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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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827926.1

(22)申请日 2017.09.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70343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2.16

(73)专利权人 西安交通大学

地址 710049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

路28号

(72)发明人 韦学勇　王曙东　蒋庄德　赵玉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智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 61215

代理人 贺建斌

(51)Int.Cl.

G01R 31/2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934455 A,2007.03.21,

US 4917498 A,1990.04.17,

CN 101713811 A,2010.05.26,

CN 104488194 A,2015.04.01,

CN 203688739 U,2014.07.02,

审查员 郭凤华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

器测试方法

(57)摘要

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

器测试方法，包括开环测试方法和闭环测试方

法，开环测试方法适用于实验室环境中高频体模

态谐振器的标定测试；闭环测试方法适用于工业

现场中高频体模态谐振器的实际应用；本发明利

用半频波静电激振谐振器的原理，将馈穿电流降

为二分频，而由谐振器振动产生的动态电流仍为

原先频率，二者被分隔在不同的频段，通过外部

电路可以将馈穿电流带来的噪声去除，大大提高

了谐振器测试的信噪比，进而提高了硅微振荡器

的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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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器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开环测试

方法和闭环测试方法，开环测试方法适用于实验室环境中高频体模态谐振器的标定测试；

闭环测试方法适用于工业现场中高频体模态谐振器的实际应用；

所述的开环测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矢量网格分析仪(10-1)的A端口输出交变正弦电

流ω，通过比较器(10-2)，正弦电流变为高电平3.3V、低电平0.3V的同频方波，然后经变频

电路(10-3)将该信号调制为半频信号ω/2，与直流偏置电压一起通入谐振器的硅微谐振子

(1)激振端，当交变正弦电流ω的频率与硅微谐振子(1)的固有频率ω0相同时，硅微谐振子

(1)与半频激振信号产生共振，且振动频率为其固有频率ω0；硅微谐振子(1)的振动产生了

频率也为ω0的动态电流，在硅微谐振子(1)的拾振端检测到该动态电流，经放大器(10-4)

放大、高通滤波器(10-5)去除馈穿电流后，输入矢量网格分析仪(10-1)的B端口进行检测分

析；

所述的闭环测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振荡电路工作时，放大器(11-1)将馈穿电流

ω0/2和动态电流ω0同时放大，高通滤波器(11-2)的截止频率略小于ω0，以此滤除了馈穿

电流ω0/2；移相器(11-3)调整反馈电流的相位，提供自激振荡的必要条件，比较器(11-4)

将反馈电流变为方波，输入至变频电路(11-5)进行分频，再通过幅值调节电路(11-6)调节

反馈电流大小，最终半频的反馈电流激振谐振器的硅微谐振子(1)，整个电路形成了稳定的

自激振荡后，振荡器的频率通过频率计数器(11-7)读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器测试方法，其特

征在于：能够针对高频体模态谐振器进行测试，也能够针对低频谐振器进行测试，高频体模

态谐振器包括圆盘式硅微谐振器和方盘式硅微谐振器，低频谐振器包括梁式硅微谐振器或

音叉式硅微谐振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703437 B

2



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器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谐振器测试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

谐振器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已有许多科研工作者针对硅微振荡器的测试开展相应的研究，包括振荡电

路的优化改进、温度补偿机制的探究等。中国专利(CN  102439844)在传统硅微振荡电路中

引入了修正部，可根据原振荡信号生成规定的频率信号，并作为输出信号来反馈至硅微振

荡器，依此方式，提升了硅微振荡器的稳定性。中国专利(CN  102377408  A)针对振荡器的测

试电路进行了改进，并采用压阻测量方法提升了硅微振荡器的实用性。由于硅材料的温度

效应，硅微振荡器的振荡频率易受外界温度的影响，致使温度漂移较大。针对此，中国专利

(CN  104811186  A)设计了一种温度补偿机制，保证了硅微振荡器周围环境温度的稳定，提

升其抗温漂能力；中国专利(CN  102594260)利用寄生电容与温度传感器构成补偿电路，同

样避免了温度漂移带来的频率稳定性降低。

[0003] 目前为止，尚未有公开文献致力于高频体模态硅微谐振器的测试优化工作。硅微

谐振器一般通过溅射的金属电极层连接外部电路，由于硅材料自身的导电性，金属电极层

之间存在着寄生电容，谐振器的激振信号通过寄生电容直接传输至拾振端，从而形成了馈

穿电流，影响了拾振信号的信噪比。在对高频体模态硅微谐振器进行测试时，由于其激振困

难，需要较大的激振电流，加之其本征频率往往较高，馈穿电流带来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

大大增加了高频体模态硅微谐振器的测试难度。在利用传统方法检测时，馈穿电流与谐振

器振动带来的动态电流为同频信号，通过外部电路不能很好的将二者分离，导致有效信号

往往被淹没于馈穿信号和噪声本底中，测试结果不能达到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器测试方法，通过半频静

电激振的方法，使得馈穿电流和动态电流分隔在不同频段，再通过外部电路滤除馈穿电流

带来的影响，实现高频体模态硅微振荡器的信噪比和频率稳定性的提升。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器测试方法，包括开环测试方法和闭环

测试方法，开环测试方法适用于实验室环境中高频体模态谐振器的标定测试；闭环测试方

法适用于工业现场中高频体模态谐振器的实际应用；

[0007] 所述的开环测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矢量网格分析仪10-1的A端口输出交变正弦

电流ω，通过比较器10-2，正弦电流变为高电平3.3V、低电平0.3V的同频方波，然后经变频

电路10-3将该信号调制为半频信号ω/2，与直流偏置电压一起通入谐振器的硅微谐振子1

激振端，当交变正弦电流ω的频率与硅微谐振子1的固有频率ω0相同时，硅微谐振子1与半

频激振信号产生共振，且振动频率为其固有频率ω0；硅微谐振子1的振动产生了频率也为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7703437 B

3



ω0的动态电流，在硅微谐振子1的拾振端检测到该动态电流，经放大器10-4放大、高通滤波

器10-5去除馈穿电流后，输入矢量网格分析仪10-1的B端口进行检测分析；

[0008] 所述的闭环测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振荡电路工作时，放大器11-1将馈穿电流

ω0/2和动态电流ω0同时放大，高通滤波器11-2的截止频率略小于ω0，以此滤除了馈穿电

流ω0/2；移相器11-3调整反馈电流的相位，提供自激振荡的必要条件，比较器11-4将反馈

电流变为方波，输入至变频电路11-5进行分频，再通过幅值调节电路11-6调节反馈电流大

小，最终半频的反馈电流激振谐振器的硅微谐振子1，整个电路形成了稳定的自激振荡后，

振荡器的频率通过频率计数器11-7读取。

[0009] 所述的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高频体模态谐振器测试方法，不仅能够针对高频

体模态谐振器进行测试，也能够针对低频谐振器进行测试，高频体模态谐振器包括圆盘式

硅微谐振器和方盘式硅微谐振器，低频谐振器包括梁式硅微谐振器或音叉式硅微谐振器。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1] 本发明利用半频波静电激振谐振器的原理，将馈穿电流降为二分频，而由谐振器

振动产生的动态电流仍为原先频率，二者被分隔在不同的频段，通过外部电路可以将馈穿

电流带来的噪声去除，大大提高了谐振器测试的信噪比，进而提高了硅微振荡器的性能参

数。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开环测试电路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闭环测试电路的示意图。

[0014] 图3为圆盘式硅微谐振器的示意图。

[0015] 图4为馈穿电流对于测试结果的影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7] 参照图1，所述的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开环测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矢量网

格分析仪10-1的A端口输出交变正弦电流ω，通过比较器10-2，正弦电流变为高电平3.3V、

低电平0.3V的同频方波，然后经变频电路10-3将该信号调制为半频信号ω/2，与直流偏置

电压一起通入圆盘式硅微谐振器的硅微谐振子1激振端，当交变正弦电流ω的频率与硅微

谐振子1的固有频率ω0相同时，硅微谐振子1与半频激振信号产生共振，且振动频率为其固

有频率ω0；硅微谐振子1的振动产生了频率也为ω0的动态电流，在硅微谐振子1的拾振端检

测到该动态电流，经放大器10-4放大、高通滤波器10-5去除馈穿电流后，输入矢量网格分析

仪10-1的B端口进行检测分析。

[0018] 参见图2，所述的一种基于半频静电激振的闭环测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振荡

电路工作时，放大器11-1将馈穿电流ω0/2和动态电流ω0同时放大，高通滤波器11-2的截止

频率略小于ω0，以此滤除了馈穿电流ω0/2；移相器11-3调整反馈电流的相位，提供自激振

荡的必要条件，比较器11-4将反馈电流变为方波，输入至变频电路11-5进行分频，再通过幅

值调节电路11-6调节反馈电流大小，最终半频的反馈电流激振圆盘式硅微谐振器的硅微谐

振子1，整个电路形成了稳定的自激振荡后，振荡器的频率通过频率计数器11-7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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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参见图3，所述的圆盘式硅微谐振器包括硅微谐振子1，硅微谐振子1形状为圆盘

形，在其四周每隔90°分别布置有第一支撑端2、第二支撑端3、第三支撑端4和第四支撑端5，

第一支撑端2、第二支撑端3、第三支撑端4和第四支撑端5分别由第一支撑端锚点2-1、第二

支撑端锚点3-1、第三支撑端锚点4-1、第四支撑端锚点5-1和均匀溅射于锚点上的第一金属

电极层2-2、第二金属电极层3-2、第三金属电极层4-2、第四金属电极层5-2构成，各支撑端

锚点与硅微谐振子1通过细长梁连接，在每两个支撑端的中间布置有信号传输端，分别为第

一信号传输端6、第二信号传输端7、第三信号传输端8和第四信号传输端9，第一信号传输端

6、第二信号传输端7、第三信号传输端8和第四信号传输端9分别由第一传输端锚点6-1、第

二传输端锚点7-1、第三传输端锚点8-1、第四传输端锚点9-1和均匀溅射于传输端锚点上的

第五金属电极层6-2、第六金属电极层7-2、第七金属电极层8-2、第八金属电极层9-2构成，

传输端锚点通过细长梁分别与第一电容极板6-3、第二电容极板7-3、第三电容极板8-3、第

四电容极板9-3连接，电容极板与硅微谐振子1存在一定空隙形成电容，作为激振谐振器和

检测振动信号的手段。

[0020] 所述的硅微谐振子1、电容极板都悬空且能够自由振动；所述的支撑端锚点和传输

端锚点都固接于单晶硅基底上，起到支撑整个器件的作用。

[0021] 所述的硅微谐振子1的振荡频率由其结构设计参数决定，通过改变硅微谐振子1的

设计参数，赋予硅微谐振子1特定的固有频率，该固有频率能够通过开环测试电路测得；当

硅微谐振子1被置于闭环测试电路中时，在特定参数下，硅微谐振子1与闭环电路构成高性

能硅微振荡器，在硅微谐振子1的固有频率上自激振荡，输出稳定的频率信号。

[0022] 参照图4，图4为体模态硅微谐振器的开环测试幅值图(上)和相位图(下)，三条线

分别表示了馈穿电流由大到小时测得的谐振器工作状态。可以看出，在馈穿电流较大时，谐

振峰较不明显，被部分淹没于馈穿电流的噪声中，且品质因数较低；在馈穿电流较小时，谐

振峰完全显露，具有很高的品质因数。在闭环测试中，品质因数较高的谐振峰将带来更高的

频率稳定性，进而振荡器的其他性能指标也将大大提升。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24] 在理想状况下，不论是体模态硅微谐振器，还是梁式硅微谐振器、音叉式硅微谐振

器，都可以等效为一个RLC电路，在外界激励或特定条件下，其可以形成自激振荡。在实际情

况中，由于寄生电容的存在，谐振器的RLC模型中应有一个Cf与之并联，该模型可表示为：

[0025]

[0026] 其中ω为振荡频率，ω0为谐振器的固有频率，Cm为动态电容，Cf为寄生电容，Q为谐

振器的品质因数。通过上述模型可知，在拾振端，不仅会得到谐振器自身振动带来的动态电

流，还会得到激振信号穿过寄生电容形成的馈穿电流。

[0027] 在传统的测试方法中，由于激振信号与谐振器的固有频率为同频信号，所以动态

电流与馈穿电流也为同频信号。这样，在拾振端采集信号之后不能很好的将二者分开，导致

了检测信噪比较低，动态电流往往被淹没于馈穿电流的噪声中，使得谐振器不能正常工作。

[0028] 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动态电流和馈穿电流分隔在不同的频段。经过推

算，半频波也可激振谐振器，若采用半频波信号作为激振源，馈穿电流将将为ω0/2，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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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仍为ω0，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将二者分开。

[0029] 激振电流与激振力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0030]

[0031] 式中，C为平板电容的大小，x为谐振器的振动位移，Vdc为激励谐振器的直流偏置电

压，|Vac|为交流激振信号的峰值。将式中的ω0替换为ω0/2，通过变换，可以看出半频波激

振力F中包含了直流激振力、半频激振力和一倍频激振力：

[0032]

[0033] 所以，频率为ω0/2的半频波可以产生频率为ω0的激振力，从而激振谐振器，使其

振动在固有频率ω0上，产生频率为ω0的动态电流。此时，通过寄生电容产生的噪声频率仍

为ω0/2，而有效信号为ω0，通过陷波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等外部电路即可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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