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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保护一种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

感器及制作方法，包括金属应变电阻、绝缘层、应

变硅片、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在硅片背面

中间位置形成硅岛结构，在四周形成支撑框架结

构，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之间形成应变硅

膜。所述硅岛结构沿Y轴方向的长度是沿X轴方向

长度的2倍以上。所述金属应变电阻布置在应变

硅片正面，并沿Y轴对称布置在应变硅膜与支撑

框架连接应力集中区域、应变硅膜与硅岛结构的

连接应力集中区域。本发明采用岛-膜结构,形成

对称的拉应力和压应力集中区域,解决现有应变

式压力传感器难以形成对称差分测量布局的难

题,抑制非线性误差和温度漂移，提高传感器的

灵敏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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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所述传感器包括金属应变电阻、绝缘层和应变

硅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所述应变硅膜、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

结构是以硅片为基础制作得到，在硅片背面通过微机械加工在中间位置形成硅岛结构，在

四周形成支撑框架结构，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之间形成应变硅膜；所述硅岛结构沿Y轴

方向的长度是沿X轴方向长度的2倍以上；所述金属应变电阻有四组，布置在应变硅片正面，

并沿Y轴对称布置在应变硅膜与支撑框架连接应力集中区域、应变硅膜与硅岛结构的连接

应力集中区域，金属应变电阻与应变硅膜之间用绝缘材料隔离；当应变硅膜在外部压力作

用下发生形变时，在应变硅膜与支撑框架连接区域、应变硅膜与硅岛结构的连接区域，分别

形成拉应力(或压应力)、压应力(或拉应力)集中区，此拉应力、压应力分别使金属应变电阻

阻值增大、减小，从而形成差分测量，抑制温度漂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应变电

阻为沿Y轴方向延伸的折叠形状，通过增加应变电阻折叠排布的数量，提高灵敏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用硅片采用N

型或P型晶向<100>双面抛光的硅片，厚度在300微米到1000微米之间，在应变硅片上制作出

的应变硅膜的厚度在30微米到100微米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硅岛结构和

支撑框架结构的下表面设有绝缘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应变电

阻采用铬、金、铂、镍的一种或合金或多种层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其特征在于，绝缘材料可以是

二氧化硅膜或氮化硅膜或两者的复合膜，其厚度在100纳米到1000纳米之间。

7.一种制备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的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1)在硅片上下表面制作绝缘层，绝缘层的厚度在100纳米到1000纳米之间；

(2)光刻硅片的背面，刻蚀暴露的部分绝缘材料，形成硅腐蚀窗口；

(3)硅片的正面溅射金属膜，厚度在100纳米到500纳米之间；

(4)硅片正面光刻，腐蚀金属薄膜，形成金属应变电阻结构；

(5)对硅片背面进行刻蚀，形成30微米到100微米厚的应变硅膜，同时形成岛-膜结构、

支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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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及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领域，具体涉及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

器。

背景技术

[0002] MEMS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是随着MEMS器件和工艺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传感器。MEMS应

变式压力传感器采用MEMS工艺，生产的一致性和重复性高，可大批量生产，在土木工程、电

力系统、城市建设、环境监测、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MEMS应变式压力传感器

的原理是由外界的压力(或拉力)引起应变材料的几何形状(长度或宽度)发生改变，进而导

致材料的电阻发生变化，检测这个电阻变化量可以测得外力的大小。

[0003] 专利CN201510504678公开了一种高性能薄膜压力传感器的制备方法，采用砷化

镓、硫化钐、氮化镓为敏感材料制造的薄膜压力传感器，能解决解决压力传感器灵敏度不高

且温度漂移大的问题，其应变膜是金属弹性体制成。在MEMS压力传感器中，膜的结构在性能

中起到重要作用。Samaun等人提出由硅片上的空腔形成的C型膜结构，用于测量气压或水

压。但是C型膜结构输出的非线性问题较大。薄膜过薄，膜中心处的挠度就会过大，偏离了小

挠度假设，相应的非线性误差随之增大。Kinnella等人提出了一种具有薄壁中空加强结构

的膜，得到更小的压力非线性，低于0.40％FSS，其最大拉应力区域和压应力区域面积的大

小受中空加强结构尺寸的限制，可放置的应变电阻有限。

[0004] 综上所述，提高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减小非线性，应变膜的尺寸和结构是优化性

能的重要一步，在膜的尺寸一定的情况下，应变膜的结构对压力传感器的性能有着重要作

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及制备方法，采用岛-膜

结构,形成对称的拉应力和压应力集中区域,解决现有应变式压力传感器难以形成对称差

分测量布局的难题,抑制非线性误差和温度漂移，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和稳定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MEMS应变式差分式压力传感器，所述传感器包括金属应变电阻、绝缘层和应

变硅片，还包括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所述应变硅膜、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是以硅

片为基础制作得到，在硅片背面通过微机械加工在中间位置形成硅岛结构，在四周形成支

撑框架结构，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之间形成应变硅膜。所述硅岛结构沿Y轴方向的长度

是沿X轴方向长度的2倍以上；所述金属应变电阻有四组，布置在应变硅片正面，并沿Y轴对

称布置在应变硅膜与支撑框架连接应力集中区域、应变硅膜与硅岛结构的连接应力集中区

域，金属应变电阻与应变硅膜之间用绝缘材料隔离；当应变硅膜在外部压力作用下发生形

变时，在应变硅膜与支撑框架连接区域、应变硅膜与硅岛结构的连接区域，分别形成拉应力

(或压应力)、压应力(或拉应力)集中区，此拉应力、压应力分别使金属应变电阻阻值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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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从而形成差分测量，抑制温度漂移。

[0008] 本发明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是，设计所述金属应变电阻为沿Y轴方向延伸的折叠形

状，通过增加应变电阻折叠排布的数量，提高灵敏度。

[0009] 进一步优选，本发明所用硅片采用N型或P型晶向<100>双面抛光的硅片，厚度在

300微米到1000微米之间，在应变硅片上制作出的应变硅膜的厚度在30微米到100微米之

间。

[0010] 优选地，所述硅岛结构和支撑框架结构的下表面设有绝缘层。

[0011] 优选地，所述金属应变电阻采用铬、金、铂、镍的一种或合金或多种层叠。

[0012] 优选地，绝缘材料可以是二氧化硅膜或氮化硅膜或两者的复合膜，其厚度在100纳

米到1000纳米之间。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制备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的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在硅片上下表面制作绝缘层，绝缘层的厚度在100纳米到1000纳米之间；

[0015] (2)光刻硅片的背面，刻蚀暴露的部分绝缘材料，形成硅腐蚀窗口；

[0016] (3)硅片的正面溅射金属膜，厚度在100纳米到500纳米之间；

[0017] (4)硅片正面光刻，腐蚀金属薄膜，形成金属应变电阻结构；

[0018] (5)对硅片背面进行刻蚀，形成30微米到100微米厚的应变硅膜，同时形成岛-膜结

构、支撑结构。

[0019] 发明的优点如下：

[0020] 1、本发明通过采用岛-膜结构,在应变硅膜与支撑框架连接区域、应变硅膜与硅岛

结构的连接区域，形成拉应力和压应力集中分布区域，且应力集中区域的几何形状比较规

则、对称，便于对称设置应变电阻，构成差分检测结构，解决现有应变式压力传感器难以形

成对称差分测量布局的难题,抑制非线性误差和温度漂移，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和稳定性。

[0021] 2、本发明中，硅材料膜中部形成的硅岛结构可有效降低敏感膜中心区域形变量，

提高薄膜可靠性和传感器的抗过载能力，改善传感器非线性。并且将中心岛的横向长度和

纵向长度设计为不同，使得金属电阻排布处沿X轴方向应力增大，同时减小沿Y轴方向的应

力，更有效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敏感膜的俯视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的硅片沿A-A方向的剖面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的硅片沿B-B方向的剖面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岛-膜结构的俯视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制作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X

方向应力分布情况；

[0028] 图7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Y

方向应力分布情况；

[0029] 图8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总

位移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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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9为未设置硅岛结构的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X方向

应力分布情况；

[0031] 图10为未设置硅岛结构的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Y方向

应力分布情况；

[0032] 图11为未设置硅岛结构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总位移

分布情况。

[0033] 图12为本发明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

过硅应变膜表面几何中心且沿X轴方向的应力分布情况；

[0034] 图13为未设置硅岛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图-施加1MPa时，过硅应变膜表面几何中

心且沿X轴方向的应力分布情况；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6] 参见图1，本发明提出的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是用于测量压力敏感膜两侧

的压力差，即为测量差压类型的压力传感器，其结构包括：绝缘层2、金属应变电阻3、应变硅

膜4、硅岛结构5、支撑结构6。

[0037] 金属应变电阻3与应变硅膜4之间是绝缘层2。

[0038] 所述传感器是通过微机械加工制作的结构，如图2、图3和图4所示，它是以硅片1为

基础，在硅片背面通过微机械加工在中间位置形成硅岛结构5，在四周形成支撑框架结构6，

硅岛结构5和支撑框架结构6之间形成应变硅膜4。硅岛结构5沿Y轴方向的长度是沿X轴方向

长度的2倍以上。

[0039] 应变硅膜4上方有金属应变电阻3，共有4个，其阻值大小相同，形状关于应变硅膜

表面的中心对称。

[0040] 进一步，为了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将金属应变电阻3设计成沿Y轴方向延伸的折

叠形状，最好是类似方齿形状的弯折，这样通过增加应变电阻折叠线段排布的数量，提高灵

敏度。

[0041] 如图2-图5所示，本MEMS应变式差分压力传感器制造方法如下：

[0042] (a)取4英寸N型(或P型)晶向<100>的硅片1，进行双面抛光处理。

[0043] (b)将上一步骤处理好的硅片1进行双面氧化或氮化处理，制作绝缘层2。其厚度在

100纳米到1000纳米之间。

[0044] (c)光刻硅片1的背面，刻蚀暴露的绝缘材料，形成硅腐蚀窗口。在硅片1的正面溅

射金属，厚度为100纳米到500纳米之间。硅片正面光刻，腐蚀金属薄膜，形成金属应变电阻

3。

[0045] (d)单面腐蚀硅片1，应变硅膜4和硅岛结构5共同形成岛-膜结构，单面腐蚀硅片1

同时形成支撑结构6。若绝缘层2为氮化硅，则采用KOH(氢氧化钾)溶液腐蚀。若绝缘层2为二

氧化硅，则采用TMAH(四甲基氢氧化铵)溶液腐蚀。腐蚀过程，溶液温度在85℃到95℃之间。

[0046] 将(d)步骤操作之后，进行划片，形成单个传感器的敏感结构。将金属应变电阻3引

线之后进行封装，引线的外接方式为惠斯通电桥差分方式输出。传感器工作时，可将应变硅

膜4两侧的压力差产生的应变，转化成不同的输出电压，达到测量压力差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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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从图6-图8和图9-图11可见本发明的传感器结构和未设置硅岛结构、支撑结构的

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的应力分布有显著不同，具体的仿真数据见下表，表中数据来源是图

12、图13，即：经过硅应变膜表面几何中心且沿X轴方向的应力分布情况。为便于描述，表中

正负号表示力的方向相反，X轴上最左端位置为0，最右端为5000微米。表1是未设置硅岛结

构的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数据，表2是本发明传感器的结构仿真数据：

[0048] 表1未设置硅岛结构的压力传感器结构仿真数据

[0049]

[0050] 表2本发明传感器的结构仿真数据

[0051]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并不限于以上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

原理的前提下，所做的任何等效变化或润饰，同样属于本发明保护之范围。因此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应当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所界定的内容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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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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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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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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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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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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