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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陀螺仪，包括一振动模块，所述振动模

块用于检测XY平面外的振动信号，所述振动模块

在XY平面内包括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的沿着X方

向的第一悬臂梁和沿着Y方向第二悬臂梁，所述

第一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一质量块，所述第二悬

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二质量块，至少一个质量块与

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括折叠梁，所

述折叠梁的设置方向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

梁的轴向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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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振动模块，包括在一平面内设置的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的第一悬臂梁和第二悬

臂梁，所述第一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一质量块，所述第二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二质量块，其

特征在于，至少一个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括折叠梁，所述折叠梁的

设置方向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所述折叠梁的数目是两个，所述两个折

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

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振动模块，其特征在于，第一质量块和第二质量块与对应的悬

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包括两个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

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

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振动模块，其特征在于，第一质量块和第一悬臂梁之间通过连

接梁连接，所述连接梁的数目是两个，所述两个连接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连接梁的

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连接梁沿着设置所述连接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

所述折叠梁是所述连接梁的一部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振动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模块还包括与第一悬臂梁和

第二悬臂梁在同一平面内，且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的第三悬臂梁和第四悬臂梁，第三悬臂

梁还与第二悬臂梁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第四悬臂梁还与第一悬臂梁相互垂直且相互连

接，以构成十字梁，所述第三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三质量块，所述第四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

四质量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振动模块，其特征在于，第三质量块和第四质量块中的至少一

个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括两个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

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

心轴相互对称。

6.一种陀螺仪，包括一振动模块，所述振动模块用于检测XY平面外的振动信号，所述振

动模块在XY平面内包括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的沿着X方向的第一悬臂梁和沿着Y方向第二

悬臂梁，所述第一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一质量块，所述第二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二质量块，

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括折叠梁，所述折叠梁

的设置方向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

所述折叠梁的数目是两个，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

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陀螺仪，其特征在于，第一质量块和第二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

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包括两个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梁

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

称。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陀螺仪，其特征在于，第一质量块和第一悬臂梁之间通过连接

梁连接，所述连接梁的数目是两个，所述两个连接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连接梁的悬

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连接梁沿着设置所述连接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所

述折叠梁是所述连接梁的一部分。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陀螺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模块还包括与第一悬臂梁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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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悬臂梁在同一平面内，且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的沿着X方向的第三悬臂梁和沿着Y方向第

四悬臂梁，以构成十字梁，所述第三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三质量块，所述第四悬臂梁的末端

连接第四质量块。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陀螺仪，其特征在于，第三质量块和第四质量块与对应的悬

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包括两个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

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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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模块以及陀螺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振动模块以及采用所述振动模块的陀

螺仪。

背景技术

[0002] MEMS(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微机电系统)陀螺仪利用科里奥利力

(Coriolis  force，又称为科氏力)现象。科氏力是对旋转体系中进行直线运动的质点由于

惯性相对于旋转体系产生的直线运动的偏移的一种描述。科里奥利力来自于物体运动所具

有的惯性，在旋转体系中进行直线运动的质点，由于惯性的作用，有沿着原有运动方向继续

运动的趋势，但是由于体系本身是旋转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运动之后，体系中质点的位

置会有所变化，而它原有的运动趋势的方向，如果以旋转体系的视角去观察，就会发生一定

程度的偏离。MEMS陀螺仪体积小、成本低、集成性好，已得以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如在移动终

端、相机防抖、游戏手柄、玩具飞机、导航等产品中。

[0003] MEMS陀螺仪包括驱动部分和检测部分，通过驱动和检测运动的耦合作用实现对运

动角速度的测量。当陀螺处于驱动运动模态，并且在与驱动模态运动轴向垂直的第二方向

有角速度输入时，由于哥氏效应陀螺仪在检测轴向产生检测模态运动，通过测量检测模态

运动的位移，即刻测定物体的转动角速度。所述测量检测模态运动的位移可以通过测量电

容的变化来实现，例如，通过在谐振条件下确定由移动电极的运动所产生的电容的变化，来

以电容方法来检测检测模态运动的位移，电容的检测可以通过叉指电极或者平板电极来实

现。随着微机电陀螺技术的发展，高集成度、低成本的两轴或者三轴测量陀螺满足了现代消

费电子产品的需求，成为微机电陀螺仪发展的趋势。

[0004] 双轴陀螺仪需要至少两个方向上的检测质量块，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十字梁将

两个方向上的质量块连接在一起。而十字梁的缺点在于X+和X-(或Y+和Y-)方向上设置的两

组质量块的振动，会传递到Y+和Y-(或X+和X-)方向上的质量块，从而导致陀螺质量块对转

动角速度的灵敏度降低。因此，在双轴陀螺仪中如何避免垂直方向上的两组质量块的振动

相互传递，是先有技术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振动模块以及陀螺仪，避免垂直方向上

的两组质量块的振动相互传递。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振动模块，包括在一平面内设置的相互垂

直且相互连接的第一悬臂梁和第二悬臂梁，所述第一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一质量块，所述

第二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二质量块，至少一个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

括折叠梁，所述折叠梁的设置方向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

[0007] 可选的，所述折叠梁的数目是两个，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

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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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

[0008] 可选的，第一质量块和第二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包括两个

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

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

[0009] 可选的，第一质量块和第一悬臂梁之间通过连接梁连接，所述连接梁的数目是两

个，所述两个连接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连接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连

接梁沿着设置所述连接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所述第一折叠梁是所述连接梁的一

部分。

[0010] 可选的，所述振动模块还包括与第一悬臂梁和第二悬臂梁在同一平面内，且相互

垂直且相互连接的第三悬臂梁和第四悬臂梁，第三悬臂梁还与第二悬臂梁相互垂直且相互

连接，第四悬臂梁还与第一悬臂梁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以构成十字梁，所述第三悬臂梁的

末端连接第三质量块，所述第四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四质量块。

[0011] 可选的，第三质量块和第四质量块中的至少一个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

中包括两个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

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陀螺仪，包括一振动模块，所述振动模块用于检测XY平面外

的振动信号，所述振动模块在XY平面内包括相互垂直且相互连接的沿着X方向的第一悬臂

梁和沿着Y方向第二悬臂梁，所述第一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一质量块，所述第二悬臂梁的末

端连接第二质量块，至少一个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括折叠梁，所述

折叠梁的设置方向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

[0013] 可选的，所述折叠梁的数目是两个，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

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

对称。

[0014] 可选的，第一质量块和第二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包括两个

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

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

[0015] 可选的，第一质量块和第一悬臂梁之间通过连接梁连接，所述连接梁的数目是两

个，所述两个连接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连接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连

接梁沿着设置所述连接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所述第一折叠梁是所述连接梁的一

部分。

[0016] 可选的，所述振动模块还包括与第一悬臂梁和第二悬臂梁在同一平面内，且相互

垂直且相互连接的沿着X方向的第三悬臂梁和沿着Y方向第四悬臂梁，以构成十字梁，所述

第三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三质量块，所述第四悬臂梁的末端连接第四质量块。

[0017] 可选的，第三质量块和第四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包括两个

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

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互对称。

[0018] 上述折叠梁的作用是避免质量块在面外振动时，将振动通过悬臂梁传导至其它质

量块。在某一质量块在面外振动时，质量块与设置该质量块的悬臂梁之间的作用力是通过

折叠梁传导的，而对称设置的两个折叠梁能够为悬臂梁和质量块之间提供一对相反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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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对振动起到缓冲的作用，降低悬臂梁的振动幅度。因此只要在X和Y方向上的择一设

置折叠梁，就可以起到避免振动传递的效果。

[0019] 而一种优选的方式是在X和Y方向上都设置折叠梁。这样当去缓冲后残余的小幅度

振动传导至其他悬臂梁时，在该悬臂梁末端对称设置的折叠梁又能够为悬臂梁和质量块之

间提供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对振动再次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了质量块随之振动。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所示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的陀螺仪在XY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2A是附图1中第一悬臂梁与第一质量块之间通过第一折叠梁连接的放大结构

示意图。

[0022] 附图2B是附图1中第二悬臂梁与第二质量块之间通过第二折叠梁连接的放大结构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提供的振动模块以及陀螺仪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说明。

[0024] 附图1所示是本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的陀螺仪在XY平面结构示意图，包括一振动模

块。所述振动模块包括在XY平面内设置的相互连接的沿着X方向的第一悬臂梁11和沿着Y方

向的第二悬臂梁12。第一悬臂梁11和第二悬臂梁12相互垂直。所述第一悬臂梁11的末端连

接第一质量块11M，所述第二悬臂梁12的末端连接第二质量块12M。

[0025] 附图2A所示是附图1中第一悬臂梁11与第一质量块11M之间通过第一折叠梁21T连

接结构示意图。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第一质量块11M与对应的第一悬臂梁11之间的连接结

构中包括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一折叠梁21T，所述两个第一折叠梁21T的设置方向沿着Y方向，

与第一悬臂梁11的轴向X方向垂直，且所述两个第一折叠梁21T沿着第一悬臂梁11的中心轴

A-A相互对称。并且第一折叠梁21T是设置在连接梁21C上的，是连接梁21C的一部分。两个连

接梁21C连接第一质量块11M和第一悬臂梁11。连接梁21C设置方向也是沿着Y方向，与第一

悬臂梁11的轴向X方向垂直，且所述两个连接梁21C沿着第一悬臂梁11的中心轴A-A相互对

称。对称设置的连接梁能够对第一质量块11M沿着Y方向的振动起到强的限制作用，而对第

一质量块11M沿着其他平动或转动的方向的振动起到弱的限制作用

[0026] 附图2B所示是附图1中第二悬臂梁12与第二质量块12M之间通过第二折叠梁22T连

接结构示意图。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第二质量块12M与对应的第二悬臂梁12之间的连接结

构中包括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二折叠梁22T，所述两个第二折叠梁22T的设置方向沿着X方向，

与第二悬臂梁12的轴向Y方向垂直，且所述两个第二折叠梁22T沿着第二悬臂梁12的中心轴

B-B相互对称。并且第二折叠梁22T也是设置在连接梁22C上的，是连接梁22C的一部分。关于

连接梁22C请参考附图2A的叙述。

[0027] 上述第一折叠梁21T和第二折叠梁22T的作用是为了避免第二质量块12M在面外振

动时，将振动通过第二悬臂梁12和第一悬臂梁11传导至第一质量块11M。在第二质量块12M

在面外振动时，第二质量块12M与第二悬臂梁12之间的作用力是通过第二折叠梁22T传导

的，因此第二折叠梁22T的作用在于对此震动起到缓冲的作用。而对称设置的两个第二折叠

梁22T能够进一步对称地分散第二悬臂梁12和第二质量块12M之间的作用力，对振动起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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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缓冲作用，降低第二悬臂梁12的振动幅度。而当被缓冲后残余的小幅度振动传导至

第一悬臂梁11时，第一折叠梁21T能够为第一悬臂梁11和第一质量块11M之间提供相反方向

的作用力，对振动再次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了第一质量块11M随之振动。对称设置的两个

第一折叠梁21T同样是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同样的，第一质量块11M在面外振动时，第一折

叠梁21T和第二折叠梁22T也可以避免振动传导至第一质量块12M。

[0028] 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折叠梁21T和第二折叠梁22T的作用是类似的，因此，

为了避免振动传导，应当在至少一个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括上述折

叠梁，而优选的方式是在两个质量块与对应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设置折叠梁。

[0029] 继续参考附图1，本具体实施方式中，还包括与第一悬臂梁11和第二悬臂梁12同在

XY平面内，且相互连接的沿着X方向的第三悬臂梁13和沿着Y方向的第四悬臂梁14。由于第

三悬臂梁13是沿着X方向的，因此第三悬臂梁13还与沿着Y方向的第二悬臂梁12相互垂直。

同样的，沿着Y方向的第四悬臂14梁还与沿着X方向的第一悬臂梁11相互垂直。上述四个悬

臂梁彼此连接，构成十字梁。所述第三悬臂梁13的末端连接第三质量块13M，所述第四悬臂

梁14的末端连接第四质量块14M。

[0030]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为了充分过滤振动，第三质量块13M和第四质量块14M与对应

的悬臂梁之间的连接结构中都包括两个折叠梁，所述两个折叠梁的设置方向均与设置所述

折叠梁的悬臂梁的轴向垂直，且所述两个折叠梁沿着设置所述折叠梁的悬臂梁的中心轴相

互对称。详细设置方式和作用请参考上述对第一折叠梁21T和第二折叠梁22T作用的解释。

在其它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第三质量块13M和第四质量块14M应当至少一个与对应的悬臂梁

之间的连接结构中包括折叠梁。

[0031] 上述折叠梁的作用是避免质量块在面外振动时，将振动通过悬臂梁传导至其它质

量块。在某一质量块在面外振动时，质量块与设置该质量块的悬臂梁之间的作用力不是直

接发生传递，而是通过折叠梁传导的，因此可以有效的对振动起到缓冲你作用，尤其是对称

设置的两个折叠梁效果更佳，能够进一步降低悬臂梁的振动幅度。因此只要在X和Y方向上

的择一设置折叠梁，就可以起到缓冲振动的效果。

[0032] 而一种优选的方式是在X和Y方向上都设置折叠梁。这样当缓冲后残余的小幅度振

动传导至其他悬臂梁时，在该悬臂梁末端对称设置的折叠梁又能够为悬臂梁和质量块之间

提供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对振动再次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了质量块随之振动。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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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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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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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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