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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磁转换的海洋电场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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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传统的直接电测量方法受 1/f 噪声限制袁在低频处信号与噪声发生混叠袁难以实现高水平低噪声测量遥 该文提

出一种基于电/磁转换的海洋电场低噪声检测方法袁将电信号转化为磁信号袁通过微机械的方法将磁信号调制到高频袁
有效避开低频 1/f 噪声影响遥设计一种实现电/磁转换功能的微机械结构袁利用 TMR 电阻构成惠斯通电桥测量磁信号袁
实现海洋电场的高水平低噪声检测遥仿真与实验结果在 1Hz 处噪声分别达到 1.16 nV/ Hz姨 和 1.41 nV/ Hz姨 袁优于传

统电测量方案的噪声水平袁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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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mited by 1/f noise袁 traditional electrical measurement has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high-level low noise characterization as a result of signal aliasing with noise at low frequen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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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noise. Structure based on electric/magnetic conversion was designed. TMR based Wheatstone
bridge was used in magnetic signal measurement to realize marine signal爷s high-level characteriza鄄
tion.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low frequency noise of this module
can reach 1.16 nV/ Hz姨 and 1.41 nV/ Hz姨 at 1Hz respectively袁 which is better than normal low-
noise pre-amplifier袁 illustr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agnetic measuring current model.
Keywords: marine electric field曰 low noise曰 1/f noise曰 electric/magnetic conversion曰 micromechanics
modulation

收稿日期院2016-08-10曰收到修改稿日期院2016-10-20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51507178袁U1430105袁51175507冤
作者简介：于 洋渊1991-冤袁男袁河北永清县人袁硕士研究生袁专业方向为海洋电场传感器设计与制备研究遥

doi院10.11857/j.issn.1674-5124.2017.04.026



中国测试 2017 年 4 月

0 引 言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利用各种传感器和数据采集

处理系统连续对海洋环境要素进行测量袁对我国海洋

安全和国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已列入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纲要[1]遥
海洋电场测量是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手段袁而

被测材料自身的介电常数与海水不同袁 将会引起一

定海域内电场的变化遥因此袁可通过研究不同目标进

入该海域导致的电场变化袁对目标进行探测袁这一方

法被称为海洋电磁探测法[2]遥该方法已得到广泛关注

与发展袁英国甚至已将其广泛地应用于海洋勘探中遥
在海洋电场勘探中袁信号放大尧去噪过程对于真实信

号的还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因此设计并实现信

号的低噪声放大对于电场传感器的整体设计来说至

关重要遥
传统的电测量方法检测海洋电场袁是通过电极的

电化学反应将海洋电场信息转变成电信号袁输入到

低噪声放大电路进行信号放大尧去噪袁最终结果通过

检测电路进行测量[3]袁其示意图如图 1 所示遥

海洋电场频率较低袁一般只有几赫兹[4-5]袁目前国

外低噪声放大器渊LNA冤在低频段的噪声性能不佳袁
主要体现在放大器器件的本底低频 1/f 噪声严重袁因
此低频信号能量较低难以直接实现放大遥 国内在低

频 LNA 领域的研究则更为局限遥 尹亚兰等[6]结合超

低频的噪声特点和抗干扰原则袁 提出超低频 LNA
的实现方案袁实测 75 Hz 处噪声电压 2 nV/ Hz姨 遥
刘勇等[7]进行了低频 LNA 的设计和性能分析袁所制备

样机在 30~300Hz 范围内袁噪声系数为 1.08dB袁30Hz
处噪声电压为 1.03 nV/ Hz姨 遥国内关于低频 LNA 领

域的噪声研究多局限于几十赫兹以上袁在 1Hz处的噪

声更大遥 目前袁普通低噪声放大电路在 1 Hz 处的噪

声大于 5 nV/ Hz姨 袁Texas Instruments 公司在低频低

噪声放大领域技术领先袁该公司的 opa211 前置放大

器在 1Hz 处的噪声电压可达到 6 nV/ Hz姨 遥
由此可见袁受制于噪声匹配以及 1/f 噪声等因

素袁传统的电测量方法很难对低频海洋电场信号进

行测量遥 本文采取电/磁转换的方法袁将电信号转换

为磁信号进行测量袁可以避开低频电噪声干扰等因

素的影响袁再通过微机械方法将磁信号调制到高频袁
所设计出的电 /磁转换结构在 1 Hz 处的噪声达到

1.41 nV/ Hz姨 袁可有效解决 1/f 噪声的限制遥
1 电/磁转换的方法与模型

磁隧穿电阻渊tunnelling magneto resistance袁
TMR冤[8]袁具有磁阻变化率大袁饱和磁场较低尧单位磁场

灵敏度高及温度特性较稳定等优点遥本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 TMR 的电/磁转换测量方法袁其基本原理是通过

线圈将微弱的低频电场信号转换为磁场信号袁经由磁

聚集器将磁场放大袁 采用垂动调制的方法将外磁场

调制至高频袁最后利用 TMR 进行敏感测量遥 该方法

能够避免在信号和噪声在低频处的混叠袁 从而能够

大大降低 1/f 噪声的影响遥图 2 为海洋电场信号的处

理过程遥 其中袁微机械调制的工作原理如图 3 所示遥

当调制膜工作在状态 1 时袁磁力线从磁聚集器穿

过气隙袁此时气隙的磁场较大曰当调制膜为状态 2 时袁
磁力线从磁聚集器经由调制膜到磁聚集器袁而基本不

图 1 传统电测量方法测量海洋电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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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穿过气隙袁此时气隙的磁场较小遥调制膜随振动结

构以固定频率 f 上下振动袁气隙中的磁场则被调制袁
调制频率为 f [9]遥
1.1 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模型

基于 TMR 电阻电/磁转换方法的微机械系统结

构袁如图 4 所示遥

如图 4渊a冤所示袁在硅基底上生长 18 滋m 厚的高

导磁材料薄膜作为磁聚集器袁两薄膜中气隙宽 30滋m遥
高导磁材料的磁力线聚集效果使得气隙中磁感应强

度倍增遥
图 4渊b冤中的磁敏感单元为 4 个 TMR 电阻袁并

构成惠斯通电桥遥 其中袁气隙中两个 TMR 电阻用于

敏感外磁场袁另外两个 TMR 电阻置于高导磁材料薄

膜下袁不敏感外磁场袁起补偿的作用遥
采用图 4 所示的 C 型结构相比常用的长条形结

构袁磁力线可以经 C 型臂更好地聚集而非发散袁更高

地聚集放大倍数遥 被测电流通过线圈在气隙处产生

磁场袁经磁聚集器后磁场进一步放大袁垂动调制膜以

固定频率 f 上下振动将气隙处低频磁场调制到高频

处袁最终利用 MTJ 惠斯通电桥对高频磁场进行测量袁
从而实现海洋电场的低噪声检测遥
1.2 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测量原理

磁场测量采用图 5 所示惠斯通电桥袁电/磁转换

微机械结构主要通过 TMR 电阻测量通电线圈产生

的磁场遥 该 TMR 电阻的工作原理可简化如图 6 所

示袁Ui 为线圈的输入电压袁Uo 为 TMR 电阻的输出电

压袁Ii 为线圈的电流遥 Uo 与 Ii 存在关系式院
Uo=m窑Ii 渊1冤

式中 m 为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转移电阻袁赘遥
图 6 所示原理图可看作输入电压为 Ui袁输出电

压为 Uo袁源内阻为 R袁输入电阻为线圈电阻 R i 的二

端口网络袁则有院
V o=m窑 Ui

R +R i
渊2冤

可知其放大倍数院
A = m

R +R i
渊3冤

电/磁转换的方法通过测量在待测电流产生的

外磁场影响下 TMR 电阻的变化袁测得外磁场的强度袁
利用待测电流与外磁场之间的关系袁实现电流测量遥

在没有外磁场影响的情况下袁R忆=R袁输出电压

Uo=0V遥 当施加外磁场时袁设 TMR 电阻的灵敏度为 K
渊单位为 赘/T冤袁此时 R忆=R+K窑B袁B 为磁感应强度袁输
出电压为

Uo=U窑 R +K窑B
R +R +K窑B -U窑 R

R +R +K窑B =
U窑 K窑B

R +R +K窑B 渊4冤

图 5 磁场测量桥式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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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可以得到输出电压与磁场之间的关系袁则
通过测量输出电压可以得到外磁场遥

设通电圆环导线中心产生磁场[10]为

B= 滋I2b 渊5冤
式中院滋要要要磁导率曰

b要要要圆环半径曰
I要要要通电导线的电流遥

联系式渊4冤和式渊5冤袁最终可以得到线圈电流与

磁场测量桥式电路输出电压的关系袁输出电压 V o
可以看成是输入信号经过一个放大电路后所得到的

信号遥
1.3 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噪声模型

通过上述分析袁可以得到如图 7 所示的噪声模

型袁et 为信号源内阻的热噪声曰eni 为电/磁转换微机

械结构的等效输入噪声电压遥

此时袁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总等效输入噪声为

eni= e 2N +渊Aen冤2
A 2姨 = 渊R+R i冤2

m2 e 2N +e 2n姨 渊6冤
其中袁输入电阻的热噪声 en= 4kTR i姨 [11]袁k 为波尔兹

曼常数曰eN 为惠斯通电桥的输出噪声遥
2 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模型的仿真分析

通过 Comsol 软件对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进行

仿真计算袁硅基底的相对磁导率定义为 1袁高导磁材

料的相对磁导率定义为 500袁共绕制 300 匝线圈袁线圈

电流为 1mA袁 惠斯通电桥电源电压为 12 V遥 沿图 8
中中心线渊即图中虚线冤测量磁通密度模强度袁结果

如图 9 所示遥

由图看出袁在磁敏感单元中心两侧袁磁通密度模

强度基本对称袁这是由结构的对称性决定的遥在磁敏

感单元中心处磁通密度模强度最大袁约为 2.9伊10-3T遥
所采用磁敏感单元对气隙处磁场的灵敏度为

18mV/渊V窑mT冤遥该 TMR 电阻在 1Hz 处的噪声水平为

2 000 nV/ Hz姨 袁以垂动调制膜将频率调制到 1 kHz
处袁此时的噪声水平只有 10 nV/ Hz姨 遥 实测的调制

效率约为 30%袁因此转移电阻为

m= B伊30%伊U伊S
A =188 赘 渊7冤

其中袁磁敏感体测量的磁场 B=2.9 mT袁供电电压

U=12V袁磁敏感单元的灵敏度 S=18 mV/渊V窑mT冤遥
通过仿真分析得到线圈内阻为 R i抑12赘袁海洋

电场测量电极的电阻一般为欧姆量级 [12]袁则可认为

一对测量电极的内阻为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电

源电阻袁约为 10赘袁所以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总的

等效输入噪声院
eni= 渊R +R i冤 2

m2 e 2N + e 2n姨 抑1.16 nV/ Hz姨 渊8冤
通过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对信号进行放大袁在

1 Hz 处噪声为 1.16 nV/ Hz姨 袁由此可见袁电/磁转换

方法在对信号进行放大的过程中能有效降低电路

噪声遥
3 实验验证

在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中袁高导磁材料的相对

磁导率约为 500袁通过 MEMS 工艺手段设计微型结

构袁在硅基底上生长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遥 通过

MEMS 工艺手段直接生长在模块单元上袁降低了绕

线的难度袁同时使线圈与磁性材料之间足够接近袁加
强聚集效果袁其结构如图 10 所示遥

为测得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等效输入噪声袁
对该结构的电压放大倍数 A 与输出噪声 eNo 进行测

量袁则等效输入噪声 eni=eNo/A遥 测量结果如下院

图 7 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噪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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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冤电压放大倍数 A
淤通过万用表直接测量输入电阻袁测得输入电

阻R i=13 赘袁与理论值基本一致曰于采用电流源作为

输入信号袁输入电流 Ii=3 滋A袁同时测量输出电压为

Uo=0.5mV袁转移电阻 m=Uo/Ii=167赘遥 参考式渊3冤得到

电压放大倍数 A=12.8遥
2冤输出噪声 eNo
对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噪声性能进行测量

并通过前文提到的噪声模型进行分析遥 为了尽量减

小外界磁场的影响袁在磁屏蔽室测量微机械结构的输

出噪声渊实验温度 26益袁相对湿度 45%RH冤遥 在输入

端短接的情况下袁测得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输出

噪声密度谱袁如图 11 所示遥

由图中可以看出袁在 1 kHz 处袁电/磁转换微机械

结构的输出噪声电压密度约为 18 nV/ Hz姨 遥密度谱

有些毛刺袁是因为测试环境的屏蔽性能有限袁不能完

全屏蔽地磁场以及环境磁场噪声袁环境磁场噪声会产

生一定的输出噪声遥
调制结构的谐振频率约为 1 kHz袁此时磁敏感单

元的噪声密度为 eNo=18 nV/ Hz姨 遥 因此可得到电/
磁转换微机械结构总的等效输入噪声为 eni=eNo/A抑
1.41 nV/ Hz姨 @1 Hz遥 而普通前置放大电路在 1 Hz
以下的噪声电压大于 5 nV/ Hz姨 袁可见电/磁转换微

机械结构能够有效抑制噪声遥
4 结束语

1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袁验证了电/磁转换方法的

可行性袁提供了一种微弱信号检测的新方法遥
2冤通过对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进行实验验证袁

在 1Hz 处噪声可以达到 1.41 nV/ Hz姨 袁电路噪声得

到了有效抑制遥
3冤通过对结构尺寸以及材料的选择袁选用更高

灵敏度的 TMR袁可以实现对该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

的优化设计袁为更低噪声测量提供了可靠的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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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线圈生长实物图

于 洋等院基于电/磁转换的海洋电场检测方法

图 11 电/磁转换微机械结构的输出噪声密度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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