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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麦克风和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

(57)摘要

本公开提供涉及超声波麦克风和超声波声

学无线电设备的系统、方法和装置。一方面，系统

包括发射器和接收器。接收器包括膜。膜包括二

维材料的单层或多层。接收器可操作以接收在频

率范围内的声波，该频率范围是超声波频率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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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发射器和接收器的系统，包括：

发射器；

包括膜的接收器，所述膜包括二维材料的单层或多层，所述接收器能操作以接收频率

范围内的声波，所述频率范围是超声波频率范围，

其中，所述膜为石墨烯膜，

其中，所述膜附接到具有孔径的框架，所述孔径被布置在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之间的

中间位置，其中，第一间隔物被布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一电极之间，并且第二间隔物被布

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二电极之间，

其中，所述频率范围是20kHz至10GHz，并且其中，所述接收器能操作以接收所述频率范

围上的声波，

其中，所述膜具有3mm至11mm的直径；

声腔，所述声腔被附接到所述第二电极的一侧；以及

与所述第一电极相关联的电路，其中，所述电路能操作以测量所述膜的振动速度，其

中，所述振动由所述声波引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声波包括幅度调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声波包括频率调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声波具有500毫瓦至5瓦的功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框架中的所述孔径是圆形的开口区域，所述

孔径限定了所述膜的圆形的部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电路包括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阻器，所述电阻器具有1兆欧至

10000兆欧的电阻。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压源，所述电压源能操作以向所

述膜施加20伏至1000伏的电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缓冲材料被布置在所述膜和所述框架之间。

10.一种具有发射器和接收器的系统，包括：

发射器；

包括膜的接收器，所述膜包括二维材料的单层或多层，所述接收器能操作以接收频率

范围内的声波，所述频率范围是超声波频率范围，

其中，所述膜为石墨烯膜，

其中，所述膜附接到具有孔径的框架，所述孔径被布置在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之间的

中间位置，其中，第一间隔物被布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一电极之间，并且第二间隔物被布

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二电极之间，

其中，所述频率范围是20kHz至10GHz，并且其中，所述接收器能操作以接收所述频率范

围上的声波，

其中，缓冲材料被布置在所述膜和所述框架之间；

声腔，所述声腔被附接到所述第二电极的一侧；以及

与所述第一电极相关联的电路，其中，所述电路能操作以测量所述膜的振动速度，其

中，所述振动由所述声波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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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声波包括幅度调制。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声波包括频率调制。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声波具有500毫瓦至5瓦的功率。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框架中的所述孔径是圆形的开口区域，所

述孔径限定了所述膜的圆形的部分。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电路包括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16.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阻器，所述电阻器具有1兆欧至

10000兆欧的电阻。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压源，所述电压源能操作以向

所述膜施加20伏至1000伏的电压。

18.一种接收器设备，包括：

包含单层或多层二维材料的膜；

邻近所述膜的第一侧的第一电极；

与所述第一电极相关联的电路，所述电路能操作以测量所述膜的振动速度，所述振动

由声波引起，

其中，所述膜为石墨烯膜，

其中，所述膜附接到具有孔径的框架，所述孔径被布置在所述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之

间的中间位置，其中，第一间隔物被布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一电极之间，并且第二间隔物

被布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二电极之间，

其中，所述设备能操作以响应于所述声波而生成通过所述电路的输出信号，并且其中，

所述声波具有20kHz到10GHz的频率，

其中，所述膜具有3mm至11mm的直径；以及

声腔，所述声腔被附接到所述第二电极的一侧。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声波包括幅度调制。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声波包括频率调制。

2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声波具有500毫瓦至5瓦的功率。

22.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框架中的所述孔径是圆形的开口区域，所

述孔径限定了所述膜的圆形的部分。

23.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电路包括放大器。

2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放大器包括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25.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阻器，所述电阻器具有1兆欧至

10000兆欧的电阻。

26.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压源，所述电压源能操作以向

所述膜施加20伏至1000伏的电压。

27.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缓冲材料被布置在所述膜和所述框架之间。

28.一种接收器设备，包括：

包含单层或多层二维材料的膜；

邻近所述膜的第一侧的第一电极；

与所述第一电极相关联的电路，所述电路能操作以测量所述膜的振动速度，所述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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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声波引起，

其中，所述膜为石墨烯膜，

其中，所述膜附接到具有孔径的框架，所述孔径被布置在所述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之

间的中间位置，其中，第一间隔物被布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一电极之间，并且第二间隔物

被布置在所述框架和所述第二电极之间，

其中，所述设备能操作以响应于所述声波而生成通过所述电路的输出信号，并且其中，

所述声波具有20kHz到10GHz的频率，

其中，缓冲材料被布置在所述膜和所述框架之间；以及

声腔，所述声腔被附接到所述第二电极的一侧。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声波包括幅度调制。

30.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声波包括频率调制。

31.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声波具有500毫瓦至5瓦的功率。

32.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框架中的所述孔径是圆形的开口区域，所

述孔径限定了所述膜的圆形的部分。

33.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电路包括放大器。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放大器包括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35.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阻器，所述电阻器具有1兆欧至

10000兆欧的电阻。

36.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电路包括电压源，所述电压源能操作以向

所述膜施加20伏至1000伏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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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麦克风和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递交于2015年3月16日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序列No.62/133,804和递

交于2015年4月6日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62/143,565的优先权，它们通过引用结合于此。

本申请涉及递交于2015年6月12日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4/737,903，其通过引用结合于

此。

[0003] 政府支持声明

[0004] 本发明由政府支持，符合由美国能源部授予的合同No.DE-AC02-05CH11231、符合

由海军研究办公室授予的批准No.N00014-09-1066、并且符合由国家科学基金会授予的批

准No.EEC-083819。政府具有本发明的某些权利。

技术领域

[0005] 本公开通常涉及能够发射和接收声音的设备，尤其涉及能够发射和接收超声波声

音的设备。

背景技术

[0006] 现代无线通信是基于生成和接收电磁(EM)波，该电磁波跨越从Hz到THz的宽频率

范围，提供了丰富的频带资源。然而，EM通信存在缺点，包括导电材料的高消光系数和天线

尺寸。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动物已经有效地使用声波来进行短距离通信。基于声波的通信

可以克服一些EM难点。

[0007] 例如，声波在导电材料中传播良好，因此已经被开发用于潜艇的水下通信。已知诸

如鲸鱼和海豚的海洋哺乳动物通过声波进行有效沟通。在基于陆地的声波通信中，可听频

带或声音频带(即，在约20Hz至20kHz的能够被人耳听到的声音)往往由人对话占有，而次声

频带可以被移动车辆和建筑施工扰乱。

[0008] 超声波频带虽然具有宽的频率跨度并且通常没有干扰，但是很少用于高数据速率

通信的目的。超声波频带是大于人类听觉范围上限的频率，并且通常被认为是大于约

20kHz。很少使用超声波频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宽带宽的超声波生成器和接收器。常规

的基于压电的换能器仅在一个谐振频率下工作，从而阻碍了在较宽带宽被需要用于嵌入信

息流的通信中的使用。

发明内容

[0009] 本文描述了一种宽带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包括基于石墨烯的静电声波生成器

和接收器。声学换能器在整个人类可听区域(即，大约20Hz-20kHz)以及超声波状态(即，至

少0.5MHz)中显示了优异的平坦频率响应。已成功记录了频率扫描超声波蝙蝠叫声。展示了

0.3MHz的信息的调幅传输。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还提供了一种使用声学和电磁信号之间

的干扰进行测距的新方法。

[0010] 本公开中描述主题的一个创新方面可以被实现在包括发射器和接收器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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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器包括膜，并且膜包括二维材料的单层或多层。接收器可操作以接收频率范围内的声

波，该频率范围是超声波频率范围。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膜包括石墨烯膜。在一些实施例中，接收器还包括邻近膜的第一

侧的第一电极和与该第一电极相关联的电路。该电路可操作以测量膜的振动速度，其中，振

动是由声波引起的。

[0012] 本公开中描述主题的另一创新的方面可以通过包括用发射器生成具有频率的声

波并且用接收器接收该声波的方式而实现。声波的频率在超声波频率范围内。接收器包括

膜，该膜包括二维材料的单层或多层。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膜包含石墨烯膜。在一些实施例中，发射器包括第二膜，并且第

二膜包括二维材料的单层或多层。在一些实施例中，接收器还包括邻近膜的第一侧的第一

电极和与第一电极相关联的电路。该电路可操作以测量膜的振动速度，其中振动是由声波

引起的。

[0014] 在本公开中描述主题的另一创新的方面可以在包括具有二维材料的单层或多层

的膜、邻近膜的第一侧的第一电极以及与第一电极相关联的电路的设备中实现。该电路可

操作以测量膜的振动速度，该振动是由声波引起的。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设备还包括支撑膜的框架。该框架包括限定了膜的大体上圆

形部分的大体上圆形开口区域。在一些实施例中，电路包括电阻器和放大器。膜连接到电压

源。第一电极连接到放大器的负输入端。放大器的正输入端接地。电阻器连接到放大器的负

输入端和放大器的输出端。

[0016] 在本说明书中描述的主题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细节在附图和下面的说明中被

列出。根据说明书、附图和权利要求书，其他特征、方面和优点将变得显而易见。应当注意，

下图中的相对尺寸可能未按比例绘制。

附图说明

[0017] 图1A示出石墨烯静电宽带接收器(即，石墨烯麦克风)的横截面示意图的示例；

[0018] 图1B示出悬置在框架中的石墨烯膜的示例；

[0019] 图1C示出静电驱动的石墨烯扬声器的横截面示意图的示例；

[0020] 图1D和1E示出了不同二维材料的层压的示例；

[0021] 图2A-2I示出了石墨烯麦克风在制造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示意图的示例；

[0022] 图3A和3B示出石墨烯麦克风的操作原理和用于信号提取的相关电路的示例；

[0023] 图4A-4C示出不同配置的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

[0024] 图5A示出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即，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的示意图；

[0025] 图5B示出说明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的使用方法的流程图的示例；

[0026] 图6A-6C示出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的性能的示例；

[0027] 图7A和图7B示出测距设备的示意图的示例，该测距设备可以利用声学和电磁(EM)

信号与从该设备获得的信号之间的干扰；

[0028] 图8示出传统麦克风的操作的示例；

[0029] 图9示出石墨烯麦克风的操作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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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现在将详细参考本发明的一些具体示例，包括发明人设想的用于执行该发明的最

佳模式。这些具体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虽然结合这些具体实施例描述了发明，但是

应该理解的是，这不意在将发明限制到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其意在覆盖可能被包括在由

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的替代、修改和等同物。

[0031] 在以下描述中，列出了许多具体细节从而提供对本发明的透彻理解。可以在没有

这些具体细节中的一些或全部的情况下实现本发明的特定示例的实施例。在其他情况下，

众所周知的处理操作没有被详细描述，以免不必要地模糊本发明。

[0032] 为了清楚起见，有时将以单数形式描述本发明的各种技术和机制。然而应该注意

的是，除非特别指出，否则一些实施例包括技术的多次迭代或机制的多个实例。

[0033] 介绍

[0034] 石墨烯的超低质量和高机械强度使它对于声音换能应用具有吸引力。具有在整个

人类可听区域(即，大约20Hz-20kHz)均衡的频率响应的静电驱动的石墨烯膜片扬声器先前

已经证明。扬声器的最终高频截止频率未被确定，测量被可用检测设备限制在20kHz内；如

下所示，然而，石墨烯扬声器至少在0.5MHz处操作。石墨烯允许空气阻尼对膜片自身的质量

进行控制，并且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弹簧常数。原则上，石墨烯的优异的机械性能和对

空气和其他介质的良好的耦合可以使宽带换能器用于声音生成和接收两者，这两者是超声

波声学无线电设备的核心要求。本申请中使用的术语“无线电设备”，是包括发射器和接收

器的系统。

[0035] 在传统的声学接收器(即，麦克风)中，来自声波的气压变化引起悬置膜片的运动；

这种运动又通过法拉第电磁感应(使用磁体和线圈)或电容性地转换为电信号。膜片的面积

质量密度设置了麦克风的频率响应的上限。在人类听觉系统中，膜片(耳膜)相对较厚(～

100μm)，将平坦FR限制到～2kHz并且将最终检测限制到 蝙蝠耳膜更薄，使得它

们能够听到高达 的反射回声定位叫声。

[0036] 高端商用麦克风中的膜片可以被设计为提供从可听区域到 的平坦频

率响应。在麦克风中，更薄和更轻的膜片允许在较高频率处忠实地跟踪声音振动，这通常需

要更小的悬置面积来实现结构完整性。小的膜片不可避免地牺牲低频响应，主要由于此膜

片增加的有效刚度(这减小了响应振动幅度)和由于耦合效率低下。小膜片还增加了检测

(即，电子换能)难度。具有覆盖可听的和超声波体制两者的均衡频率响应的宽带麦克风，在

技术上极具挑战性。

[0037] 本文描述了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的成功的设计、构造和操作。超声波声学无线

电设备的一个组件是静电耦合的基于机械振动石墨烯膜片的接收器(即，石墨烯麦克风)，

其可以与基于石墨烯的声学发射器进行配对。石墨烯麦克风具有出色的均衡频率响应(在

完美平坦频带响应的10dB变化范围内)，覆盖至少20Hz至0.5MHz(受限于特性测量仪表)，并

具有足够的灵敏度以记录在野外蝙蝠的回声定位。高效的石墨烯超声波发射器/接收器无

线电设备系统成功编码、传播和解码无线电信号。同样的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可被用于

利用超声波和电磁波之间的干扰来准确地测量距离。

[0038] 设备、系统和方法

[0039] 图1A示出石墨烯麦克风150的横截面示意图的示例。石墨烯麦克风150包含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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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155，该石墨烯膜155悬置在框架157中大约在电极160和165之间的中间(参见图1B的俯视

图)。两个间隔物170和175分别将石墨烯膜155与电极160和165分开。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

烯膜155与电极160和165中的每一个之间的间隔为约50微米(micron)至1毫米(mm)或约150

微米。

[0040]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55是单层石墨烯膜(即，单层石墨烯)。在一些实施例

中，石墨烯膜155是多层石墨烯膜。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55包括一层或更多层

石墨烯。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55约0.34纳米(nm)(即，单层石墨烯的厚度)至1微米

厚，或约20nm厚。具有更薄的石墨烯膜的石墨烯麦克风允许麦克风响应于较高频率的声波。

[0041] 框架157可以允许在石墨烯麦克风150的制造过程期间处理石墨烯膜。框架157还

可以允许石墨烯膜155的部分被悬置或不与其他材料接触。以这种方式将石墨烯膜155悬置

在框架157中可以形成石墨烯膜片；膜片是半柔性材料在其外围被锚定的片。在一些实施例

中，框架157是限定大体上圆形的开口区域的材料盘，开口区域通常在盘的中心部分。也就

是说，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57类似于硬件垫圈；垫圈是具有孔的薄材料板(通常是盘形)，

孔通常是圆形并在中间。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57被安装到石墨烯膜155的一侧。在一些实

施例中，框架为约20微米至200微米厚或约50微米厚。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具有约500微米

至6厘米(cm)或约10mm的外径。由框架限定的开口区域可具有约100微米至5厘米或约8毫米

的直径。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包括其他配置。例如，框架可以限定具有矩形、正方形、或椭

圆形形状的开口区域，框架的材料被设计为将石墨烯膜悬置在此开口区域中。

[0043] 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57是非导电材料。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57包括聚

合物或陶瓷。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57是聚酰亚胺。许多不同的材料可以被用于该框

架，只要该材料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来支撑石墨烯膜155并允许框架157并入石墨烯麦克风

150中。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55与端子(未示出)电接触。在一些实施例中，端子是

金属线。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端子是大约10微米至30微米厚或大约20微米厚的金线。在

一些实施例中，其他材料和其他尺寸的端子被使用。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55的一部

分设置在间隔物170和175之间。在一些实施例中，端子和石墨烯膜155之间的电接触位于石

墨烯膜155和间隔物170或间隔物175之间的区域。在一些实施例中，端子不与在由间隔物

170和175限定的开口区域中的石墨烯膜155接触，这可以允许石墨烯膜155响应于声波而振

动，而不会使端子干扰该振动。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间隔物170和175每个都是限定大体上圆形的开口区域的材料

盘，开口区域通常在盘的中心部分。也就是说，在一些实施例中，间隔件170和175各自类似

于硬件垫圈。在一些实施例中，间隔物170和175包括非导电材料。在一些实施例中，间隔物

170和175包含聚合物或陶瓷。在一些实施例中，间隔物170和175各自约50微米至1mm厚，或

约150微米厚。具有较厚的间隔物170和175，石墨烯膜将离电极160和165更远，并且麦克风

响应于声音将产生较弱的信号(例如，较低的信噪比)。在一些实施例中，间隔物170和175每

个都足够厚以防止石墨烯膜与电极160和165接触。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160和165包括穿孔或开口167，使得声音可以引起石墨烯麦

克风150中的石墨烯膜155振动。穿孔167是电极160和165中的通孔。穿孔167可以具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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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截面。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穿孔167具有正方形横截面。在一些实施例中，穿孔167具有

圆形横截面。在一些实施例中，穿孔167具有约10微米至500微米或约150微米的尺寸。例如，

当穿孔167具有正方形横截面时，穿孔的边可以是大约10微米至500微米；当穿孔167具有圆

形横截面时，穿孔的直径可以是大约10微米至500微米。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为约50微米

至1000微米厚或约300微米厚。

[0047] 电极160和165可以是能够导电的材料。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160和165是掺杂硅

电极。在一些实施例中，氧化物层180或其他绝缘层被沉积或形成在电极160和165上以防止

石墨烯膜155短路到电极160和165。在一些实施例中，氧化物层180是大约400nm到600nm厚，

或约500nm厚。在一些实施例中，氧化物层是SiO2层。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电极160和165不导电时，层180是导电材料。例如，在一些实施

例中，电极160和165包括涂覆有导电材料层180的聚合物、陶瓷或半导体。在一些实施例中，

导电材料层180包括金属，诸如铜、铝、银或金。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160和165包括

硅，并且导电材料层180包括金。在一些实施例中，导电材料层180为约10nm至30nm厚或约

20nm厚。

[0049]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麦克风150包括声腔185。在没有声腔185的情况下，石墨

烯膜片155的前和后侧处的声学压力可能倾向于在低频下消除，导致石墨烯麦克风150的减

少的响应。声腔185可以允许石墨烯麦克风150感测低于约200Hz的频率。在一些实施例中，

声腔185用于将石墨烯膜155的邻近第二电极165的一侧与声波隔离或部分隔离。

[0050] 例如，声腔185可以是大约1cm宽(例如，足够宽以与第二电极165的侧面或背面接

合，并限定从石墨烯膜155到声腔185背壁约为5cm的距离)。声腔185应该足够大以使得在石

墨烯麦克风150的操作期间，石墨烯膜155和声腔185之间的空气不被过度压缩(过度压缩将

降低石墨烯麦克风150的性能)。

[0051]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麦克风150可以不包括电极160和间隔物170。在一些实施

例中，当石墨烯麦克风150包括电极160和扬声器170时，石墨烯麦克风150可以更好地执行

(例如，更好的频率响应)。例如，电极160可以用于减小石墨烯膜155中的张力，使得石墨烯

麦克风150对较低频率声音更加可响应。

[0052]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处于超声波频率范围内。在一些实施

例中，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包括可听频率范围(例如，大约20Hz至20kHz)和超声波频率

范围。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为约20kHz至10GHz、约200kHz至10GHz、约

20kHz至10MHz、或约200kHz至10MHz。

[0053] 图1C示出了静电驱动石墨烯扬声器(EDGS)100的横截面示意图的示例。石墨烯扬

声器的实施例先前被描述在美国专利申请序列No.14/737,903中。

[0054] 扬声器100包括悬置在框架107中大约在两个电极110和115之间中间的石墨烯膜

105。在一些实施例中，悬置在框架107中的石墨烯膜105可以类似于图1B中示出的悬置在框

架157中的石墨烯膜155。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05与电极110和115中每一个之间的间

隔为约50微米至1mm，或约150微米。

[0055]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05是单层石墨烯膜(即，单层石墨烯)。在一些实施例

中，石墨烯膜105是多层石墨烯膜。例如，石墨烯膜105可以包括约1至100层的石墨烯。在一

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05为约20nm至40nm厚，或约30nm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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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框架107允许石墨烯膜105的一部分被悬置或不与其他材料接触。以这种方式将石

墨烯膜105悬置在框架107中，可以形成石墨烯膜片；膜片是半柔性材料在其外围被锚定的

片。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07是限定大体上圆形的开口区域的材料盘，开口区域通常在盘

的中心部分。也就是说，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类似于硬件垫圈；垫圈是具有孔的薄的材料

板(通常是圆盘形)，孔通常是圆形的并在中间。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为约120微米至360微

米厚，或约240微米厚。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具有约7mm至21mm或约14mm的外径。由框架限

定的开口区域可以具有约3mm至11mm或约7mm的直径。

[0057] 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可以包括其他配置。例如，框架可以限定开口区域具有矩

形、正方形或椭圆形形状，框架的材料被设计为在该开口区域中悬置石墨烯膜。

[0058]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05被安装在沿框架107的厚度大约中间。例如，当框架

107的厚度约为240微米时，石墨烯膜105可以被安装到框架107，使得框架从石墨烯膜的每

一侧延伸约120微米。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从中点沿框架的厚度偏移。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07是聚合物、金属或半导体材料。许多不同的材料可以被

用于该框架，只要该材料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来支撑石墨烯膜105并允许框架107并入扬声

器100中。

[0060] 在一些实施例中，框架107包括两个部分，使得石墨烯膜105附接到框架的一部分，

然后框架的另一部分堆叠在石墨烯膜的顶部，将石墨烯膜夹在该结构的两个部分之间。例

如，可以通过将两个硬件垫圈形部件对准并附接到石墨烯膜的任意侧，将石墨烯膜悬置在

框架中。

[0061]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膜105与端子(未示出)电接触。在一些实施例中，端子是

金属线。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端子是大约10微米至30微米厚或大约20微米厚的金线。在

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其他材料和其他尺寸的端子。

[0062] 电极110和115可操作以驱动石墨烯膜105。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110和115包括穿

孔117，使得声音可以从扬声器100被发射。穿孔117是电极110和115中的通孔。穿孔117具有

任何横截面。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穿孔117具有正方形横截面。在一些实施例中，穿孔117

具有大约200微米至300微米，或大约250微米的尺寸。例如，当穿孔117具有正方形横截面

时，穿孔的侧边可以是约200微米至300微米；当穿孔117具有圆形横截面时，穿孔的直径可

以是大约200微米至300微米。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为约425微米至625微米厚，或约525微

米厚。

[0063]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110或115中的一个包括穿孔，使得声音可以从扬声器100被

发射。在一些实施例中，另一电极限定开口区域，并且不一定包括穿孔。开口区域可以允许

石墨烯膜移动；即开口区域可以允许空气/气体在电极和膜之间进入和离开，这可能阻碍膜

的运动。

[0064] 电极110和115可以是能够导电的材料。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110和115是掺杂硅

电极。在一些实施例中，氧化物层120或其他绝缘层被沉积或形成在电极110和115上，以防

止当扬声器操作中时，石墨烯膜105在大的驱动振幅下短路到电极110和115。在一些实施例

中，氧化物层120是约400nm至600nm厚，或约500nm厚。在一些实施例中，氧化物层是SiO2层。

[0065]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电极110和115不导电时，层120是导电材料。例如，在一些实施

例中，电极110和115包括涂覆有导电材料层120的聚合物、陶瓷或半导体。在一些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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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材料层120包括金属，诸如铜、铝、银、或金。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110和115包括

硅，并且导电材料层120包括金。在一些实施例中，导电材料层120为约10nm至30nm厚，或约

20nm厚。

[0066]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扬声器100包括声腔130。声腔130可以改善石墨烯扬声器

100的低频性能。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扬声器100的声腔130类似于石墨烯麦克风150的

声腔185。

[0067]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麦克风具有类似于石墨烯扬声器100的配置。在一些实施

例中，石墨烯扬声器具有类似于石墨烯麦克风150的配置。

[0068]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麦克风和石墨烯扬声器可以包括除石墨烯以外的二维材

料。二维材料是包含单层分子的原子或由单层分子的原子组成的材料。例如，在一些实施例

中，麦克风和/或扬声器包括二维材料的单层(即，单层)或二维材料的多层(即，多个单层)。

在一些实施例中，二维材料包括导电材料。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麦克风和/或扬声器包括

单层或多层六方氮化硼(hBN)或二硫化钼(MoS2)，其中hBN或MoS2上设有薄碳层或薄金属层

以使hBN层或MoS2层导电。

[0069] 在一些实施例中，麦克风和/或扬声器包括不同二维材料的层压或堆叠。例如，如

图1D所示，麦克风和/或扬声器可以包括层压或设置在一个或多个石墨烯单层192上的一个

或多个单层hBN  191。如另一示例，麦克风和/或扬声器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石墨烯单层

193，并且在一个或多个石墨烯单层的每一侧上层压或设置有一层或多层hBN  194和195，如

图1E所示。包括一个或多个石墨烯单层193和在一个或多个石墨烯单层的每一侧上层压或

设置有一层或多层hBN  194和195的结构将防止石墨烯193短路到电极，而无需在电极上设

置绝缘层。

[0070] 在一些实施例中，石墨烯麦克风由在两个穿孔电极之间中间悬置的多层石墨烯膜

制成。于是外部声波可以穿过电极以移动石墨烯膜，从而改变石墨烯膜与电极之间的电容，

并且引起电荷重新分布和电流。

[0071] 图2A-2I示出了石墨烯麦克风在制造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示意图的示例。例如，使用

这种方法来制造以下所描述实验中使用的石墨烯麦克风。石墨烯麦克风中使用的石墨烯膜

是约20nm厚且直径约7mm的多层石墨烯膜。首先，电化学抛光1cm2的25μm厚的镍箔片，用DI

水清洗，然后装入25mm直径的石英管炉中(图2A)。在氢气退火之后，石墨烯层通过化学气相

沉积工艺在1050℃用50sccm甲烷和50sccm氢气共流下生长。生长室压力控制在1托(Torr)。

生长持续了15分钟，并且甲烷流速最后2分钟内增加到200sccm以改善石墨烯颗粒之间的压

合。然后快速冷却箔以淬灭石墨烯生长(图2B)。卸载后，将一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旋

涂在镍箔的顶部(图2C)，并且使用氧等离子体(PLASMA)(1分钟，100W)蚀刻箔的另一侧上的

石墨烯膜(图2D)。用一个圆盘切割器在一个用作支撑框架的粘性聚酰亚胺胶带(Kapton)上

形成直径为8mm的圆形孔径。然后将支撑框架附接到镍箔上的PMMA层上(图2E)。随后在

0.1g/mL过硫酸钠溶液中蚀刻镍箔(图2F)。与氯化铁溶液相比，蚀刻速率要低得多(通常去

除25μm厚的镍需要过夜蚀刻)，并且所得到的石墨烯膜是干净的并且没有无定形碳。然后，

将PMMA层暴露的(未被支撑框架覆盖的)区域溶解在丙酮中，并将由框架支撑的石墨烯膜用

异丙醇清洗两次并在空气中干燥(图2G)。支撑框架和石墨烯之间的PMMA用作缓冲材料，并

将产率提高到～100％(无PMMA工艺的典型产率为～30％)。在一些情况下，石墨烯膜由光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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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被测量为约20nm厚，或60个单层石墨烯。将25μm直径的金线附接到石墨烯膜的边缘用于

电接触(图2H)。最后，将大约150μm厚的间隔物附着到框架的两侧，接着使用深反应离子蚀

刻(DRIE)由硅晶片制成穿孔电极。刚性电极还用由银浆粘接的金线连接(图2I)。面向石墨

烯膜的电极表面涂覆有导电金属层(20nm溅射的金)以允许金线与电极之间的欧姆接触。这

种金涂层是用来消除由于在石墨烯膜上的电压变化很小而可能会阻止麦克风操作中的电

流的任何接触障碍。需要注意，对于扬声器的应用，由于施加了大电压，因此不需要此金属

涂层。

[0072] 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用于制造石墨烯麦克风的方法的操作可用于制造石墨烯扬

声器。其他方法可以用于制造石墨烯麦克风或石墨烯扬声器。

[0073] 在一些实施例中，波导或亥姆霍兹(Helmholtz)声腔被附接到石墨烯麦克风。波导

或亥姆霍兹声腔可以通过改变阻尼或产生/消除干扰，来修改石墨烯麦克风在低频区域的

频率响应。

[0074] 图3A和3B示出石墨烯麦克风和用于信号提取的相关电路的操作原理的示例。在图

3A所示的实施例中，使用大电阻器R(例如，10兆欧姆)以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大电阻器R限制

电流，并且使石墨烯膜以恒定电荷模式操作，其将膜的位移转换成电压信号。这是传统麦克

风工作的方式。然而，因为传输线中的寄生电容，该电路在较高的频率上可能会出现困难。

[0075] 从图3A中的等效电路模型可以看出，在较高的频率下，寄生电容表现出较小的阻

抗，并且降低了R两端的电压降。例如，甚至1pF的寄生电容(例如，等于约～1cm长度的RG-58

同轴电缆)将电路的响应限制在1/2πRC＝16kHz。这对于声学麦克风电路可能是可接受的，

但是排除了对于20kHz到MHz范围内的超声波信号的检测。

[0076] 为了避开图3A的传统电路的限制，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类似于在快速光电二极

管信号检测中使用的电流感测电路。图3B中示出了这种电路的实施例。如图3B所示，石墨烯

麦克风包括石墨烯膜305、电极310和电极315。在一些实施例中，用于将石墨烯膜305的响应

转换成声音再转换成电信号的电路包括放大器325和电阻器320。石墨烯膜(例如，使用导线

或端子)被连接到电压源(未示出)。放大器325的正输入端接地。电阻器320被连接到放大器

的负输入端和放大器325的输出端。

[0077]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极310被连接到地。如上文关于图1A所述，在一些实施例中，石

墨烯麦克风不包括电极310。然而，在一些实施例中，当石墨烯麦克风包括电极310时，石墨

烯麦克风执行地更好(例如，更好的频率响应)。

[0078] 在一些实施例中，放大器325是低噪声运算放大器。在一些实施例中，放大器325具

有约3MHz至9MHz或约6.5MHz的带宽。较高带宽的放大器可以允许石墨烯麦克风感测较高频

率的声音。然而，较高带宽的放大器可能具有较低的信噪比。在一些实施例中，放大器325具

有低输入电流噪声。例如，可以使用高速精密差分运算放大器OPA602(Texas  Instruments，

Dallas，Texas)用作放大器325。

[0079]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阻器320具有约1兆欧至10000兆欧、约1兆欧至100兆欧、或约

10兆欧的电阻。具有较大电阻的电阻器320将从放大器325生成具有较高的信噪比的信号。

然而，具有较大电阻的电阻器320将降低石墨烯麦克风的带宽；可以减小石墨烯麦克风的高

频响应。具有大电阻的电阻器320也可能导致电路变得不稳定。

[0080]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压源可操作以向石墨烯膜305施加约20V至1000V或约30V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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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V的正或负偏压。施加到石墨烯膜305的电压越高，从放大器325生成的信号的信噪比就

越高。

[0081] 图3B中所示的电流感测电路可以允许从零到～0.5MHz的平坦频带电路响应。电流

感测电路测量振动膜的速度(即，由声波引起的膜中的振动)，允许在过阻尼区域中石墨烯

膜张力的减小和石墨烯麦克风的操作，以获得更宽的频率响应。运算放大器被配置为使得

麦克风电极直接连接到虚拟地。因此，等效电路中的寄生电容被有效地短路，产生iout＝

imic，以及vout＝R·iout＝R·imic。输出电压与麦克风振动成正比，并且不受寄生电容的影

响。图3B所示的电流感测电路在高频时也保持一致的增益。图3B中所示的电路用于以下所

描述的石墨烯麦克风的实验中。

[0082] 为了确定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使用自由场方法来测量麦克风。简言之，将扫

描商用扬声器上的频率，并测量商用麦克风的响应以获得频率响应FR1(f)。然后将商用麦

克风替换成石墨烯麦克风，重复测量以得到FR2(f)。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是通过取两

次测量之间的差值来获得的。这种差分测量方法消除了扬声器、耦合、和驱动/放大电路的

响应。商用麦克风通常在其工作范围内具有相对平坦的频率响应，因此这种测量提供了石

墨烯麦克风性能的合理表示。

[0083] 图4A-4C示出了不同配置的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图4A示出了参考商用电容

式麦克风的，可听区域(20Hz-20kHz)中石墨烯麦克风的频率响应。这里0dB对应于由石墨烯

膜生成的3.3nA/Pa的响应。具有软件的基于计算机声卡的系统被用于收集数据。石墨烯麦

克风被包含在由铜网制成的法拉第笼(Faraday  cage)中。尽管在图4A中，数据在500Hz以上

相对平坦，但在较低频率(接近～60dB/十倍频程)处响应有强烈下降。这种下降来源于先前

提到的石墨烯膜的后到前(back-to-front)消除，并且当增加的波长允许声音在麦克风周

围衍射时变得突出。重要的是，这种衰减并不是石墨烯膜本身固有的，并且响应可以通过适

当的声学设计被改善。

[0084] 通过将声腔附接到石墨烯麦克风电极的一侧，可以易于实现改善的低频响应。如

图4B所示，通过将声腔附接到麦克风电极的一侧，消除了低频干扰，并且石墨烯麦克风在整

个可听区域内表现出固有的平坦频率响应(<10dB变化)。

[0085] 由于石墨烯膜的小的面积质量密度，预计石墨烯麦克风对频率的响应远远超出人

类听觉极限。然而，测量超声波区域的频率响应是困难的，主要是由于该区域内缺少宽带参

考麦克风或扬声器。如上所述，压电超声波换能器易于在兆赫区域内操作，但仅仅是在其共

振频率处。采用宽带静电石墨烯扬声器作为声波发射器，并且静电石墨烯麦克风作为接收

器。通过测量它们之间不同耦合的总响应，可以隔离单个发射器/接收器的响应。

[0086] 图4C显示石墨烯麦克风的测量频率响应。由于频率超过了传统计算机声卡的极

限，因此网络分析器被用于测量。(在10dB内)响应看上去相对平坦，直到～0.5MHz。应当注

意，所测量的平坦频率响应的最大频率仅受电子放大电路限制，并且可以使用较高带宽的

运算放大器或用不同的检测方法(诸如，光学检测)进行扩展。将这一结果与低频测量(如图

4B所示)相结合，石墨烯发射器/接收器具有从20Hz到至少0.5MHz的固有均衡频率响应(具

有小于10dB的变化)，这对于超声波声学无线电操作是理想的。

[0087] 作为石墨烯麦克风的初始超声波现场测试，记录了超声波蝙蝠叫声。蝙蝠通常使

用回声定位在完全黑暗中进行导航和搜索。蝙蝠叫声频率范围从低至11kHz到高达212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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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种类。在现场使用石墨烯麦克风在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的德尔瓦勒地区公园(Del 

Valle  Regional  Park,Livermore,California)获得蝙蝠声音信号(蝙蝠叫声)，蝙蝠种类

Western  Pipistrelle(parastrellus  hesperus)在那里很普遍。谱图显示了蝙蝠叫声由周

期性啁啾组成，在啁啾期间发射频率从～100kHz到～50kHz的频率持续下降。每个啁啾的持

续时间约为4ms，重复周期约为50ms。相信蝙蝠利用频率扫描技术来区分多个目标、提高测

量精度、避免彼此干扰。蝙蝠频率扫描或啁啾表示超声波FM无线电传输的形式，并且其成功

的记录证明了石墨烯麦克风作为超声波无线电接收器的有效性。

[0088] 图5A示出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即，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的示意图。如图5所

示，超声波设备500包括发射器505和接收器510。发射器505可以是本文所描述的任何扬声

器。例如，发射器505可以是图1C所示的石墨烯扬声器100。接收器510可以是本文所描述的

任何麦克风。例如，接收器510可以是图1A和1B中所示的石墨烯麦克风150。

[0089] 图5B示出了说明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的使用的方法的流程图的示例。在方法

550的块555处，用发射器生成声波。在一些实施例中，发射器包括石墨烯膜。在一些实施例

中，声波具有约20kHz至10GHz、约200kHz至10GHz、或约20kHz至10MHz的频率。例如，声波可

以被图5A中的发射器505生成。

[0090] 在块560处，用接收器接收声波。在一些实施例中，接收器包括石墨烯膜。例如，声

波可以用图5A中示出的接收器510接收。用接收器接收的声波可以具有低功率。例如，由接

收器接收的声波的功率可以约1毫微微瓦(femtowatt)(即，1×10-15瓦)或更大。

[0091] 利用图5B所示的方法550，可以发射和接收不同的频率。例如，可以执行方法550，

发射和接收第一频率声波，然后可以重复方法550，发射和接收第二频率声波。在一些实施

例中，第一和第二频率都在超声波频率范围内。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和第二频率在频率上

彼此分开至少约50Hz、至少约100Hz、至少约1kHz或至少约10kHz。例如，第一频率可以是大

约20kHz至200kHz，并且第二频率可以是大约500MHz至1.5GHz。

[0092] 在一些实施例中，声波用于发送信息。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声波包括幅度调制。

声波的幅度与正发送的具有幅度调制的波形成比例变化。在一些实施例中，声波包括频率

调制。声波的频率与正发送的具有频率调制的波形成比例变化。声波的幅度调制或频率调

制允许声波包括或承载信息。例如，与发射器505相关联的电子器件可以改变声波的幅度或

频率，以对声波中的信息进行编码。与接收器510相关联的电子器件可以解调接收到的声波

以提取信息。

[0093] 在一些实施例中，声波用于从发射器向接收器发送功率。例如，可以利用声波来发

送功率，以为设备供电或为设备的电池充电。在一些实施例中，声波具有约500毫瓦至5瓦

特，或约1瓦特的功率。接收器接收到声波后，可以转换为直流(DC)功率。与使用电磁感应对

设备中的电池充电相比，使用超声波对设备中的电池充电可以是有益的；与电磁感应相比，

利用超声波时，发射器和接收器可以彼此离得更远。

[0094] 图6A-6C示出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的性能的示例。图6A示出了包括发射器605和

接收器610的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600的示例。发射器605例如可以是本文所描述的任何

石墨烯扬声器。接收器例如可以是本文所描述的任何石墨烯麦克风。

[0095]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EM辐射影响，发射器和接收器都放置在不可能进行EM通信的

法拉第笼中。电子0.3MHz载波正弦波用5kHz锯齿波(90％幅度调制(AM))被调制。混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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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示波器监测(图6B)。电信号被发送到石墨烯发射器，该石墨烯发射器向空气中发射超声

波信号。混频后的频率远高于人的听觉极限因此不可听。图6C示出了由石墨烯接收器检测

到并且被重新转换为电信号的超声波信号。接收到的信号准确地复制所发送的信号，并且

信息是以高保真度来发送的。应当注意，尖锐的锯齿调制将频域中正弦波的单个三角函数

形峰扩展为更宽的峰；石墨烯超声波声学无线电设备的宽带特性对于保持锯齿的形状(即，

编码信息)是必不可少的。窄带压电超声波换能器缺少这样的特性。

[0096] 超声发射和接收设备的另一使用是用于位置检测，即，测距。使用超声波进行位置

检测已经很成熟，并且在高度定向的声纳状反射配置中使用石墨烯发射器和接收器当然是

可能的。本文考虑不同的实现方式，即，电-声干扰。

[0097] 图7A和图7B示出了测距设备700的示意图的示例，该测距设备可以利用声学和电

磁(EM)信号与从该设备获得的信号之间的干扰。石墨烯发射器705可操作以发射声波和相

同频率的EM波(EM天线710被添加到石墨烯发射器705驱动电子器件)。距离L的石墨烯接收

器725将EM信号与声学信号一起接收(EM接收器天线730被添加到石墨烯接收器725上的换

能器电子器件)。

[0098] 由于声音传播比EM波慢得多，所以由接收器725的石墨烯膜拾取的声音信号将相

对于电子接收器天线730的EM信号产生相位差。

[0099] 如图7B所示，当执行频率扫描时，由于波长λ的变化，干涉在相长和相消之间交替

变化。相长干涉的条件是：

[0100]

[0101] 其中L是接收器和发射器之间的距离，λ是声波的波长，并且n是整数。最近的两个

相长波峰应该服从：

[0102] 和

[0103] 使用λ＝v/f，其中v是声速，以及f是频率，得到：

[0104] 或

[0105] 距离L等于声速除以两个最近的相长干涉峰的频率差Δ。石墨烯发射器/接收器对

被放置分开三个不同的距离：30mm、45mm和85mm。在图7B中从上到下以三组示出所测量的频

率扫描。当该发射器/接收器对分开越远时，信号越弱，两个相长波峰之间的频率差也变得

越小。通过拟合峰，分别发现了11.28±0.08kHz、7.657±0.003kHz和4.05±0.07kHz的频率

差Δf。使用344m/s的声速，这对应于30.49±0.22mm、44.92±0.02mm和84.94±0.84mm的测

量距离。因此，可以易于用这种简单的电 -声频率扫描配置来实现亚毫米级(sub-

millimeter)的精度。

[0106] 石墨烯麦克风的电学建模

[0107] 导电振动石墨烯膜片与固定电极一起形成可变电容器，具有电容：

[0108]

[0109] 其中，ε是真空介电常数，A是石墨烯膜的面积，并且x是从电极中的一个到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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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的距离。当膜片在V～50V直流偏置时，电极上产生电荷，描述为Q＝CV。膜片的振动改变了

系统的电容，并引起电极上的电荷变化，产生了电流：

[0110]

[0111] 其中u是膜相对于电极的速度。因此，石墨烯麦克风可以被模拟为具有无限大内电

阻的电流源，其中，电流对声波进行编码。在石墨烯膜片与空气一起振动的薄膜极限下，u等

于空气的局部速度场，其幅度U为：

[0112]

[0113] 其中，p是声音压力级(SPL)，并且Z＝400N·s·m-3是空气的声学阻抗。因此麦克风

电流源的幅度与声音的响度成正比，并且与声音频率相独立。使用第二和第三公式，V＝

50V，A＝25mm2，并且x＝150μm，我们发现在40dB  SPL(约在1m处的小声对话)电流幅度为

2pA。这个级别的电流可以通过信号调节电路的仔细设计而可靠地测量。

[0114] 传统麦克风操作与石墨烯麦克风操作的比较

[0115] 传统的麦克风测量振动膜的电压变化。操作如图8所示。图8所示的麦克风的操作

可以用图3A所示的电路来实现。在传统的麦克风中，膜连接到一个非常大的电阻器，并且在

操作期间电荷Q几乎保持恒定。高斯定律(Gauss’s  law)给了我们在带电荷Q的两块板之间

的电压降：

[0116]

[0117] 其中Q是膜上的电荷，d0是膜和电极之间在平衡位置处的距离，S是膜的面积，Asin

(ωt)是振幅A的膜振动位移，ε是真空介电常数。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测量电压响应，则交流

(AC)部分与振动位移的幅度A成正比。

[0118] 在这种情况下，过阻尼系统不会生成平坦频带响应。如果我们将系统建模为谐振

子，则公式为：

[0119]

[0120] 其中m是膜质量，ζ是阻尼系数，k是弹簧常数，F是施加在膜上的驱动力，等于声音

压力SPsin(ωt)。振动幅度的解是：

[0121]

[0122] 如果系统过阻尼，则阻尼项ζω将超过其它项占主导，从而导致A～ω-1。这意味着

所测量的电压信号也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降低。对于需要较高张力膜的传统麦克风来说，

也是如此，从而使得弹簧常数项k可以占主导以享有平坦频带响应。

[0123] 如上所述，石墨烯麦克风使用电流感测机制来支持在高频区域中的工作。图9显示

了石墨烯麦克风的操作的示例。如图9所示，电路实际上测量振动速度，而不是位移。图9所

示的麦克风的操作可以用图3B所示的电路来实现。

[0124] 石墨烯膜保持在电压V处。石墨烯膜上的电荷量实际是变化的，在振动信息提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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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电流。可以使用平行板电容器来计算石墨烯膜上或固定电极上的电荷：

[0125]

[0126] 振动幅度通常比石墨烯膜和电极之间的距离小得多，因此在A<<d0处，可以将表达

式泰勒展开到一阶：

[0127]

[0128] 电荷的时间变化为所测量的电流：

[0129]

[0130] 可以看到测量的电流的幅度与Aω成正比。

[0131] 现在，回到运动公式，发现：

[0132]

[0133] 因此，阻尼项ζ超过其它项占主导的过阻尼系统，导致恒定的电流幅度，即，平坦频

带频率响应。

[0134] 总结

[0135] 已经证明了具有从约20Hz到0.5MHz的理想均衡频率响应的静电石墨烯超声波声

学无线电设备。在记录野生蝙蝠叫声中，已经对接收器组件进行了独立的现场测量。已经证

明了幅度和频率调制通信，并且已经建立了具有亚毫米级精度的超声波无线电设备的创新

的电-声测距方法。

[0136] 在前述说明书中，发明已经参考具体实施例被描述。然而，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应理解，在不脱离如以下权利要求书所说明的本发明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各种修改和

改变。因此，说明书和附图被认为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并且所有这样的修改都意图被

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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