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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利用光子晶体光纤理论及其高双折射特性和可灵活设计的结构特点，设计了

一种新型边孔高双折射光子晶体光纤压力传感结构。采用全矢量有限元法并结合 ＣＯＭＳＯＬ软件对传感结构的受力和
模场分布进行仿真分析，获得压力传感特性随几何结构和自由空间波长的变化关系，通过优化设计得到最优结构参量，

进一步获得高压力灵敏度。结果表明，在最优结构下，自由空间波长为１．５５μｍ、压力为２００ＭＰａ时，偏振相位灵敏度为
１６６．２ｒａｄ／（ＭＰａ·ｍ），所能施加的最大压力为７２０ＭＰａ，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保持在４．１×１０－５ＭＰａ－１左右。该研究对
提高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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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压力传感是石油勘探、军工监测和地震波信号采

集等方面常用的一项压力测量技术，其传感器主要包

括电学和光纤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由于其结构小、灵

敏度高和寿命长等优点已在许多方面代替电学传感

器，但它在兵器工业、冶金工业、航空航天等高达几百

兆帕的压力测量环境下，未有较高的形变量、压力灵敏

度和抗干扰能力。为了解决传统光纤在压力作用下形

变小和压力灵敏度低等问题，引入新型材料光子晶体

光纤（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ｃｒｙｓｔａｌｆｉｂｅｒ，ＰＣＦ）。
１９８７年，ＹＡＢＬＯＮＯＶＩＴＣＨ和 ＪＯＨＮ［１２］首次提出

光子晶体的概念。２００８年，ＹＵ等人［３］对压力作用下

光子晶体光纤相关参量进行了分析，表明了光子晶体

光纤可用作压力传感器中的敏感元件，帮助压力传感

器的进一步发展。２０１１年，ＰＡＲＫ等人［４］在 ＰＣＦ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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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孔周围掺入了具有高折射率的ＧｅＯ２，增大包层与
纤芯之间的折射率差，减少限制损耗，提高了 ＰＣＦ结
构的设计灵活度。２０１６年，ＹＡＮＧ等人［５］采用固体偏

压ＰＣＦ，建立了基于双段偏振 ＰＣＦＳａｇｎａｃ干涉仪的侧
压传感系统，侧压力和温度分别进行测试，侧压灵敏度

可达到 ０．２８７７ｎｍ／Ｎ，且温度变化引起的漂移小于
０．１ｐｍ／℃。２０１７年，Ｌ等人［６］采用双芯结构 ＰＣＦ作
为光波导的横向应力传感器，建立了 ＰＣＦ结构的形变
模型和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耦合波模型，得到了横

向应力与基模的共振峰位移之间的关系。同年，

ＬＩＡＮＧ等人［７］提出了一种基于双芯光子晶体光纤的

高灵敏度椭圆侧芯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折射率传感模

型。在该模型下，折射率和传感曲线线性度高。２０１８
年，ＺＨＡＮＧ等人［８］设计了一种以椭圆空气孔为纤芯，

四周环绕正方形空气孔的光子晶体光纤结构。获得了

光子晶体光纤的高双折射和色散平坦特性。ＰＥＮＧ等
人［９］提出一种基于大纤芯的单芯光子晶体光纤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Ｒ）传感结
构实现了较高的传感灵敏度。同年，ＬＩＡＯ等人［１０］设

计了一种中心带有椭圆空气孔缺陷的光子晶体光纤，

使光纤的双折射达到了１０－２数量级。
作者参考以上 ＰＣＦ在理论和实验等方面取得的

突破性研究，如设计特定结构实现高双折射、低损耗和

大模场面积等特性，引入 ＰＣＦ作为传感单元，基于高
双折射提出一种高灵敏度压力 ＰＣＦ传感器，通过高掺
杂非对称性 ＰＣＦ结构，实现了更高的精度、敏感性和
稳定性，获得更大的压力测量范围，可应用于上述压力

场景，且单元尺寸小、空气孔为圆形，易于集成和工艺

加工。

１　高双折射光子晶体光纤压力传感模型

当ＰＣＦ施加压力后，ＰＣＦ横截面将会发生几何形
变，产生各向异性的应力分布。同时，由于弹光效应的

存在，将会改变原有的折射率，并改变相位模式双折

射。

当ＰＣＦ静态时，模式双折射为：
Ｂ０ ＝ ｎｅｆｆ，ｘ－ｎｅｆｆ，ｙ （１）

式中，ｎｅｆｆ，ｘ和ｎｅｆｆ，ｙ为两个正交偏振模式的有效折射率，
可由ＣＯＭＳＯＬ仿真得到。

当ＰＣＦ施加压力后，通过ＣＯＭＳＯＬ可得到ＰＣＦ横
截面的应力分布和几何形变。此时，空气孔折射率不

发生改变，ＳｉＯ２折射率由下式决定：

ｎｘ ＝ｎ０＋Ｃ１σｘ＋Ｃ２（σｙ＋σｚ）

ｎｙ ＝ｎ０＋Ｃ１σｙ＋Ｃ２（σｘ＋σｚ）

ｎｚ＝ｎ０＋Ｃ１σｚ＋Ｃ２（σｘ＋σｙ
{

）

（２）

式中，弹光系数Ｃ１和 Ｃ２与波长没有关系，Ｃ１＝６．５×
１０－１３ｍ２／Ｎ，Ｃ２＝４．２×１０

－１２ｍ２／Ｎ。聚碳酸脂［１１］的弹

性模量Ｅ＝２．４１２ＧＰａ，泊松比ν＝０．３７，弹光系数Ｃ１＝
２．４５×１０－１１ｍ２／Ｎ，Ｃ２＝９．３８×１０

－１１ｍ２／Ｎ。
在ＣＯＭＳＯＬ仿真时，通过（２）式将结构力学中的

应力分布转化为 ＰＣＦ材料施加压力后的折射率输入
到电磁波频域中，即可得到施加压力后两个正交偏振

基模的有效折射率，再根据（１）式可得出施加压力后
的相位模式双折射为：

Ｂｐ ＝ ｎｅｆｆ，ｘ，ｐ－ｎｅｆｆ，ｙ，ｐ （３）
式中，ｎｅｆｆ，ｘ，ｐ和ｎｅｆｆ，ｙ，ｐ为施加压力后的两个正交偏振基
模有效折射率。

通过静态时相位模式双折射 Ｂ０和施加压力后得
到的相位模式双折射 Ｂｐ可得到相位模式双折射 Ｂ。
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为：

ΔＢ
Δｐ
＝
Ｂｐ－Ｂ０
ｐ （４）

式中，ｐ为外部施加的压力，ΔＢ表示双折射的变量，Δｐ
表示压力变化量。可得到压力偏振相位灵敏度为：

Ｋｐ＝
２π
λ
ΔＢ
Δｐ
＋Ｂｌ( )ｐ （５）

式中，λ为曲空间波长，在测量横向压力时，压力诱导
ＰＣＦ的轴向伸长ｌｐ是很小的，且相位模式双折射 Ｂ也
很小，因此在计算（５）式中的第２项时，可以忽略轴向
伸长ｌｐ对偏振相位灵敏度的影响，整理（５）式得：

Ｋｐ＝
２π
λ
ΔＢ
Δｐ

（６）

２　高双折射光子晶体光纤压力传感

２．１　高双折射光子晶体光纤压力传感结构的建立

与普通双折射光纤相比，边孔型光纤［１２１３］不仅具

有较好的热稳定性，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压力灵敏度，在

压力传感时能较好的提升压力灵敏度并降低温度对传

感性能的影响。聚碳酸酯作为芯区填充材料，具有较

高的弹光系数，为压力敏感材料，同时其折射率（在

１．５５μｍ，２０．４℃时）为１．５８６，高于 ＳｉＯ２的折射率，可
以提高ＰＣＦ的双折射率，在光波段有较好的透光性和
较小的损耗［１４］。基于以上特点，作者将边孔引入到高

双折射ＰＣＦ中并在纤芯掺入压力敏感材料有机材料
聚碳酸酯，创新性的提出一种新型边孔型高双折射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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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Ｆ，该结构综合了边孔型光纤和高双折射 ＰＣＦ的优
点，具有较高的双折射，同时应用于压力传感时具有较

高的压力灵敏度，且无需进行温度补偿。图１为新型
边孔型高双折射 ＰＣＦ横截面图。图２为新型边孔型
高双折射 ＰＣＦ横截面局部放大图。用石英（ＳｉＯ２）作
为背景材料，在包层空气孔中分别对称性的引入４个
边孔大空气孔和周期性排列的小空气孔，近芯区上下

左右各引入两个空气孔，使用聚碳酸酯填充椭圆形芯

区。图１中，Ｄ为 ＰＣＦ的直径，Ｒ为大空气孔的半径，
ｄ１为大空气孔圆心到纤芯中心的距离。图２为图 １
的局部放大图，ｄ为包层周期性排列空气孔的直径，Λ
为周期性排列空气孔的周期，ｄ２和ｄ３分别为芯区大空
气孔和小空气孔的直径，Ｘ２，Ｘ３，Ｙ２及 Ｙ３为近芯区空
气孔圆心以芯区中心为原点的坐标绝对值，ａ和 ｂ分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ＣＦｗｉｔｈｓｉｄｅｈｏ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ｂｉｒｅ
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ＣＦｗｉｔｈ
ｓｉｄｅｈｏ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

Ｆｉｇ３　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ＰＣＦｗｉｔｈｓｉｄｅｈｏ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别为椭圆的长半轴和短半轴。

图３为边孔型高双折射 ＰＣＦ施加静态液体压力
分布图。静态液体压力是从 ＰＣＦ四周各个方向指向
其中心。

２．２　高双折射光子晶体光纤压力传感有限元分析
利用ＣＯＭＳＯＬ对图３施加边界载荷，通过（２）式

将施加压力后在 ＰＣＦ中产生的应力分布转化成 ＰＣＦ
中的折射率分布，从而对 ＣＯＭＳＯＬ中的固体力学应力
场与电磁波频域电场进行多物理场耦合，最终得出施

加压力后的相位模式双折射。图４为施加压力后的应
力分布图。图５为施加压力后的两个正交偏振基模。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ＣＦｗｉｔｈｓｉｄｅｈｏ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ｕｎ
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ｓｏｆＰＣＦｗｉｔｈｓｉｄｅｈｏ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
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ｘ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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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不同条件对压力传感灵敏度的影响［１５］

３．１　椭圆芯区的大小对传感灵敏度的影响
ｐ＝２００ＭＰａ时，不同长半轴 ａ和短半轴 ｂ下的相

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随长半轴ａ和短半轴ｂ的变化如
图６所示。其中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由（４）式求
得。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ａｎｄｂ

随着所施加压力的增加，双折射也呈线性关系逐

渐增加，增加幅度与改变的参量有关，长半轴ａ的影响
大于短半轴ｂ。由图６可知，当 ａ增加时，相位模式双
折射灵敏度逐渐增加，而当ｂ增加时，相位模式双折射
灵敏度逐渐减小。

３．２　近芯区空气孔的大小对传感灵敏度的影响
ｐ＝２００ＭＰａ时，不同 ｄ２和 ｄ３下的相位模式双折

射灵敏度随ｄ２和ｄ３的变化如图７所示。
随着所施加压力的增加，双折射也呈线性关系逐

渐增加，增加幅度与改变的参量有关，ｄ２的影响大于
ｄ３。由图７可知，当 ｄ３增加时，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
度逐渐增加，而当 ｄ２增加时，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
逐渐减小。

３．３　包层周期性排列空气孔的大小对传感灵敏度的
影响

　　ｐ＝２００ＭＰａ时，不同ｄ／Λ，Λ和空气孔层数Ｎ下的
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随三者的变化如图８所示。

随着所施加压力的增加，双折射呈线性关系逐渐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２ａｎｄｄ３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Λ，Λａｎｄ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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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增加幅度与改变的参量有关，ｄ／Λ，Λ和Ｎ对双折
射有显著的影响。由图８可知，当ｄ／Λ和Ｎ增加时，相
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逐渐增加，且ｄ／Λ呈非线性关系；
当Λ增加时，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逐渐减小。
３．４　边孔空气孔位置和大小对传感灵敏度的影响

ｐ＝２００ＭＰａ时，不同Ｒ和ｄ１下的相位模式双折射

灵敏度随Ｒ和ｄ１的变化如图９所示。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ａｎｄｄ１

随着所施加压力的增加，双折射呈线性关系逐渐

增加，增加幅度与改变的参量有关，边孔空气孔 Ｒ和
ｄ１对双折射有显著的影响。由图 ９可知，当 Ｒ增加
时，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逐渐增加，当ｄ１增加时，相
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逐渐减小。

３．５　自由空间波长对压力传感灵敏度的影响
ｐ＝２００ＭＰａ时，不同λ下的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

度随λ的变化如图１０所示。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λ

随着所施加压力的增加，双折射也线性关系逐渐

增加，增加幅度与改变的参量有关，自由空间波长 λ
对双折射有显著的影响。由图１０可知，当 λ增加时，
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逐渐增加。

４　分析与讨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边孔空气孔的大小和位置对相

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影响最大。自由空间波长 λ越
大，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越大。近芯区大空气孔 ｄ２
越小，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越大。当椭圆芯区 ａ＝
１．６５μｍ，ｂ＝０．４５μｍ，近芯区ｄ２＝０．８μｍ，ｄ３＝１μｍ，自
由空间波长λ＝１．５５μｍ，Ｄ＝１２５μｍ，Λ＝３．３μｍ，ｄ／Λ＝
０．６，Ｒ＝２２μｍ，ｄ１＝３６．５μｍ，Ｘ２＝０．８μｍ，Ｙ２＝１．３μｍ，
Ｘ３＝１．９μｍ，Ｙ３＝０．６μｍ，Ｎ＝４时，在压力为２００ＭＰａ
条件下，双折射高达１．６１×１０－２，相位模式双折射灵
敏度高达４．１×１０－５ＭＰａ－１。由（６）式可知，偏振相位
灵敏度高达１６６．２ｒａｄ／（ＭＰａ·ｍ）。

图１１为上述参量下，所施加压力从０ＭＰａ增加到
７２０ＭＰａ，步长为４０ＭＰａ，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和双
折射随着施加压力变化的关系图。本文中的模型所能

施加的最大压力为７２０ＭＰａ，且其双折射与所施加压力
呈线性关系，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基本保持在４．１×
１０－５ＭＰａ－１左右，该传感器结构在测量范围内性能较
为稳定。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ｂｉｒｅ
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５　结　论

首先定义了高双折射 ＰＣＦ压力传感计算模型，其
次分析了所提出的压力传感结构特性，其中主要分析

了几何结构和空间波长对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的影

响。数值计算表明，本文中提出的 ＰＣＦ结构在没有外
界干扰情况下，边孔空气孔的大小和位置、自由空间波

长λ和近芯区大空气孔 ｄ２对相位模式双折射灵敏度
特性都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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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在对压力传感特性进行分析

时，改变施加压力特性，如非线性施加压力、动态压力

及瞬态压力施加方法，最终提出一套可以产业化的传

感参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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