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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电信网络的发展，网络的灵活性

以及重构性对于光子集成回路（PIC）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同时，目前应用广泛的波分复用系统也要求

信号的耦合器件以及分路器件拥有比较大的光学带

宽。考虑到芯片加工成本，设计的器件单元需要有

更小的尺寸和更易于大规模集成的特性。对于上述

的需求，有一类光学器件单元可以满足，它就是多

模干涉型光耦合器（MMI）。

MMI器件由于其出色的光学性能、简单的制造

工艺以及紧凑的器件结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

其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含对于MMI本身结构

的设计，例如：基本的N×M耦合器[1,2]、3dB耦合

器[3,4]以及应用广泛的1×N光功率分配器[5-7]，也包含

对于MMI相关应用的研究，例如：应用MMI结构设

计的马赫-曾德尔调制器、光开关、半导体环形激光

器等。MMI的广泛应用同样对MMI器件提出了更高

的技术要求，而近年来的研究多是针对实现MMI的
低损耗及紧凑结构的设计，对于MMI带宽的研究则

止步于附加损耗1dB对应的100nm光学带宽。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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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光学带宽无法满足所有的系统需求，限制了

MMI的广泛应用。

本文从分析MMI的基本工作原理出发，分析制

约MMI带宽的因素，通过合理的设计及优化以达到

提高MMI器件带宽的目标。

1 宽带MMI结构设计

1.1 MMI带宽的制约因素分析

MMI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多模干涉的自映像效应[8]，

即输入的光场会在多模的区域中激励起一系列的模式，

并在传播方向上的特定位置处形成输入的像点。其

数学表达式为：

                                （1）

上式表示在传播方向上（如图1所示z轴方向）

距离为L处的光场，是由多模区域中激励的传输模

式（模式的阶数为v）叠加形成的。其中， v(x)表示

在多模区域中每一个模式的模场形式，cv表示每一

个模式的激励系数，在MMI结构确定的情况下，模

式与模式的激励系数为固定值。Δ v= 0－ v表示每

个模式的在z轴方向上的传播常数与基模的传播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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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高MMI带宽的方式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提高MMI的带宽主要分两

类方式：其一为减小MMI结构对于不同波长的敏感

程度，即在波长变化的情况下，成像的位置变化量

减小；其二为减小Δ v的误差量，使MMI结构可以

在更广泛的波长范围内满足高质量成像的关系。下

面我们将分别介绍三种提高MMI带宽的设计方式。

（1）降低多模区域的宽度。降低多模区域的宽

度可以有效地降低MMI结构对于波长的敏感程度，

以及MMI结构中的传输常数误差。由式(2)可知，

当多模区域的宽度降低将会导致L 的降低，进而使

得当波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最佳成像位置的变化

量下降，即在不同波长时，相同的结构也可以近似

满足成像的需要。同时，多模区域的宽度降低可以

使多模区域中激励的模式数目下降，进而使传输常

数差Δ v的计算误差减少，使MMI的带宽提高。

（2）提高多模区域接入波导宽度。图2(a)所
示为接入多模区域波导采用梯形过渡区域的结构示

意图，采用这样的结构会使多模区域激励的模式数

降低，从而减小传输相位误差。同时，采用这样的

结构也可以使输出端的耦合区域变大，从而保证了

在一定范围内成像位置都可以很高效地从多模区域

末端输出，很好地弥补了在设计当中存在的误差，

提高了MMI结构的性能。

 

图2 (a)提高接入波导宽度MMI结构(b)浅刻蚀工艺MMI结构

(3)多模区域采用浅刻蚀的工艺。图2(b)所示

为在多模区域采用浅刻蚀工艺加工得到的MMI结构

示意图。由式(4)对传播相位误差的分析可知，当

多模区域的芯/包折射率差减小的情况下，相位误

差量会减小。而在MMI器件的材料固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减小刻蚀的深度使多模区域两侧的平

板层等效折射率提高，从而降低与多模干涉区有效

之差，L表示在z方向的传播距离。因此，由式（1）
可知，在传播方向上任意位置处的光场形式将主要

由两方面因素决定：其一为成像位置在传播方向上

的距离L，其二为模式的传播常数差Δ v。

图1 波导结构与折射率分布图

MMI耦合器的长度L取值为固定值，正比于基

模与一阶模的拍长L 。L 的数学表达式为：

                                 （2）

从式(2)式可知，L 的取值是与波长相关的，

换句话说，当工作波长发生变化时，MMI的成像位

置将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同一个MMI结构来说，对

于不同的工作波长，其固定的输出位置不可能同时

保证成像的质量。这就是制约MMI带宽的第一个因

素：即由于L 是随波长发生变化的，导致成像位置

随波长的变化而改变。

对于传输常数差Δ v，如式（1）所描述的，其

取值大小影响着成像位置的相位关系。Δ v的数学

表达式为：

                                （3）

由式（3）式的关系可以得到近似的Δ v，即其

计算过程是存在误差的，由于误差的分析过程比较

复杂，这里给出最终包含全部影响因素的相位误差

Δ v数学表达式为[9]：

                                   （4）

由式（4）可知，相位的误差与模式的阶数是相

关的。当模式的阶数很低时，误差将可以忽略，但

是当MMI需要有出色的性能以及带宽时，其误差对

MMI结构带来一些设计上存在的误差损耗。这就是

制约MMI带宽的第二个因素：即由于MMI结构中传

输常数差Δ v的计算过程存在近似，导致MMI结构

设计方面将会带来一定的误差和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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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的差值，这样可减小相位的误差量从而提高

MMI的成像质量。

2 宽带MMI结构的仿真验证

本节将采用光束传播法(BPM)对上述三种提高

MMI带宽的改进结构进行仿真验证。传输波导的芯

层厚度为H=220nm，刻蚀后的剩余硅平板层厚度为

h=60nm，单模波导的宽度为W=500nm。芯层的折射率

为nSi=3.477，包层二氧化硅的折射率为nSiO2=1.444。
 

图3(a)初始MMI结构及参数(b)减小多模区域宽度的MMI结构

(c)增加接入波导宽度的MMI结构(d)采用浅刻蚀

工艺的MMI结构

图3所示为常规MMI结构以及采用三种方法改

进后的MMI结构示意图(图中所标尺寸单位为μm)。

其中(b)所示为减少多模区域宽度的MMI结构，它将

MMI的宽度由4.8μm降低为3.6μm；(c)为增加接入

波导宽度的MMI结构，它将接入波导的宽度由普通

的单模波导宽度500nm提高为1.1μm；(d)为采用浅

刻蚀工艺的MMI优化结构，它采用了浅刻蚀的工艺

使硅平板层厚度由60nm提高为150nm。

图4(a)三种MMI结构与传统结构对比(b)三种结构同时应用与传统结构对比

图4所示为仿真的几种MMI结构的附加损耗对

比图。图4(a)对比了不同MMI结构在工作波长范围

为1200～1900nm时的附加损耗情况。如图所示，采

用三种提高MMI带宽的结构之后，带宽比常规MMI
结构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在中心波长(1550nm)的
附加损耗也有所下降。具体来说，常规结构的1dB
附加损耗带宽约为60nm，而改进型MMI结构的1dB
带宽提高到了140～210nm，其对于MMI带宽的提高

幅度非常明显。不仅如此，当结合应用这三种提高

MMI带宽的结构之后，MMI的带宽可以进一步提高，

如图4(b)所示。MMI的1dB带宽提高到了300nm，

并且中心波长的附加损耗仅为0.036dB。

3 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MMI的工作原理，得到制约MMI
带宽的两个主要因素，并基于这两个因素提出了三

种提高MMI带宽的结构设计方法。仿真结果表明采

用这三种改进结构后，MMI工作波长范围能从60nm
提高到140nm至210nm；当同时采用这三种结构后

可进一步将MMI带宽提高到300nm，而中心波长的

附加损耗仅为0.03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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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类似。其他的硬件如定时器、计数器、A/D转换的

使用都与A口类似，使用时都要对相关端口初始化，

然后赋值进行操作，可以给同学们讲解一个实例，然后

讲解一下各个硬件模块的原理，编程及使用部分学生

可以通过自学掌握。到此学生已经进入了入门状态，

对单片机的学习更有兴趣，很想一试身手。

2 凌阳单片机的使用效果

使用了凌阳单片机，采用了以上教学方法，在

应用时尽量减少理论内容的讲解，既要领进门，又

让学生有自己自由发挥的空间。学生可以一边编程

练习，一边在试验箱上观察实验结果，加深印象。

学生普遍反应，原来单片机是这么回事，并不是传

说中的那么难。学生入门快，学习兴趣也很高。

2007年山东省机器人大赛，工程训练中心指导的

23个学生全部为二年级学生，没有单片机的知识，没

有学习过汇编语言，而且大赛准备时间有限。在准备

过程中我们用了4个课时的时间集中讲授凌阳单片机

的基础知识，入门之后同学们三人一组，利用试验箱

边自学边实验，老师帮助学生解答一些疑难问题。在

大约一周时间内掌握了自己的方案中可能用到的硬件

设备的变成使用方法。从第二周开始制定方案，硬件

部分。第三周进入调试过程。得益于选用了合适的单

片机，并找到了合适的教学方法，在这次大赛中，中

心指导的这7组使用凌阳单片机的队伍全部获奖。

由于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在使用方法上具有相似

性，在学习了凌阳单片机之后，对学习其他单片机

如MCS-51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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