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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谐振分离效应的环形微腔设计及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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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微纳光学理论的完善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基于环形谐振腔的光学传感器得到了迅速发展。依据单微
环的基本理论，设计串联双环结构并对其谐振不对称分离效应进行分析研究。通过 Mathematics 软件对影响串
联双环结构输出谱线的各个参数进行仿真和数据分析，研究各个参数变化对应输出谱线的变化规律，确定实
现串联双环结构谐振分离效应输出谱线高 Q 值的最优结构参数，为开展基于串联双环结构谐振分离现象的传
感器实验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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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ring cavity based on the effect of
resonance separation
TANG Haiquan, WEI Chongguang, ZOU Lu, ZHANG Qiang, JIAN Aoqun, SANG Shengbo,
ZHANG Wendong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Transducers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Shanxi Province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cronano System Research Center,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ng, Shanxi 0306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nano optical technology, the optical sensor based on microring
resonators has obtain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ingle ring cavity, the series
dual-microring configuration was designed and its resonance asymmetrical separation effect was analyzed.
All parameters which effect the output spectrum with series dual-microring configuration were researched
through Mathematics software by simula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 variation rule of each parameter vs
the output spectrum was studied to find out the optimal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high Q value of output
spectrum to achieve series dual-microring resonance separation effect,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ptical sensor experiment based on resonance separation of series
dual-microring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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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光波导研究的深入与制造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微纳光学传感器[1]及其相关领域的

研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微纳光学传感器主要利用光在光波导内传输的约束效应，将光的发送、接
收和信号处理等模块进行高度集成，从而制作出体积小、方便检测的传感器，实现对分析物的检测，便
于与其他设备集成，同时批量化生产还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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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波导是由光透明介质构成的传输光频电磁波的导行结构，具有非线性阈值低[4~5]、与传统的加工工
艺兼容性好[6~7]、损耗小[8~9]等优点，可明显提高器件的性能，在光量子器件[10~11]、光集成[7, 12]、微光学
器件[13~14]、高分辨率传感器[15~16]、光量子计算机和光通信网络[17~18]等领域有着极大的研究潜力，也是研
究高灵敏度传感器和发展全光网络的核心技术，同时也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电一体化集成的重要基础[6]。
设计和研究基于谐振腔理论的光学传感器是光波导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4, 7]。由谐振腔构成的回
音壁模式，可以把光限制在微腔内传播，因此 Q 值可以达到很高。微腔的 Q 值与传感器的灵敏度和分辨
率息息相关，应用回音壁模式高 Q 值的特点，可改善生物传感器的分辨率，提高现有传感器的检测精度
和检测范围。光学生物传感器近几年发展迅速，由于具有免标记、无损、隔离电磁干扰等优点，受到很
多学者的青睐。目前光学生物传感在食品检测、生物医学、国防科技、制药产业和环境治理等各个领域
都有应用[19~21]。
本文在单环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串联双环结构谐振的不对称分离现象，通过仿真分析的方法，
对影响谐振不对称分离输出谱线的各个参数进行研究，最终确定应用谐振不对称分离现象设计传感器的
最佳参数。

1

串联双微环基本理论与谐振分离现象原理

1.1

串联双微环结构
串联双微环结构如图 1 所示，该结构由两个微环和

一根直波导构成，两个微环在波导的同一侧构成串联结
构。当光从入射端（Ein）进入串联微环系统中时，首先
光通过直波导与环 1 间的耦合作用，进入环 1 中，这一过
程与单环结构的耦合过程类似，接着两环之间发生耦合，
即环 1 的部分光耦合到环 2 中。当两环的相位条件满足相
消干涉时，光无法存储在微环中，此时输出端（Ethough）
的能量达到最大；当两环满足相位干涉增强的条件时，光
主要存储在微环中，此时输出端（Ethough）的光能量最小。
根据微环耦合理论，两环之间相互耦合，形成的电场
各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4]
⎛ E12 ⎞ ⎛ r2
⎜
⎟=⎜
⎝ E21 ⎠ ⎝ it2

it2 ⎞⎛ E11 ⎞
⎟⎜
⎟，
r2 ⎠⎝ E22 ⎠

图1

串联双微环结构示意图

（1） Fig. 1 Diagram of series dual-microring configuration

其中，r2 和 t2 分别为两环之间的反射耦合系数和传输耦合系数，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满足 | r22 | + | t22 |= 1. 在
理想条件下，当两环的谐振状态达到稳定时，两环的场边界条件是连续的，谐振条件满足：
exp ( iδ1 ) = τ 21 =
exp ( iδ 2 ) = τ12 =

r2 − exp ( −iδ 2 )

，

1 − r2 ⋅ exp ( −iδ 2 )
r2 − exp ( −iδ1 )

1 − r2 ⋅ exp ( −iδ1 )

通过对上述方程进行求解，可以得到以下特征方程：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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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 γ = δ 2 / δ1 表示环 2 与环 1 的相位之比， γ 也代表了环 2 与环 1 的腔周长的比值。
由图 1 可以明显看出，该结构是在单环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微环，设新加入的微环对系统的影响为 τ 21 ：

τ 21 =

r2 − a2 ⋅ exp ( −iδ 2 )

1 − a2 ⋅ r2 ⋅ exp ( −iδ 2 )

（ 5）

；

由此可得串联双环透射功率的表达式[22]：
T=

Ethrough
Ein

2

=

r1 − a1 ⋅ τ 21 ⋅ exp ( −iδ1 )

1 − a1 ⋅ r1 ⋅ τ 21 ⋅ exp ( −iδ1 )

2

；

（ 6）

其中，a1、a2 分别为环 1、环 2 的损耗系数。
1.2

串联双微环谐振分离现象
谐振分离现象是指在串联双环结构的基础上，改变两环半径，使两环半径有较大差距，环 1 的半径远

大于环 2，这样环 2 的耦合作用会远小于环 1. 在串联双环两环半径相等的情况下，此时两环的耦合作用基
本相同，是大小相同、相位不同的两条光路的光通过干涉形成的。当两环的半径不同时，由于耦合进入微
环的光在两个微环中的光程不同，光的有效相位也不
相同，由此形成的谐振峰值也不同。当系统达到稳定
状态时，两环之间存在正谐振和反谐振两种状态。正
谐振使输出的能量增强，反谐振使输出的能量减弱，
因此得到的输出曲线观察到明显的谐振分离现象[23]。
根据上述公式，应用 Mathematics 软件，设定损
耗系数 a1=a2=0.99，耦合系数 r1=r2=0.90，环 1 半径
R1=5 000 μm，两环的周长比 γ = 2 ，得到的输出谱线如
图 2 所示，图左侧形成了一个尖锐的谐振峰，且其峰
值较大，主要是由于两环之间发生正谐振作用产生的；
图右侧形成的两个谐振峰峰值较小，主要是由于两环
图2

之间发生反谐振作用产生的。通过计算可得，左侧的
5

谐振峰 Q 值可达 3×10 .

2

Fig. 2

串联谐振分离输出谱线

Series resonance separation output spectrum

串联双微环谐振分离参数仿真研究
微环折射率、损耗系数、两环周长比和耦合系数等参数是影响输出谱线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对公

式的推导和分析，采用控制变量法，应用仿真软件模拟仿真了不同参数情况下的输出谱线，再对仿真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选出最合适的数据，从而确定串联结构中选用的参数。在仿真过程中，采用控制变量
法，即研究某一参数时，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方法。根据多组仿真结果，结合推导出的输出谱线公式，
设定基础参数为：损耗系数 a1=a2=0.99，耦合系数 r1=r2=0.90，环半径 R1=5 000 μm，γ=2，折射率 n=3.475.
2.1

微环半径对谐振分离输出谱线的影响
谐振的不对称分离是在两环半径不同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两环的周长比 γ 对输出谱线十分重要。

在本节中，设定环 1 的半径 R1= 5 000 μm，改变环 2 的半径 R2，不同半径下的输出谱线如图 3 所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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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当 γ=1 时，没有谐振分离现象产生；随着 γ 的
增大，谐振分离现象越来越明显，当 γ=2 时，谐振峰值
最大。不同 γ 情况下谐振峰的 Q 值变化很小，但仍然呈
增大趋势，在 γ=2 时达到最大。
2.2

损耗系数对谐振分离输出谱线的影响
从串联双环透射功率的表达式可以看出，损耗系数

对系统的输出曲线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参数 a 与输出结
果 T 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本文仿真不同的耦合
系数，通过对比输出谱线的变化、分析仿真数据来确定参
数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并确定适合系统的最佳损耗系数。

1）改变环 1 的损耗系数 a1
设定其他系统参数为基础参数，设定环 2 的损耗系

图 3 改变两环周长比 γ 的输出谱线
Fig. 3 Output spectrums of the changed two rings’
perimeter ratio γ

数 a2=0.99，改变环 1 的损耗系数 a1，得到的输出曲线如图 4 所示（左侧峰值放大图）。可以看出，环 1
的损耗系数从 0.91 增长到 0.99，谐振波长始终保持不变，随着损耗系数的增大，谐振峰值逐渐增大，所
得的谐振峰 Q 值也不断增大。其原因在于，随着损耗系数的增大，损耗的光越来越少，耦合进入环的光
能量越来越大，因此得到的峰值也越来越大。

2）改变环 2 的损耗系数 a2
设定其他系统参数为基础参数，设定环 1 的损耗系数 a1=0.99，改变环 2 的损耗系数 a2，得到的输出
曲线如图 5 所示（左侧峰值放大图）。可以看出，随着 a2 的增大，谐振峰呈明显的增大趋势，在 a2=0.99
时，谐振峰值和 Q 值达到最大。原因在于，环 2 的损耗系数增大，使得环 2 中损耗的光能量减小，留在
环内的能量增多，与环 1 耦合形成的谐振峰峰值越来越大。

图 4 改变环 1 的损耗系数 a1 的输出谱线
Fig. 4 Output spectrums of the changed loss
coefficient a1 of ring 1

图 5 改变环 2 的损耗系数 a2 的输出谱线
Fig. 5 Output spectrums of the changed loss
coefficient a2 of ring 2

通过以上仿真及对所得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曲线特性（峰值、Q 值等）均随损耗系数的增大而增
大，a2 对输出曲线的影响比 a1 更明显。当损耗系数 a1=a2=0.99 时，所得的输出曲线特性最好，因此本系
统最终选用这一组损耗系数。
2.3

耦合系数对谐振分离输出谱线的影响
根据串联双环透射功率的表达式，耦合系数是影响输出曲线特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文中将采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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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损耗系数的方法来研究耦合系数与输出曲线的关系，从而确定最适合系统的参数。

1）改变环 1 的耦合系数 r1
设定其他参数为基础参数，设定环 2 的耦合系数 r2=0.90，改变环 1 的耦合系数 r1，得到的输出曲线
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 r1 的增大，谐振波长不变，谐振峰值逐渐减小，但同时谐振峰也变得尖锐。

2）改变环 2 的耦合系数 r2
设定其他参数为基础参数，设定环 1 的耦合系数 r1=0.90，改变环 2 的耦合系数 r2，得到的输出曲线
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 r2 的增大，谐振波长不变，谐振峰值逐渐减小，但同时谐振峰也变得尖锐，
与单独改变 r1 的情况类似。

图6
Fig. 6

改变环 1 的耦合系数 r1 的输出谱线
Output spectrums of the changed coupling
coefficient r1 of ring 1

图7
Fig. 7

改变环 2 的耦合系数 r2 的输出谱线
Output spectrums of the changed coupling
coefficient r2 of ring 2

根据以上对耦合系数的仿真数据对比与分析，通过计算可知，虽然随着耦合系数的增大，谐振峰越
来越尖锐，但谐振峰的峰值在减小，这两者同时影响着系统的 Q 值，因此并非耦合系数越大，Q 值越大。
根据仿真结果计算，在 r1=r2=0.90 时，系统的 Q 值达到最大，传感器的综合参数达到最佳。

3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串联双环结构光学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方法，着重研究了串联双环结构在两个

微环半径不等的条件下形成的谐振分离现象。根据微环基本理论，应用转移矩阵法推导出输出谱线的表
达式，并应用 Mathematics 软件，根据公式对影响输出谱线的各个参数进行仿真和分析。对影响谐振分
析输出谱线的微环半径比、微环折射率、波导耦合系数和损耗系数等关键参数进行仿真计算与分析，找
出各个参数与输出谱线的关系，确定串联不对称分离模型的最优参数为：损耗系数 a1=a2=0.99，耦合系
数 r1=r2=0.90，环半径 R1=5 000 μm，γ=2. 为以后开展基于串联双环谐振不对称分离传感器的实验和研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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