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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

计，包括依次键合的衬底层、感应电极层、可动敏

感结构层与盖帽，感应电极层包含感应电极中心

锚点与两侧的感应电极，可动敏感结构层包含第

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一实心可动敏感结

构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感应电极底部设有

硅支撑柱，硅支撑柱顶端与感应电极相连、底端

与衬底层相连；第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

一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

上方分别对称键合有第二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

点、第二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二空心可动敏感

结构，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二空心可动敏

感结构之间形成闭合的空腔；本加速度计能够降

低外界环境对器件性能影响，提高器件的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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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包括依次键合的衬底层、感应电极层、可动敏感结

构层与盖帽，感应电极层包含感应电极中心锚点与两侧的感应电极，可动敏感结构层包含

第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一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感应电极底部设有硅支撑柱，硅支撑柱顶端与感应电极相连、底端与衬底层相连，

感应电极中心锚点底部也与衬底层相连；所述第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一实心可动

敏感结构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上方分别对称键合有第二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二

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二空心可动敏感结构，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二空心可动敏感

结构之间形成闭合的空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其特征在于，所述盖帽的一

侧设有垂直引线，垂直引线外周设有竖直的隔离环，垂直引线底端与衬底层相连、顶端设有

引线键合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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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机械电子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

背景技术

[0002] MEMS（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是微机电系统的缩写，MEMS  制造技

术利用微纳米加工技术，尤其是采用半导体晶圆制造的相关技术，制造出各种微纳米级机

械结构，结合专用控制集成电路（ASIC），组成智能化的微传感器、微执行器、微光学器件等

MEMS  元器件。MEMS元器件具有体积小、成本低、可靠性高、功耗低、智能化程度高、易较准、

易集成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工业生产以及各类消费级产品中。

[0003] 目前，国外高性能MEMS加速度计产品已经较为成熟，在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对于高性能MEMS加速度计进行了深入研发，已经有部分公司或实验室制备出了精度较

高的单轴或多轴加速度计产品，但在抗干扰、耐过载能力方面均有所欠缺，使其在高冲击环

境下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0004] 电容式MEMS加速度计的微结构通常包含敏感结构以及感应电极结构。通过敏感输

入加速度引起的惯性力，MEMS加速度计将加速度信号转换成电学信号。作为一种力敏感器

件，外界温度变化产生的应力、封装工艺产生的应力、材料不匹配产生的应力以及微机械结

构本身在工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均会导致敏感结构和感应电极发生形变，从而使得

左右两侧电容不对称，对于高性能加速度计来说，左右两侧电容的不对称对器件性能影响

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该加速度计能够降低外

界环境对器件性能影响，提高器件的可靠性。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包括依次键合的衬底层、感应电极层、可动敏感

结构层与盖帽，感应电极层包含感应电极中心锚点与两侧的感应电极，可动敏感结构层包

含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一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所述感应电

极底部设有硅支撑柱，硅支撑柱顶端与感应电极相连、底端与衬底层相连，感应电极中心锚

点底部也与衬底层相连。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一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一空心

可动敏感结构上方分别对称键合有第二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第二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与

第二空心可动敏感结构，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二空心可动敏感结构之间形成闭合的

空腔。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盖帽的一侧设有垂直引线，垂直引线外周设有竖直的隔离环，垂直

引线底端与衬底层相连、顶端设有引线键合PAD。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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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一、舍弃传统的感应电极与衬底紧密接触的结构形式，采用硅支撑柱对感应电极

进行支撑，形成准悬浮式的感应电极结构，该感应电极结构几乎完全切断了外界干扰通过

衬底到达感应电极结构的传递路径，使得外界干扰对感应电极结构的影响大幅下降，从而

保证了传感器存在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左右两边电容的对称性，提高了传感器抗干扰能力。

[0012] 二、现有的加速度计可动敏感结构一般一侧为实心结构，一侧为敞开式空心结构，

形成差动结构，但仅为单层敞开式空心结构，其刚度较低，耐过载能力较弱，且形成一侧空

心一侧实心的差动结构需要多次工艺才可实现，工艺较为复杂；本发明采用两层实心可动

敏感结构与空心可动敏感结构，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与第二空心可动敏感结构之间形成

闭合的空腔，由于可动敏感结构为双层加强结构，其刚度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增强了传感

器耐过载能力。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衬底层的俯视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衬底层与感应电极层相键合的放大示意图；

[0017] 图4是图3的俯视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感应电极层与可动敏感结构层相键合的放大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盖帽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结合图1与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抗干扰耐过载MEMS加速度计，包括依次键合

的衬底层、感应电极层、可动敏感结构层与盖帽，衬底层的衬底11设有绝缘介质层12、金属

铜PAD点13、金属铜中心锚点15，位于金属铜中心锚点15两侧的左金属铜锚点17与右金属铜

锚点16，金属铜中心锚点15、左金属铜锚点17与右金属铜锚点16分别通过金属铜引线14与

金属铜PAD点13相连。

[0021] 结合图3与图4所示，感应电极层包含感应电极中心锚点22、左感应电极21、右感应

电极23，左感应电极21与右感应电极23底部分别设有硅支撑柱24，硅支撑柱24顶端与感应

电极相连、底端通过金属键合层25与衬底层的左金属铜锚点17及右金属铜锚点16相键合；

感应电极中心锚点22底部也通过金属键合层与衬底层的金属铜中心锚点15相键合。

[0022] 结合图5所示，可动敏感结构层包含第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37、第一实心可动

敏感结构35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39；第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37、第一实心可动敏

感结构35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39上方分别对称键合有第二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32、

第二实心可动敏感结构31与第二空心可动敏感结构34；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39与第二空

心可动敏感结构34之间形成闭合的第一空腔34a与第二空腔34b。第一实心可动敏感结构以

及与第一空心可动敏感结构39分别与感应电极层的左感应电极21及右感应电极23之间形

成间隙36。可动敏感结构层通过设于第一可动敏感结构中心锚点37底部的第三可动敏感结

构中心锚点38与感应电极中心锚点22相键合。

[0023] 结合图6所示，盖帽41的一侧设有垂直引线42，垂直引线42外周设有竖直的隔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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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垂直引线42底端与衬底层的金属铜PAD点13相连、顶端设有引线键合PAD43；垂直引线42

能够将衬底的信号经由金属铜PAD点13引出至盖帽的引线键合PAD43；盖帽41的顶部、底部

以及真空腔45的内壁均设有绝缘层44，绝缘层44可防止电极间的漏电。

[0024] 当环境温度变化、封装工艺、芯片加工的残余应力以及传感器安装引起的应力变

化时，对于传统的MEMS加速度计，其感应电极紧密平铺于衬底之上，由于衬底形变而使得感

应电极同样发生形变，从而导致加速度计左右电容不对称，造成加速度计输出漂移；而本发

明的MEMS加速度计，由于硅支撑柱对感应电极进行支撑，形成准悬浮式的感应电极结构，当

应力导致衬底11发生形变时，由于左感应电极21与右感应电极23通过硅支撑柱支撑悬浮于

衬底11之上，因此，衬底11在形变时不会导致左感应电极21与右感应电极233发生形变，保

证了加速度计左右电容的对称性，从而使环境变化导致的应力、芯片内部残余应力、封装、

安装产生的应力仅反映到衬底11的变形上，而不会传递到左感应电极21与右感应电极23之

上，降低了加速度计感应电极结构受一系列干扰因素的影响，提高了加速度计的抗干扰能

力。

[0025] 传统的平板式MEMS加速度计可动敏感结构一般是一侧为实心结构，一侧为敞开式

空心结构，形成差动结构，但仅为单层敞开式空心结构，其刚度较低，耐过载能力较弱，且形

成一侧空心一侧实心的差动结构需要多次工艺才可实现，工艺较为复杂；而本发明相同的

两层已形成敞开式空心结构的晶圆通过硅硅键合牢固键合于一起，形成闭合式空心结构，

且该闭合式空心结构内部形成了支撑硅柱33，支撑硅柱33可以进一步增强可动敏感结构刚

度，该结构最后只需经过一次光刻和刻蚀便可形成最终可动敏感结构，工艺简单，且由于可

动敏感结构为双层加强结构，其刚度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增强了传感器耐过载能力。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方

法和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

施例。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

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替换、等效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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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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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7

CN 110568220 B

7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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