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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SOI工艺的电磁激励

电磁检测的高精度硅微谐振式气压传感器。其核

心部件是传感器芯片，由包含SOI工艺制作的单

晶硅H型谐振器及单晶硅压力敏感膜的SOI硅片

和带有引线通孔的硼硅玻璃盖片通过真空阳极

键合形成。单晶硅H型谐振器工作于参考真空中，

不受待测气压介质的影响，品质因数较高，频率

输出稳定。本发明在实现圆片级真空封装的同

时，解决了圆片级封装引线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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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SOI工艺的高精度硅微谐振式气压传感器，其包括传感器芯片(1)，所述传

感器芯片(1)包括SOI硅片(9)和硼硅玻璃盖片(10)，所述SOI硅片(9)上具有支撑锚点(12)、

气压敏感膜(13)和两个H型谐振器(11)；所述H型谐振器(11)通过所述支撑锚点(12)固支于

所述气压敏感膜(13)上；所述硼硅玻璃盖片(10)与所述SOI硅片(9)通过阳极键合的方式紧

密地结合成一体，围成真空参考腔(16)，使得所述两个H型谐振器(11)被密封在所述真空参

考腔中；所述两个H型谐振器(11)和支撑锚点(12)由所述SOI硅片(9)上重掺杂的低阻单晶

硅器件层制作而成；所述的气压敏感膜(13)由所述SOI硅片的基底层制作；所述两个H型谐

振器(11)悬空，其中每一个H型谐振器(11)的两根平行梁的四个端点各自通过支撑锚点

(12)固支于气压敏感膜(13)上；所述H型谐振器(11)由两根长度、宽度和厚度完全一致的平

行双端固支矩形梁构成，两根平行梁的中心部位用一个厚度与梁一样的矩形块连接，以确

保两根梁在低阶频率时能够同时同相同频振动；

所述气压传感器还包括应力隔离层(2)、金属管座(3)和管帽(4)，所述传感器芯片(1)

通过所述应力隔离层(2)固定在所述金属管座(3)上；所述硼硅玻璃盖片(10)上还具有多个

引线孔(8)，所述金属管座(3)上置有多个管针(6)，所述管针(6)通过金丝球焊的引线与所

述引线孔(8)中的金属电极相连，起到信号引出的作用；所述管帽(4)盖在金属管座(3)上，

其下端与金属管座(3)周缘密封固接；

所述SOI硅片(9)上还包括真空密封框(15)，所述真空密封框(15)由所述SOI硅片(9)上

重掺杂的低阻单晶硅器件层制作而成，所述硼硅玻璃盖片(10)与所述真空密封框(15)紧密

结合而形成所述真空参考腔(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压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SOI硅片(9)上还具有引线端

(14)，所述H型谐振器(11)的两根平行梁中的一根与相应的两个支撑锚点(12)和两个引线

端(14)构成驱动电流的通路，而所述H型谐振器(11)的两根平行梁中的另一根则与相应的

另外两个支撑锚点(12)和另外两个引线端(14)构成检测电流的通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压传感器，其特征在于：采用电磁激励检测的方式实现所述

气压传感器的信号检测和输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压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压传感器还包括磁铁(5)；且

当所述H型谐振器(11)的一根梁通过交变电流时，磁铁(5)提供垂直于纸面方向的磁场，所

述H型谐振器(11)受到平行于纸面的安培力；而当通过的交变电流频率与所述H型谐振器

(11)的固有频率一致时，所述H型谐振器(11)的振动幅度最大，且另一根梁切割磁感线产生

交变感生电动势，进而输出与所述H型谐振器(11)固有频率相同的电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压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气压敏感膜(13)的一侧为真空参考

腔(16)，当有Z轴方向气体压力作用在气压敏感膜(13)的另一侧时，气压敏感膜(13)发生形

变，使得放置在气压敏感膜(13)边缘的H型谐振器(11)受到轴向压应力，而另一个H型谐振

器(11)受到轴向拉应力，而所述另一个H型谐振器(11)所受到的轴向应力导致其固有频率

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所输出的电信号发生变化，以此检测出气压的变化。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压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应力隔离层(2)用于固定传感

器芯片(1)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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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SOI工艺的高精度硅微谐振式气压传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电子机械系统中的MEMS气压传感器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基于SOI工

艺的高精度硅微谐振式气压传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微电子机械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简称MEMS)是一种在融合

多种微细加工技术，利用从半导体技术中发展而来的成熟技术，MEMS器件可进行大批量、低

成本生产。另外，MEMS器件普遍具有体积小，稳定性好等特点，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多个

领域中广泛应用。

[0003] 谐振式气压传感器的输出检测信号由谐振器的振动频率信号直接转换而成，相对

于电容式、电阻式和压电式等输出的幅度信号(主要是电压幅值)，频率信号具有更高的稳

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0004] 现有硅微谐振式气压传感器的敏感结构一般被设计为由谐振器和气压敏感膜组

成，被测气压经气压敏感膜转换为膜片的应变，膜片的应变使谐振梁受到轴向应力作用，从

而改变其刚度特性，进而使得谐振梁的频率发生改变，通过测量谐振梁的频率来获得气压

的大小。

[0005] 为实现气压测量，通常要在气压敏感膜一侧形成真空参考腔。为提高性能，谐振器

也需要被放置在真空环境下。日本横河电机公司采用片上真空密封的方法(参考专利申请

“Vibration  type  pressure  sensor”，专利申请号：US2006/0010981  A1)，实现谐振器的真

空密封。申请号为CN201010247579.3的专利申请提到了金属管壳真空封装的方法，通过单

次真空封装同时实现谐振器的真空密封和真空参考腔的建立，但是这种单芯片封装的方

法，生产效率低、产品成本偏高。专利申请CN201010218423.2提到了采用中间层键合技术的

圆片级封装，经过半导体工艺制作好的基片与下盖基片通过树脂材料来进行黏合键合，形

成真空参考腔，实现圆片级封装。

[0006] 然而CN201010218423.2所提到的方法将没有将四个谐振器放置于真空参考腔内，

使得谐振器暴露在大气中，大大降低了谐振器的品质因数。

[0007] 另外，中间层键合技术采用的有机材料会引入较大应力，影响气压传感器的输出

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8]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SOI工艺的高精度硅

微谐振式气压传感器，其包括：传感器芯片(1)，所述传感器芯片(1)包括SOI硅片(9)和硼硅

玻璃盖片(10)，所述SOI硅片(9)上具有两个H型谐振器(11)、支撑锚点(12)和气压敏感膜

(13)；所述H型谐振器(11)通过所述支撑锚点(12)固支于所述气压敏感膜(13)上；所述硼硅

玻璃盖片(10)与所述SOI硅片(9)通过阳极键合地方式紧密地结合成一体，围成真空参考腔

(16)，使得所述两个H型谐振器(11)被密封在所述真空参考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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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显著优点：(1)利用阳极键合的方法实现圆片级真空封

装，在减小应力、提高传感器输出稳定性的同时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降低了芯片封

装成本；(2)封装在真空密封腔的谐振器品质因数较高，输出更加稳定，气压传感器能够获

得更高的分辨率；(3)传感器芯片可直接采用金丝球焊的方法引出导线，解决了圆片级封装

引线困难的问题；(4)采用电磁激励和电磁检测的方法，有效地补偿谐振器的能量消耗，提

高了传感器品质因数；(5)传感器加工工艺简单，成品率高，适于批量生产。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提出的传感器芯片的结构剖面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发明提出的传感器芯片的解剖图；

[0012] 图3是本发明提出的传感器芯片上H型谐振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4] 如图1和2所示，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SOI工艺的电磁激励电磁检测的高精度硅

微谐振式气压传感器，该传感器包括传感器芯片1、应力隔离层2、金属管座3、管帽4和磁铁

5。其中，传感器芯片1通过应力隔离层2固定在金属管座3上；金属管座3置有八个管针6，通

过金丝球焊的引线7与传感器芯片1上引线孔8中的金属电极相连，起到电信号引出的作用；

磁铁5固定在带有导气孔的管帽4上，管帽4盖在金属管座3上，其下端与金属管座3周缘密封

固接。

[0015] 其中，为了进一步减小热应力对器件的影响，应力隔离层2只固定传感器芯片1的

一角。传感器芯片1、应力隔离层2和金属管座3三者可以通过环氧胶粘接在一起，起到固定

和支撑芯片的作用。为保护芯片以及金丝球压焊的引线，带有磁铁的管帽4盖在金属管座

上，其下端通过环氧胶与金属管座周缘固接。

[0016] 传感器芯片1由SOI硅片9和硼硅玻璃盖片10组成。SOI硅片9上有两个H型谐振器

11、八个支撑锚点12、气压敏感膜13、八个引线端14和真空密封框15；硼硅玻璃盖片10上制

作了引线孔8和真空密封腔16，通过阳极键合的方法与SOI硅片9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真

空参考腔16，使得所述两个H型谐振器11被密封在所述真空参考腔16内。

[0017] 通过光刻、深刻蚀等半导体工艺，在SOI硅片9上重掺杂的低阻单晶硅器件层上制

作所述两个H型谐振器11、八个支撑锚点12、八个引线端14和真空密封框15，而所述气压敏

感膜13由SOI硅片9的基底层通过深刻蚀制作而成。其中两个H型谐振器11悬空，两个H型谐

振器11中每一个的四个端点各自通过所述八个支撑锚点12固支于气压敏感膜13上。所述H

型谐振器11的单根梁与支撑其的相应两个支撑锚点12和两个引线端14构成驱动电流(或检

测电流)的通路。其中每个引线端14通过沟槽与周围隔离开，防止发生短接。通过化学腐蚀

或者精密机械加工或者激光加工等方法，在硼硅玻璃盖片10上制作引线孔8和真空参考腔

16。最后通过阳极键合的方法将硼硅玻璃盖片10与SOI硅片9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围成真空

参考腔。

[0018] 如图3所示，所述H型谐振器11由两根长度、宽度和厚度完全一致的双端固支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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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构成，两根梁的中心部位用一个厚度与梁一样的矩形块连接，这样能确保两根梁在低阶

频率时能够同时同相同频振动。

[0019] 所述H型谐振器11采用电磁激励检测的方式实现传感器的信号检测和输出，当H型

谐振器11的单根梁通过交变电流时，由于磁铁提供了垂直于纸面方向的磁场，所述H型谐振

器11受到平行于纸面的安培力。当通过的交变电流频率与谐振器的固有频率一致时，谐振

器振动幅度最大，另一根单梁由于切割磁感线产生了交变电动势，因此会对外输出电信号，

而此电信号频率与所述H型谐振器11固有频率相同。

[0020] 由于气压敏感膜13的一侧为真空参考腔16，当有Z轴方向气体压力作用在气压敏

感膜13的另一侧，气压敏感膜13将会发生形变。使得放置在气压敏感膜13边缘的H型谐振器

11(如图1所示的左边的H型谐振器)受到压应力，而另一个谐振器11受到拉应力。两个H型谐

振器所受到的弯曲应力会导致其固有频率的变化，因此谐振器固有频率的大小能表征气压

的大小。而由于H型谐振器11采用电磁激励电磁检测的方式，通过外部检测电路的驱动，可

以将其固有频率转化为电信号输出，因此进一步就可以通过所输出的电信号频率的变化检

测出气压的变化。

[0021] 由于两个谐振器所受应力方向相反，且两个H型谐振器11的结构参数完全相同，按

照应力分布双端固支于气压敏感膜的合适位置，在气压作用下两个H型谐振器11的固有频

率变化方向相反，能够实现差分检测，使得器件灵敏度大幅提高。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方案由于采用了两个谐振器的设计，有利于调整谐振器的长

度和固支点的位置等参数；且本发明直接采用低阻硅进行导电，通过深刻蚀得到的沟槽和

SOI硅片中的绝缘层来使不同的电流通路绝缘；本发明通过将谐振器封装在真空中，提高了

传感器的品质因数；本发明还采用硅-玻璃阳极键合来完成真空封装，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

率并降低了热应力。

[0023]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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