4)置于光纤的外层；空气孔包层(4)由多个缺陷小孔

(1)周期排列形成，并呈正六边形结构；

[0028] 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置于光纤的中部，并置于空气孔包

层(4)内；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包括两个缺陷大孔(2)、缺陷狭缝(5)，两个缺陷大孔(2)通

过具有曲率的缺陷狭缝(5)连通；在双芯耦合波导结构(3)中填充乙醇液体；双芯耦合波导

结构(3)基于光纤中心轴对称布设。

[0029] 其中，在光子晶体光纤中心周围引入双纤芯结构，为光功率耦合传输路径；横截面

上下为填充折射率液体的两个缺陷大孔(2)，缺陷大孔(2)通过竖直双曲线型缺陷狭缝(5)

连通，缺陷狭缝(5)在温度T＝293.15K时曲率半径为7.5μm，腰间距离为L0＝1.6025μm，形成

耦合微扰层，缺陷狭缝(5)连通两个缺陷大孔(2)构成“哑铃”型折射率液体耦合微扰填充区

域，实现双芯耦合传输时的微扰作用，对双芯波导功率传输造成影响。对于耦合微扰填充区

域，该设计选择乙醇作为填充材料，实现高精度温度传感。

[0030] 其中对于耦合微扰填充区域，还可以选择其它材料作为填充材料，满足其折射率

范围在1 .32-1 .43左右即可。本申请选用的乙醇液体在温度T＝293 .15K时折射率为

1.36048。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缺陷小孔(1)的直径d＝1.6125μm，相邻两个缺陷小孔(1)的间距

Λ＝为4.3μm。其中缺陷小孔(1)的直径与缺陷小孔(1)间距之比d/Λ<0.45，满足光子晶体

光纤单模无截止传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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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在实验仿真优化下，缺陷大孔(2)的直径为12.9μm，缺陷大孔(2)中心距离光纤中

心轴距离为10μm。

[0033] 该实用新型对于温度的高精度检测原理，主要根据外界环境温度的改变，影响耦

合微扰层中填充液体的折射率和膨胀体积，进而改变模型有效折射率和耦合间距，让光在

双芯波导耦合传输过程中，受到不同折射率液体和耦合间距变化的影响，最终在输出端口

形成不同的透射谱，通过分析透射谱峰值移动，实现温度的高精度检测。

[0034] 乙醇具有较好的热光效应，其折射率与温度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线性变化关

系，且其成本低廉，易填充。其热光系数α＝3.94×10-4/K，热膨胀系数β＝1.09×10-3/K，随

着温度T的变化，乙醇的折射率变化关系为：

[0035] n＝nO-α(T-T0)        (1)

[0036] 其中n为不同温度下的乙醇折射率因变量；n0为乙醇在温度T0＝293.15K时的折射

率n0＝1.36048；T为温度变量。

[0037] 在环境温度变化过程中，除了造成填充液体折射率的变化，还会导致乙醇受热膨

胀，乙醇的受热膨胀与耦合距离的变化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近似为线性膨胀，可示为：

[0038] L＝L0+Loβ(T-T0)       (2)

[0039] 其中L为不同温度下的腰间距离因变量，L0为初始间距。由于石英玻璃的热光系数

α＝8.6×10-6/K，热膨胀系数β＝5.5×10-7/K，与填充材料相差两个量级以上，因此忽略温

度对石英折射率和热膨胀的影响，而只考虑温度对填充材料折射率变化及热膨胀对耦合微

扰层中狭缝距离的影响。

[0040] 本实用新型基于双芯耦合微扰型光子晶体光纤温度传感器的具体实现方法，主要

根据耦合理论和以上关系式，分析环境温度和乙醇折射率、耦合间距的变化关系。采用

Rsoft中的BeamPROP模块，仿真分析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功率耦合和输出端口透射谱。当环境

温度T＝303K时，输入波长为1550nm，乙醇折射率n＝1 .3565991，耦合间距L＝

1.61970524125μm，仿真分析得到双芯耦合时，两通道耦合传输时的功率耦合关系，如图2所

示。在光传输时，双芯耦合功率传输距离周期性稳定变化，耦合长度Lc＝18948μm。当对某一

环境进行波段分析时，根据耦合理论可知，在不同波长下，双芯耦合传输的耦合长度会发生

变化，最终在输出端口形成不同的透射谱线。因此，此处以同样的温度环境，仿真分析得到

其中一个端口在不同波长下的透射谱，如图3所示。其在该波段下，包含一个完整的透射峰。

由耦合理论，在有效折射率和耦合间距发生变化时，该波段下的透射谱峰包会发生变化。当

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根据(1)(2)所述表达式，仿真分析温度在304K、305K、306K时，得到不

同温度下的透射谱。随着温度的增加，其峰值发生长距离的移动，且峰值向长波长方向移

动，结果如图4所示。经大量数据仿真，通过Matlab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峰值移动拟合曲

线，如图5所示，其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峰值移动S(μm)和温度T(K)的函数关系式为S(μm)

＝0.004(μm/K)T(K)+0.2514(μm)，其温度灵敏度为0.004μm/K。

[0041] 根据双芯耦合理论，在有效折射率和耦合间距变化较大时，耦合传输后的端口透

射峰会因传输功率的周期性耦合，在各波段下形成不同的透射峰，且其半高宽各不相同。为

控制监测波段范围在1.55μm左右，即可在长波段下确定所需透射峰。在温度过大范围变化

时，根据投射峰移动规律，仅需调节检测波宽，或加宽透射谱的检测范围，即可实现对各温

度的高精度检测，结果如图6所示。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时，同样可以进行温度检测，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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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变化时，检测精度更高。该实用新型双芯耦合微扰光子晶体光纤传感器，可以根据检

测环境的不同温度范围，调节输入波长，控制波长区间出现温度细微变化下的透射峰移动，

有效的分析环境温度，达到对温度的高精度实时检测的目的。

[004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

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

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

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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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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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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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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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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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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