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1 No.19

第11 卷 第19 期
2018 年 10 月

October

2018

浮动电极单向换能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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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有限元方法对浮动电极单向换能器（floating electrode unidirectional transducer，FEUDT）结构进行
建模。通过模态分析证明了 FEUDT 结构激励的声表面波（surface acoustic wave，SAW）是瑞利（Rayleigh）
波；通过计算 FEUDT 结构的位移及能量密度，证明了 FEUDT 结构具有单向性。并创新性地将 FEUDT 应用
到具有两个输出端的延迟线模型中进行仿真，通过比较左右两个输出端插损的大小，证明了采用 FEUDT 结构
的 SAW 器件可以有效地减小插损，为制造出插损更小的 SAW 器件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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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oating electrode unidirectional transducer (FEUDT) structures are model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this paper. The modal analysis proves that the surface acoustic wave (SAW) motivated
by the FEUDT structure is a Rayleigh wave. By calculating the displacement and energy density, it is
proved that the FEUDT structure has unidirectionality. Then FEUDT is innovatively applied to a delay
line model which has two outputs to simulate. By comparing the insertion loss of the left and right outputs,
it shows that the SAW device with FEUDT structur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sertion loss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making SAW devices with less insertion loss.
Key words: acoustics; surface acoustic wave; floating electrode unidirectional transducer; insertion loss;
finite el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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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SAW 器件是一种声学技术与电子技术相结合的信号处理电子器件，因具有尺寸小、质量轻、成本低、

响应时间快[1]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应变传感、应力监测、气体检测等方面[2~5]。SAW 器件的核心结构
是叉指换能器（interdigital transducer，IDT），IDT 是形似手指一样交叉排列的金属指条，利用半导体平
面工艺在压电材料基片表面制作出来，在压电基底上起激励和接收 SAW 的作用。
通常所说的 IDT 是双向 IDT，双向 IDT 结构激励出的 SAW 以相同的振幅沿着压电介质表面向两个
方向传播（即双向传播），但通常只有一个方向的 SAW 起作用，因此就会造成另一个方向的 SAW 能
量的不必要损耗。与双向 IDT 相比，FEUDT 可以有效抑制 SAW 沿一个方向的传播，从而使能量沿
另一个方向传播，减少能量损耗，实现 SAW 的单向传播。SAW 滤波器和微流驱动 [6]就是 FEUDT 的典
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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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有限元方法在 128°Y-X 铌酸锂压电基底上对 FEUDT 结构进行建模仿真，通过模态分析和
时域分析证明 FEUDT 结构具有单向性，并对具有两个输出端的 FEUDT 结构延迟线模型计算插损。

1

双向 IDT 和 FEUDT 结构
IDT 是 SAW 器件的核心结构，在压电材料表面利用逆压电效应产生 SAW，利用压电效应接收 SAW.

图 1a 为双向 IDT 的平面结构，2 个电极构成 IDT 的 1 个周期，其波长为 Λ. 图 1b 为 FEUDT 的平面结构，
6 个电极构成 1 个周期，波长为 Λ，电极 1 和 4 连接总线为激励电极，电极 2 和 5 为短路型浮动电极，
电极 3 和 6 为开路型浮动电极。两种结构的叉指周期 p 的大小均等于指条宽度与指条间隔之和，其中指
条宽度与指条间隔相等。图 2a 为双向 IDT 结构激励出的可双向传播的 SAW，图 2b 为 FEUDT 激励出的
左右不对称的、具有单向性的 SAW. FEUDT 结构激励出的 SAW 由于引入不对称的叉指结构，导致激励
中心与反射中心存在偏差，使 SAW 向一侧传播的强度增大，从而实现单向性[7~9]。

图1
Fig. 1

图2
Fig. 2

2

双向 IDT（a）和 FEUDT（b）的平面结构

Planar structures of bidirectional IDT (a) and FEUDT (b)

双向 IDT（a）和 FEUDT（b）结构激励的 SAW

SAW motivated by bidirectional IDT (a) and FEUDT (b) structures

FEUDT 结构建模与分析
本文运用有限元方法对 FEUDT 结构进行建模，其波长 Λ=24 μm，基底深度为 240 μm（即 10Λ），压

电基底材料为 128°Y-X 铌酸锂，电极材料为铝。
2.1

FEUDT 结构建模
用有限元方法对 1 个周期 FEUDT 结构进行仿真，如图 3

所示。FEUDT 结构的指条宽度 W=Λ/12，高度为 0.1 μm，结
构中电极的机械边界条件均为 Γ1 固定、Γ2 自由，ΓL 和 ΓR 为
周期边界条件。
2.2

模态分析
模态是机械结构的固有振动特性，每个模态具有特定的

固有频率和模态振型。模态分析是分析模型固有特性时必不

图3
Fig. 3

1 个周期 FEUDT 结构剖面图

Profile of a periodic FEUD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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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手段。本文对 FEUDT 结构进行模态分析，从位移的角度分析 FEUDT 结构的固有特性。图 4、图 5
分别为 SAW 质点位移分量随深度方向和传播方向的变化情况，其中，Ux 为 SAW 质点沿介质表面方向的
位移分量；Uy 为质点沿介质深度方向的位移分量。由图 4 可以看出，Ux 和 Uy 在基底深度为 50 μm（约
为 2Λ）内均呈指数衰减；由图 5 可知，Ux 和 Uy 均相差 π/2 个相位，因此 FEUDT 结构激励出的 SAW 是
Rayleigh 波。

图4

FEUDT 结构 SAW 质点位移分量随深度方向的

图5

FEUDT 结构 SAW 质点位移分量随传播方向的

变化情况

变化情况

Fig. 4 Variation of SAW particle displacement component of
FEUDT structure with depth direction

Fig. 5 Variation of SAW particle displacement component of
FEUDT structure with propagation direction

2.3

时域分析
为更好地观察 FEUDT 结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本文构建了 2 个周期的结构模型，并对其进行

时域分析，从总位移和深度方向位移分量两个角度对 FEUDT 结构进行分析。其中，电极 1 和 4 均施加
幅值为 1 V 的正弦交流电。
图 6 为 FEUDT 结构总位移和深度方向位移分量图，其中电极位置已用虚线标出。在电极下和离开
电极后，总位移和深度方向位移分量分布是不对称的，向右侧的位移大于左侧，可见 FEUDT 结构抑制
了向左侧传播的 SAW，从而使能量向右侧传播，说明 FEUDT 结构具有单向性。

图6
Fig. 6

FEUDT 结构总位移（a）和深度方向位移分量（b）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total displacement (a) and depth direction displacement component (b) of FEUDT structure

为进一步说明 FEUDT 结构向右侧传播的能量高于向左侧传播的能量，本文分别计算了 FEUDT 结构
左侧和右侧表面的能量密度。图 7 为 FEUDT 结构左侧和右侧表面能量密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图中蓝
线表示 FEUDT 结构左侧表面的能量密度；绿线表示 FEUDT 结构右侧表面的能量密度。绿线高于蓝线，证
实了 FEUDT 结构右侧表面的能量密度高于左侧，从而更加直观地说明了 FEUDT 结构具有单向性。
2.4

插损分析
本文构建了由一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构成的 FEUDT 结构延迟线模型，图 8 为延迟线模型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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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延迟线模型的输入端由 9 个周期的 FEUDT 构成，
其延迟距离为 24 μm. 两个输出端 output1、output2 均为
1 个周期的双向 IDT，其指条宽度 W=Λ/4，高度为 0.1 μm，
其电学边界条件为悬浮电位。本文分别对 output1 和
output2 计算插损，结果如图 9 所示。
由图 9a、图 9b 可以看出，FEUDT 结构 output2 的插
损（约为−2 dB）小于 output1 的插损（约为−20 dB）
，这
是因为 FEUDT 结构具有单向性，该结构有效抑制了
SAW 向左侧传播，从而使能量向右侧传播。因此，采
用 FEUDT 结构的 SAW 器件可以有效减小插损。

图7

FEUDT 结构的 SAW 能量密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Fig. 7

图8
Fig. 8

FEUDT 结构延迟线模型

Delay line model of FEUDT structure

图9
Fig. 9

3

Variation of SAW energy density of FEUDT
structure with time

FEUDT 结构插损

Insertion loss of FEUDT structure

结论
本文采用 128°Y-X 铌酸锂为压电基底，利用有限元方法对 FEUDT 结构进行了建模，通过模态分析

发现 FEUDT 结构激励的 SAW 在深度方向呈指数衰减，在传播方向上两个位移分量相位差 π/2，证明了
FEUDT 结构激励的 SAW 是 Rayleigh 波。通过对 FEUDT 结构进行时域分析，从位移的角度直观地说明
了 FEUDT 结构具有单向性，同时又从能量密度的角度验证了 FEUDT 的单向性。本文在仿真时创新性地
将 FEUDT 结构应用到具有两个输出端的延迟线模型中，说明了具有单向性 FEUDT 结构的 SAW 器件可
以有效地减小插损，为制造出插损更小的 SAW 器件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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