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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次谐波体声波谐振器 (HBAR) 具有高的机械品质因数 (QM ) 和多模谐振谱特性，其在频率控制系统

中具有重要应用。对制备的 Al/ZnO/Au/Sapphire 结构 HBAR 器件进行了 QM 的测定，从实际的测试系统出
发，给出了它的等效电路，通过一系列分析处理得到了 QM 随频率的变化曲线。结果表明，QM 随频率增加逐
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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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overtone bulk acoustic resonator (HBAR) exhibits high mechanical quality factor (QM ) and

multimode properties, which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frequency control system. The measurement of QM
is carried out for HBAR with the structure of Al/ZnO/Au/Sapphire. The equivalent circuit of measured HBAR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test system, and the behavior of QM with several resonance frequencies
is obtained by a series of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QM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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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底电极；接着，采用磁控溅射在底电极上沉积

1 引言

ZnO 压电薄膜；最后，在 ZnO 压电薄膜上采用离子

高次谐波体声波谐振器 (High overtone bulk
acoustic resonator, HBAR) 可以在超高频和微波频
段工作，其具有多个谐振频率，即形成谐振谱，且具
有很高的机械品质因数 QM ，频率与 QM 的乘积可

束镀膜沉积 Al 薄膜作为顶电极。沉积的 Al、ZnO
和 Au 薄膜厚度分别为 110 nm、597 nm 和 90 nm，
Sapphire 基底的厚度为 400 µm，制备 HBAR 的有
效区域半径为 50 µm，其显微照片如图 3 所示。

以达到 1014 量级，使其可以用作频率高稳定性的信
号源和频率综合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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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BAR 的结构中，一般选择低损耗的材料作

Ͱ૯Ᏺᄊ۳अ

为基底，且基底较厚，所以 HBAR 具有高的 QM 和
多模谐振谱特性。QM 是表征 HBAR 性能的一个重
要参数，它决定了 HBAR 构成的晶体振荡器的频率
稳定度，QM 越大，频率的稳定度越高 [3] 。以往对于

图1

Fig. 1 Cross-section schematic of HBAR

HBAR 的 QM ，不仅理论分析很粗糙，而且实验测

12

量研究也很少。实验采用过 3 dB 带宽测算方法

10

和拟合 BVD 等效电路的方法

、

[6−7]

等，前两种方法测量相对简单，但误差较大，而最后
一种方法同时模拟多个模式的等效电路参数相对
较为复杂，且模拟参数随机性比较大。大多文献报
道采用这些方法只对 HBAR 中一个或几个模式的
QM 进行大概估计，究其原因是对于微波频的声学
器件，在测量时各种寄生参数极为复杂，且影响很
大，很难进行精确估计。
我们在文献 [8] 中对 HBAR 的 QM 作了系统的
理论研究，本文将对制备的 HBAR 器件的 QM 进行

ूए/(105 arb. units)

相位微分方法

[5]

[4]

HBAR 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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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ZnO 压电薄膜的 XRD 表征图

Fig. 2 XRD pattern of ZnO piezoelectric ﬁlm

较仔细地测量分析，给出了器件测试时的等效电路；
为了消除测定时寄生参数的影响，对测试数据进行
一系列的分析处理，得到了各个谐振频率下的 QM ，
即 QM 的谐振谱特性，并与理论进行了比较。

2 高次谐波体声波谐振器的制备
HBAR 是将压电薄膜及其上下电极沉积在低
损耗的基底之上形成的器件，
其结构如图 1 所示。本
文在 Sapphire 基底之上磁控溅射制备了 ZnO 压电
薄膜，其 XRD 曲线图 2 所示，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制
备出的 ZnO 取向为 (002) 晶面，且强度较大，表明制
备的 ZnO 压电薄膜具有 c 轴择优取向，且具有较好
的压电性能。

图3

HBAR 器件的显微照片

Fig. 3 The micrograph of HBAR device

3 高次谐波体声波谐振器的测试系统及其
等效电路

我 们 实 验 制 备 HBAR 器 件 的 结 构 为

制备的 HBAR 器件首先需要键合到共面波导

Al/ZnO/Au/Sapphire，其制备工艺简述如下：用

的测试支架上，
并通过测试支架与 Agilent 射频网络

一个双面抛光、平行且 c 轴取向的 Sapphire 作为基

分析仪的专用夹具相连，用 Agilent E5071C 射频网

底；在基底层一侧利用离子束镀膜沉积 Au 薄膜作

络分析仪进行测试，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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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R

图4

HBAR 器件的测量示意图

Fig. 4 The measurement of HBAR device

图 4 中 HBAR 器件待测系统的等效电路如图 5

的 HBAR 器件与测试支架自身的电导 (或电纳) 的

所示。本实验的 HBAR 器件是压焊于测试支架上进

差值，
进而消除了测试支架的影响，
此时输入阻抗模

行测量的，引入了测试支架的电导和电纳，如图 5 最

的曲线如图 6 所示。

左边的框图所示；压焊线引入的电感 Ls 及压焊线和

400

电极引入的欧姆电阻 Rs 也需要考虑，如图 5 中间框
图所示；图 5 最右边的框图所示为 HBAR 的集总参
ઈᄊവ/W

数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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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带有压焊线 HBAR 器件输入阻抗模的曲线

Fig. 6 The magnitude of the input impedance
response of HBAR with bonding wire

图5
Fig. 5

带测试支架 HBAR 器件的等效电路

The equivalent circuit of HBAR device

with test bracket

4 高次谐波体声波谐振器机械品质因数
的测量

接下来是除去压焊线及电极的影响。图 5 中除
去测试支架后等效电路的输入阻抗可以表示为
1
Z = Rs + jωLs +
, (1)
1/R0 + jωC0 + Ym
其中，
Ym =

对于本文实验制备的 HBAR，在超高频范围内，
测试支架及压焊线的引入均会影响 HBAR 器件 QM
的测量，且一般这些寄生参数都是随频率变化而变
化的，这使得同时测量 HBAR 多个模式上的 QM 变
得更为复杂。接下来，我们将逐步除去这些因素的
影响，而得到 HBAR 在各个模式上的 QM 值。
首先是除去测试支架的影响。具体操作如下：
在相同的频率处，采用已校正的射频网络分析仪
分别对带有测试支架的 HBAR 器件和测试支架进
行测量，并在多个频段进行测量，则带有压焊线的
HBAR 器件的输入电导 (或电纳) 为带有测试支架

1
1
Rm + jωLm +
jωCm

.

(2)

在远离谐振频率处，图 5 所示的等效电路力学
支路的导纳 Ym ≈ 0，此时的等效电路如图 7(a) 所
示。图 7(a) 所示的等效电路中并联的 R0 和 C0 也可
以写成串联形式，如图 7(b) 所示，其中串联形式的
C0′ 和 R0′ 为
1/R02 + ω 2 C02
,
ω 2 C0
1/R0
R0′ =
.
1/R02 + ω 2 C02
C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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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Rs

Ls

从而求出压焊线和电极引入的 Ls 和 Rs ，
如在 3 GHz

Rs

附近某模式，Ls 和 Rs 分别为 4.82 nH 和 16.3 Ω。在

Rϕ
R

除去测试支架的测试结果中再除去压焊线和电极

C

引入电感 Ls 和电阻 Rs 的影响，就近似得到了纯

Cϕ

HBAR 的导纳曲线，如在 3 GHz 附近某模式，其形
(a) R֗C ࣳᐏ

图7

成的导纳圆图如图 9 所示，图中电导和电纳的模

(b) R֗C ˙ᐏ

相等时所对应的频率分别为 f1 = 2.994425 GHz 和

在远离谐振频率处，带有压焊线 HBAR 的等

效电路

f2 = 2.994555 GHz，可以通过式 (7) 求出该模式的

Fig. 7 Away from the resonance, the equivalent

QM = 2.3 × 104 ，

circuit of HBAR with bonding wire

√

QM =

此时的输入电阻和电抗可以分别表示为
1
Rin = Rs + R0′ , Xin = ωLs −
.
ωC0′

f1 f2
.
f2 − f1

(7)

(4)
ᮠဋf

0.10

为 了 简 化 起 见，由 于 介 电 损 耗 引 起 电 阻 R0
响，即让图 7(a) 中 R0 → ∞ 或图 7(b) 中 R0 → 0 和

0.05

ႃጪ/S

远大于 1/ωC0 ，在下述分析中忽略介电损耗的影

0

C0 ≈ C0′ ，则由式 (3) 和式 (4) 得远离谐振频率处的

ᮠဋf

电阻和电抗为

-0.05

Rin ≈ Rs , Xin ≈ ωLs −

1
.
ωC0

(5)

0.05

0

达式可以化简为

图9

1
.
ωC0

(6)

由式 (6) 可知，在低频 (50 MHz∼250 MHz) 处，
可以通过实验测得的电抗曲线来估计 HBAR 的 C0 ，
如图 8 所示，用 C0 ≈ 1.49 pF 去拟合电抗曲线，二者
符合，因而就可以求得此时的 C0 值为 1.49 pF。

0.15

0.20

0.25

ႃ/S

当频率较低时，
由于 Ls 较小，
式 (5) 中电抗的表
Xin ≈ −

0.10

3 GHz 附近某模式的导纳圆图

Fig. 9 The admittance circle diagram of one mode
near 3 GHz

在各个模式上采用类似的处理方法，计算得到
多个模式上的 QM 如图 10 中圆圈所示，图中圆点所
示通过各层厚度和材料数据计算得到理论上 QM 随
频率的变化曲线。由图 10 可知，理论计算与实验的
QM 随频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即 QM 随频率的增加

-500

ႃઈX/W

逐渐减小，但 QM 实验值比理论值要小，约小 20%。
实验和理论 QM 的差别除了与测量误差有关外，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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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低频时，
去除测试支架影响后实验测得的电抗

1

曲线

0

2.5

Fig. 8 At low frequency, the reactance curve with
the removal of test bracket

对于某个模式，在远离谐振频率处，由式 (5) 可
见，
测得的电阻即为 Rs ，
而 Ls ≈ Xin /ω + 1/(ω 2 C0 )，

图 10

3.0
3.5
ᮠဋ/GHz

4.0

实验和理论得到的 QM 随频率的变化曲线

Fig. 10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QM Frequency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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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理论计算采用单晶材料和实验制备多

[2] Li J, Liu M, Wang C. Resonance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晶薄膜参数 (如：机械衰减因子) 的差异，特别是本

of eﬀective 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coeﬃcient of high-

模型中忽略了介电损耗的影响。如果引入一个介电
损耗，其阻值为 800 Ω 时，实验测得的 QM 与理论值
就相吻合了。

overtone bulk acoustic resonator[J]. Micromachines, 2016,
7(9): 159.
[3] Virgil E B. Introduction to quartz crystal unit design[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82:

101–133.
[4] Sorokin B P, Kvashnin G M, Volkov A P, et al. AlN/single

5 结论与展望

crystalline diamond piezoelectric structure as a high over-

本文对实验制备的以 ZnO 为压电薄膜、Sapphire 为基底的 HBAR 进行了较为细致地测量和分

tone bulk acoustic resonator[J]. Appl. Phys. Lett., 2013,
102(11): 113507.
[5] 朱明博, 刘梦伟, 汪承灏. 基于 ZnO 薄膜的高次谐波体声波谐

析，设法消除了在微波频测量时的杂散干扰，得到

振器的研究 [J]. 应用声学, 2013, 32(3): 212–216.

HBAR 的机械品质因数 QM 随频率变化曲线。它与

Zhu Mingbo, Liu Mengwei, Wang Chenghao. Studies of

理论分析结果相比，
约低 20%，
其原因是测量分析时
忽略介电损耗等因素，
使得测量值较小。
今后的工作：首先改进 HBAR 电极引线结构，
可以不用附加的测试支架，
让 HBAR 直接与 Agilent
夹具相连，
从而尽量减少寄生因素的影响，
使得测量
更为准确；
其次，
在测得 C0 后，
对各个谐振频率处串
并联谐振频率及相应阻抗的测量值，用最小二乘法
进行反演，可以同时给出介电损耗电阻 R0 、力质量
Lm 和力阻 Rm ，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 QM 。

high overtone bulk acoustic resonator with ZnO ﬁlm[J]. J.
Appl. Acoust., 2013, 32(3): 212–216.
[6] Naik R S, Lutsky J J, Reif R, et al. 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constant extraction of thin-ﬁlm piezoelectric
materials using a bulk acoustic wave resonator[J]. IEEE
Trans. Ultrason. Ferroelectr. Freq. Control, 1998, 45(1):
257–263.
[7] 汤亮, 李俊红, 郝震宏, 等. 应用于体声波谐振器的 ZnO 薄
膜结构和电学特性 [J]. 功能材料与器件学报, 2008, 14(4):
821–826.
Tang Liang, Li Junhong, Hao Zhenhong, et al. Structural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ZnO ﬁlm for application
in bulk acoustic wave resonator[J]. Journal of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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