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 卷 第 1 期
2018年1月

应 用 科 学 学 报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Vol. 36 No. 1
Jan. 2018

DOI: 10.3969/j.issn.0255-8297.2018.01.006

光纤气泡微腔传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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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 要要要：：： 基于光纤气泡微腔的干涉仪在光纤传感领域中已经获得广泛关注. 结合最新研究进
展，给出了一种电弧放电法制备光纤气泡微腔的新技术，该技术仅利用商用光纤熔接机且无需
辅助设备. 系统研究了基于光纤气泡微腔的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工作原理、制备方法及传感
应用，实现了基于矩形气泡微腔的光学回音壁模式谐振器，进一步完成了腔模式的应变调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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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cal fiber sensors based on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FPI) with an in-
fiber air bubble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or sensing applications in gas-pressure and
tensile-strain measurement.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a new technique is
presented, which can create an air-bubble-based FPI by means of improved electrical arc
discharge. Only a common fusion splicer is needed without any additional equipment. In
this paper, the FPI sensor with air bubbles is described. The fabrication method, principle
of operation and sensing ap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Furthermore, a novel optical micro-
resonator based on an in-fiber rectangular air bubble is demonstrated. Whispering-gallery
modes can be tuned by applying tensile strain to the rectangular air bubbles.
Keywords: optical fiber sensor, air bubble cavity,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whispering
gallery mode resonator, gas pressure sensing, tensile strain sensing

近年来，光纤传感器以其独特的优势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突出体现在灵敏度高、动态
范围大、响应速度快、微米尺寸、生物兼容性好、机械强度高、成本低廉[1-5]. 随着光纤传感技

术的发展，光纤传感器件已应用于物理、化学及生物等领域，如在生物医疗方面，集成高新科
技的光纤医用传感器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备受关注[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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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传感器件类型较多，其中光纤布拉格光栅（FBG）和长周期光纤光栅（LPFG）是两
种主要研究的类型. 该类器件制备工艺已经实现工程化和自动化，可应用于光纤通信及光纤

传感[3,12-14]. 此外，光纤干涉仪因结构紧凑和微型化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研究人员设计、制

备的光纤干涉仪结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光纤法布里-珀罗干涉仪（FPI）、光纤马赫-曾德尔干
涉仪（MZI）、迈克尔逊干涉仪（Michelson）及萨格纳克（Sagnac）干涉仪[15-38].

在众多制备光纤干涉仪技术方案中，基于光纤空气微腔的干涉仪是研究热点之一. 光纤

空气微腔可分为开放空气微腔和封闭空气微腔两种形式. 开放腔与外界连通，腔内环境等同
于腔外环境；而封闭腔自成一个整体且腔内环境与外界隔离，也可称为光纤气泡微腔. 根据
两类空气微腔各自的结构特点，可分别用于不同光纤传感领域. 目前，在线制备光纤空气微

腔的技术有：1）飞秒激光微加工[15-19]，利用飞秒激光在光纤上开槽或打孔，由此直接形成光
纤 MZI 或 FPI 干涉仪，可用于外界环境传感，如折射率传感. 尽管利用该技术能方便直接地制

备光纤干涉仪，但其加工槽或孔结构较粗糙，由此形成的干涉仪质量不高. 2）激光微加工与电
弧放电结合[20-24]，该技术分为光纤端面激光烧蚀点和放电熔接的两步法实现光纤气泡微腔制

备，弥补了飞秒激光加工的不足，提高了光纤干涉仪的质量. 3）特种光纤熔接技术[25-29]，该
方法将单模光纤与特殊光纤熔接，在熔接点处制备了光纤空气微腔. 技术方法简单且避免使
用昂贵的飞秒激光器，大大降低了制备成本；然而，利用该技术制备的光纤空气微腔一般为球

形，其曲率会影响所形成光纤 FPI 干涉仪的干涉对比度. 4）化学腐蚀[30-34]，该技术方式简单

方便，包括切割、腐蚀、熔接 3 个基本步骤. 该类技术对腐蚀控制技术要求更高，且使用 HF 酸

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5）电弧放电熔接技术[35-38]，该技术结合电弧放电与液体汽化物理特
点，实现了光纤气泡微腔的制备，通过控制优化电化放电技术，实现多种类气泡微腔制备.

本文围绕光纤气泡微腔展开，详细给出了电弧放电制备光纤气泡微腔的一系列技术方案，
系统研究了光纤气泡微腔的干涉基本理论、气压传感机理和应用、应变传感机理和应用以及

基于光纤气泡微腔的回音壁谐振器和腔模式的应变调控技术.

1 光纤气泡微腔制备技术

1.1 光纤气泡微腔类型

1.1.1 气泡微腔类型

本节主要介绍圆形气泡微腔、椭圆形气泡微腔、纺锤形气泡微腔、矩形气泡微腔及端面气

泡微腔等 5 类光纤气泡微腔及其制备方法，光学显微镜图像如图 1 所示. 该命名方式依据二维

图形结构而定，实物则沿光纤轴向空间对称圆球体、椭球体或类似圆柱体的形状. 针对特定的
气泡微腔，研究相关的力学特性.

采用热熔技术加工光纤气泡微腔，虽然制备方法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是整体过程充分
展现了光纤热熔技术的灵活性及可控性. 与传统的制备方式不同，本节提出的新型光纤气泡

微腔热加工技术具有可控性强、操作灵活且成品率为 100% 的优点，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制作
成本.

1.1.2 制备装置

光纤气泡微腔的新型电弧放电热加工技术，制备装置基本组成如图 2 所示. 图 2(a) 为

超连续光源，波长范围为 400∼2 400 nm；图 2(b) 为光谱仪（YOKOGAWA AQ6370C），波长
分辨率为 20 pm，扫面范围为 600∼1 700 nm；图 2(d) 为光纤熔接机（型号藤仓 FSM-60S）；
图 2(e) 为 3 dB 光纤耦合器，监测光纤气泡微腔的反射光谱变化. 实验仅需基本仪器而无辅助

设备，操作简单，重复性高且技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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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纤气泡微腔类型

Figure 1 Microcavities based on air bubble in-fiber

图 2 光纤气泡微腔制备装置. (a) 超连续光源；(b) 光谱仪；(c) 反射光谱测试光路；(d) 熔接机；
(e) 3 dB 耦合器；(f) 基于气泡法布里-珀罗干涉法的反射光谱

Figure 2 Fabrication device for optical fiber bubble microcavity. (a) Broadband light sourse;
(b) Optical spectrum analyzer; (c) Optical system for reflection spectrum measure-
ment; (d) Fusion splicer; (e) 3 dB coupler; (f) Reflection spectra of FPI based on air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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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实时监测光纤气泡微腔的反射光谱，其光路连接方式如图 2(c) 所示. 通过观测

光纤 FPI 反射光谱的变化，实现控制气泡微腔的形状、腔长等结构参数的目的. 利用超连续
光源有两个原因：一是测试基于气泡微腔的光纤 FPI 干涉光谱；二是利用宽谱超连续光源及

满量程光谱仪，实现石英薄膜厚度监测. 厚度为 1 µm 的薄膜形成的干涉包络自由谱宽 FSR>

480 nm，因此需用超连续光源配合合适的光谱仪，实现石英薄膜干涉的光谱测量. 图 2(f) 给出
了基于光纤气泡微腔 FPI 的典型干涉光谱.

1.2 圆形气泡微腔

1.2.1 制备工艺

本节具体介绍圆形气泡微腔制备方法. 实验在普通单模光纤（Corning SMF-28）内部制

备圆形气泡微腔，如图 3 所示，光纤圆形气泡微腔制备工艺主要分为 4 个步骤：

图 3 光纤圆形气泡微腔制备工艺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s of fabrication process of in-fiber a circular air bubble

步骤 1 准备阶段. 首先将普通单模光纤剥去涂覆层并用酒精擦拭干净，用光纤切割刀将

光纤末端切平. 然后将两末端切平的光纤分别放置在光纤熔接机中，使其处于待熔接状态. 最
后将光纤熔接机设置到手动马达驱动状态，通过熔接机上的驱动马达（ZL 和 ZR）分别移动两
根光纤，也可在 X 和 Y 平面进行移动，图 3(a) 为待处理状态.

步骤 2 预处理阶段. 1）通过步骤 1 将两端面光纤调整到合适位置，在光纤熔接机的平面

能看到两个端面即可. 2）设置放电功率与放电时间，进行放电，两个端面受热软化，由于材料

自身表面张力使熔融光纤端面在冷却过程中逐步趋于圆弧状. 3）将预处理的光纤端面浸蘸少
量折射率匹配液体，该液体在预处理的光纤末端形成一层液体膜. 4）将带有液体膜的光纤端
面放置于光纤熔接机中，放置位置如图 3(b) 所示.

步骤 3 应力施加阶段. 在该过程中，主要利用光纤熔接机的手动马达驱动功能. 首先驱

动左右两边的马达，使浸蘸液体的弧形光纤端面相接触. 然后同时推进左右两边的驱动马达，
继续在光纤相接触点施加微小位移量. 由于施加小位移量之前两个光纤端面已经相互接触，
此时小位移量转化为在接触点的预应力施加. 在光纤弧形末端接触点处存在液体，接触点内
部也存在少量液体，如图 3(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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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精密放电阶段. 该阶段主要是放电熔接. 首先调节放电时间与放电时间，一般选
用“标准”功率，放电时间选择 1 200 ms，第 1 次放电即可获得光纤气泡微腔. 然后重复放电
且通过光纤熔接机界面可观测光纤气泡微腔尺寸，获得圆形气泡微腔如图 3(d). 在该实验过
程中，从光谱仪观测基于光纤气泡微的 FPI 的干涉光谱，通过其 FSR 大小，实时计算光纤气

泡微腔的腔长.
上述步骤需特别注意的细节说明如下：
说明 1 光纤预处理目的. 为了增加表面张力需将光纤末端熔融成光滑弧形，更易于浸蘸

液体或更容易吸附液体；为了减小两个光纤之间的接触面积需将光纤熔融成弧形面，这样初
始形成的气泡尺寸更小.

说明 2 液体选择. 实验选用折射率匹配液，普通液体均可用，主要考虑采用不易挥发的
液体，便于长时间操作.

说明 3 熔接机设置. 一般只需设定放电时间与放电功率，根据熔接状态调整放电参数.
基本原则为放电功率要达到光纤熔融功率，放电时间确定熔接状态；随着重复放电次数增加，
气泡微腔逐步变大.

利用步骤 1∼4即可获得光纤圆形气泡微腔，通过本文搭建的测试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光
纤圆形气泡的尺寸、干涉对比度及自由谱宽等相关参数.

1.2.2 干涉光谱

图 4 为圆形气泡微腔及对应的干涉光谱. 将光纤样品浸泡于水溶液中，可以保持微腔成
像清晰. 光纤包层折射率为 1.444，水折射率为 1.300，因此气泡微腔相差仍然存在，可通过浸
泡不同的液体改善拍摄的实物图像. 通过测量系统可以获得圆形气泡微腔形成的干涉光谱，
如图 4 所示，其自由谱宽 FSR=15 nm，可计算出对应腔长 L = 80.08 µm. 通过显微镜拍摄软

件测量长度 L1=80 µm，可见相对误差非常小，仅为 0.1%. 实际工程应用中，不仅要关注光
纤 FPI 自由光谱范围，更要关注器件光谱的对比度和精细度. 由于光纤气泡壁为石英材料，反
射率仅为 4%，所以气泡微腔内壁反射形成的干涉可视为双光束干涉，这也决定了干涉光谱

的精细度；然而该器件的干涉对比度取决于参与干涉的双光束光强的大小，与气泡微腔内壁

反射面所反射的能量直接相关. 如图 4 测试中，光纤圆形气泡微腔作为 FP 腔的干涉对比度仅
5 dB 左右，且损耗也较大，限制了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图 4 光纤圆形气泡微腔及干涉光谱

Figure 4 Microscope images of a circular air bubble and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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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椭圆形气泡微腔
1.3.1 制备工艺

为解决圆形气泡微腔存在的不足，制备椭圆形气泡微腔如图 5 所示. 两类气泡微腔制备工
艺相同点为：1）光纤端面预处理方式；2）浸蘸液体物质；3）加工设备和监测系统；4）熔接机
设置方式和操作. 形成椭圆形气泡微腔的步骤如下：

步骤 1 准备阶段、预处理、液体涂覆.
步骤 2 应力施加.
这 2 个步骤与前文的圆形微腔制备工艺相同.
步骤 3 预应力施加与初始放电. 此时放电参数放电功率需要调节更大，一般选择“标

准+20”，放电时间 1 200 ms，由此初始椭圆气泡为椭圆形. 加大功率目的为：1）让液体在光
纤内部充分膨胀；2）让光纤充分熔融，充分释放施加的预应力.

步骤 4 轴向应力施加与重复放电. 此时，放电功率降低且放电时间减小；一般选“标

准−10”，放电时间修改为 900 ms，在更短的时间内轴向挤压应力被释放，圆形气泡微腔被整

形成椭圆形气泡微腔.

图 5 光纤椭圆气泡微腔制备工艺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s of fabrication process of in-fiber an elliptical air bubble

上述步骤需特别注意的细节说明如下：
说明 1 光纤预处理成小弧形面. 这样可以使光纤两弧形端面相接触的区域更大，形成的

初始气泡更加大，为进一步降低腔长且提高测量范围提供基础.
说明 2 预应力施加. 增加预应力目的在于形成初始气泡即为椭圆形气泡. 液体受热膨胀

在光纤内部形成气泡，由于施加较大预应力，限制气泡在光纤轴向膨胀，而在径向膨胀更加轻

松，由此实现初始椭圆形气泡微腔的制备.
说明 3 放电参数控制. 此过程需要降低功率和减小放电时间. 选择小功率使光纤初始气

泡区域石英材料软化而完全熔融状态，同时设定一个材料可软化的短时间；这样，在较短的时
间内材料仅仅软化，气泡完全膨胀力的作用小于其预应力施加作用，则放电过程中，预应力起

到主要作用，结果是气泡微腔的腔长被进一步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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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椭圆形光纤气泡微腔制备过程中，技术目的如下：1）降低腔长，增加测量范围. 在步

骤 4 中不断重复施加预应力，同时重复放电来改变腔长；2）提高器件干涉对比度. 需要将放电
时间与放电功率进行匹配，既要限制气泡微腔过渡膨胀，又要限制腔内壁未完全熔融出现褶

皱. 通过综合参数控制获得更宽测量范围，也能得到最佳的干涉对比度.

1.3.2 干涉光谱

利用光纤椭圆气泡微腔制备工艺实现样品加工，如图 6(a) 所示. 对实物进行测量，椭圆气

泡微腔的短轴为光纤 FPI 腔长 L=35 µm，长轴为 b = 75 µm，纵横比 h = 2.14. 椭圆气泡微腔

制备过程中，出现光纤石英材料被堆积的情况，沿着椭圆气泡微腔长轴方向的直径为 155 µm，
相对普通单模光纤直径差增加了 30 µm；沿纤芯方向实现了类似平面的反射面. 此外，通过
图 6(b) FPI 干涉光谱可知，FSR=35.7 nm，相对圆形腔的 FSR 提高了 2 倍；此时干涉对比度
为 37.6 dB，相对提高了 6.7 倍. 对比两样品发现，光纤椭圆气泡微腔提高了器件的测量范围，
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干涉对比度.

图 6 光纤椭圆形气泡微腔及对应的干涉光谱

Figure 6 Microscope images of an elliptical air bubble and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spectrum

1.4 端面气泡微腔

1.4.1 制备工艺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制备工艺包括 6 个步骤，如图 7 所示，其中步骤 1∼3 与光纤圆形气泡微

腔制备工艺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如何施加合适拉伸预应力、控制和调整初始端面气泡在电极

中加热位置. 详细制作工艺及注意事项如下：
步骤 4 轴向拉伸及放电 利用熔接机自身驱动马达，在气泡两端的光纤上施加轴向拉

伸应力. 首先移动左右驱动马达，分别向左右移动距离 d2，由于左右移动量相同，圆形气泡微

腔位置仍位于放电中心；然后调整合适的放电参数和放电时间；最后，放电过程中光纤材料软

化，拉伸应力释放，光纤圆形气泡微腔被分割为 2 部分，即为 2 个初始端面气泡微腔.
步骤 5 重复放电加热 重复放电使端面气泡微腔不断膨胀，末端薄膜不断变薄. 一般选

择小功率使光纤材料软化即可，时间选择 900∼1 200 ms 范围.
步骤 6 端面气泡微腔优化 在步骤 5 中形成 2 个初始端面气泡微腔，需要继续放电且不

断调整其相对电极中心区的位置，即可制备出具有超薄石英薄膜壁的光纤端面气泡微腔.
上述步骤需特别注意的细节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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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制备工艺

Figure 7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of a silica fiber-tip air bubble

说明 1 预应力施加. 在制备过程中需要施加两类预应力. 第 1 类为挤压预应力施加，是
为了形成初始的圆形气泡微腔；第 2 类为拉伸预应力施加，将圆形气泡微腔一分为二形成 2 个
端面气泡微腔. 然而，此时拉伸预应力不易过大，仅可以拉断分离开即可.

说明 2 重复放电. 端面气泡在优化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距离放电中心区域的位置. 原
因在于，随着放电次数的增加，光纤端面气泡壁的厚度越来越小，其耐受的气体膨胀能力减

弱. 所以需控制距离放电中心区距离，进而控制端面气泡微腔的受热膨胀能力，逐步制备出超
薄的石英薄膜.

利用以上 6 个步骤，就可以获得光纤端面气泡微腔. 通过搭建测试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端
面气泡微腔壁的厚度.

1.4.2 干涉光谱

制备出的不同类型样品如图 8 所示. 通过设置放电参数、重复放电次数、放电加热位置等
实现不同壁厚、不同尺寸端面气泡微腔的制备.

图 8(a) 为利用小功率获得尺寸较小的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厚壁引起三光束干涉的叠加，
测量可知干涉光谱的 FSR=17.5 nm，计算壁厚为 17.5 nm. 如图 8(b) 所示，采用大功率放电并

延长放电时间，使初始较小的气泡充分受热膨胀，最终可以得到超大尺寸光纤端面微腔. 通过
测量显微镜图片，直径可达 300 µm. 通过干涉光谱包络实时监测端面气泡壁厚度. 若光谱包

络为 122 nm（1 471∼1 593 nm），可计算壁厚 t = 6.6 µm. 图 8(c) 为具有纳米厚度薄膜的光纤

端面气泡微腔，所形成的光纤 FPI 可用于气压、水压、振动等方面压力传感. 制备该类器件时，
需要精确控制熔接机的放电功率与放电时间，同时也要精确控制光纤端面气泡与电极加热中

心区之间距离. 通过计算仅能看到 (1/2) 光谱包络，计算得 t<250 nm.
通过本文提供的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制备技术，根据实际需求可以灵活制备各自特点的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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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及对应干涉光谱

Figure 8 Microscope images of a fiber-tip air bubbles and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spectrum

1.5 矩形气泡微腔
1.5.1 制备工艺

图 9 为矩形气泡微腔制备工艺.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准备阶段. 与制备圆形气泡微腔技术一致，如图 9(a) 所示.
步骤 2 光纤预处理阶段. 与制备圆形气泡微腔技术存在差异，此处同样将光纤预处理成

弧形端面，但该弧形的弧度更为急剧陡峭，在此称为大弧形面；在处理过程中，通过较大功率

放电加热使光纤端面熔融之后冷却，功率等参数使用见说明 1，如图 9(b) 所示.
步骤 3 预应挤压应力施加. 将光纤弧形端面浸蘸液体，并通过推进驱动马达实现光纤端

面相互接触，继续推进微小位移量以达到预应力施加，如图 9(b)∼(c) 所示，具体参数见说明 2.
步骤 4 调节放电参数和放电时间进行放电. 放电功率和放电是一组重要的参数，是为了

在第一次放电之后形成一个微小气泡腔且在陡峭锥形区域中，其目的见说明 3.
步骤 5 预应拉伸应力施加. 通过马达驱动精密设置一定移动距离，同时调节好放电功率

计的放电时间；一次放电即可完成制备光纤矩形气泡微腔. 该步骤中需要精密控制的参数见

说明 4.
上述步骤需特别注意的细节说明如下：
说明 1 光纤预处理成陡峭光纤弧面. 形成此弧面是为了易于浸蘸液体，减小接触面积形

成初始微小气泡微腔. 选择功率“标准+20”，时间 2 000 ms.
说明 2 预挤压应力施加. 在形成微小气泡且位于锥形结构中间，尽可能降低初始微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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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在光纤径向的石英材料.
说明 3 放电参数设置. 微小气泡需要小功率，减少径向石英材料，则要求放电时间短. 可

选择功率“标准−25”，时间为 900 ms.
说明 4 预应拉伸应力施加. 本阶段目的有两个：一是形成理想干涉内壁（椭圆形特点）；

二是形成侧边薄壁气泡微腔（端面气泡微腔特点）. 拉伸预应力决定腔长大小，放电时间决定
径向气泡膨胀量，放电功率决定气泡膨胀速度及最终气泡壁厚度. 几种参数之间需要搭配使
用，不局限于一种参数.

图 9 光纤矩形气泡微腔制备工艺

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s of fabrication process of in-fiber FPI based on an air bubble

1.5.2 干涉光谱

利用图 9 所示的加工技术制备出光纤矩形气泡. 显微镜图片及对应干涉光谱如图 10 所示，
该结构特点如下：1）集成了光纤椭圆形气泡微腔的特点，具有良好的腔壁反射面，对比度在
实验中在 25 dB 以上. 2）集成了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的特点，微腔侧边壁厚较薄，实际测量值为

图 10 光纤矩形气泡微腔及对应干涉光谱

Figure 10 Microscope images of a rectangular air bubble and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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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µm. 该结构的特殊性在于矩形微腔径向壁厚非常薄，实验中可以制备出厚度 600 nm 的薄

膜，矩形气泡微腔壁厚材料相对光纤径向的体积占比非常小，小于 0.01%. 因此该器件可用于
测试外界环境中的应变、振动、微位移等高精密要求物理量.

2 光纤气泡微腔气压传感技术

2.1 气压传感机理
基于光纤 FPI 气压传感器种类多样，基本原理有两种：1）改变 FP 腔腔长，光纤 FP 由薄

膜组成，通过解调薄膜形变量实现外界环境气压量测量；2）改变 FP 腔内物质的折射率，如采

用开放式 FP 腔，即腔内外大气压连通，外界气压变化造成 FP 腔内物质折射率的改变，从而
通过 FPI 干涉光谱移动实现外界压力测量。

2.1.1 薄膜干涉

图 8 所示的端面气泡微腔的端面为全石英薄膜结构，具有薄膜结构的光纤 FPI 干涉类型
为三光束干涉. 本文分析具有全石英薄膜的光纤 FPI 结构如图 11 所示，首先超连续光源的
光耦合进入光纤纤芯中，遇到第 1 个反射面 I（光纤端面），经过 FP 腔之后遇到第 2 个反射
面 II（薄膜内侧），在经过石英薄膜介质到达最末端面第 3 个反射面 III（薄膜外侧）. 由于石英
反射率仅为 4%，此处仅考虑 3 个平面之间的干涉现象，详细分析光纤 FPI 的末端薄膜厚度对
干涉光谱影响.

图 11 薄膜微腔 FPI 的光谱测量示意图

Figure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flection spectra measured of a FPI with a thin diaphragm

假设 FP 腔长为 L，石英薄膜厚度为 t，纤芯折射率为 ncore = 1.449 2，石英薄膜折射率

为 nsilica = 1.444 0，FP 腔内为空气，折射率为 nair = 1. 三光束干涉光强表达为

I = |E|2 =
∣∣∣∣E1 − E2 exp

(4π

λ
nairL

)
+ E3 exp

[
4π

λ
(nsilicat + nairL)

]∣∣∣∣2 (1)

将上式展开

I =E2
1 + E2

2 + E2
3︸ ︷︷ ︸

A

− 2E1E2 cos
(4π

λ
nairL

)
︸ ︷︷ ︸

B

− 2E2E3 cos
(4π

λ
nsilicat

)
︸ ︷︷ ︸

C

+ 2E1E3 cos
[
4π

λ
(nsilicat + nairL)

]
︸ ︷︷ ︸

D

(2)

式 (2) 给出了三光束干涉光谱与石英薄膜厚度 t 和腔长 L 之间的关系. 该类三光束干涉光谱谐
振峰值位置取决于式 (2) 中的 B、C、D 三项，其中 B 项为 FP 腔干涉作用，腔长为 L；C 项为

薄膜本身干涉影响，薄膜厚度为 t；D 项为 FP 腔与反射薄膜的共同作用下引起的干涉.



第 1 期 刘申，等：光纤气泡微腔传感技术 115

实际光纤 FPI 腔长是确定的，考虑薄膜 t → 0 (nsilicat → 0) 的极限情况，此时 A、B、C 项

不变，D 项中仅剩下 nairL，则式 (2) 可以写为

I ≈ E2
1 + E2

2 + E2
3 − 2(E1E2 − E1E3) cos

(4π

λ
naird

)
− 2E2E3 cos

(4π

λ
nsilicat

)
, t → 0 (3)

若单独考虑薄膜厚度为 t，引起干涉的自由谱宽 FSR 计算为

FSR =
λm+1λm

2nefft
⇒ t =

λm+1λm

2neffFSR
(4)

当 λm+1 与 λm 比较相近时，薄膜厚度可近似表达为

t ≈ λ2

2neffFSR
(5)

最终当 t → 0 时，三光束干涉将逐渐演变为两光束干涉情况，干涉光谱如式 (3) 所示. 根
据式 (2) 给出不同厚度薄膜对干涉光谱造成的影响，图 12 不同薄膜厚度 t 对应的光谱变化
情况. 不同薄膜厚度所引起的干涉光谱包络变化，随着薄膜逐渐变薄所引起的干涉 FSR 逐

渐展宽. 该现象给出了一种监测薄膜厚度的方法，可以根据 FPI 的自由谱宽公式计算出
不同包络下所对应的薄膜厚度，进而达到监测薄膜厚度的目的. 如取石英折射率为 1.445，
通过式 (4) 非近似 FSR 可计算薄膜厚度：1）FPI 干涉光谱包络为 51 nm 时，计算石英薄膜
厚度 t1 = 10.27 µm，理论值 t1 = 10 µm，计算引起的误差为 2.7%；2）FPI 干涉光谱包络

108 nm 时，计算石英薄膜厚度 t2 = 5.069 µm，理论值 t2 = 5 µm，计算引起的误差为 1.38%；
3）FPI 干涉光谱包络 155 nm 时，计算石英薄膜厚度 t2 = 3.003 5 µm，理论值 t3 = 3 µm，计算

引起的误差为 0.117%；4）FPI 干涉光谱包络 480 nm 时，计算石英薄膜厚度 t2 = 1.000 3 µm，
理论值 t3 = 1 µm，计算引起的误差为 0.03%. 从计算结果可知，薄膜厚度 t 越小，通过包络计

算越精确. 在利用光谱包络计算薄膜厚度过程中，不能采用式 (5) 近似 FSR 计算，否则将引入

巨大的数据误差.

图 12 干涉光谱包络与薄膜厚度之间的关系

Figure 12 Simu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elope spacing of reflection spectrum and the
thickness of diaphra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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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基于光纤端面气泡的光纤 FPI

基于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的 FPI 端面薄膜结构如图 13 所示. 图 13(a) 为气泡微腔充当光
纤 FP 腔，沿纤芯方向气泡直径为光纤 FPI 的腔长 L. 原理如下：传输光经过纤芯遇到第 1 个
反射面为气泡内壁一侧，反射光为 I；传输光遇到气泡内壁的另外一侧同样反射，其反射光
为 II；传输光遇到气泡腔外壁进行反射，反射光为 III；由于光纤微石英材料，假设为理想反
射，反射率均为 4%，可知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形成光纤 FPI 为典型的三光束干涉，参与干涉光
分别为 I、II、III.

图 13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气压响应示意图. (a) 未施加气压下端面气泡微腔；(b) 施加气压后端面气泡

微腔顶部薄膜形变

Figure 13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fiber-tip air bubble responding to the gas pressure. (a)
Fiber-tip air bubble without gas pressure applied; (b) Diaphragm deformation of silica
diaphragm at the top of fiber-tip air bubble with gas pressure applied

2.1.3 气压敏感基本原理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顶端为石英薄膜结构，其力学特性较为突出. 如图 13(b) 所示，外界气

压作用到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均匀压力载荷下造成薄膜形变. 假设改变量为 ∆L，即 FPI 腔长
压缩为（L−∆L），由此引起 FPI 干涉光谱漂移. 后续信号解调中，通过测量反射光谱漂移量
可以获得外界气压变化量的大小，实现外界气压测量.

可见，气压作用下光纤端面气泡薄膜的形变量决定了该光纤 FPI 器件的气压响应灵敏度.
将图 13(b) 端面气泡微腔的顶端敏感薄膜区域等效为一个具有均匀薄膜厚度的球形微腔. 若敏

感区域薄膜半径为 R1 的球形均匀厚度壳体，均匀载荷压力压造成的薄膜形变量为

Sp =
∆L

∆p
=

(1− ν)R2
1

2Et
(6)

式中，∆L 为气泡腔的腔长变化量，∆p 为外界气压变化量，ν 为泊松比，E 为杨氏模量，t 为气

泡腔壁厚度，R1 为敏感薄膜半径. 从式 (6) 中可知，光纤端面气泡微腔气压响应灵敏度 Sp 与
石英薄膜厚度 t 成反比，即端面气泡微腔壁厚越薄其气压响应灵敏度越高，对外界气压越敏感.

2.2 气压传感测试
2.2.1 端面气泡微腔壁厚控制

为了获得高气压灵敏度器件，首先要制备出具有超薄壁厚的光纤端面气泡微腔. 由于薄

膜厚度范围从几十微米到亚微米甚至纳米量级跨度非常大，所以此时的薄膜厚度 t 通过非近
似公式计算

t =
λm+1λm

2neff(λm+1 − λ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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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端面气泡壁厚度，λm+1 和 λm 分别为第 m + 1 和 m 阶谐振波长，neff 为石英材料折射
率，取值为 1.444. 结合式 (7) 与测试反射光谱，可实时计算得出端面气泡的壁厚.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制备过程中的实时干涉光谱如图 14 所示. 本文制备了不同壁厚的光纤

端面气泡微腔. 图 14 为气泡壁薄膜干涉类型，整个系列（State01∼State06）是同一个样品在
经历不同放电次数情况下的实物状态. 在反射光谱中，密集干涉条纹为气泡腔形成干涉，外包

络为气泡壁厚造成的光谱调制. State01，取其中一个干涉光谱包络，FSR=76 nm，此时 λm+1

= 1 404 nm，λm = 1 328 nm，可计算此时壁厚 t1 = 8.49 µm；State02，FSR=97 nm，此时
λm+1 = 1 410 nm，λm=1 313 nm，壁厚 t2 = 6.61 µm；同理，State03，壁厚 t3 = 4.735 µm；
State04，壁厚 t4=2.19 µm；State05，壁厚 t5=1.53 µm. State06，整体光谱中处于半个包络状
态，即 FSR> 1 400 nm，此时可认为 λm+1 = 2 300 nm，λm = 900 nm，壁厚 t6 = 0.33 µm. 通
过光谱包络可以实时计算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壁厚大小. 特别地，对于 State06，干涉光谱几乎
看不出包络，这主要是因为气泡末端薄膜太薄，在计算中 t6 应该小于 330 nm.

图 14 不同薄膜厚度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的干涉光谱和显微镜图片

Figure 14 Reflection spectra and optical microscope images of the fiber-tip FPI pressure sensor
at different states of the diaphragm thinning process air bubble

为了更清晰地测量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的壁厚及内部结构，本文利用飞秒激光将端面气泡

沿着顶端薄膜径向剖开. 图 15 为 State06 样品剖面结构，通过干涉光谱包络计算的壁厚 t 为

图 15 电镜图片. (a) 光纤端面微腔剖面图；(b) 和 (c) 分别为气泡端面全硅薄膜的局部放电图

Figure 15 SEM image. (a) Cut plane of the fiber-tip air bubble; (b) and (c) are enlarged partial
view of the silica diaphragm at the top end of the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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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nm，实际测量值为 320 nm，实验计算数据与实际测量结果非常吻合，证明本文通过光谱

包络实时衡量气泡壁厚方案是正确且可行的.
2.2.2 端面气泡微腔气压测量

对制备出不同壁厚的光纤气泡微腔进行气压响应测试. 气压测试系统如图 16 所示，BBS 为

超连续白光光源，OSA 为光谱仪，ConST162 为气压产生器用来提供测试用气压. 此外，加工
了 T 型不锈钢连通管道，端面通过密封胶密封. 实验中，超连续白光通过 3 dB 耦合器传输到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且形成光纤 FPI，反射光谱通过光谱仪（OSA）解调. 通过 ConST162 气压
产生器手动设置不同的气压数值且测试气压保持稳定 10 min，保持 T 型连通管内气压静置稳

定. 光谱仪最大分辨率为 0.02 nm，根据估算的器件灵敏度及气压施加间隔量大小，选择合适
光谱仪的分辨率. 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初始施加微弱气压数值为 1 kPa，初步估算器件气压响

应灵敏度后，结合器件的测量范围 FSR 的大小，合理设置光谱仪分辨率进行实验测试.

图 16 (a) 气压测量的实验装置. (b) 高精密的气压表和气室

Figure 16 (a) Experimental setup for gas pressure measurement. (b) High-precision pressure
meter with a chamber

测试 3 个不同壁厚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的气压响应如图 17 所示. 图 17(a) 为其中一个实物

样品，通过干涉光谱包络计算出气壁厚约 500 nm. 图 17(b) 为波长在 1 250∼1 650 nm范围内
的干涉光谱，在此范围内未看到一个完整光谱包络，该器件在 1 550 nm处的干涉对比度也可
大于 20 dB. 图 17(c) 为测试 3 个样品的波长漂移变化量. 实验在 1 个标准大气压基础上进行增
加，增加量范围为 0∼2 MPa，间隔为 0.2 MPa，每个气压间隔静置 10 min，然后记录光谱数据，
整理 1 550 nm 附近的谐振点漂移数据. 通过光谱变化可知，随着气压数值增加，光纤 FPI 光谱

出现蓝移，即向短波方向移动；∆λ 为负值代表光纤 FPI 的腔长 L 在不断变小. 这种现象表明，
外界环境气压增加导致薄膜形变，引起端面气泡微腔轴向直径变小，即 FPI 腔长变小，直观表

现为 FPI 的光干涉光谱出现蓝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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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3 个样品气压响应. (a) 样品-3 的显微镜图片；(b) 样品-3 干涉光谱；(c) 随着气压施加时的 3 个样

品干涉光谱波长漂移量；(d) 在气压从 0 到 2.0 MPa 逐渐增加时，样品-3 的干涉光谱演化过程

Figure 17 Gas pressure responses of the three samples. (a) Microscope images of the sample-3;
(b) Reflection spectrum of the sample-3; (c) Wavelength shift of the interference dip
for the three sensor samples with the gas pressure applied; (d) Reflection spectral
evolution of the sample-3 with pressure ranging from 0 to 2.0 MPa

3 个 样 品 的 气 泡 腔 壁 厚 分 别 为 6.7 µm、1.8 µm、0.5 µm，对 应 测 试 灵 敏 度 分 别 为

137 pm/MPa、599 pm/MPa、1 036 pm/MPa. 对比数据发现，灵敏度与薄膜厚度并未呈
现良好线性关系，存在原因较多. 结合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的特殊结构，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方面：1）薄膜为等厚薄膜，增加非线性薄膜形变，引入了数据测试误差；2）加工误差，最薄

处不在端面气泡微腔的最顶点位置，顶部中心位置在气压作用下的形变并非最大化，由此也

引起灵敏度降低. 此外，测试结果验证了随着端面气泡微腔壁厚降低，气压响应灵敏度逐步

提高.

2.3 薄膜增敏分析

2.3.1 增敏分析

端面气泡微腔的气压敏感区有限，等效为半径为 R1 的球形均匀厚度壳体，气压变化造成
的光纤 FPI 波长漂移量可描述为

∆λ

∆p
=

(1− ν)λR2

2ELt
=

(1− ν)λ
2ELtγ2

, γ =
1
R

(8)

式中，ν 为泊松比，E 为杨氏模量，L 为气泡腔的腔长，t 气泡腔壁厚度，R 为薄膜半径，γ 为薄

膜曲率. 可知波长相对气压变化灵敏度与薄膜厚度、腔长及曲率平方均相关. 由式 (8) 器件气

压波长相应灵敏度关系可推导气压腔长相应灵敏度为

∆L

∆p
=

(1− ν)
2E

· 1
tγ2

= C
1

tγ2
(9)

式中，C 为仅与材料属性相关的常数. 通过简化公式可以看出，器件腔长随气压改变的变化
量，即器件的响应灵敏度仅与薄膜厚度 t 及薄膜曲率 γ2 相关. 从式 (9) 中可以得出提高器件气

压相应灵敏度方案如下：
方案 1 减小薄膜厚度. 薄膜厚度与气压响应灵敏度成反比关系，且该方案在上节已经

验证.
方案 2 减小曲率，如图 18 所示. 式 (9) 所示腔长变化灵敏度的大小与曲率平方成反比，

相比薄膜厚度其灵敏度更依赖于曲率变化. 因此可以改变曲率数值来大幅度提高器件的气压
响应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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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现的 320 nm 厚石英薄膜已达薄膜厚度 t 的极限，在式 (9) 中不能继续降低 t 来提高
腔长灵敏度. 此时考虑结合方案 1 和 2，当薄膜厚度为百纳米量级时，改为方案 2 继续提高器件

灵敏度.

图 18 光纤端面气泡的顶部薄膜分析. (a) 光纤端面气泡示意图；(b) 弧形薄膜；(c) 整形薄膜

Figure 18 Structure analysis of all-silica diaphragm at the end of the fiber-tip air bubble. (a)
Schematic diagrams of fiber-tip air bubble;(b) Arc-shaped diaphragm; (c) Reshaped
diaphragm

将图 18(b) 的敏感薄膜整形成为图 18(c) 的形状，薄膜曲率大幅度降低，从而利用方案 2 继

续大幅度提高器件对气压响应灵敏度.
通过有限元仿真软件初步评估了方案 2 的改进结构. 如图 19(a) 所示，薄膜最薄处

为 0.5 µm，半开口直径为 70 µm. 取等均匀渐变厚度、相同厚度和浅变参数建立整形后薄膜数
学模型图 19(b). 通过计算可知，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在 1 MPa 气压作用下的腔长最大变化量为

0.196 µm，而此时模型 (b) 的最大形变量为 7.81 µm，彩色显示了薄膜不同位置处的形变量大

小. 可见采用方案 2 将图 19(a) 整形成图 19(b)，气压响应灵敏度灵敏度提高了 39 倍. 理论计

算可知，方案 1 和 2 均可提高器件气压响应灵敏度，且方案 2 更有效.

图 19 施加定值气压下的薄膜形变分析

Figure 19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diaphragm deformation with a gas pressure applied

2.3.2 薄膜优化

计算分析弧形薄膜、整形薄膜、平面薄膜的气压响应特性，如图 20 所示，在相同气压条件

下，平面薄膜气压响应量最大，整形薄膜次之，弧形薄膜最小.
计算结果表明，整形后的弧形薄膜气压响应提高了近 40 倍，然而均匀的平面薄膜气压响

应比整形薄膜又提高了近 73 倍. 因此，弧形薄膜整形逐渐接近平面薄膜结构，气压灵敏度也

逐歩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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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优化薄膜结构以提高气压响应灵敏度. (a) 具有薄膜结构的端面气泡；(b) 具有整形薄膜的空
腔；(c) 具有平面薄膜的空腔

Figure 20 Optimization scheme of diaphragm structure for enhancing gas pressure sensitivity.
(a) Fiber-tip air bubble with a silica diaphragm; (b) An air cavity with a reshaped
silica diaphragm; (c) An air cavity with a flat silica diaphragm

2.4 薄膜整形及气压增敏测试
2.4.1 弧形薄膜整形技术

步骤 1 准备阶段. 实验所需器材有：光谱仪、熔接机、光源、3 dB 耦合器、清洁工具、单

模光纤、玻璃管及精密切割装置. 制备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待用，切平光纤端面和石英玻璃管，
将两者放进熔接机中进行熔接，如图 21(a) 所示.

图 21 光纤端面气泡顶部硅薄膜整形技术流程

Figure 21 Technical process for reshaping an all silica diaphragm at the end of fiber-tip air bubble



122 应 用 科 学 学 报 第 36 卷

步骤 2 熔接设置. 如图 21(b) 所示，通过精密切割装置，以光纤和玻璃管熔接点为起点，
预留长度 L 的玻璃处，将其切平待用；将连接玻璃管的光纤放进熔接机，同时另外一端放进待

用的光纤端面气泡微腔. 设置熔接功率和熔接时间.
步骤 3 纳米薄膜熔接. 如图 21(c) 所示，首先施加预应力，通过驱动马达移动玻璃管和

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移动量分别为 dl 和 dr，直到两端面相互接触；继续施加一个微小位移量，
使光纤端面气泡顶端的纳米薄膜与玻璃管末端紧密贴合. 然后设置放电参数，严格控制放电功
率及放电时间的大小. 最后直接放电，通过一次放电即可实现纳米薄膜与玻璃管之间的焊接
工作.

上述步骤需特别注意的细节说明如下：
说明 1 熔接区域. 如图 21(c) 所示，该区域稍远离放电中心，光纤端面气泡几乎位于放电

中心区域. 由此端面气泡微腔充分受热膨胀可以更好地与玻璃管熔接.
说明 2 放电控制. 选择合适的放电功率：放电功率过大端面气泡微腔易胀裂，功率过小

则易使气泡微腔软化坍缩. 此外，功率过小易导致气泡微腔与玻璃管之间脱焊或出现缝隙.
说明 3 切割线位置. 切割是为了去掉端面气泡微腔，将末端纳米薄膜整形并转移到石英

玻璃管末端.
图 21(e) 和 (f) 为玻璃管与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熔接在一起的样品，所用到的精密切割装置

如图 22 所示. 图 22(b) 具体装置有：1）CCD，用于实时观测熔接点位置、切割刀刃位置以及

所要切割点位置，通过 PC 实时显示成像；2）升降台等调节装置，用于对焦 CCD；3）固定
有光纤夹持器的精密位移平台. 位移平台用于调整切割点与刀刃重合，实现定量精密切割.
图 22(a) 为待切割样品结构，图 22(c) 为 PC 成像的光纤及刀刃图像. 通过控制精密位移平台，
可以实现小于 2 µm 的定量切割. 如此切割掉端面气泡，将端面气泡顶端的弧形薄膜焊接且转
移到玻璃管微腔末端，完成弧形薄膜的整形.

综上所述，结合图 21 所示的技术制作流程和说明，可制备出带有纳米厚度石英薄膜的光
纤微腔，形成一个良好的光纤 FPI.

图 22 精密切割系统. (a) 待切割样品；(b) CCD 成像系统和精密位移平台；(c) 光纤切割
位置的局部放大

Figure 22 Precision cleaving systems. (a) Candidate cut sample; (b) CCD camera and a pre-
cision displacement platform; (c) Enlarged partial view of the position cleaved in
optical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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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整形薄膜气压测试

利用上述工艺整形光纤端面气泡微腔顶端的弧形薄膜，即将 FAB1 的弧形薄膜整形
为 FDC1 末端的敏感薄膜，如图 23 所示. 进行一组试验对比弧形薄膜整形前后的气压响应灵

敏度变化大小.

图 23 光纤端面气泡（FAB）和光纤薄膜微腔（FDC）的气压响应. (a1) FAB1 显微镜图片，对应的干涉
光谱包络 (a2) 及随气压变化时的光谱漂移过程 (a3)；(b1) FDC1 显微镜图片，对应的干涉光谱包

络 (b2) 及随气压变化时的光谱漂移过程 (b3)

Figure 23 Pressure responses of two types of FPI-based gas pressure sensor specimens employing
an FAB or an FDC. (a1) Optical microscopy image of specimen FAB1, corresponding
to envelope spacing of its reflection spectrum given in (a2), and (a3) wavelength shift
of the interference fringe with the gas pressure varying. (b1) Optical microscopy image
of specimen FDC1, corresponding to envelope spacing of its reflection spectrum given in
(b2), and (b3) wavelength shift of the interference fringe with the gas pressure varying

整形前：制备出壁厚小于 350 nm 的光纤端面气泡微腔 FAB1，如图 23(a1) 所示，测量腔

长为 73 µm. 图 23(a2) 中实时监测的干涉光谱存在一个较大光谱包络，且半个包络已超过
925 nm，计算其薄膜厚度接近 350 nm. 图 23(a3) 为在室温下样品 FAB1 气压响应测试，相

对 1 个标准大气压从 0 MPa 升至 2 MPa，测试 10 个点且每个点停留超过 10 min，直到 FAB1 干
涉光谱稳定后记录. 测试 1 550 nm 附近光谱变化，波长漂移灵敏度为 0.914 nm/MPa，换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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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长变化灵敏度为 43.4 nm/MPa，插图为 0∼2 MPa 气压变化下的光谱演化. 实验中光谱出现

蓝移，验证了腔长随气压增加而减小.
整形后：利用图 21 所示技术流程，将样品 FAB1 整形为 FDC1，如图 23(b1) 所示，测量

腔长为 155 µm. 如图 23(b2) 所示，干涉光谱的半个包络已超过 720 nm，计算薄膜厚度接
近 400 nm，说明干涉并未发生在最薄薄膜处，这将降低该器件的气压响应灵敏度. 同样测试
了 FDC1 的气压响应情况，测试环境与 FAB1 相同，不存在测试环境引起的误差. 通过小气压
响应测试评估 FDC1 灵敏度情况，设置气压初始值为 1 个标准大气压，相对气压测量变化范围

为 0∼0.2 MPa. 同样测试 10 个点，且每个点停留超过 10 min，直到 FDC1 干涉光谱稳定后记

录. 测试 1 550 nm 附近光谱变化，整理数据得波长漂移灵敏度为 12.6 nm/MPa，换算成腔长
变化灵敏度为 1 250 nm/MPa，插图为 0∼0.2 MPa 气压变化下的光谱演化.

通过对比数据，计算腔长变化灵敏度 FDC1 为 1 250 nm/MPa，而 FAB1 为 43.4 nm/MPa，
改进后灵敏度提高了 28.8 倍，实验数据呈现了薄膜整形之后的优势.

2.4.3 薄膜优化后气压测试

从图 20 可知，尽可能降低 tA 和 tB 的厚度可获得近似平面薄膜. 整形之后薄膜的曲率取

决于光纤端面气泡薄膜的厚度分布情况. 相同情况下，光纤端面气泡微腔尺寸越大其端面薄

膜渐变厚度梯度越小，可认为端面气泡越大整形后的薄膜曲率越小. 由此分析给出一种可实
现近似薄膜的技术手段：采用一种大尺寸的光纤端面气泡，通过图 21 技术流程制备更均匀且

薄的石英薄膜.
1）大尺寸端面气泡微腔：如图 24(a1) 所示，制备大尺寸光纤端面气泡且壁厚小于

260 nm，称为 FAB2，测量腔长为 150 µm，相比 FAB1 体积增加了 8 倍. 图 24(a2) 对干涉光谱

实时监测可知，光谱包络的一半已超过 900 nm. 在室温下，对样品 FAB2 进行气压响应测试，
如图 24(a3) 所示. 测试 1 550 nm 附近光谱变化，其波长漂移灵敏度为 1.33 nm/MPa，换算成
腔长变化灵敏度为 127 nm/MPa，插图为 0∼1 MPa 气压变化下的光谱演化.

2）平面薄膜：利用图 21 技术流程将样品 FAB2 整形为 FDC2，如图 24(b1) 所示，测量腔

长为 55 µm. 图 24(b2) 所示，干涉光谱的半个包络已超过 900 nm，薄膜厚度与 FAB2 相当. 通
过小气压响应测试评估 FDC2 灵敏度情况，设置测试气压范围从 1 个标准大气压相对增了

50 kPa. 同样测试 10 个点，且每个点停留超过 10 min，直到 FDC1 干涉光谱稳定后记录. 测试
1 550 nm 附近光谱变化，整理数据波长漂移灵敏度为 341 nm/MPa，换算成腔长变化灵敏度
为 12 220 nm/MPa，插图为 0∼50 kPa 气压变化下的光谱演化.

通过对比数据，计算腔长变化灵敏度 FDC2 为 12.22 nm/kPa，而 FAB2 为 0.127 nm/kPa，
改进后灵敏度提高了 100 倍.

结合图 20 将弧形薄膜、整形薄膜、平面薄膜 3 类薄膜气压响应数据汇总. 这里 FAB1 和
FAB2 是端面气泡微腔，且顶端具有弧形薄膜. FDC1 具有整形薄膜，FDC2 具有平面薄

膜. 图 23 和 24 给出了 3 类薄膜微腔优化前后的气压响应数据，其灵敏度分别为 FDC1=
1.25 nm/kPa，FAB1=0.043 nm/kPa；FDC2=12.22 nm/kPa，FA2=0.127 nm/kPa. 对比这些
测量的实验数据及图 20 所示的理论模型，可以获得以下结论：

第一：端面气泡 FAB2 相对 FAB1 体积增加了 8 倍，而气压响应灵敏度仅提高了 2.95 倍，
可见气压灵敏度随体积的增加而提高，但提高幅度有限. 第二：FDC1 相对 FAB1，气压
灵敏度提高了 28.8 倍，验证了弧形薄膜整形后可以有效提高器件灵敏度. 第三：FDC2 相

对 FDC1 的薄膜厚度几乎不变，或者 FDC2 厚度略薄于 FDC1，而 FDC2 气压灵敏度却提高
了 10 倍；验证了平面薄膜的气压响应灵敏度要高于单纯的整形薄膜，同样验证了图 20 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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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第四：FDC2 相对 FAB2 薄膜厚度相当，而 FDC2 气压灵敏度却提高了 100 倍. 同样验证了

图 20 理论分析. 第五：FDC2 相对 FAB1 的气压灵敏度提高了 285 倍. 充分说明采用的改进技

术是可行的. 将弧形薄膜整形成平面薄膜之后的器件气压响应灵敏度提高 2 个数量级.

图 24 基于优化薄膜的传感器. (a1) FAB2 显微镜图片；(a2) FAB2 反射光谱以及对应气压响应灵敏

度 (a3). (b1) FDC2 显微镜图片；(b2) FDC2 反射光谱以及对应气压响应灵敏度 (b3)

Figure 24 Sensor specimens based on an optimized sensing diaphragm. (a1) Optical microscopy
image of specimen FAB2; (a2) Reflection spectrum of FAB2, and the corresponding gas
pressure sensitivity (a3). (b1) Optical microscopy image of specimen FDC2; (b2) The
reflection spectrum of FDC2, and the corresponding gas pressure sensitivity (b3)

3）平面薄膜微腔样品：图 25 为获得近似平面薄膜微腔样品. 干涉光谱包络从 650∼
1 700 nm 可视为半个包络，一个完整包络 FSR=1 050×2=2 100 nm. 取石英折射率 1.445，可
计算薄膜厚度约 182 nm. 图 25(b) 为样品的电镜图片，可清晰地看出玻璃管的管径尺寸以及

整形后的近似平面薄膜. 通过图 21 技术流程可实现将弧形薄膜转移到玻璃管末端，形成近
似平面薄膜. 此外，利用飞秒激光将该样品剖开，获得近似平面薄膜具体结构. 如图 25(c) 所

示，近似平面薄膜对玻璃管密封形成一个微腔结构；图 25(d) 为弧形薄膜整形之后的形状.
图 25(e) 为薄膜最薄区域且尺寸且为 170 nm，进一步验证了利用干涉光谱包络计算薄膜厚度
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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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光纤薄膜微腔的干涉光谱 (a) 和对应的电镜图片 (b)∼(e). (b) 玻璃管末端熔接的纳米厚度石英
薄膜；(c) FDC 剖面电镜图片；(d) 和 (e) 分别为石英薄膜的局部放大图片，厚度约 170 nm

Figure 25 Reflection spectrum (a) and SEM images (b)∼(e) of an FPI-based gas pressure sensor
specimen employing an FDC. The inset of (a) presents an optical microscopy image.
(b) SEM image of the nanometer scale all-silica diaphragm fused at the end of the
silica capillary. (c) SEM image of a fractured end of the FDC, while (d) and (e) are
present enlarged SEM images of the silica diaphragm, showing a sensing diaphragm
thickness of about 170 nm

2.4.4 温度响应特性

温度响应特性基本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几种光纤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温度与气压响应数值对比

Table 1 Parameter comparison of several FPIs, i.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response

samples
cavity gas pressure temperature

cross-sensitivity/
length/ sensitivity/ sensitivity/

µm (nm/kPa) (pm/◦C)
(Pa/◦C)

FAB1 73 4.34×10−2 38.60 889.40
FDC1 155 1.25 184.00 147.20
FAB2 150 1.27×10−1 59.00 464.57
FDC2 55 12.22 1 300.00 106.38

FDC1 和 FDC2 温度测试过程及数据处理结果，如图 26 所示. 高温炉温度可以升高至

1 200 ◦C. 首先将 FDC1 和 FDC2 放置在高温炉中，将炉温升高至 1 100 ◦C，保持恒温 2 小时，
以便器件退火实验时，使材料内部应力充分释放，获得更好的温度线性度. 图 26(a) 和 (b)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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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FDC1 和 FDC2 升温和降温的过程. 测试中将炉温分别从 200 ◦C 升高至 1 000 ◦C，每

100 ◦C 停顿 30 min 并测试一组数据. 同样以降温测试间隔 100 ◦C 降至 200 ◦C，如此循
环测试获得数据. 图 26(a) 插图为 200 ◦C∼1 000 ◦C 的光谱演化，图 26(b) 插图为 600 ◦C∼
1 000 ◦C 的光谱演化. 由此，通过数据处理获得了 2 种样品的温度响应灵敏度 FDC1 为

184 pm/◦C，FDC2 为 1 300 pm/◦C. 尽管气压响应灵敏度相差 10 倍，但温度灵敏度同样相

差 7 倍.

图 26 样品 FDC1 和 FDC2 从室温至 1 000 ◦C 的高温响应

Figure 26 High temperature response of samples FDC1 and FDC2 from room temperature
to 1 000 ◦C

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分析 FDC 的温度响应. 考虑 3 种温度状态如下：1）熔接高温

状态下，光纤气泡微腔末端并未与玻璃管末端熔接在一起，玻璃管与外界空气连通，假

设 FDC 腔内参数体积为 V1，气压为 P1=105 Pa，温度 T1=2 100 K，略小于电极放电中心
的温度. 2）在高温状态下，光纤端面气泡微腔末端与玻璃管末端熔接到一起，腔体体
积 V2=V1，温度 T2=2 100 K 不变，则此时腔内气体压强 P2=P1. 3）电极放电结束，温度为

常温状态，此时温度 T3=300 K，体积 V3=V2=V1. 通过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计算此时腔内
气体压强为 P3=(T3/T1)P1，代入数据可计算 P3=0.143P1. 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温度变

化 1 ◦C，将会引起气压变化 0.33 kPa，而单位温度变化引起的 FDC 腔内气压彼变化灵敏度为

0.047 2 kPa/◦C. 如表 1 所示FDC1和FDC2的气压灵敏度分别为 1.25 nm/kPa 和12.22 nm/kPa，
则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得出器件温度响应理论值为70.76 pm/◦C和 696.54 pm/◦C. 然

而，测试 FDC1 和 FDC2 气压灵敏度分别为 184 pm/◦C 和 1 300 pm/◦C，分别高出理论值的
近 2.6 倍和 1.8 倍. 分析此数值差原因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1）材料本身有热膨胀效应，随着
温度升高，腔长的石英材料不断膨胀，由此也引起器件温度响应提高；2）薄膜结构的非线性
效应，FDC 末端薄膜为非平面薄膜，实则是渐变厚度，同时最薄处可能便宜薄膜中心的一种

非规则薄膜，因此受热时可能产生非线性形变特性，由此增加了器件温度响应.

3 光纤气泡微腔应变传感技术

3.1 应变传感机理
为更直观地分析基于椭圆形气泡微腔的光纤 FPI 的应变传感原理，采用光纤空气微腔代

替光纤椭圆形气泡微腔.
如图 27 所示，光谱漂移量与应变之间关系为 ∆λ = kεFPεFP，其中 kεFP 为 FP 腔对应应变

系数，εFP 光纤 FP 腔上施加的应变量大小. 腔长相对光纤长度可以忽略，于是通过光纤 F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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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基于空腔的法布里-珀罗干涉仪应变分析

Figure 27 Strain analysis for in-fiber FPI based on an air cavity

体积变化量来衡量其腔长变化量，即

∆εFPEVFP = ∆εSMFEVSMF (10)

式中，E 为光纤材料的杨氏模量，V 为各段体积，下标为对应的结构命名. 如图 27 所示，分别

计算光纤段、光纤 FP 腔段、光纤段 3 个部分应变量的大小. 结合光纤 FPI 干涉光谱的波长漂

移与应变之间的关系，可得应变灵敏度为

K =
LFP + 2LSMF

LFP + 2LSMF
AFP

ASMF

(11)

式中，AFP 和 ASMF 分别为 FP 腔壁径向截面面积和光纤截面面积，图 27 中当 AFP = ASMF 的
数值 K = 1 时，表示没有空腔存在. 除此之外，K = 1 表示空腔截面壁厚面积与光纤截面面积
相同，此时空腔径向壁厚较厚. 设置一个参数 γ 来替代体积相关项，进一步变换得

K =
kεFP

kε0
=

LFP + 2LSMF

LFP︸︷︷︸
A

+2LSMFγ︸ ︷︷ ︸
B

(12)

其中，γ 为

γ =
VFP

LFPASMF
(13)

这里将 γ 定义为光纤 FP 腔壁厚材料体积占比. 其物理意义为：γ 值越小，FP 径向腔壁材

料越少，即径向壁越薄，则单位应变施加对 FP 腔拉伸量更大；γ 值越大，FP 径向腔壁材料越
多，即径向壁越厚，则单位应变施加对 FP 腔拉伸量更小. 因此，材料越少相对拉伸量越大，材

料越多相对拉伸量越小.
式 (12) 分母中的 A 和 B 两项给出了两种可提高应变灵敏度优化方案.
方案 1 降低 FP 腔的腔长，即减小 A 项数值；
方案 2 降低材料体积占比 γ 数值.

3.2 应变传感测试
3.2.1 光纤气泡微腔挤压整形

为了获得高灵敏度应变传感器，通过实验验证增敏方案 1 的可行性. 制备出不同腔长的光
纤气泡微腔，并对其进行应变测试，进而验证理论分析. 在椭圆形气泡微腔制备过程中，改变

光纤 FPI 腔长，优化光纤 FPI 的干涉光谱，即可在圆形气泡微腔到椭圆形微腔过程中提供一

种改变腔长的方式，从而验证光纤 FPI 应变响应对 FP 腔长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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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8 所示，通过重复放电加热技术，对光纤圆形微腔进行整形，从圆形气泡整形成椭
圆形气泡，优化光纤 FPI 的干涉对比度和测量范围. 从图 28(a) 显微镜图片中可以看到，首次

加工的光纤 FPI 的腔长为 La =79 µm，对应 FSRf =14.9 nm，干涉强度 If =4.9 dB；对该样品

施加挤压应力且经过第 1 次放电，如图 28(b) 所示，样品参数改变为：腔长 Lb = 70 µm，对应
FSRg=16.8 nm，干涉强度Ig=11.1 dB；对该样品施加挤压应力且经过第 2 次放电，如图 28(c) 所

示，样品参数改变为：腔长 Lc = 58 µm，对应 FSRh = 20.8 nm，干涉强度 Ih = 19.2 dB；对
该样品施加挤压应力且经过第 3 次放电，如图 28(d) 所示，此时样品参数改变为：腔长为 Ld =
54 µm，对应 FSRi=22.8 nm，干涉强度 Ii = 20.3 dB；最终经过第 4 次放电之后，如图 28(e) 所

示，此时样品参数为：腔长为 Le = 46 µm，对应 FSRj = 26.4 nm，干涉强度 Ij = 13.6 dB.

图 28 腔长分别为 (a) 79 µm、(b) 70 µm、(c) 58 µm、(d) 54 µm、(e) 46 µm 的气泡微腔显微镜图
片；(f)∼(j) 为对应的基于空气微腔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干涉光谱

Figure 28 Microscope images of the createdair bubble with a cavity length of (a) 79 µm, (b)
70 µm, (c) 58 µm, (d) 54 µm, and (e) 46 µm, respectively; (f)∼(j) the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spectra of theair-cavity-based FPI

从测试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施加应力和重复放电，光纤气泡微腔腔长在不断变

短，FSR 逐步展宽. 与此同时，在图 28(a)∼(d) 所示过程中，光纤 FPI 的干涉光谱对比度在逐

渐加强，原因是随着气泡的整形，椭圆形气泡的两个内壁反射面逐渐趋向于平行，反射光能量
在逐步增强，从而光谱干涉对比度增加. 然而，图 28(d)∼(e) 所示过程中，尽管 FSR 呈现展宽，
但此时光谱干涉对比度在降低，几乎降低了 50%. 其原因在于，图 28(a)∼(d) 所示过程光纤气

泡微腔的径向直径在逐步的增加，电极热流分布面积也逐步增加. 而在图 28(d)∼(e) 所示过程
中，在设定的放电时间内电弧热量未能使图 28(d) 的光纤气泡完全软化；由此在挤压应力作用
下，光纤气泡两个内壁反射面不能在保持平行平面形式被压缩，而是内壁反射面出现了畸变，
结果引起发射面上的光强被散射掉而不能完全参与双光束干涉，从而降低了光纤 FPI 的干涉
对比度. 从图 28(e) 显微镜图片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光纤气泡内壁反射面的畸变，验证了分析的
合理性与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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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应变传感测试

对图 28 所示的每个过程的样品进行应变传感测试，取波长相对初始点的变化量，得出
器件整形过程中的应变灵敏度分析图，如图 29(a) 所示. 图 29(b) 为样品随应变施加的干涉
光谱演化过程. 由图 29(a) 可以看出，光纤圆形气泡微腔被整形为椭圆形气泡微腔，腔长从

79 µm 逐渐变化至 46 µm，灵敏度从 2.9 pm/µε 逐渐提高至 6.0 pm/µε. 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

相对应. 可见通过降低光纤 FPI 腔长提高了器件应变灵敏度.

图 29 (a) 对应腔长为 79 µm、70 µm、58 µm、54 µm、46 µm 的气泡微腔应变响应灵敏度. (b) 随着应
变增加，腔长为 46 µm 的反射光谱演化过程. (c) 不同腔长下的气泡微腔插入损耗. (d) 理论计算

与实际测量的自由光谱范围（FSR）数据拟合

Figure 29 (a) Tensile strain sensitivity of the air-cavity based FPI sample with different cavity
length of 79 µm, 70 µm, 58 µm, 54 µm and 46 µm. (b) Reflection spectrum evolution of
the air-cavity-based FPI sample with a cavity length of 46 µm while the tensile strain
increases. (c) Insertion loss of the air bubble with a corresponding cavity length. (d)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FSR of interference fringes of the in-fiber air-cavity-based
FPI with different cavity lengths

在实验上通过光纤气泡整形过程实现了光纤 FPI 腔长控制技术. 不仅避免了圆形气泡微

腔存在的缺陷，而且还验证了该器件应变灵敏度随腔长变短而逐步提升的理论，为改善气泡

微腔应变传感器的灵敏度提供了思路.
如 图 29(d) 所 示，取 λ = 1 540 nm，利 用 FSR 计 算 公 式 可 求 出 理 论 腔 长 L 在 30∼

100 µm 范围内变化所对应的自由谱宽变化. 与图 28 中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实验数据
与理论计算数值非常吻合. 测试图 28(a)∼(e) 不同气泡微腔传输损耗如图 29(d) 所示. 重

复 放 电 获 得 最 终 的 传 输 损 耗 It4=−6 dB. 圆 形 气 泡 整 形 为 椭 圆 形 气 泡 的 过 程 中，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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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逐渐降低，但并不能无限制降低. 理论上，石英材料的反射率为 4%，两个面能量
反射最多有 7.8%，能量传输剩余 92.2%；而在实验中，最优光纤气泡微腔传输损耗大于
3 dB，对应该类器件的传输光能量也小于 50%，可见有大于 42.2% 的能量散射或耦合损耗掉.
另外，光纤圆形气泡整形成椭圆形气泡，随腔长变短其传输损耗降低，这是因为气泡的曲率对
传输损耗影响.

3.3 气泡整形及应变增敏测试

3.3.1 微腔制备与对比

利用第 1 节光纤矩形气泡微腔制备技术，实现基于矩形气泡微腔的光纤 FPI 干涉仪制备.
研究光纤 FPI 腔长对器件应变灵敏度的影响发现，腔长越小器件对应变响应越灵敏. 在此情

况下，为了研究 γ 数值改变对器件应变灵敏度的影响，制备了腔长几乎相同的样品进行对比研
究，如图 30 所示.

图 30 4 种气泡样品. (a) 和 (b) 分为椭圆形气泡 (S1 和 S3) 和矩形气泡 (S2 和 S4) 的显微镜图片；
(c) 和 (d) 为分别对应的基于气泡微腔法布里-珀罗干涉仪的干涉光谱

Figure 30 Four in-fiber air bubble samples. (a) and (b) are microscope images of the created
elliptical air bubbles (S1 and S3) and the created rectangular air bubbles (S2 and S4)
respectively (c) and (d) are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spectra of the air cavity-based FPI
samples

在图 30(a) 和 (b) 中，4 个样品分为两组，分别为第 1 组的 S1 和 S2，第 2 组 S3 和 S4. 其

中，S1 和 S3 为椭圆形气泡微腔，S2 和 S4 为矩形气泡微腔. 两组样品分别对应干涉光谱如

图 30(c) 和 (d) 所示. 图 30(c) 对应 S1 样品干涉光谱为红色，在 1 550 nm 附近的 FSR=13.9 nm，
理 论 计 算 腔 长 为 L1=86.4 µm，测 量 值 为 88 µm；对 应 S2 样 品 的 干 涉 光 谱 为 蓝 色，在
1 550 nm 附近的 FSR=14.1 nm；计算腔长为 L2=85.1 µm，测量值为 85 µm. 同理，图 30(d) 对
应 S3 样品的干涉光谱为红色，在 1 550 nm 附近的 FSR=19.36 nm，计算腔长为 L3=62 µm，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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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为 62 µm；对应 S4 样品的干涉光谱为蓝色，在 1 550 nm 附近的 FSR=19.94 nm；计算腔

长为 L2=60.2 µm，测量值为 61 µm.
第 1 组的两个样品腔长几乎相同，第 2 组的两个样品腔长相同. 这样两组样品中仅存在

结构上椭圆形气泡与矩形微腔的差异. 利用简单的分形，可以大概计算出每个样品中 FP 壁

厚所占的体积比. S1 腔壁体积占比为 20%，S2 腔壁体积占比小于 1%；S3 腔壁体积占比

为 17%，S4 腔壁体积占比小于 1%. 这样就可对比具有相同腔长下的 FP 腔壁体积占比对器件

应变灵敏度的影响.

3.3.2 应变响应测试

分别测试两组样品的应变响应特性，设置测试总长度为 20 cm，测试样品位于中间位置，
以移动 10 µm 为一个单位，测试步进每次施加 50 µε，测试环境为超净实验室，在室温下开展
整体实验研究.

如图 31 所示，综合两组样品（S1, S2, S3, S4）的波长变化灵敏度，实验测试应变响

应灵敏度数值 S1=3 pm/µε，S2=29 pm/µε，S3=3.5 pm/µε，S4=43 pm/µε 可以看出，相

同腔长下 S2 比 S1 提高 10 倍，S4 比 S3 提高 12.3 倍. 结合 4 个样品结构尺寸计算壁厚材料

体积占比为 γS1=20%，应变灵敏度 KS1=4.95；同理 γS2=1%，可得 KS2=80.2；γS3=17%，可
得 KS2=5.86；γS4=1%，可得 KS4=80.2. 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处于同一数量级，由此通过
实验验证了降低 γ 可以有效提高器件应变响应灵敏度.

图 31 4 种气泡样品的应变响应. (a) 基于气泡微腔样品的应变响应灵敏度；(b) 样品 S4 随着应变施加的
反射光谱演化过程

Figure 31 Strain responses of the four air bubble samples. (a) Strain sensitivity of the air-cavity-
based FPI samples; (b) Reflection spectrum evolution of the rectangular air bubble
sample S4 with the tensile strain applied

3.3.3 应变传感机理

为了分析气泡微腔应变传感机理，首先分析样品结构应力，如图 32 所示. 光纤 FPI 应变

传感器为外界应变施加对光纤 FP 腔造成形变，引起腔长 L 变化， 因此引起干涉光谱波长漂

移，而造成 FP 腔形变的根本原因是力的作用. 下面研究光纤受应变过程中，光纤气泡微腔内
的应力分布情况. 测量图 30 中 4 个样品显微镜图片，得到详细的结构参数信息，通过有限元分
析软件建立的数学分析模型. 图 32(a1)∼(a4) 分别为 S1、S2、S3、S4 4 个样品对应 1 µε 下 3D 模
型的应力分布云图. 图 32(b1)∼(b4) 对应 2D 整体应力分布云图，设置考察点 A 和 A′. 通过软

件仿真计算应力分布云图可知，在应变作用下，气泡微腔径向壁上产生应力集中，气泡微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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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腔长变长. 此外，还可以看到 S1 与 S3 具有厚壁的光纤椭圆形气泡微腔，应力最大处为

气泡微腔内壁顶点处，向外部继续延伸，但呈现应力降低趋势. 然而 S2 与 S4 气泡腔壁完全处

于应力最大处，气泡顶点处在集中应力作用下产生巨大形变，拉伸明显. 通过仿真分析可知，
矩形气泡微腔应变灵敏度高的主要因素在于气泡腔壁的应力集中效应.

图 32 4 种气泡样品在 1 µε 微应变下的应力分布，即样品 S1, S2, S3 和 S4. (a1), (a2), (a3) 和 (a4) 为三

维结构的应力云图分布；(b1), (b2), (b3) 和 (b4) 为对应 A-A’横向截面二维应力分布云图

Figure 32 Stress distributions of the four air bubble samples, i.e. S1, S2, S3, and S4, under
an applied tensile strain of 1 µε. (a1), (a2), (a3) and (a4) Three dimensional stress
contours and (b1), (b2), (b3), and (b4) Two-dimensional stress contours on the A-A’
section plane

3.3.4 应变增敏分析

为了分析矩形气泡微腔应变灵敏度提高的原因，如图 33(a) 所示，建立 4 种对比模型分别

为：I 型，具有锥形区光纤矩形气泡微腔；II 型，无锥形区光纤矩形气泡微腔；III 型，具有锥
形区光纤椭圆形气泡微腔；IV 无锥形区光纤矩形气泡微腔. 4 种气泡微腔在最薄处具有相同
的厚度，设置最薄厚度分别为 1 µm、5 µm、10 µm、15 µm、20 µm，且 I 和 III 模型中的弧形
渐变区域相同. 研究形状和壁厚两个影响因素如图 33(b) 所示，仿真计算获得不同壁厚对应的
应变响应灵敏度分别为 3.01 nm/µε、0.91 nm/µε、0.55 nm/µε、0.38 nm/µε、0.31 nm/µε. 同
样获得 II 型理论应变响应灵敏度分别为1.24 nm/µε、0.52 nm/µε、0.35 nm/µε、0.26 nm/µ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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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nm/µε. 对应 III 型的理论应变响应灵敏度分别为2.64 nm/µε、0.87 nm/µε、0.52 nm/µε、
0.36 nm/µε、0.29 nm/µε. 最 后 IV 型 样 品 可 获 得 的 应 变 响 应 灵 敏 度 为1.14 nm/µε、
0.48 nm/µε、0.32 nm/µε、0.24 nm/µε、0.22 nm/µε. 从数据中可以发现，随着壁厚降低，
应变灵敏度不断提高且不是等比例增加，壁厚越薄，相关应变灵敏度提升量越高.

图 33 不同类型光纤气泡的数值仿真. (a) 腔长为 61 µm 的 4 类气泡微腔模型：I 有锥区矩形气泡；II 无

锥区矩形气泡；III 有锥区椭圆形气泡；IV 无锥区椭圆形气泡. (b) 不同壁厚气泡微腔（I, II, III,
IV）的应变灵敏度

Figure 33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fiber air bubbles. (a) Four types of
air bubble models with a same cavity length of 61 µm, I: a rectangular air bubble
with a tapered section, II: a rectangular air bubble without a tapered section, III: an
elliptical air bubble with a tapered section, and IV: an elliptical air bubble without
a tapered section; (b) Strain sensitivity of the air bubbles (I, II, III and IV) with
different wall thickness

尽管 4 种类型样品结构不同，但随着壁厚降低其应变响应灵敏度不断增加趋势，且壁厚越
薄，应变响应灵敏度增加速度越快. 对比 I 型-II 型和 III 型-IV 型可知，锥形结构的存在提高了

器件应变灵敏度，且壁厚越薄其锥形影响效果越显著，说明锥形结构更易使器件形成应力集

中. 此外，I-III 或 II-IV 型 2 种气泡类型，应变响应灵敏度非常接近且变化趋势一致.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器件应变灵敏度的结论如下：1）壁厚材料体积占比为主要因素，

壁越薄应变响应灵敏度越高；2）锥形增加了器件中应变集中，有效地提高器件应变灵敏度；3）
随着腔长降低，器件灵敏度也有一定提高. 可见影响器件应变灵敏度的主要因素为前两点，加

工出壁厚较薄且具有锥形结构的样品，存在较高的应变灵敏度.

4 光纤气泡微腔回音壁模式及调控技术

4.1 回音壁模式及调控技术
4.1.1 WGM 微腔类型

回音壁模式（WGM）微腔体积非常微小，因此在微小区域内束缚光子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WGM 腔的微体积降低了腔内模式数，增加了腔模态密度，进而加强了光子与腔物质的相互
作用. 因此，高 Q 值 WGM 腔的制备和应用获得了极大关注，如衍生出的新型学科—腔光机
械（cavity optomechanics）.

回音壁模式微腔的种类繁多，截面为圆形的微腔居多，其中研究比较多的是环形微

腔（microring）、球形微腔（microsphere）、碟形微腔（microdisk）、环芯型微腔（microto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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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管形微腔（microtube）、泡形微腔（microbubble）等，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基于不同微腔的回音壁模式谐振器. (a) 微球腔；(b) 微碟腔；(c) 微环芯腔；(d) 微泡腔；(e) 微环
腔；(f) 微管腔

Figure 34 Whispering gallery mode resonator based on different types cavities. (a) Micro-sphere
cavity; (b) Micro-disc cavity; (c) Micro-toroid core cavity; (d) Micro-bubble cavity;
(e) Micro-ring cavity; (f) Micro-tube cavity

4.1.2 微腔耦合方式

回音壁模式微腔模式体积小，在空间操作上存在一定难度. 同时高 Q 值谐振腔内的能量
也不易自行辐射到腔外部，因此需要特定的耦合器件与 WGM 微腔耦合，更易于光进出微腔.
回音壁微腔的光学谐振模式，一般在微腔表面存在较大倏逝场，为 WGM 腔耦合提供了可行

图 35 WGM 微腔耦合方式

Figure 35 Different methods of coupling WGM into a resonant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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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案. WGM 微腔耦合方案主要分为棱镜耦合、光纤端面耦合、D 型光纤耦合、微纳光纤耦

合方式. 本文采用微纳光纤耦合光纤气泡微腔的方式.

4.1.3 腔模调控方式

WGM 谐振模式同样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两个谐振峰之间距离称为一个自由谱宽（FSR）.
在实际应用中，对腔回音壁模式调控技术尤为重要，通常在一个自由谱宽的模式任意可调谐，
称为全模式可调控.

室温下，WGM 谐振可以直接进行调控. 从 WGM 微腔角度出发，谐振调制存在腔折射率

调制和腔形变调制两种基本方式，均可改变 FSR 及谐振波长位置. 腔模式调控方式较多，主要

有温度调控、腔周围折射率调控、腔自身折射率调控、腐蚀尺寸调控、外力调控等. 此外，还
存在其他调控方式，如低温环境中的调控技术等，本文主要涉及室温环境的调控技术. 采用应
变调控腔膜调谐技术，实现了对矩形气泡微腔的 WGM 谐振调控.

图 36 调谐微腔内回音壁模式的调谐方法. (a) 电压法；(b) 气压法；(c) 形变法；(d) 应变法

Figure 36 Tunable methods of fortuning whispering gallery modes in a resonant cavity.
(a) Voltage; (b) Gas pressure; (c) Deformation; (d) Tensile strain

4.2 微纳光纤制备

4.2.1 微纳光纤制备系统

微纳光纤是直径为数十纳米范围的传输光纤. 微纳光纤中的光在表面传输，倏逝场的泄
漏使该类光纤具备较好的光学效应. 微纳光纤已广泛应用于光器件耦合、调制、传感等领域，
同时在光纤非线性效应、量子效应等方面也存在巨大的研究潜力. 制备微纳光纤技术较多，如

激光熔融拉制、酒精灯熔融拉制、氢氧焰熔融拉制及化学腐蚀制备等. 采用较多的是热熔法制

备微纳光纤方式，搭建利用氢氧焰加热制备微纳光纤的系统.
搭建微纳光纤拉制系统如图 37 所示，系统整体分为移动控制、火头控制、光纤夹持、操

作 4 个部分. 运动控制部分包括 2 个长行程高精度位移平台、运动控制卡及驱动器；火头控制

部分包括定制火头及火头调整架、氢气传输管道、流量空气器、氢气发生器；光纤夹持及操作
部分包括 2 个三维可移动夹持器、两维快速升高架、清洁防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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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a) 微纳光纤加工系统. (b) 氢氧焰火头. (c) 移动平台和控制系统

Figure 37 (a) Fabrication system of Micro/Nano optical fiber. (b) Hydrogen-oxygen flame gen-
erator. (c) Translation stages and control system

4.2.2 微纳光纤制备系统

微纳光纤由 2 个过渡区和 1 个均匀区组成，如图 38 所示. 过渡区直径逐渐变化，平缓程度
将影响微纳光纤整体损耗；均匀区为微纳光纤直径最均匀结构，保持数微米或数百纳米的尺
寸. 一般地，根据实际应用点不同，利用微纳光纤位置也不同. 均匀区为微纳光纤最细且最均
匀的位置，所提到的微纳光纤尺寸一般指均匀区直径. 因此，均匀区通常用于实现器件光耦合
或制备相关传感器件等.

图 38 微纳光纤结构

Figure 38 Schematic diagram of a Micro/Nano optical fiber

设计组装及调试该微纳光纤制备系统，自行编写控制程序，主要控制 2 个高精度长行程位

移平台、氢气流量及火头定位运动等，图 39 为拉制微纳光纤程序操作界面.
利用该过程制备微纳光纤均匀区部分直径为 D，可得

L1 = v1T

L2 = N(v2 − v1)
, D(N) = D

(v1

v2

)N

(14)

式中，D(N) 为微纳光纤均匀区直径，D 为普通单模光纤直径，v1 和 v2 分别为 2 个位移平台的
初始移动速度大小，N 为循环次数. 式 (14) 为微纳光纤全部结构参数表达式，控制式中参数即

可达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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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微纳光纤加工参数设置界面

Figure 39 Setting parameter interface for the Micro/Nano optical fiber fabrication

通过数值进行计算，假设理想微纳光纤尺寸为 1 µm，初始设置普通单模光纤 D=
125 µm，v0=1.0，v1=2.0，可知循环次数 N=5，微纳光纤直径 D0=3.9 µm，循环次数 N = 10，
微纳光纤直径 D0=0.12 µm，循环次数 N = 15，微纳光纤直径 D0=0.038 µm. 由于加工精度限

制，该尺寸微纳光纤在运动过程会产生断裂；而此时微纳光纤长度及均匀区长度大小仅与每一

个周期内运行时间相关. 若修改速度数值，设置普通单模光纤 D = 125 µm，v0 = 1.0，v1 = 1.1，
循环次数 N = 5 时，微纳光纤直径 D0=77.6 µm；循环次数 N = 10 时，微纳光纤直径 D0=
48.2 µm；循环次数 N = 15 时，微纳光纤直径 D0=29.9 µm；循环次数 N = 50 时，微纳光纤直

径 D0=1.06 µm. 可以看出，速度差的大小决定了循环次数，速度差越大循环次数越少. 然而
速度差越小，循环次数越多，使微纳光纤过渡区更平缓且均匀渐变.

图 40 为本次实验中采用的微纳光纤的传输光谱. 实时监测微纳光纤拉制过程中的传输
光谱，选取 1 500∼1 700 nm 波长范围，传输损耗如图 40(b) 所示. 当循环拉制 60 次且直径为

1.5 µm 时，传输光损耗为绿色线，初始传输为黑色线；对比发现微纳光纤中仍存在传输光损

耗，约为 0.15 dB. 另外，图 40(b) 放大传输光谱细节，发现存在一定的毛刺. 从原始光谱（黑色

线）中可以看到毛刺出现且不规则，而循环次数增加，其毛刺没有特殊变化，这里出现的毛刺

是超连续光源不稳定所造成的. 可见，该系统制备可以制备高质量耦合光纤且几乎没有损耗.

图 40 (a) 微纳光纤显微镜图片. (b) 微纳光纤传输光谱

Figure 40 (a) Microscope imagesof a Micro/Nano optical fiber and (b) corresponding to trans-
mission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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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微腔回音壁模式

4.3.1 耦合方式

本节介绍光纤气泡微腔的光学回音壁模式产生及调控技术. 研究直径为 125 µm 的普通单

模光纤和玻璃管（外径 125 µm，内径 75 µm）作为谐振腔的光学回音壁谐振模式发现，存在较
多高阶谐振模式，主要是因为两类腔的径向谐振模式更多. 为了降低或减少高阶谐振模式，采

用光纤矩形气泡微腔作为谐振腔结构. 矩形气泡微腔径向壁厚非常薄，在最薄处谐振时，径向

模式数减少，高阶谐振模式降低，只保留了低阶谐振模式，更易于应用和操控.
利用微纳光纤耦合，在气泡微腔壁上激发光学回音壁模式且沿着腔壁产生谐振. 图 41 为

微纳光纤耦合光纤矩形气泡微腔的实现方案. 图 41(a) 为结构耦合原理图，利用微纳光纤均
匀区耦合矩形气泡微腔中间最薄的区域，实现腔回音壁模式激发. 薄壁限制了径向上的模
式数，滤除高阶谐振模式，仅剩下低阶模式. 图 41(d) 为耦合的微纳光纤，均匀区直径约为

1.5 µm，加工所用参数为 v1 = 2.0 mm/s，v1 = 2.2 mm/s，N = 33，理论上微纳光纤尺寸

为 1.24 µm，与实际测量吻合. 图 41(b) 为制备的矩形气泡微腔，径向尺寸为 78 µm，壁厚为

1 µm. 图 41(c) 为搭建的 WGM 谐振检测系统. 图 41(e) 为光纤矩形气泡微腔内部与外部表面

质量表征，内外表面质量较高，不存在材料或结构上微小突变等.

图 41 基于光纤矩形气泡的光学谐振器及实验装置. (a) 锥形光纤耦合微谐振器的原理；(b)
光纤矩形气泡；(c) 实验装置说明；(d) 1.5 µm 的微纳光纤；(e) 矩形气泡内部结构

Figure 41 Experiment set-up and optical micro-resonator based on an in-fiber rectangu-
lar air bubble.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 fiber-taper coupled micro-resonator;
(b) the rectangular air bubblein-fiber;(c)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experi-
mental set-up; (d) Micro/Nano optical fiber with 1.5 µm diameter; (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rectangular air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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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测试系统及光谱

激光器在 1 550∼1 585 nm 范围进行扫描，设置分辨率为 0.6 pm. 如图 42(a) 所示，扫

描范围内的谐振峰值均为低阶谐振模式，气泡超薄壁过滤掉高阶谐振模. 选择谐振波长
λ1 =1 553.219 nm， λ2 =1 560.084 8 nm， λ3=1 567.011 8 nm， λ4=1 573.997 6 nm，
λ5= 1 581.042 8 nm；自由光谱范围 FSR1=6 865.8 pm，FSR2=6 927 pm，FSR3=6 985.8 pm，
FSR4=7 045.2 pm. 由于 FSR=λm+1λm/(neff2πR)，可得谐振腔的直径表达为 L0 = 2R =
λm+1λm/(neffFSRπ)， 利 用 已 知 数 据 可 得 L01=77.798 8 µm，L02=77.796 2 µm，L03=
77.829 3 µm，L01=77.864 1 µm. 图 42(b) 中测量矩形气泡微腔径向腔长为 78 µm，与实
验数据计算数值非常接近，说明矩形气泡微腔回音壁模式为低阶谐振模式.

取其中一个谐振波长处的测量数据，将谐振光谱放大如图 42(b) 所示，将数据进行洛伦兹
拟合后得到蓝色拟合曲线. 可得洛伦兹曲线 y = y0 + (2A/π)(w/(4(x− xc)2 + w2))，通过数据
拟合可知系数为 y0=0.009 544，xc=1 567.011 65，w = 0.001 27，A = −0.009 42，由此获得带

宽为 ∆λ = 1.27 pm，λ = 1 567.011 8 nm；计算光纤矩形气泡微腔的品质因数 Q 高达 106. 高
质量的谐振微腔，且仅具有低阶谐振模式，消除了高阶谐振模式的干扰，该器件可应于光纤通
信和光纤传感领域.

图 42 (a) 1 550 nm 附近的传输光谱及测试腔品质因数 Q ∼106. (b) 谐振峰值附近测量数据
（红色点）以及洛伦兹曲线拟合（蓝色线）

Figure 42 (a) Transmission spectra taken at a 1550 nm wavelength band, the measured Q factor
of the observed resonance exceeds 106. (b) Measurement data near a resonant peak
(red-dots) fitted with a Lorentzian curve (blue-line).

4.4 腔模式应变调谐

4.4.1 应变测试

测试光纤气泡微腔的应变响应如图 43 所示. 在图 43(a) 中，矩形微腔的具体尺寸腔长
为 85 µm，径向腔长为 78 µm，径向壁厚为 1 µm. 测试光纤长度为 20 cm，气泡微腔位于测

试光纤中部，施加不同应变量检测干涉光谱响应. 通过数据拟合结果如图 43(b) 所示，基于
矩形气泡微腔的光纤 FPI 应变响应灵敏度为 28.56 pm/µε，具有较好的线性度 R2=0.999 82.
图 43(d) 给出了施加 0∼450 µε 应力时反射光谱演化过程，可见波长明显发生红移，随着应变

量增加，腔长逐渐增加. 分析矩形气泡微腔在施加应变过程，图 43(c) 给出了每一个节点受力
矢量流向，应变施加过程中矩形气泡微腔的中心区域受到分别指向中心的力作用，而非沿轴

向拉伸方向.
测量同时对光纤两端施加相同应变量，气泡微腔受力分布沿其中心区域对称分布，且在

最中心的区域受力方向垂直矩形气泡腔壁指向中心，如图 43(c)A 与 A′ 处的受力指向. 蓝色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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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指向为气泡腔壁受力情况，均向内且存在一定夹角；沿光纤轴方向，腔内壁反射面相向移动
造成腔长变长，在应变响应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 从受力矢量流向看，气泡微腔在应变施加作
用下，腔壁受指向中心的力学作用，将产生向内的形变量，将造成光纤矩形气泡微腔径向腔

长不断减小，结果将引起 WGM 谐振波长改变，从而实现对气泡微腔 WGM 谐振波长的位置

调控.

图 43 矩形气泡应变响应. (a) 矩形气泡显微镜图片；(b) 测试的应变灵敏度；(c) 在应变施加时的矩形
气泡微腔的应变矢量云图；(d) 一个自由谱宽内的光谱演化过程

Figure 43 Strain response of the rectangular air bubble (RAB). (a) Microscope image of the
created rectangular air bubble; (b) Measured strain sensitivity; (c) Calculated defor-
mations vector along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RAB with a tensile strain applied;
(d) Reflection spectral evolution in a free spectral range

4.4.2 应变测试

考虑到高 Q 值 WGM 谐振峰值，为了稳定测试结果且控制施加微小量应变，利用压电陶
瓷片（PZT）精密应变施加装置，通过控制电压大小来控制 PZT 伸长量，可达纳米量级. 如

图 44(a) 所示，利用压电陶瓷片搭建应变调控平台. 应变调控是在光纤矩形气泡上施加应变，
使光纤气泡微腔产生形变，从而将改变气泡微腔径向腔长尺寸，进而改变谐振波长位置. 如

图 44(b) 所示，外界电压控制 PZT 伸长的过程中，实时监测光纤微腔的反射光谱，通过光谱漂

移量获得应变量大小. 当光纤矩形气泡微腔与固连装置连接之后，测试初始状态下的矩形气

泡微腔的干涉光谱，如图 44(c) 所示. 这样利用这套完整的系统不仅可以精确控制施加应变量
的大小，还可以实时监测光纤矩形气泡微腔的反射光谱.

施加电压范围为 0∼27.5 V，电压间隔 2.5 V，进行 11 点测量. 为了消除粘贴误差，实时监

测矩形气泡微腔的干涉光谱. 结合图 43(b) 应变灵敏度，得出图 45(b) 施加电压与应变对应关
系，图 45(b) 给出了不同电压下的干涉光谱演化过程. 此外，图 45(a) 给出了波长变化量、施加

应变量、施加电压量三者之间的换算关系，即施加 0∼27.5 V 电压可以等效为施加 0∼61 µε 应
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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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矩形气泡回音壁模式的应变调控实验装置.(a) 矩形气泡拉伸装置；(b) 反射光谱测量装置；(c) 实
时测量 RAB 的干涉光谱

Figure 44 Experimental set-up used for tuning whispering gallery modes in RAB-cavity by
applying the tensile strain. (a) Device used for the RAB stretching; (b) Measurement
system of RAB’s reflection spectra; (c) Real-time reflection spectra of the RAB

图 45 (a) 相对电压变化时的波长变化量. (b) 反射光谱随电压增加的演化过程

Figure 45 (a) Wavelength change of the interference dip versus to the applied voltage. (b)
Reflection spectral evolution of the sample with the voltage increments

图 46 为矩形微腔 WGM 谐振光谱应变调控结果. 图 46(a) 为腔谐振模式应变效果，其灵敏

度为−14.12 pm/µε，这里“–”表示谐振光谱向短波方向移动，即发生蓝移；图 46(b) 给出了应
变调控过程中的 WGM 模式演化过程，通过光谱漂移方向可知：随着应变不断增加，WGM 矩
形气泡谐振腔的腔长则不断变小.

通过施加不同应变量来调控气泡微腔 WGM 谐振波长位置，即可实现 WGM 谐振模式的
应变调控技术. 基于光纤矩形气泡微腔的 FPI，测试应变强度已达 1 000 µε，可见对气泡微

腔WGM谐振波长调控范围应为 Λ=1 000 µε×14.12 pm/µε=14.12 nm，这样 Λ >2FSRWGM，
可见，利用应变调控方法可以实现气泡微腔 WGM 模式的全波段调控技术.

4.5 调谐机理分析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矩形气泡微腔的数学分析模型，如图 47 为施加 1 µε 应变下的光
纤气泡微腔应力分布云图、节点形变云图及位移矢量流向图等综合分析结果. 图 47(a) 给出了



第 1 期 刘申，等：光纤气泡微腔传感技术 143

图 46 RAB 回音壁模式的应变调控. (a) 相对轴向应变施加，回音壁模式谐振器的谐振波长变化量；(b)
应变施加从 0 至 61 µε 过程中，RAB 回音壁谐振波长的演化过程

Figure 46 Strain tuning of the WGMs in the optical micro-resonator based on RAB. (a) Res-
onant wavelength shift of the WGMs resonator with the tensile strainapplied; (b)
Transmission spectrum evolution of the optical micro-resonator based on RAB while
the tensile strain increases from 0 to 61 µε

1 µε 施加下的光纤 FPI 的矩形气泡微腔应力分布云图，可知最中间位置为应力集中区域，在
该应力作用下气泡发生形变. 该形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光纤矩形气泡微腔沿光纤轴向

上的形变；二是光纤矩形气泡微腔沿径向方向上的形变. 轴向形变主要引起光纤 FPI 腔长的
变化，直观表现为 FPI 干涉光谱的漂移；径向形变量主要引起 WGM 谐振腔腔长变化，也会引

起 WGM 谐振波长的漂移，这样就实现了利用应变调控 WGM 谐振模式. 图 47(b) 为在 Y 方向

上的形变量，可见在气泡微腔正中心部分发生形变最大；同样在 Z 与 Y 方向上形变量大小相

同，对比图 47(e) 和 (f). 从位移矢量图 47(c) 可知在应变作用下各节点的形变矢量方向，发生
在 AA′ 截面处的位移量最大. 图 47(e) 为 AA′ 截面处的形变量，每一节点位移量相同且都指向

中心位置，光纤气泡微腔径向直径明显变小，即周长缩小，最终改变了 WGM 谐振模式.
图 48 给出了理论仿真数据和施加 1 µε 应变情况下，矩形气泡微腔的径向腔长变化大小.

图 48(a) 通过数据处理，获得了矩形气泡微腔径向周长变化量与调控应变量施加之间的理论

变化关系，应变调控矩形气泡径向周长（最中间位置）的灵敏度为 2.54 nm/µε，测试波长应
变调控灵敏度为 14.12 pm/µε，同样可以利用波长 ∆λ 与周长变化量 ∆L 之间关系，计算出
测量 WGM 谐振腔周长变化量相对应变调控灵敏度为 2.23 nm/µε，实验结果与理论数值较
吻合. 由图 48(b) 可知，施加 1 µε 应变情况下，矩形气泡微腔的径向腔长变化量为 2×0.405=
0.81 nm，可得周长变化为 2.23 nm. 从位移云图中看出，最中间位置产生的形变量最大. 调整

微纳光纤耦合位置处于光纤矩形气泡微腔最中间位置，应变调控 WGM 谐振模式的能力达到
最佳，且随着位置改变而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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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施加应变时 RAB 的应力和形变分布. (a1) 三维形变位移云图和 Y 方向上的结构应力分
布 (a2). 横向 (b1) 和轴向截面 (c1) 的形变矢量云图，箭头表示矩形气泡在施加应变时节
点位移变化方向. 矩形气泡微腔在 1 µm 施加时，(b2) X 横向截面形变，(c2) Y 纵向截面

形变和 (c3) Z 纵向截面形变

Figure 47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stress and de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RAB under an
applied tensile-strain. (a1) Three-dimensional stress dimensional contours and (a2)
Three-dimensional stress distribution contours along the Y direction. The deforma-
tion vector field along the transverse section (b1) and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c1) of
the RAB are calculated, and the arrows represent the displacement direction of the
nodes’ deformation when a tensile strain is applying to the RAB. The correspond-
ing deformation of the RAB with an applied tensile strain of 1 µm was calculated,
i.e. (b2) the transverse section (X-axis), (c2) longitudinal section (Y -axis) and (c3)
longitudinal section (Z-axis), respectively

图 48 (a) 应变施加与 RAB 轴向截面周长变化之间关系. (b) 施加 1 µm 下的RAB轴向直径形变量

Figure 48 (a)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the perimeter change along the equator surface
of the RAB versus the applied tensile strain. (b) Deformation value of the RAB under
an applied tensile strain of 1 µm was cal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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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本文对光纤气泡微腔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详细研究了不同类型光纤微腔制备技术、传

感技术、WGM 谐振器、腔模式调控技术. 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气泡微腔制备技术. 主要涉及 4 种气泡微腔制备技术包括圆形气泡微腔、椭圆气泡微

腔、矩形气泡微腔、端面气泡微腔.
2）气泡微腔气压传感及增敏技术. 首先将光纤端面气泡微腔用于外界气压测量，分析了

弧形薄膜气压敏感基本原理；进一步提出了薄膜整形增敏气压传感方案. 结合整形薄膜气压响

应测试结果，提出优化薄膜方案，实现了近似平面薄膜制备. 测试平面薄膜的气压响应特性，
结果显示其气压灵敏度相对弧形薄膜提高两个数量级.

3）气泡微腔应变传感及增敏技术. 理论分析了光纤椭圆形微腔的应变传感机理，提出了

通过降低腔长实现器件的应变增敏. 实验中对光纤椭圆形气泡整形，随着气泡微腔腔长的减

小，其应变传感灵敏度逐步获得提高. 进一步提出了利用降低径向壁厚材料体积占比来提高
器件应变灵敏度；实现了矩形气泡微腔的制备并测试了该腔的传感特性，结果证明其应变灵

敏度相对椭圆形气泡微腔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4）基于气泡微腔的回音壁谐振器及腔模式调控. 搭建了微纳光纤拉制系统，实现了高质

量微纳光纤制备，通过耦合激发了光纤矩形气泡微腔的光学回音壁模式，测试数据显示气泡

微腔的品质因数 Q 可高达 106. 进一步搭建了腔模式的应变调控系统，实现了全波长可调控.
综上所述，基于光纤气泡微腔的法布里-珀罗干涉仪（FPI）作为一种新颖的光纤器件，因

其独特的气泡微腔结构，具有许多优越的力学传感性能，有望在实际中获得应用.

参参参考考考文文文献献献:
[1] Bhatia V, Vengsarkar A M. Optical fiber long-period grating sensors [J]. Optics Letters,

1996, 21(9): 692-694.

[2] Rao Y J, Webb D J, Jackson D A, Zhang L, Bennion I. High-resolution, wavelength-division-
multiplexed in-fibre Bragg grating sensor system [J]. Electronics Letters, 1996, 32(10): 924-926.

[3] Wang Y P. Review of long period fiber gratings written by CO2 laser [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10, 108(8): 081101-1-081101-18.

[4] Lee B H, Kim Y H, Park K S, Eom J B, Kim M J, Rho B S, Choi H Y. Interferometric fiber
optic sensors [J]. Sensors, 2012, 12(3): 2467-2486.

[5] Zhu T, Wu D, Liu M, Duan D W. In-line fiber optic interferometric sensors in single-mode
fibers [J]. Sensors, 2012, 12(8): 10430-10449.

[6] Reesink K D, van der Nagel T, Bovelander J, Jansen J R C, van der Veen F H, Schreuder
J J. Feasibility study of a fiber-optic system for invasive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s [J].
Catheterization &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 2002, 57(2): 272.

[7] Sondergaard S, Karason S, Hanson A, Nilsson K, Hojer S, Lundin S, Stenqvist O.
Direct measurement of intratracheal pressure in pediatric respiratory monitoring [J]. Pediatric
Research, 2002, 51(3): 339-345.

[8] Tamburrini G, Di R C, Velardi F, Santini P. Prolong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 monitor-
ing in non-traumatic pediatric neurosurgical diseases [J].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Research, 2004, 10(4): MT53-MT63.

[9] Takeuchi S, Tohara H, Kudo H, Otsuka K, Saito H, Uematsu H, Mitsubayashi K. An
optic pharyngeal manometric sensor for deglutition analysis [J]. Biomedical Microdevices, 2007,
9(6): 893-899.

[10] Romner B, Grände P O.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tracranial pressure monitoring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Nature Reviews Neurology, 2013, 9(4): 185-186.



146 应 用 科 学 学 报 第 36 卷

[11] Roriz P, Frazao O, Lobo-Ribeiro A B, Santos J L, Simoes J A. Review of fiber-optic pressure
sensors for biomedical and biomechanical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2013,
18(5): 50903.

[12] Besley J A, Wang T, Reekie L. Fiber cladding mode sensitivity characterization for long-
period gratings [J].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2003, 21(3): 848-853.

[13] Yariv A. Optical electronics in modern communication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Fu C, Zhong X Y, Liao C R, Wang Y P, Wang Y, Tang J, Liu S, Wang Q. Thin-core-
fiber-based long-period fiber grating for high-sensitivity refractive index measurement [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5, 7(6): 1-8.

[15] Rao Y J, Deng M, Duan D W, Yang X C, Zhu T, Cheng G H. Micro Fabry-Perot in-
terferometers in silica fibers machined by femtosecond laser [J]. Optics Express, 2007, 15(21):
14123-14128.

[16] Wei T, Han Y, Tsai H L, Xiao H. Miniaturized fiber inline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fabri-
cated with a femtosecond laser [J]. Optics Letters, 2008, 33(6): 536-538.

[17] Li Z Y, Liao C R, Wang Y P, Dong X P, Liu S, Yang K M, Wang Q, Zhou J T. Ultrasensitive
refractive index sensor based on a 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 created in twin-core fiber [J].
Optics Letters, 2014, 39(17): 4982-4985.

[18] Li Z Y, Liao C R, Wang Y P, Xu L, Wang D N, Dong X P, Liu S, Wang Q, Yang K M,
Zhou J T. Highly-sensitive gas pressure sensor using twin-core fiber based in-line 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 [J]. Optics Express, 2015, 23(5): 6673-6678.

[19] Li Z Y, Liao C R, Song J, Wang Y, Zhu F, Dong X P. Ultrasensitive magnetic field sensor
based on an in-fiber 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 with a magnetic fluid component [J]. Photonics
Research, 2016, 4(5): 197-201.

[20] Park M, Lee S, Ha W, Kim D K, Shin W, Sohn I B, Oh K. Ultracompact intrinsic micro air-
cavity fiber 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 [J].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009, 21(15):
1027-1029.

[21] Jiang L, Yang J, Wang S, Li B, Wang M. Fiber 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 based on
microcavities for high-temperature sensing with high sensitivity [J]. Optics Letters, 2011, 36(19):
3753-3755.

[22] Liao C R, Hu T Y, Wang D N. Optical fiber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cavity fabricated by
femtosecond laser micromachining and fusion splicing for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 [J]. Optics
Express, 2012, 20(20): 22813-22818.

[23] Liao C, Xu L, Wang C, Wang D N, Wang Y, Wang Q, Yang K, Li Z, Zhong X, Zhou J, Liu
Y. Tunable phase-shifted fiber Bragg grating based on femtosecond laser fabricated in-grating
bubble [J]. Optics Letters, 2013, 38(21): 4473-4476.

[24] Liao C R, Wang D N, Wang Y. Microfiber in-line 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 for strain
sensing [J]. Optics Letters, 2013, 38(5): 757-759.

[25] Tang J, Yin G L, Liao C R, Liu S, Li Z Y, Zhong X Y, Wang Q, Zhao J, Yang K M,
Wang Y Y. High-sensitivity gas pressure sensor based on Fabry–Pérot interferometer with a
side-opened channel in hollow-core photonic bandgap fiber [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5,
7(6): 1-7.

[26] Tang J, Yin G, Liu S, Zhong X. Gas pressure sensor based on CO2-laser-induced long-period
fiber grating in air-core photonic bandgap fiber [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5, 7(5): 1-7.

[27] Zhong X Y, Wang Y P, Liao C R, Liu S, Tang J, Wang Q. Temperature-insensitivity gas
pressure sensor based on inflated long period fiber grating inscribed in photonic crystal fiber [J].
Optics Letters, 2015, 40(8): 1791-1794.

[28] Wang Y, Wang D N, Wang C, Hu T. Compressible fiber optic micro-Fabry-Perot cavity with
ultra-high pressure sensitivity [J]. Optics Express, 2013, 21(12): 14084-14089.

[29] Lee C L, Ho H Y, Gu J H, Yeh T Y, Tseng C H. Dual hollow core fiber-based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for measuring the thermo-optic coefficients of liquids [J]. Optics Letters, 2015,
40(4): 459-462.

[30] Chen X, Shen F, Wang Z, Huang Z, Wang A. Micro-air-gap based intrinsic Fabry-Perot
interferometric fiber-optic sensor [J]. Applied Optics, 2006, 45(30): 7760-7766.



第 1 期 刘申，等：光纤气泡微腔传感技术 147

[31] Cibula E, Donlagic D. In-line short cavity Fabry-Perot strain sensor for quasi distributed
measurement utilizing standard OTDR [J]. Optics Express, 2007, 15(14): 8719-8730.

[32] Pevec S, Donlagic D. Miniature all-fiber Fabry-Perot sensor for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J]. Applied Optics, 2012, 51(19): 4536-4541.

[33] Pevec S, Donlagic D. Miniature fiber-optic sensor for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pressure
and refractive index [J]. Optics Letters, 2014, 39(21): 6221-6224.

[34] Liu Y, Wang D N, Chen W P. Crescent shaped Fabry-Perot fiber cavity for ultra-sensitive
strain measurement [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 38390.

[35] Liao C G, Liu S, Xu L, Wang C, Wang Y P, Li Z Y, Wang Q, Wang D N. Sub-micron
silica diaphragm-based fiber-tip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for pressure measurement [J]. Optics
Letters, 2014, 39(10): 2827-2830.

[36] Liu S, Wang Y P, Liao C R, Wang G J, Li Z Y, Wang Q, Zhou J T, Yang K M, Zhong
X Y, Zhao J, Tang J. High-sensitivity strain sensor based on in-fiber improved Fabry-Perot
interferometer [J]. Optics Letters, 2014, 39(7): 2121-2124.

[37] Liu S, Yang K M, Wang Y P, Qu J, Liao C R, He J, Li Z Y, Yin G L, Sun B, Zhou J G,
Wang G J, Tang J, Zhao J. High-sensitivity strain sensor based on in-fiber rectangular air
bubble [J].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 7624.

[38] Liu S, Wang Y P, Liao C R, Ying W, He J, Fu C L, Yang K M, Bai Z Y, Zhang F. Nano
silica diaphragm in-fiber cavity for gas pressure measurement [J].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7:
787.

(编辑：王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