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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的光纤传感器

的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①将全固光子带隙

光纤两端通过单模光纤分别与超连续光源及光

谱仪相连；②将全固带隙光纤两边的单模光纤一

端固定，另一端加载砝码，并将全固带隙光纤放

置于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加工区域；③确定高

能量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输出激光脉冲能量

参数及加工光栅周期和长度，在全固光子带隙光

纤上实时同步刻写级联长周期光栅，反复刻写次

数在15次以上；④写制过程中实时观测透射光

谱，通过调节偏振控制器，直至光谱图出现双生

谐振干涉谱，并且干涉峰对比度达到设定值时，

完成光栅的写制，从而形成光纤传感器。该方法

制造简单，重复性高，可靠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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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①将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两端通过单模光纤分别与超连续光源及光谱仪相连；

②将全固带隙光纤两边的单模光纤一端固定，另一端加载砝码，并将全固带隙光纤放

置于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加工区域；

③确定高能量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输出激光脉冲能量参数及加工光栅周期和长度，

在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上实时同步刻写级联长周期光栅，反复刻写次数在15次以上；

④写制过程中实时观测透射光谱，通过调节偏振控制器，直至光谱图出现双生谐振干

涉谱，并且干涉峰对比度达到设定值时，完成光栅的写制，从而形成光纤传感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单模光纤的纤芯直径为8.3μm，直径125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全固光子带隙光纤长度大于22mm、直径为125μm，基底材料层为纯二氧化硅层，包层由

五圈低折射率环包围高折射率柱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上刻有级联长周期光栅，该级联长周期光栅的栅格周期均为160μm，

栅格数为40个，对应双生谐振干涉峰范围覆盖1520nm-1620n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与单模光纤熔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光栅的栅格周期根据公式：λ＝(n1-n2)Λ确定，其中λ是模式耦合波长，n1和n2分别为参

与耦合模式有效折射率，Λ为栅格周期。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高折射率柱直径约为3.35μm。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低折射率环直径约为7.01μm，柱间距约为9.26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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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纤传感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可用于温度与

扭转双参量测量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安全监控与传感一直是石油管道、桥梁、建筑等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般来

说，建筑物的健康状况主要反映在弯曲、扭转、轴向应力、温度、荷载压力等几个物理参数

上，扭转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力学参数之一。传统的机械式扭转传感器体积大、成本高，而

且很难在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

[0003] 光纤传感器以其体积小、重量轻、抗电磁干扰、耐高温、耐腐蚀等突出优点在各类

环境监控与传感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扭转测量方面，光纤传感器主要分为拉锥光纤

型、光纤光栅型、双折射保偏光纤型等。然而，受外界复杂环境的影响，普通光纤传感器在周

围温度、折射率、轴向应力等参数变化时，也会出现与扭转相似的传感响应，从而难以解决

不同物理参量之间的交叉敏感问题，也无法实现对多个物理参量同时进行监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该方法

制造简单，重复性高，可靠性好，同时可以制造光纤长度、干涉波长、干涉条纹间距可调的光

纤模间干涉仪。且通过该方法制造出的传感器可在恶劣环境条件下工作，可避免在扭转测

量中不同物理参量之间的交叉敏感的现象同时可实现对多个物理参量的监控；该传感器透

射谱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不同区域的干涉峰对扭转和温度响应特性不同，并且该传感器

对外界折射率变化不敏感、插损小，可用于温度和扭转双参量传感；该传感器制造简单、可

靠性好、结实紧凑。

[0005] 如上构思，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的光纤传感器的制

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①将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两端通过单模光纤分别与超连续光源及光谱仪相连；

[0007] ②将全固带隙光纤两边的单模光纤一端固定，另一端加载砝码，并将全固带隙光

纤放置于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加工区域；

[0008] ③确定高能量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输出激光脉冲能量参数及加工光栅周期和

长度，在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上实时同步刻写级联长周期光栅，反复刻写次数在15次以上；

[0009] ④写制过程中实时观测透射光谱，通过调节偏振控制器，直至光谱图出现双生谐

振干涉谱，并且干涉峰对比度达到设定值时，完成光栅的写制，从而形成光纤传感器。

[0010] 上述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与单模光纤熔接。

[0011] 上述单模光纤的纤芯直径为8.3μm，直径125μm。

[0012] 上述全固光子带隙光纤长度大于22mm、直径为125μm，基底材料层为纯二氧化硅

层，包层由五圈低折射率环包围高折射率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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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上述高折射率柱直径约为3.35μm。

[0014] 上述低折射率环直径约为7.01μm，柱间距约为9.26μm。

[0015] 上述光栅的栅格周期根据公式：λ＝(n1-n2)Λ确定，其中λ是模式耦合波长，n1和n2

分别为参与耦合模式有效折射率，Λ为栅格周期。

[0016] 上述级联长周期光栅的栅格周期均为160μm，栅格数为40个，对应双生谐振干涉峰

范围覆盖1520nm-1620nm。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8] 1、本发明通过选取合适的光纤与干涉模式，将级联光栅长度压缩到二氧化碳激光

器模板加工区域长度范围以内，从而可以一次实现两个光栅的同步刻写，克服了传统双光

栅依次刻写导致的参数难以一致、干涉对比度小、重复性差的难题，实现了制造容易、对比

度高、可靠性好、重复性高的级联光栅刻写方法。

[0019] 2、本发明利用单侧曝光多次反复刻写技术，对全固光子带隙光纤引入了双折射，

实现了不同波段处，纤芯基模与不同LP01传导超模的耦合与干涉，从而在光谱图上产生了双

生谐振干涉特征，并且不同区域的干涉峰对于温度和扭转具有不同的传感响应特性，实现

了温度-扭转双参量传感。

[0020] 3、本发明干涉的模式为高折射率柱中的传导模式，与常见的包层模式相比，LP01传

导超模损耗小、传输稳定，不易受外界其他因素干扰，因此该传感器对外界折射率变化不敏

感，可靠性高，进一步避免了交叉敏感问题。

[0021] 4、采用本发明方法制造的光纤传感器可用于温度和扭转双参量传感，该干涉仪不

同区域对温度和扭转的敏感特性不同，通过选取不同的干涉波长，可以制造不同灵敏度的

光纤传感器，并且可用于高温(800℃)等恶劣环境下的传感测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用于制造本发明的全固光子带隙光纤横截面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制造方法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中光纤传感器的透射光谱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中光纤传感器与外界温度变化的关系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中光纤传感器与外界扭转变化的关系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考图1、2：一种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的光纤传感器的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28] 1、将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两端通过单模光纤分别与超连续光源及光谱仪相连，全固

光子带隙光纤与单模光纤对芯熔接，避免引起干涉效应，超连续光源波长范围需覆盖待加

工干涉仪的波长变化范围。

[0029] ①采用的单模光纤的纤芯直径为8.3μm，直径125μm。

[0030] ②所用全固带隙光纤长度大于22mm，并且可根据需要改变全固带隙光纤长度以适

应不同级联光栅间距，从而调节干涉条纹间距。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全固光子带隙光纤

同时支持纤芯LP01模式与多个高折射率柱中LP01传导超模传输，横截面结构参考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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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固光子带隙光纤直径为125μm，基底材料为纯二氧化硅，包层由5圈低折射率环(掺氟材

料)包围着高折射率柱(掺锗材料)构成的，高折射率柱直径约为3.35μm，低折射率环直径约

为7.01μm，柱间距约为9.26μm。

[0031] 2、将全固带隙光纤两边的单模光纤一端用夹子固定，另一端加载重量为20g-50g

之间的砝码，并将全固带隙光纤放置于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加工区域。

[0032] 3、确定双光栅的栅格周期、间隔长度等参数，绘制双光栅模板，确定高能量二氧化

碳激光器的输出激光脉冲能量参数，在全固带隙光纤上实时同步刻写级联长周期光栅，反

复刻写次数在15次以上。其中，光栅的栅格周期根据公式：λ＝(n1-n2)Λ确定，其中λ是模式

耦合波长，n1和n2分别为参与耦合模式有效折射率，Λ为栅格周期。

[0033]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参与耦合的模式为全固光子带隙中的纤芯基模与不同的包层

LP01传导超模，两个光栅的栅格周期均选为160μm，栅格数量均为40个，对应双生谐振干涉峰

范围覆盖1520nm-1620nm。两个光栅之间距离可调，总长度在70mm以内，不超过二氧化碳激

光器打标区域范围。根据以上参数绘制出双光栅模板，参照图2所示。

[0034]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参数如下：有效矢量步长为0.0015mm，有

效矢量步长延时为85μs，空矢量步长0.030mm，空矢量步长延时为20μs，Q  switch频率为

5.000kHz，Q释放时间为60μs，电流为10.000A。

[0035] 4、写制过程中实时观测透射光谱，通过调节偏振控制器，直至光谱图出现双生谐

振干涉谱，并且干涉峰对比度达到10dB以上时，完成双光栅的写制，从而形成所述光纤传感

器。

[0036] 利用上述制造方法获得的具有双生谐振干涉峰的的光纤传感器，参考图2与图3，

由一段单模光纤与一段全固光子带隙光纤构成，全固带隙光纤上刻写有级联长周期光栅，

该光栅可以实现不同波段处，纤芯基模与包层不同传导超模之间的谐振干涉。该传感器的

光谱图具有双生谐振干涉谱特征，不同区域的干涉峰对于温度和扭转具有不同的传感响应

特性。优选地，所用全固光子带隙光纤、单模光纤、级联长周期光栅等物理参数均与上述制

造方法所述的物理参数相同。

[0037] 图3所示为本发明中光纤传感器的透射光谱图，该光谱图呈现双生谐振干涉图样，

左右两段干涉谱分别由纤芯基模与两种不同的包层LP01传导超模谐振干涉而成。

[0038] 图4所示为本发明中光纤传感器不同干涉峰对外界温度变化的响应特性，其波长

随着外界温度升高往长波漂移，灵敏度分别为47.46pm/℃(A峰)，51.18pm/℃(B峰)；而干涉

峰损耗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不变。

[0039] 图5所示为本发明中光纤传感器不同干涉峰对外界扭转变化的响应特性，本发明

例中，扭转部分光纤总长度(包含全固光子带隙光纤与单模光纤)为210mm。从图5可以看出，

不同干涉峰损耗对外界扭转响应不同，其中A峰对外界扭转响应非常灵敏，B峰损耗则变化

缓慢；不同干涉峰波长随着外界扭转变化基本保持不变。

[0040]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监考不同干涉峰的损耗和波长变化情况来实现温度与扭转双

参量传感。

[0041] 本发明中未详细说明部分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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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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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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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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