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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反

射谱特性实现激光拍频的差动型光学加速度计，

包括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保偏光纤3dB耦合

器、合束耦合器、光纤布拉格光栅、副悬臂梁、主

悬臂梁、质量块、光源驱动、频率调制装置、检波

装置、相位调制装置、调制信号发生装置、光电探

测器、检波电路、边框；本发明抗干扰能力强，数

字输出特性从本质上避免各种光强起伏干扰，同

时采用光信号作为信息载体，可以有效降低电磁

干扰对加速度测量精度的影响，可靠性高，稳定

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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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反射谱特性实现激光拍频的差动型光学加速度计，包括窄

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二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三保偏光纤

3dB耦合器、合束耦合器、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一副悬臂梁、第二

副悬臂梁、主悬臂梁、质量块、光源驱动、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

器、第一频率调制装置、第二频率调制装置、第一检波装置、第二检波装置、第一相位调制装

置、第二相位调制装置、第一调制信号发生装置、第二调制信号发生装置、光电探测器、检波

电路、边框；

光源驱动与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连接；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光出射端与第一保

偏光纤3dB耦合器连接；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两出射端分别与第一频率调制装置、第二

频率调制装置连接；第一频率调制装置、第二频率调制装置调制信号输入端与第一检波装

置、第二检波装置连接，光信号输出端与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连接；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同时与合束耦合器连接，并分别与

第一相位调制装置、第二相位调制装置连接，两相位调制装置分别连接第一调制信号发生

装置、第二调制信号发生装置；第一相位调制装置、第二相位调制装置光信号输出端与第二

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三保偏光纤3dB耦合器连接，两耦合器同时与第一检波装置、第二检

波装置及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连接；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二光纤

布拉格光栅分别对应贴合于第一副悬臂梁、第二副悬臂梁上；第一副悬臂梁、第二副悬臂梁

与主悬臂梁平行连接于质量块和边框之间；合束耦合器与光电探测器连接；光电探测器最

终与检波电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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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反射谱特性实现激光拍频的差动型光学

加速度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反射谱特性实现激光拍频的差动型光学加速

度计，属于惯性导航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光纤光栅是利用光纤材料的光敏性，在纤芯内形成空间相位光栅，其作用实质上

是在纤芯内形成一个窄带的(透射或反射)滤波器或反射镜。光纤布喇格光栅(fiber  bragg 

grating，FBG)是周期小于1μm的短周期光纤光栅，其特点是传输方向相反的两个芯模之间

发生耦合，属于反射型带通滤波器。

[0003] 由FBG的布喇格方程可知，布喇格波长取决于光栅周期和反向耦合模的有效折射

率。能够引起他们发生变化的外界因素，都将引起布喇格波长漂移，纵向应变便是其中最直

接的因素之一。应变改变布喇格光栅是光纤的弹性效应和弹光效应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弹

性效应会改变光栅的栅格周期；弹光效应使光纤光栅的有效折射率产生改变。光纤光栅的

纵向应变灵敏度系数仅取决于材料本身和反向耦合模的有效折射率。对于保偏光纤，当光

纤材料选定后，其灵敏度系数将为一定值，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FBG作为轴向应变传感器时

具有良好的线性输出特性。

[0004] 两个振幅相同，振动方向相同、且在同一方向传播，但频率接近的单色光波的叠

加，其合成波是一个振幅受到低频调制的波，这种现象称为拍，拍频为两个叠加单色光波的

频率之差，相对于光频，拍频相对较低，比较容易被探测到。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阶段电容式加速度计测试方式中检测精度不足、检测

及控制信号相互干扰的问题，提出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反射谱特性实现激光拍频的差动型

光学加速度计，其结构简单、灵敏度高、数字输出、抗干扰能力强。

[0006] 一种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反射谱特性实现激光拍频的差动型光学加速度计，包括

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二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三保偏光

纤3dB耦合器、合束耦合器、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一副悬臂梁、第

二副悬臂梁、主悬臂梁、质量块、光源驱动、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

器、第一频率调制装置、第二频率调制装置、第一检波装置、第二检波装置、第一相位调制装

置、第二相位调制装置、第一调制信号发生装置、第二调制信号发生装置、光电探测器、检波

电路、边框；

[0007] 光源驱动与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连接；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光出射端与第

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连接；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两出射端分别与第一频率调制装置、

第二频率调制装置连接；第一频率调制装置、第二频率调制装置调制信号输入端与第一检

波装置、第二检波装置连接，光信号输出端与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五保偏光纤3dB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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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器连接；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同时与合束耦合器连接，并分

别与第一相位调制装置、第二相位调制装置连接，两相位调制装置分别连接第一调制信号

发生装置、第二调制信号发生装置；第一相位调制装置、第二相位调制装置光信号输出端与

第二保偏光纤3dB耦合器、第三保偏光纤3dB耦合器连接，两耦合器同时与第一检波装置、第

二检波装置及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连接；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第二

光纤布拉格光栅贴合于第一副悬臂梁、第二副悬臂梁上；第一副悬臂梁、第二副悬臂梁与主

悬臂梁平行连接于质量块和边框之间；合束耦合器与光电探测器连接；光电探测器最终与

检波电路连接。

[0008]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09] (1)抗干扰能力强，数字输出特性从本质上避免各种光强起伏干扰，同时采用光信

号作为信息载体，可以有效降低电磁干扰对加速度测量精度的影响，可靠性高，稳定性好。

[0010] (2)使用窄线宽激光器，通过扫频方式将单路激光频率准确锁定在布拉格光栅反

射谱峰值频率，可实现低拍频频率，提高了加速度测量精度。

[0011] (3)微梁形变均匀，反射光谱不存在啁啾效应，测量结果重复性好，线性度高。

[0012] (4)差分输出可以有效抑制共模噪声，实现温度补偿，消除温度造成的干扰，同时

提高系统灵敏度。

[0013] (5)加速度计的灵敏度和固有频率在结构设计分开考虑，在不牺牲系统带宽的条

件下，将系统灵敏度提高一倍。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基于FBG拍频检测和窄线宽输入扫频技术的光学加速度计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基于FBG拍频检测和窄线宽输入扫频技术的光学加速度计敏感头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

[0017] 1.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  2.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3.第二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0018] 4.第三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5.合束耦合器  6.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

[0019] 7.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  8.第一副悬臂梁  9.第二副悬臂梁

[0020] 10.主悬臂梁  11.质量块  12.光源驱动

[0021] 13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14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15.第一频率调制装置

[0022] 16.第二频率调制装置  17.第一检波装置  18.第二检波装置

[0023] 19.第一相位调制装置  20.第二相位调制装置  21.第一调制信号发生装置

[0024] 22.第二调制信号发生装置  23.光电探测器  24.检波电路

[0025] 25.边框  26.保偏光纤  27.导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本发明是一种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反射谱特性实现激光拍频的差动型光学加速

度计，如图1、图2所示，包括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1、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2、第二保偏

光纤3dB耦合器3、第三保偏光纤3dB耦合器4、合束耦合器5、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FBG)6、第

二光纤布拉格光栅(FBG)7、第一副悬臂梁8、第二副悬臂梁9、主悬臂梁10、质量块11、光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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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2、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13、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14、第一频率调制装置15、第二

频率调制装置16、第一检波装置17、第二检波装置18、第一相位调制装置19、第二相位调制

装置20、第一调制信号发生装置21、第二调制信号发生装置22、光电探测器23、检波电路24、

边框25、保偏光纤26、导线27；

[0028] 光源驱动12与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1连接；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1光出射端

与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2连接；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2两出射端分别与第一频率调制

装置15、第二频率调制装置16连接；第一频率调制装置15、第二频率调制装置16调制信号输

入端与第一检波装置17、第二检波装置18连接，光信号输出端与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13、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14连接；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13、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14同时与合束耦合器5连接，并分别与第一相位调制装置19、第二相位调制装置20连接，两

相位调制装置分别连接第一调制信号发生装置21、第二调制信号发生装置22；第一相位调

制装置19、第二相位调制装置20光信号输出端与第二保偏光纤3dB耦合器3、第三保偏光纤

3dB耦合器4连接，两耦合器同时与第一检波装置17、第二检波装置18及第一光纤布拉格光

栅(FBG)6、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FBG)7连接；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FBG)6、第二光纤布拉格

光栅(FBG)7贴合于第一副悬臂梁8、第二副悬臂梁9上；第一副悬臂梁8、第二副悬臂梁9与主

悬臂梁10平行连接于质量块11和边框25之间；合束耦合器5与光电探测器23连接；光电探测

器23最终与检波电路24连接。以上所述，光学连接均采用保偏光纤26、电学连接均采用导线

27。

[0029] 本发明装置测试加速度的原理：

[0030] 窄线宽光纤DBR激光光源1输出的激光经过第一保偏光纤3dB耦合器2等分为两份，

分别输入至第一频率调制装置15、第二频率调制装置16；而后经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

13、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器14进入第一相位调制装置19、第二相位调制装置20；再经第二

保偏光纤3dB耦合器3、第三保偏光纤3dB耦合器4进入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FBG)6、第二光

纤布拉格光栅(FBG)7；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FBG)6、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FBG)7固定在第

一副悬臂梁8、第二副悬臂梁9上，同时第一副悬臂梁8、第二副悬臂梁9、主悬臂梁10连接边

框25与质量块11；当存在加速度时，质量块11发生偏移，第一副悬臂梁8、第二副悬臂梁9产

生反向应变，导致第一光纤布拉格光栅(FBG)6、第二光纤布拉格光栅(FBG)7中心反射频率

分离，反射光经第二保偏光纤3dB耦合器3、第三保偏光纤3dB耦合器4进入第一检波装置17、

第二检波装置18，产生移频信号分别作用于第一频率调制装置15、第二频率调制装置16，调

制两路入射光中心频率；调频后光束经第四保偏光纤3dB耦合器13、第五保偏光纤3dB耦合

器14进入合束耦合器5产生光学拍频信号，被光电探测器23接收，光电探测器23输出光强信

号进入检波电路24，检测到的拍频信号频率正比于加速度输入。

[0031] 具体实施中，各结构的尺寸及参数可以设置为：

[0032] 主悬臂梁：材料为铝或硅，长度为20～40mm，宽度为5～10mm，高度为20～30mm；

[0033] 微悬臂梁：材料为铝或硅，长度为5～15mm，宽度为1～5mm，高度为1～10mm；

[0034] 质量块：材料为铜或硅，长度为30～50mm，宽度为15～30mm，高度为35～40mm

[0035]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FBG拍频检测的新型光学加速度计结构，由于主梁

和对称微梁的优化配置，所以FBG的应变是均匀的，避免了因为应变不均造成的光谱的啁啾

现象。由于是推挽配置，差动输出，因此系统的共模噪声得到很大的抑制，同时灵敏度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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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由于灵敏度与固有频率独立设计，因此提高灵敏度的同时，并没有牺牲系统的带宽。由

于是数字输出，所以加速度计本质上可以抵抗光强起伏造成的干扰。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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