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248849.4

(22)申请日 2017.04.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6322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8

(73)专利权人 东南大学

地址 211189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南大

学路2号

(72)发明人 李宏生　丁徐锴　高阳　黄丽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204

代理人 曾教伟

(51)Int.Cl.

G01C 19/5656(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103900546 A,2014.07.02,

CN 103712612 A,2014.04.09,

CN 1648673 A,2005.08.03,

CN 104807454 A,2015.07.29,

US 2016169935 A1,2016.06.16,

US 2017016727 A1,2017.01.19,

US 2014311242 A1,2014.10.23,

CN 102597699 B,2015.07.08,

刘俊等.单芯片集成加速度计陀螺的研究.

《测试技术学报》.2003,第17卷(第2期),

Vijay K. Varadan,et al..Hybrid MEMS-

IDT based accelerometer and gyroscope in 

a single chip.《PROCEEDINGS OF SPIE》.2001,

第4334卷

审查员 徐建营

 

(54)发明名称

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

螺仪结构，包括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两个谐

振梁构成的谐振式加速度计，谐振式加速度计的

输入端水平侧通过解耦梁与锚点固定，竖直侧与

陀螺仪通过耦合梁相连接；谐振式加速度计的惯

性敏感质量单元由陀螺仪质量构成。本发明的一

种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可以有效测

量垂直纸面的角运动和竖直方向的线加速度，并

且具有体积小、结构紧凑、设计简单、精度高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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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两

个谐振梁构成的谐振式加速度计，谐振式加速度计的输入端水平侧通过解耦梁与锚点固

定，竖直侧与陀螺仪通过连接梁相连接；谐振式加速度计的惯性敏感质量单元由陀螺仪质

量构成；谐振式加速度计两个谐振梁上下关于水平轴对称，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外框上

下侧由连接梁连接至上下加速度计输入端连接器，上下两根谐振梁组成了差分输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三框架

式全解耦陀螺仪包括外框、中框以及内框，外框上设置有水平梳齿架，外框与中框通过水平

放置的连接梁连接，中框与内框通过竖直放置的连接梁连接，内框由连接至锚点的解耦梁

支撑并且设有竖直梳齿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水平梳

齿架和竖直梳齿架两侧均设置有固定电极，配置成滑膜梳齿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谐振式

加速度计由两个谐振梁构成，每个谐振梁设置有两组梳齿，每组梳齿外侧设置有驱动梳齿

电极和检测梳齿电极，谐振梁一端连接锚点，另一端为惯性力敏感输入端。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谐振式

加速度计的惯性力敏感输入端水平侧由连接至锚点的解耦梁支撑，纵向通过连接梁连接至

陀螺仪外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加速度

计的惯性力敏感质量单元由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质量构成，上下两个谐振梁形成差分输

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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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电子领域，属于微机电系统(MEMS)中的惯性传感器，具体是一种单

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硅微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是两种非常重要的微型惯性传感器，也是微型惯性导航或

制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硅微惯性器件的加工工艺与微电子加工技术兼容，可批量

生产，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功耗低、可靠性高等优势，是当今微机械电子技术领域

发展的热点方向之一，在军民领域均有广泛的前景。

[0003] 在单片结构中同时实现角速度和线加速度的测量可以大大减小惯性测量系统设

计和装配的复杂性，有利于惯性导航或制导系统的进一步小型化。现有的单片式加速度计

陀螺仪中加速度计主要有两类，一种是电容式的，一种是谐振式的。前者一般利用陀螺仪敏

感质量块在加速度作用下产生的位移所导致的电容变化来测量加速度的大小；后者一般将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开实现，然后集成于单芯片中。

[0004] 电容式加速度计陀螺仪的实现方法主要有如下问题：1、角速度与线加速度所产生

的响应均反映在质量块的位移上，需要较复杂的信号处理将两种惯性信息分离；2、质量块

同时具有面内与面外的运动，对结构加工的对称性要求很高；3、高精度的电容读出电路较

为复杂，限制了加速度计的精度。而在目前的谐振式加速度计陀螺仪的实现中，各惯性测量

单元的敏感质量块相互独立，增加了结构的总体积和复杂性，不利于系统的微型化，同时增

加了制造的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单片式谐振加速度

计陀螺仪结构。

[0006]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一种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

包括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两个谐振梁构成的谐振式加速度计，谐振式加速度计的输入

端水平侧通过解耦梁与锚点固定，竖直侧与陀螺仪通过连接梁相连接；谐振式加速度计的

惯性敏感质量单元由陀螺仪质量构成。

[0007] 其中，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包括外框、中框以及内框，外框上设置有水平梳齿

架，外框与中框通过水平放置的连接梁连接，中框与内框通过竖直放置的连接梁连接，内框

由连接至锚点的解耦梁支撑并且设有竖直梳齿架。

[0008] 其中，水平梳齿架和竖直梳齿架两侧均设置有固定电极，配置成滑膜梳齿结构。

[0009] 其中，谐振式加速度计由两个谐振梁构成，每个谐振梁设置有两组梳齿，每组梳齿

外侧设置有驱动梳齿电极和检测梳齿电极，谐振梁一端连接锚点，另一端为惯性力敏感输

入端。

[0010] 其中，谐振式加速度计的惯性力敏感输入端水平侧由连接至锚点的解耦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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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通过连接梁连接至陀螺仪外框。

[0011] 其中，加速度计的惯性力敏感质量单元由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质量构成，上下

两个谐振梁形成差分输出结构。

[0012]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3] 1加速度计的惯性敏感单元为陀螺仪的质量，简化了结构设计，有效减小了加速度

计陀螺仪的总体积和成本。

[0014] 2差分频率输出的加速度计有效抑制了温度等外界的共模影响，并且直接的频率

输出具有抗干扰强的特点。

[0015] 3三框架式的陀螺仪设计独立于谐振式加速度计的设计，陀螺仪模态的配置与加

速度计的设计无关，降低了集成设计的复杂性。

[0016]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出的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可以有效测量垂直纸

面的角运动和竖直方向的线加速度，并且具有体积小、结构紧凑、设计简单、精度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a、1b均为加速度计谐振梁的固定端锚点；2a、2b均为加速度计谐振梁与锚

点连接器；3a、3b、3c、3d均为加速度计谐振梁驱动梳齿固定电极；4a、4b、4c、4d均为加速度

计谐振梁检测梳齿固定电极；5a、5b、5c、5d、5e、5f、5g、5h均为加速度计谐振梁输入端解耦

梁的支撑锚点；6a、6b、6c、6d均为加速度计谐振梁输入端解耦梁；7a、7b、7c、7d均为陀螺仪

外框驱动梳齿固定电极；8a、8b、8c、8d均为陀螺仪外框梳齿架；9a、9b、9c、9d均为陀螺仪外

框检测梳齿固定电极；10a、10b均为加速度计谐振梁与陀螺仪外框连接器；11a、11b均为加

速度计输入端与陀螺仪外框连接梁；12a、12b、12c、12d均为陀螺仪外框与中框连接梁；13a、

13b、13c、13d均为陀螺仪中框与内框连接梁；14a、14b、14c、14d均为陀螺仪内框解耦梁；

15a、15b均为陀螺仪内框解耦梁支撑锚点；16a、16b、16c、16d均为陀螺仪内框检测梳齿固定

电极；17a、17b、17c、17d均为陀螺仪内框梳齿架；18a、18b、18c、18d均为陀螺仪内框力反馈

梳齿固定电极；19a、19b均为加速度计谐振梁；20为陀螺仪外框；21为陀螺仪中框；22为陀螺

仪内框。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单片式谐振加速度计陀螺仪结构，包括三框架式全解耦

陀螺仪、两个谐振梁构成的谐振式加速度计，谐振式加速度计的输入端水平侧通过解耦梁

与锚点固定，竖直侧与陀螺仪通过连接梁相连接；谐振式加速度计的惯性敏感质量单元由

陀螺仪质量构成。

[0021] 其中，谐振式加速度计包括谐振梁19a、19b，固定支撑锚点1a、1b，谐振梁与锚点连

接器2a、2b，谐振梁驱动梳齿固定电极3a、3b、3c、3d，谐振梁检测梳齿固定电极4a、4b、4c、

4d，谐振梁输入端解耦梁支撑锚点5a、5b、5c、5d、5e、5f、5g、5h，谐振梁输入端解耦梁6a、6b、

6c、6d，谐振梁与陀螺仪外框连接器10a、10b，敏感输入端与陀螺仪外框连接梁11a、11b。三

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包括外框20、中框21、内框22，外框与中框连接梁12a、12b、12c、12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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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与内框连接梁13a、13b、13c、13d，外框梳齿架8a、8b、8c、8d，外框驱动梳齿固定电极7a、

7b、7c、7d，外框驱动梳齿检测电极9a、9b、9c、9d，内框梳齿架17a、17b、17c、17d，内框力反馈

梳齿固定电极18a、18b、18c、18d，内框检测梳齿固定电极16a、16b、16c、16d，内框解耦梁

14a、14b、14c、14d以及内框解耦梁支撑锚点15a、15b。

[0022] 如图1所示，谐振式加速度计两个谐振梁上下关于水平轴对称，因此，只需对其中

一个谐振梁上部谐振梁进行说明即可。所述谐振式加速度计谐振梁19a通过连接器2a由固

定锚点1a所固定支撑，其两侧分布有固定的驱动梳齿电极3a、3d以及固定的检测梳齿电极

4a、4d。所述驱动梳齿电极3a、3d放置于检测梳齿电极4a、4d上侧。所述谐振梁19a的敏感输

入端通过连接器10a与陀螺仪外框连接梁11a连接，并由解耦梁6a、6d连接至固定锚点5a、

5b、5g、5h。所述解耦梁6a、6d分别在连接器10a左右两侧，锚点5a、5b、5g、5h在解耦梁6a、6d

上下两侧分布。

[0023] 如图1所示，三框架式全解耦陀螺仪外框20上下侧由连接梁11a、11b连接至上下加

速度计输入端连接器10a、10b，并由解耦梁6a、6b、6c、6d和锚点5a、5b、5c、5d、5e、5f、5g、5h

所支撑。陀螺仪中框21通过四个水平放置的连接梁12a、12b、12c、12d悬挂于外框20内部。陀

螺仪内框22通过四个竖直放置的连接梁13a、13b、13c、13d悬挂于中框21内部，同时，内框22

通过四个水平放置的解耦梁14a、14b、14c、14d连接至固定锚点15a、15b。

[0024] 所述陀螺仪外框20外侧设置有四组关于水平中心轴和竖直中心轴对称的梳齿架

8a、8b、8c、8d。所述外框梳齿架8a、8b、8c、8d与外框20水平边沿垂直放置，其两侧布置有驱

动梳齿电极7a、7b、7c、7d和检测梳齿电极9a、9b、9c、9d。陀螺仪内框22内侧设置有同样对称

的四组梳齿架17a、17b、17c、17d。所述梳齿架17a、17b、17c、17d与内框22竖直边沿垂直，其

两侧布置有力反馈梳齿电极18a、18b、18c、18d和检测梳齿电极16a、16b、16c、16d。

[0025] 如图1所示，整个结构体关于水平中轴以及竖直中轴对称分布。

[002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加速度计的谐振梁19a、19b被其两侧的驱动梳齿3a、3b、

3c、3d所驱动至谐振频率，其运动被两侧的检测梳齿4a、4b、4c、4d所读取。当结构体受到竖

直方向加速度载荷时了，陀螺仪内中外三框20、21、22的质量以敏感单元的形式将惯性力作

用于谐振式加速度计的输入端连接器10a、10b，以此改变加速度计谐振梁19a、19b的谐振频

率。谐振梁的频率变化反映了结构体所受到的加速度大小。同时，上下两根谐振梁19a、19b

组成了差分输出。陀螺仪外框20在水平梳齿3a、3b、3c、3d的驱动下沿水平方向作简弦运动，

外框20的竖直运动被谐振式加速度计的敏感输入端连接器10a、10b所限制。陀螺仪外框20

通过连接梁12a、12b、12c、12d带动中框21做水平简弦运动。当结构体受到垂直纸面的角运

动时，中框21在哥氏力载荷下同时产生竖直方向的简弦运动，并通过连接梁13a、13b、13c、

13d带动陀螺仪内框22沿竖直方向运动，而内框22的水平运动被连接至锚点15a、15b的解耦

梁14a、14b、14c、14d限制。内框22的竖直简弦运动被检测梳齿16a、16b、16c、16d读取，其幅

度大小反映了结构体受到的角速度大小，并通过在力反馈梳齿电极18a、18b、18c、18d上施

加合适的静电力以平衡内框22受到的哥氏力载荷。

[002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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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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