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频带太赫兹波谱技术及其应用
 

/
 

范文慧编著.
 

—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10
  战略前沿新技术:

 

太赫兹出版工程
 

/
 

曹俊诚总主编

  ISBN
 

978 7 5628 6094 5

  Ⅰ.
 

①宽… Ⅱ.
 

①范… Ⅲ.
 

①电磁辐射 研究 Ⅳ.
 

①O4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6208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典型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特征波谱测试关键技术、振动和转动
特征跃迁量化计算主要方法以及典型应用为主线展开,全书共九章。具体内容
包括太赫兹波谱技术,太赫兹波谱分析与量化计算,丙氨酸、苯丙氨酸和酪氨酸
的太赫兹特征波谱,胞嘧啶和胸腺嘧啶太赫兹波谱分析,固相果糖和葡萄糖的
太赫兹波谱研究,苯二酚、烟酸及其同分异构体的太赫兹波谱研究,苯甲酸、水
杨酸及其分子结构相似物质的太赫兹波谱研究,苯甲酸和苯甲酸钠以及互为同
分异构体的葡萄糖和果糖水溶液的液相太赫兹频段特征吸收谱,太赫兹特征波
谱技术应用前景与面临的挑战。

本书适用于从事太赫兹波谱测试与分析技术、量化计算模拟、物质辨识、材
料鉴别、化学化工、生物医学等领域研究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科研院所和
大中专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

项目统筹
 

/
 

马夫娇 韩 婷

责任编辑
 

/
 

马夫娇 陈婉毓

装帧设计
 

/
 

陈 楠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话:

 

021 64250306
网址:

 

www.ecustpress.cn
邮箱:

 

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6.25
字  数

 

/
 

245千字

版  次
 

/
 

202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20年10月第1次

定  价
 

/
 

2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战略前沿新技术———太赫兹出版工程

丛书编委会

顾 问 雷啸霖 中国科学院院士

庄松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院士

总主编 曹俊诚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国宏 王与烨 邓贤进 石艺尉 史生才 冯志红 成彬彬

朱亦鸣 任 远 庄松林 江 舸 孙建东 李 婧 汪 力

张 文 张 健 陈 麟 范 飞 范文慧 林长星 金钻明

钟 凯 施 卫 姚建铨 秦 华 徐新龙 徐德刚 曹俊诚

常胜江 常 超 雷啸霖 谭智勇 缪 巍





001    总序一

总

序

一

太赫兹是频率在红外光与毫米波之间、尚有待全面深入研究与开发的电磁

波段。沿用红外光和毫米波领域已有的技术,太赫兹频段电磁波的研究已获得

较快发展。不过,现有的技术大多处于红外光或毫米波区域的末端,实现的过程

相当困难。随着半导体、激光和能带工程的发展,人们开始寻找研究太赫兹频段

电磁波的独特技术,掀起了太赫兹研究的热潮。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已将太赫兹技术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资助了一系列重大研究计划。尽管如此,在

太赫兹频段,仍然有许多瓶颈需要突破。

作为信息传输中的一种可用载波,太赫兹是未来超宽带无线通信应用的首

选频段,其频带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掌握太赫兹的关键核心技术,有利于

我国抢占该频段的频带资源,形成自主可控的系统,并在未来6G和空 天 地 海

一体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太赫兹成像的分辨率比毫米波更高,利用其

良好的穿透性有望在安检成像和生物医学诊断等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总之,太

赫兹频段的有效利用,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信息技术、国防安全和人类健康等领域

的发展。

目前,国内外对太赫兹频段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效辐射的产生、高灵敏

度探测方法、功能性材料和器件等方面,应用研究则集中于安检成像、无线通信、

生物效应、生物医学成像及光谱数据库建立等。总体说来,太赫兹技术是我国与

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相对较小的一个领域,某些方面我国还处于领先地位。因此,

进一步发展太赫兹技术,掌握领先的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太赫兹产业发展还处于创新萌芽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诸多技术正

处于在蓄势待发状态,需要国家和资本市场增加投入以加快其产业化进程,并在

一些新兴战略性行业形成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得到重要的系统应用。

“战略前沿新技术———太赫兹出版工程”是我国太赫兹领域第一套较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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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丛书。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在理论研究层面,丛书包含太赫兹

场与物质相互作用、自旋电子学、表面等离激元现象等基础研究以及太赫兹固态

电子器件与电路、光导天线、二维电子气器件、微结构功能器件等核心器件研制;

技术应用方面则包括太赫兹雷达技术、超导接收技术、成谱技术、光电测试技术、

光纤技术、通信和成像以及天文探测等。丛书较全面地概括了我国在太赫兹领

域的发展状况和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系统介绍,可以清晰地透视

太赫兹领域研究与应用的全貌,把握太赫兹技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展望太赫兹领

域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我国太赫兹领域的研究提供专业的发

展视角与技术参考,提升我国在太赫兹领域的研究水平,进而推动太赫兹技术的

发展与产业化。

我国在太赫兹领域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发展中阶段。该领域的技术特性决

定了其存在诸多的研究难点和发展瓶颈,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困难,但只要我们以专业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面对这些难点、突破这些瓶

颈,就一定能将太赫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向新的高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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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频段介于毫米波与红外光之间,频率覆盖0.1~10THz,对应波长

3mm~30μm。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太赫兹辐射源和探测手段,该频段被

称为电磁波谱中的“太赫兹空隙”。早期人们对太赫兹辐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

文学和材料科学等。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半导体技术和能带工程的发

展,人们对太赫兹频段的研究逐步深入。2004年,美国将太赫兹技术评为“改变

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2005年,日本更是将太赫兹技术列为“国家支柱十

大重点战略方向”之首。由此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太赫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热

潮,展现出一片未来发展可期的宏伟图画。中国也较早地制定了太赫兹科学与

技术的发展规划,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中国成功主办了国际红外毫米

波 太赫兹会议(IRMMW THz)、超快现象与太赫兹波国际研讨会(ISUPTW)

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会议。

太赫兹频段的研究融合了微波技术和光学技术,在公共安全、人类健康和信

息技术等诸多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从时域光谱技术应用于航天飞机泡沫检

测到太赫兹通信应用于多路高清实时视频的传输,太赫兹频段在众多非常成熟

的技术应用面前不甘示弱。不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应用领域要求的不

断提高,研究者发现,太赫兹频段还存在很多难点和瓶颈等待着后来者逐步去突

破,尤其是在高效太赫兹辐射源和高灵敏度常温太赫兹探测手段等方面。

当前太赫兹频段的产业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诸多产业技术还需要不断革

新和完善,尤其是在系统应用的核心器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形成自主

可控的关键技术。

这套丛书涉及的内容丰富、全面,覆盖的技术领域广泛,主要内容包括太赫

兹半导体物理、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太赫兹核心器件的研制、太赫兹雷达技术、

超导接收技术、成谱技术以及光电测试技术等。丛书从理论计算、器件研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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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发到实际应用等多方面、全方位地介绍了我国太赫兹领域的研究状况和最

新成果,清晰地展现了太赫兹技术和系统应用的全景,并预测了太赫兹技术未来

的发展趋势。总之,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我国太赫兹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和工程

技术人员等从专业的技术视角提供知识参考,并推动我国太赫兹领域的蓬勃

发展。

太赫兹领域的发展还有很多难点和瓶颈有待突破和解决,希望该领域的研

究者们能继续发扬一鼓作气、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太赫兹领域展现我国家科研工

作者的良好风采,通过解决这些难点和瓶颈,实现我国太赫兹技术的跨越式

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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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领域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初为人们所知到现在部分技术服

务于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逐渐显现出其前沿性和战略性。作为电磁波谱中最

后有待深入研究和发展的电磁波段,太赫兹技术给予了人们极大的愿景和期望。

作为信息技术中的一种可用载波,太赫兹频段是未来超宽带无线通信应用的首

选频段,是世界各国都在抢占的频带资源。未来6G、空 天 地 海一体化应用、

公共安全等重要领域,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朝着太赫兹频段方向发展。该频段电

磁波的有效利用,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信息技术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发展。

与国际上太赫兹技术发展相比,我国在太赫兹领域的研究起步略晚。自

2005年香山科学会议探讨太赫兹技术发展之后,我国的太赫兹科学与技术研究

如火如荼,获得了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前我国的太赫兹基础研

究主要集中在太赫兹物理、高性能辐射源、高灵敏探测手段及性能优异的功能器

件等领域,应用研究则主要包括太赫兹安检成像、物质的太赫兹“指纹谱”分析、

无线通信、生物医学诊断及天文学应用等。近几年,我国在太赫兹辐射与物质相

互作用研究、大功率太赫兹激光源、高灵敏探测器、超宽带太赫兹无线通信技术、

安检成像应用以及近场光学显微成像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技术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套太赫兹战略前沿新技术丛书及时响应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中长期规

划,从基础理论、关键器件设计与制备、器件模块开发、系统集成与应用等方面,

全方位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在太赫兹源、探测器、功能器件、通信技术、成像技术等

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给出了上述领域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技术发展趋势,

将为解决太赫兹领域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技术提供参考依据,并将对太赫兹技术

的产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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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很荣幸应邀主编这套我国太赫兹领域分量极大的战略前沿新技术丛

书。丛书的出版离不开各位作者和出版社的辛勤劳动与付出,他们用实际行动

表达了对太赫兹领域的热爱和对太赫兹产业蓬勃发展的追求。特别要说的是,

三位丛书顾问在丛书架构、设计、编撰和出版等环节中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大力

支持。

这套该丛书的作者团队长期在太赫兹领域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他们身体力

行、不断探索,将太赫兹领域的概念、理论和技术广泛传播于国内外主流期刊和

媒体上;他们对在太赫兹领域遇到的难题和瓶颈大胆假设,提出可行的方案,并

逐步实践和突破;他们以太赫兹技术应用为主线,在太赫兹领域默默耕耘、奋力

摸索前行,提出了各种颇具新意的发展建议,有效促进了我国太赫兹领域的健康

发展。感谢我们的丛书编委,一支非常有责任心且专业的太赫兹研究队伍。

丛书共分14册,包括太赫兹场与物质相互作用、自旋电子学、表面等离激元

现象等基础研究,太赫兹固态电子器件与电路、光导天线、二维电子气器件、微结

构功能器件等核心器件研制,以及太赫兹雷达技术、超导接收技术、成谱技术、光

电测试技术、光纤技术及其在通信和成像领域的应用研究等。丛书从理论、器

件、技术以及应用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和概括了太赫兹领域主流技术的发展状

况和最新科研成果。通过这套丛书的编撰,我们希望能为太赫兹领域的科研人

员提供一套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体系,促进太赫兹理论与实践的长足发展,为太

赫兹领域的理论研究、技术突破及教学培训等提供参考资料,为进一步解决该领

域的理论难点和技术瓶颈提供帮助。

中国太赫兹领域的研究仍然需要后来者加倍努力,围绕国家科技强国的战

略,从“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两个方面推动太赫兹领域的创新发展。这套丛

书的出版必我国太赫兹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020年8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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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Terahertz,
 

THz,
 

1THz=1012Hz)频段主要指频率从100GHz到

10THz、相应波长从3mm到30μm、介于毫米波与红外光之间的电磁波频段,

这是电磁波谱中最后一个有待人类进行深入研究的频率窗口,包含了大约50%

的宇宙空间光子能量。太赫兹频段既是宏观经典理论向微观量子理论的过渡

区,也是电子学向光子学的过渡区域,具有很多独特的性质,例如光子能量低、对

非极性物质穿透能力强等。在太赫兹频段内,不仅很多相对可见光和红外光不

透明的材料是近似透明的,而且大多数生物战剂、毒品和爆炸物具有明显的特征

吸收峰。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特征波谱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和化学信息,尤

其是凝聚态物质的声子频率、大分子振动和转动跃迁的特征频谱均处于太赫兹

频段,半导体材料中的载流子对太赫兹辐射的响应也非常灵敏。目前,太赫兹频

段的研究不仅已形成与其他电磁波谱频段的有力互补,而且已成为探索物质结

构、揭示物理化学过程的新手段。

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特征跃迁谱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物理和化学信息,

研究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特征频谱对于探索物质结构和鉴别物质化学成分

具有重要意义。近年出现的太赫兹波谱测试技术是基于超短脉冲激光和太赫兹

波特性开发的一种非常有效而且能够在室温稳定工作的新型非接触性无电离损

伤探测技术,可以有效探测物质材料的物理特征信息(折射率、介电常数)和化学

特征信息(物质分子结构内部原子的集体振动或转动以及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

引发的特征跃迁吸收谱)并进行辨识,已发展成为当今太赫兹研究领域最前沿、

最炙手可热的关键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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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典型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特征波谱测试关键技术、振动和转动特

征跃迁量化计算主要方法以及典型应用为主线,结合作者十余年的相关研究成果

和实践经验,并借鉴和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的一些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完成。本书适用于从事太赫兹波谱测试与分析技术、量化计

算模拟、物质辨识、材料鉴别、化学化工、生物医学等领域研究工作的工程技术人

员,以及科研院所和大中专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作者力求通过自身

努力对那些需要了解和认识太赫兹波谱技术及其应用的人们有所帮助,衷心希望

本书不仅能够成为一本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系统介绍太赫兹波谱技术和理论分析

方法的专业参考书,而且希望通过本书的“抛砖引玉”,推动我国在太赫兹频段相

关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技术开发及应用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快速的发展。

本书共九章。第1章主要介绍了太赫兹频段特征波谱的形成机理及目前一

些典型的太赫兹波谱技术。第2章阐述了利用太赫兹波时域波谱技术获取物质

材料物理特征信息(折射率、介电常数)的计算方法,着重介绍了电子结构理论、

基组与基组函数、平面波与赝势等理论计算方法以及目前常用的典型量化计算

软件。第3章重点阐述了构成生物功能大分子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氨基

酸(L 丙氨酸、苯丙氨酸和酪氨酸)的太赫兹波谱实验测试研究及太赫兹频段振

动模式的理论计算。第4章主要阐述了构成遗传物质DNA的碱基分子嘧啶类

物质———胞嘧啶和胸腺嘧啶的太赫兹波谱研究进展。第5章主要以葡萄糖和果

糖以及无水葡萄糖和一水葡萄糖为代表阐述了糖类的太赫兹特征波谱实验与理

论研究。第6章主要讨论了邻苯二酚、间苯二酚和对苯二酚以及2 吡啶甲酸、

3 吡啶甲酸和4 吡啶甲酸两组典型同分异构体的实测太赫兹特征波谱及其振

动模式的理论计算,并对比研究分析了邻苯二酚在太赫兹频段和中红外频段的

特征吸收谱。第7章主要阐述了分子结构相似的苯甲酸和苯甲酸钠以及水杨酸

和水杨酸钠的太赫兹波谱研究,结合理论计算模拟,对比分析了水杨酸与烟酸、

异烟酸及2 吡啶甲酸的太赫兹特征波谱。第8章简要介绍了目前液相物质的

太赫兹频段特征波谱研究现状,结合量化计算模拟,重点讨论了分子结构相似的

苯甲酸和苯甲酸钠以及互为同分异构体的葡萄糖和果糖水溶液的液相太赫兹频

段特征吸收谱,并对比分析了葡萄糖和果糖水溶液在太赫兹频段与红外频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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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吸收谱。第9章太赫兹特征波谱技术应用前景与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作者

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宽频带太赫兹波谱技术及其未来应用发展方向的展望与期盼。

作者十多年前开始从事宽频带太赫兹波谱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先后参与了英国、欧洲共同体等支持的太赫兹领域科研项目及中国第一个太赫

兹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个太赫兹领域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主持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引进国外杰

出人才)项目“太赫兹光谱成像技术与应用研究”、第一个太赫兹领域的中国科学

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太赫兹成像关键技术研究”子课题“太赫兹波谱

成像关键技术研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亚波长金属结构高效太赫兹光电

导发射天线研究”等。

作者感谢所有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和现在正在一起工作的合作者们,本书大

量引用了他们卓有成效且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包括在我课题组学习(过)的

学生郑转平、闫慧、丁玲、宋超、刘佳、陈徐、薛冰、陈龙超、梁玉庆、杨坚、徐利民、

李慧、谢军、陈泽优、王开等;国内的合作者赵卫、程光华、杨文正、朱少岚、汤洁

等。特别感谢我在国外工作期间的合作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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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磁波谱分析与太赫兹频段

当具有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入射物质时,由于组成物质的单元结构与电磁波

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电磁波的吸收或散射现象,使通过物质的电磁波强度和能量

产生变化。电磁波谱分析就是研究不同频率电磁波与组成物质的单元结构相互

作用所产生的电磁波谱的变化。早在19世纪50年代,人类就开始应用目视比

色法进行可见光谱分析。随着科学仪器的发展进步,人类在19世纪末开始进行

红外光谱和紫外光谱测定。跨入20世纪,得益于量子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

电子和光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电磁波谱学与

电磁波谱分析方法获得了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人类认识物质微观结构及其作

用的重要手段之一。

电磁波谱包括的范围很广,具有不同能量以及处于不同频段的电磁波与组

成物质的单元结构相互作用均可以引起相应的物质单元结构运动而展现出不同

的电磁波谱,如表1 1所示。

表1 1

电磁辐射与电

磁波谱 [1]

电 磁 辐 射 波 长 分 子 运 动 波 谱 类 型

X射线 0.1~10nm 内层电子跃迁 X射线谱

真空紫外 10~200nm 外层电子跃迁 电子波谱

紫外 200~400nm 外层电子跃迁 电子波谱

可见 400~800nm 外层电子跃迁 电子波谱

红外 0.8~1000μm 振动与转动跃迁 红外波谱

太赫兹波 30~3000μm 振动与转动跃迁 太赫兹波谱

微波 0.1~100cm 转动跃迁、自旋跃迁 微波谱、顺磁共振谱

无线电波 1~1000m 核自旋跃迁 核磁共振谱

  其中,红外光谱的典型频率范围是中红外频段(一般指2.5~25μm),拉曼光

谱的主要覆盖范围也在这一频段。红外吸收光谱(InfraredAbsorption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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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曼散射光谱(RamanScatteringSpectra)都以分子振动和转动跃迁为主要研

究对象,称为分子振转光谱,通常也可称为分子振动光谱。

简单地讲,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散射光谱的主要区别在于:分子偶极矩的

变化形成红外吸收光谱,即只有分子偶极矩发生变化的分子振动过程才能产生

红外吸收光谱,因而可称为红外“活性”振动;而分子极化率的变化形成拉曼散射

光谱,即只有分子极化率发生变化的分子振动过程才能产生拉曼散射光谱,所以

也称为拉曼“活性”振动。不难看出,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散射光谱应用于有机

物质结构分析时,展现的是分子振动过程中不同特征物理量的变化,反映和体现

的信息是可以互补的,因而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散射光谱都是涉及物质有机官

能团辨识和微观分子结构鉴定研究的常用手段。相对而言,红外吸收光谱的应

用更为广泛,因为它是依据物质分子在其红外频段特征吸收谱带的位置、强度、

形状、个数,并参照特征吸收谱带与溶剂、聚集态温度、浓度等关系推测分子的具

体空间构型,求解相关化学键的作用力常数、键长和键角,推测分子中某种有机

官能团的存在与否,进而推测有机官能团的邻近基团,确定物质的微观结构。

目前,红外吸收光谱技术及其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红外特

征吸收频率也已基本明确。例如,二聚体羧酸O—H键伸缩振动的特征吸收频

率通常处于2500~3300cm-1内,呈现一条中心频率位于3000cm-1的较宽吸

收谱带;苯环、吡啶环及其他杂芳环骨架伸缩振动的特征吸收频率处于1450~

1600cm-1内,在中心频率位于1600cm-1、1580cm-1、1500cm-1、1450cm-1附

近呈现3~4条特征吸收谱带[2]。而处于中红外光谱高频一侧的近红外光谱

(0.75~2.5μm),其特征谱带主要来源于分子内化学键振动合频和倍频吸收的

结果。

太赫兹辐射是频率介于微波和红外光之间的电磁辐射,因而太赫兹辐射是

人眼不可见的。虽然太赫兹辐射在自然界处处存在,充满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空

间,然而高效的太赫兹波产生和高灵敏的太赫兹波探测等技术性难题是造成这

部分电磁波谱利用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因而介于微波与红外光之间相当宽频谱

范围的电磁辐射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类熟悉,被称为电磁波谱的“太赫兹空隙

(TerahertzGap,THzGap)”[3],如图1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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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电磁波谱与太

赫兹频段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短脉冲激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熟

的全固态飞秒激光)技术和低维半导体技术快速发展[4],实现了太赫兹频段发射

源和探测技术瓶颈的突破,太赫兹辐射的性质研究和技术应用才得以飞速发展。

由于太赫兹波是频率介于微波和红外光之间的电磁辐射,因而来自不同领

域的研究人员亦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太赫兹频段电磁波的产生、传输、探测和应

用等开展研究工作,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研究背景和研究基础的研究人员采用不

同的物理单位描述太赫兹波的现象。这些常见表述的对应关系是一个振荡频率

为1THz的电磁波,其振荡周期为1ps,相应的波长是300μm、光子能量是

4.14meV,对应的波数是33.3cm-1、绝对温度是47.6K。虽然采用频率单位命名

一个电磁频段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太赫兹”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通用性名称。与

微波、红外辐射和X射线辐射类似,“太赫兹辐射”是特指这个频段的最常用术语。

另一个常见术语是“T射线”,最初来源于成像技术,其中“T”代表太赫兹。

太赫兹频段是整个电磁波谱中最后一个有待人类进行深入研究的频率窗

口,包含了大约50%的宇宙空间光子能量。然而,太赫兹频段至今还没有一个

标准的定义,目前最常用的太赫兹频段主要指频率从100GHz到10THz、相应

波长从3mm到30μm、介于毫米波与红外光之间的电磁波频段,包括了邻近的

甚高频毫米波频段(MillimeterWave,MMW;波长为1~10mm,对应频率为

300~30GHz)、亚毫米波 频 段(SubmillimeterWave,SMMW;波 长 为0.1~

1mm,对应频率为3THz~300GHz)、远红外频段[Far infraredRadiation,

Far IR;波长为(25~40)~(200~350)μm,对应频率为(1.5~0.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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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THz][5]。

太赫兹频段既是宏观经典理论向微观量子理论的过渡区,也是电子学向光

子学的过渡区域,具有很多独特性质,例如光子能量低、对非极性物质穿透能力

强等。在太赫兹频段内,不仅很多相对于可见光和红外光不透明的材料是近似

透明的,而且大多数生物战剂、毒品和爆炸物具有明显的特征吸收峰。物质的太

赫兹波谱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和化学信息,例如凝聚态物质的声子频率、大分子振

动和转动跃迁特征谱均处于太赫兹频段,半导体材料中的载流子对太赫兹辐射

的响应也非常灵敏。目前,太赫兹频段的研究不仅已形成与其他频段的有力互

补,而且已成为探索物质微观结构、揭示物理化学过程的新手段。

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特征跃迁谱包含非常丰富的物理和化学信息,研

究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特征波谱对于探索物质结构和鉴别物质化学成分具

有重要意义。近年出现的太赫兹波谱测试技术是基于超短脉冲激光和太赫兹波

特性开发的一种非常有效而且能够在室温稳定工作的新型非接触性无电离损伤

探测技术,可以有效探测物质的物理特征信息(折射率、介电常数)和化学特征信

息(物质分子结构内部原子的集体振动或转动以及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引发的

特征跃迁吸收谱)并进行辨识,已发展成为当今太赫兹研究领域最前沿、最炙手

可热的关键技术之一。

1.2 分子振动与红外吸收谱和太赫兹特征谱

对于由N 个原子组成的分子,由于每个原子具有3个空间坐标,即总共具

有3N 个运动自由度。去除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的3个平动自由度和3个转

动自由度,总的分子振动自由度数目是3N-6个。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线性分

子作为一个整体只有2个转动自由度,因而其总的分子振动自由度为3N-5。

分子的3N-6个振动自由度对应着3N-6个能级变化,但并不是每一个分子

振动都可以产生红外吸收谱带。如上节所述,红外特征吸收峰源自分子偶极矩

的变化,即在分子振动过程中如果分子偶极矩发生变化,才会产生红外吸收跃

迁。由于具有对称性的分子进行中心全对称振动时,总的分子偶极矩变化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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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红外吸收光谱中就不会产生特征吸收谱带。通常实验测试获得的红外吸

收光谱谱带数远少于其振动自由度数目,即少于3N-6,其原因除了有些分子

吸收并非红外活性或者因为能量相等的吸收峰发生简并而造成特征吸收谱带重

合外,还可能因为测试仪器的测试范围、灵敏度或分辨率等,造成超出仪器测试

范围的特征吸收谱带无法检测、能量较弱的特征吸收谱带因仪器设备灵敏度不

够而无法被有效检测,或是因测试仪器的频率分辨率不足而造成中心频率非常

相近的特征吸收谱带无法有效区分等。

一般地,可以将分子的振动方式分为伸缩振动和弯曲振动两大类,如图1 2

所示。在分子的伸缩振动中,原子沿着化学键轴的方向规律运动,导致原子间的

距离增大或减小,即分子键长发生改变,因而根据化学键伸缩方向是否一致,可

分为对称伸缩振动和反对称伸缩振动;分子的弯曲振动是一种分子键角改变的

运动,具体可分为剪式振动、面内摇摆、面外摇摆和扭曲振动。一般情况下,分子

的伸缩振动因为涉及分子键长的改变,因此其振动频率较高,而且受周围环境的

影响较小,某一特定化学键或基团的伸缩振动在不同物质或不同邻近环境中往

往表现出固定的振动频率;而分子的弯曲振动由于分子键长没有变化而主要涉

(“+”表示运动方向垂直纸面向里,“-”表示运动方向垂直纸面向外)

图1 2

分子振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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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子键角的改变,因此其振动频率较低,因而对分子骨架振动和分子周围环境

变化非常敏感。

通常,分子内局部振动产生的特征吸收频率主要集中在中红外频段,因而中

红外特征吸收光谱主要体现和测量分子内与单个化学键相关的弯曲振动或伸缩

运动等振动模式(例如C—O键或CO键的伸缩振动),但部分非局域的分子

内振动模式、大分子的骨架振动(构型弯曲)、分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例如氢键、

范德瓦尔斯力作用、重叠作用等),以及晶体中的声子振动等均对应于太赫兹频

段,属于太赫兹特征谱的主要范畴,如图1 3所示。

图1 3

电磁波谱相应

的分子跃迁

太赫兹频段的分子振动吸收光谱含有丰富的物理和化学信息,在生物医学、

安全检测、射线天文、军事国防等领域展示出重大的科学价值和诱人的应用前

景。因此,太赫兹特征波谱技术的突破和研究应运而生。

1.3 太赫兹波与物质相互作用

实际上,自然界中存在着大量的太赫兹辐射源,绝大多数物体都在以热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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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向外辐射太赫兹频段的电磁波。尽管自然界中充斥着太赫兹辐射,但是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太赫兹频段在电磁频谱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得

在太赫兹频段既不完全适合运用光学理论处理,也不完全适合采用微波理论研

究,单纯依靠当时的电子学或光学的技术和器件都难以完全满足太赫兹频段的

需要,致使太赫兹频段的高效辐射源和高灵敏探测器长期匮乏,无法深入研究太

赫兹频段的电磁辐射特性以及相关技术和应用,从而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

受到太赫兹波产生和探测技术的限制,太赫兹波技术和应用研究一直没有成为

人们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报道也屈指可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太赫

兹频段两侧的微波和红外频段早已被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到通信、探测、光谱、

成像等众多领域,而太赫兹频段却一直属于电磁波谱中一段不为人类熟悉的“空

白”地带,被称为电磁波谱中的“太赫兹空隙”。

近三十年来,随着超短脉冲激光技术、人工材料生长技术、纳米微电子加工

技术、半导体激光器技术、高频电子电路技术及超快光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不

仅为太赫兹辐射的有效产生和探测提供了多种技术手段,而且给太赫兹波技术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促进了太赫兹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并在全

球掀起了大范围的太赫兹科学与技术应用的研究热潮。

欧洲联盟于2001年起先后组织成员国的十多个研究团队开展了“太赫兹生

物诊断技术及生物效应研究”等项目,资助总金额超过1000万欧元。2004年,

美国将太赫兹波技术列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资助了近300项与太赫兹波生物医学相关的研究。

2005年,日本将太赫兹波技术列为其科学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韩

国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立了太赫兹生物应用系统研究中心,重点提出基于

太赫兹波的生物医学应用研究以冲击诺贝尔奖;中国召开了以“太赫兹科学技术

的新发展”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多位院士与专家分析了国内外太赫兹波技术

的发展形势及其战略地位,为国内太赫兹波研究描绘了发展蓝图。近几年,国内

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相继成立了太赫兹技术研究中心。

由于太赫兹频段处于电磁波谱的特殊位置,因而太赫兹波同时具有微波和

红外光的一些电磁特性,并且还具有许多特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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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短脉冲激光产生的超短脉冲太赫兹波的脉冲宽度通常在皮秒或亚皮

秒量级,可用于进行时间分辨研究,也可应用于相干取样测量技术中,可以有效

削弱远红外背景噪声干扰[6,7]。

(2)太赫兹波覆盖的频谱范围很宽,包含丰富的频谱信息。大量有机大分

子的振动、平动及转动能级均处于太赫兹频段,通过解析物质材料的太赫兹频段

特征吸收谱,可用于进行物质材料的定性及定量鉴别[810]。

(3)太赫兹波的光子能量很低,1THz对应的光子能量约为4.14meV,仅为

X射线光子能量的万分之一,不足以造成生物或化学分子的化学键断裂,更不会

从原子中激发出离子,因而太赫兹波不具有电离破坏性,非常适合生物或化学分

子和生物组织的无损检测[11,12]。

(4)非金属材料和非极性材料对太赫兹波的吸收小、透过率高,因而可以利

用太赫兹波方便有效地探测非金属材料和非极性材料的内部信息,例如陶瓷、

布、硬纸板和塑料制品等[1315]。基于太赫兹波的这一特性,太赫兹波技术可以应

用于机场等公共地方的安全监测中[16],检测一些隐藏的违禁或危险物品,例如

毒品和危险爆炸物[1719]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太赫兹波不仅光子能量低、安全性高、对许多非金属材

料和非极性材料具有良好的穿透性,而且由于许多生物或化学分子的集体振动

模式处于太赫兹频段,因而生物或化学分子的转动跃迁、大振幅振动、固体的晶

格振动、半导体材料的带内跃迁及超导体的能带跃迁等基本物理过程均与这些

材料的太赫兹特征频谱有关,这使得研究物质材料的太赫兹特征频谱具有非常

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际应用前景。然而,发展和应用太赫兹波技术必须首先了

解太赫兹波与物质材料相互作用的具体特性。

1.3.1 物质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

根据在太赫兹频段光学特性的差异,凝聚体材料主要可分为三类:水、金属

和介质。水作为一种极性很强的液体,在太赫兹频段展现的吸收特性非常强,水

蒸气吸收就是造成地球大气中太赫兹波传输衰减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设计太赫

兹波技术应用的实际工作方案时,水(水蒸气)吸收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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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属材料具有的高电导率使其在太赫兹频段呈现很强的反射特性。归属于非

极性和非金属材料的介质类材料(例如塑料、纸、衣服、木材、瓷器等)在光学频段

是不透明的,但对于太赫兹波而言却是透过率很高的材料。表1 2是凝聚体材

料在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

表1 2

凝聚体材料在

太赫兹频段的

光学特性 [5]

材 料 类 型 光 学 特 性

液态水 高吸收率(α≈250cm-1@1THz)①

金 属 高反射率(R>99.5% @1THz)①

塑 料
低吸收率(α<0.5cm-1@1THz)①

低反射率(n≈1.5)

半导体
低吸收率(α<1cm-1@1THz)①

高反射率(n≈3~4)

  ① 括号里“@1THz”表示频率为1THz时。

  利用不同类型材料在太赫兹频段光学特性的差异可以实现很多重要的应

用,尤其是在太赫兹波成像等方面。由于通常使用的包装材料多属于介质类材

料,因而利用太赫兹波成像可以实现密封包装的无拆封无损检测;利用水在太赫

兹频段的高吸收特性,很容易通过太赫兹波成像区分水合物与干的物质或者含

水量不同的物质;金属目标则由于金属材料在太赫兹频段具有高反射性和完全

不透明性,也很容易通过太赫兹波成像实现分辨。因而,太赫兹波成像不仅可用

于甄别隐藏在常规包裹或包装材料中的武器、爆炸物和违禁药品,而且在医学诊

断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

由于太赫兹频段处于电磁频谱的特殊位置,因而通常可以采用经典的麦克

斯韦方程组(Maxwell'sEquations)描述太赫兹波的传播(例如反射、透射、吸收、

色散等)及其与宏观均匀介质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对于一些包括原子的里德堡跃

迁(RydbergTransition)[20,21]、半导体杂质态跃迁[22]、半导体纳米结构的带内跃

迁[23,24]、强关联电子系统的多体相互作用[25]、有机晶体和无机晶体声子跃迁[26]、

分子的旋转振动跃迁[27]、生物大分子的振动跃迁[28]等元激发而言,通常采用基

本量子理论体系的薛定谔方程(Schrödinger'sEquation)对其微观尺度基本特性

进行描述。通过分子能级和波动函数可以直接建立分子的哈密顿函数 H,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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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n+Te+Ven+Vee+Vnn (1 1)

式中,Tn和Te分别代表原子核、电子的动能;Ven、Vee、Vnn分别代表电子 原子核、

电子 电子、原子核 原子核之间的库仑相互作用能。

实际上,在式(1 1)中包含五部分能量的哈密顿函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

维微分方程,不采用任何近似进行精确求解是不可能的。著名的波恩 奥本海默

近似(Born OppenherimerApproximation)就是一种最常用的降低该类问题处

理难度的方法,其核心思想主要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质量(质量比约为

104数量级),因而与电子相比,原子核的移动速度非常缓慢,即与式(1 1)的其

他项相比,原子核的动能Tn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从而将电子的运动从原子核

的运动中解耦。具体求解思路详见第2章描述。

就固体 材 料 在 太 赫 兹 频 段 的 介 质 特 性 而 言,由 于 德 鲁 特 机 制(Drude

Mechanism)和德拜弛豫(DebyeRelaxtion)是在低于微波频段的频率范围内决定

固体材料特性的主要作用过程,因此通过利用射频(RadioFrequency,RF)微波设

备测量固体材料的介质常数可以检测这些物理过程。当频率升高到太赫兹频段

时,这些低频响应的作用逐渐削弱、消失。而随着频率进一步升高到中红外频段,

此时固体材料的光学特性主要由晶格振动过程决定,确切地说,是由中红外频段

的光频声子决定。通常,固体材料的最低光频声子谐振频率接近10THz,因而在

太赫兹频段,德鲁特机制、德拜弛豫和晶格振动是固体材料的主要吸收机制。其

中,德鲁特机制决定固体材料中自由载流子的传输特性;德拜弛豫涉及固体材料对

外部施加电场的延迟响应,瞬时响应的延迟可用随机热振荡进行解释,即这种随机

热振荡减缓了固体材料内部分子偶极矩的重新定向[5],从而造成响应延迟。

  1.3.1.1 典型聚合物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太赫兹频段介于微波频段和红外频段之间,因而固体材料在

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是由不同的物理机制决定的,而且自由载流子效应在太

赫兹频段相对较强,声子谐振又造成很多材料在太赫兹频段不透明,例如在可见

光频段常用的玻璃材料由于其内部缺陷在太赫兹频段引起的损耗非常高而变得

不透明。然而,一些在可见光频段不透明的材料在太赫兹频段却变得非常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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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密度聚乙烯(HighDensityPolyethylene,HDPE)、低密度聚乙烯(Low

DensityPolyethylene,LDPE)、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ylene,PTFE,即

Telfon或特氟龙)和聚4 甲基戊烯 1(Poly 4 methyl 1 pentene,TPX)等

聚合物材料在太赫兹频段是非常透明的,而且几乎不存在色散,其吸收系数小于

0.5cm-1(频率为1THz时),并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呈平方增长。

高密度聚乙烯是乙烯经过聚合反应制备获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常温下不

溶于一般溶剂,吸水性小,对于环境应力(化学与机械作用)很敏感,耐热老化性

差,具有各向同性、易于加工、化学稳定性高、电绝缘性能优良和耐低温(最低使

用温度可达-100~-70℃)等特点,并以其在太赫兹频段卓越的透过率而成为

太赫兹频段应用最为广泛的聚合物材料。但其在2.2THz附近显现明显的晶格

吸收特性,相对带宽为0.2THz,这对于接近2.2THz的应用存在一定影响,例如

太赫兹特征波谱探测分析等。高密度聚乙烯在太赫兹频段的折射率约为1.526,

略大于低密度聚乙烯在太赫兹频段的折射率(约为1.513)。

聚四氟乙烯在太赫兹低频段(≤3THz)是高度透明的,其吸收谱线略高于

高密度聚乙烯,虽然在大于3THz频段的吸收损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逐步增

大,但聚四氟乙烯材料具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和耐化学腐蚀性,属于当今世界上

耐腐蚀性能最佳的材料,除了熔融碱金属、三氟化氯、五氟化氯和液氟以外,可以

承受其他一切化学药品,在王水中煮沸也不起变化,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抗酸碱

和有机溶剂的场合,被誉为“塑料王”。此外,聚四氟乙烯对人没有毒性,具有良

好的密封性、高润滑不黏性、电绝缘性和抗老化能力,而且耐温度特性优异(可在

-180~250℃温度环境下长期工作,且允许骤冷骤热或冷热交替操作)。聚四氟

乙烯在太赫兹低频段的折射率约为1.432。

聚丙烯(Polypropylene,PP)通常为半透明无色固体,无臭无毒,且由于分子

结构规整而呈现高度结晶化,熔点高达167℃,具有耐热、耐腐蚀、可用蒸气消毒

等特点。聚丙烯也是一种太赫兹波传输材料,但应用不是很广泛。聚丙烯在太

赫兹低频段(≤3THz)的吸收频谱类似于聚四氟乙烯,而在大于3THz的频段

则显现出多种晶格吸收特性。聚丙烯在太赫兹低频段的平均折射率约为1.498。

聚4 甲基戊烯 1是基于聚4 甲基 1 戊烯的聚烯烃,外观为无色透明粒



宽频带太赫兹波谱技术及其应用 014   

状固体,密度为0.833kg/m3,是密度最小的热塑性树脂,耐热性优越,熔点为

240℃,具有卓越的电气绝缘性和耐化学品性,比其他聚合物的物理硬度更高。

聚4 甲基戊烯 1不仅在太赫兹频段是透明的,而且在可见光频段的透过率高

达90%,在紫外光频段的透过率优于玻璃及其他透明树脂。更为重要的是,聚

4 甲基戊烯 1在太赫兹频段的折射率为1.457,接近其在可见光频段的折射率,

因而在很多准光系统中显现出特殊优势。聚4 甲基戊烯 1在太赫兹频段的吸

收谱线略高于高密度聚乙烯,但低于聚四氟乙烯。

Picarin(亦称Tsurupica)是一种由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agakuKENkyusho/

InstituteofPhysicalandChemicalResearch,RIKEN)率先研发的塑料材料,其

不仅在太赫兹频段和可见光频段具有高透明度,而且在太赫兹频段和可见光频

段的折射率非常相近(约为1.52),可承受光学加工和抛光打磨,因而适于加工制

作透镜等光学元件。

表1 3是一些典型聚合物材料在0.5~3THz频率内的折射率平均值以及

它们在频率为1THz时的吸收系数。

表1 3

典型聚合物材

料在太赫兹频

段 的 光 学 参

数 [5]

聚合物名称 折射率n 吸收系数α@1THz/cm-1

LDPE[29,31] 1.51 0.2

HDPE[29,31,33,34] 1.53 0.3

PTFE[29,32,34] 1.43 0.6

PP[29,32,34] 1.50 0.6

TPX[29,30] 1.46 0.4

Picarin 1.52 0.4

  

  1.3.1.2 典型介质与半导体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

由于单元素组成的晶体硅不存在与外部施加电场耦合的偶极矩,因此晶体

硅与晶格振动有关的吸收特性主要由二阶(双声子)过程主导。其双声子吸收系

数在太赫兹低频段(≤3THz)约为0.1cm-1[35],所以晶体硅在太赫兹频段的透过

率很高,而且色散很小,导致晶体硅额外吸收的主要原因是其内部缺陷位置处的

自由载流子。在双声子吸收可以忽略的频段,针对高阻硅样品的实验测试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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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吸收系数与电导率成比例,而电导率随载流子浓度呈线性变化。

通常采用区熔法(FloatingZoneMethod,FZ法,即悬浮区熔法)可以获得载

流子浓度非常低(对于n型硅,其载流子浓度小于4×1011cm-3)、电阻率高(大

于10kΩ·cm)的高纯硅。图1 4是利用区熔法制备的高阻硅在0.5~4.5THz

频段的折射 率 和 吸 收 谱[36],可 以 看 出,其 在3.6THz处 的 吸 收 峰 与 内 插 图

(Inset)显示的双声子吸收数值模拟计算谱[35]一致。

图1 4

区熔高阻硅的

折射率与吸收

谱 (内 插 图 为

计算得到的红

外频段双声子

吸收谱 [35,36])

晶体锗具有与晶体硅相同的晶体结构,呈现对称电荷分布,也不存在一阶吸

收过程。然而,本征锗具有相对较小的能带带隙(0.66eV),其电阻率相对较低,仅

为46Ω·cm,但其室温本征载流子浓度可以达到2×1013cm-3,远高于晶体硅,造成

本征锗在0.2~2THz频段的太赫兹波吸收特性主要受德鲁特机制影响。而在2~

10THz频段,可以观测到本征锗的特征吸收谱存在中心频率分别位于3.5THz、

6.0THz和8.5THz的多声子谐振[37],因此德鲁特机制在该频段的影响可以忽略。

II V族化合物半导体砷化镓(GaAs)具有闪锌矿晶体结构,且属于直接带

隙半导体,其价带顶与导带底位于布里渊区同一点,受价带空穴与导带电子直接

复合过程的影响,其载流子寿命较短。此外,砷化镓半导体材料具有较高的击穿

电压、较快的载流子迁移率,非常符合太赫兹光电导天线对基底材料的要求。表

1 4是砷化镓半导体材料在温度为300K下的主要特性[38]。研究表明,虽然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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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子过程亦导致中心频率位于0.4THz和0.7THz等较弱吸收峰,但砷化镓半

导体材料在太赫兹频段(0.1~10THz)的吸收主要与中心频率分别位于8.1THz

的长波横向光学(TransverseOptics,TO)声子共振和8.72THz的长波纵向光

学(LongitudinalOptics,LO)声子共振有关,且其在太赫兹频段的吸收随频率的

升高而逐渐增加。

表1 4

砷化镓半导体

材料的主要特

性(300K)[38]

特  性 性 能 参 数

介电常数(静态) 12.9

电子有效质量 0.056me

能带间隙 1.43eV

本征电阻率 3.3×108Ω·cm

本征载流子浓度 2.1×106cm-3

导带有效态密度 4.7×1017cm-3

空穴最长寿命 3×10-6s

电子最长寿命 5×10-9s

特  性 性 能 参 数

击穿电场 4×105V/cm

电子饱和速度 1.27×107m/s

电子迁移率 ≤8500cm2·V-1·s-1

空穴迁移率 ≤400cm2·V-1·s-1

热电导率 0.55W·cm-1·℃-1

长波TO声子共振 8.1THz

长波LO声子共振 8.72THz

  常 用 的 砷 化 镓 半 导 体 材 料 主 要 有 三 种:低 温 生 长 砷 化 镓 (Low

Temperature GrownGaAs,LTG GaAs)、半 绝 缘 砷 化 镓(Semi-Insulating

GaAs,SI GaAs)和离子注入砷化镓,例如氮离子注入砷化镓(GaAs:N3-)。

低温生长砷化镓的外延生长温度一般在200~250℃,在这个生长温度下制

备的砷化镓材料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高水平的结晶度,这会导致砷化镓材料

具有更高的载流子迁移率;二是过量的As3+ 在晶体结构中表现为点缺陷,而这

些点缺陷作为复合中心,可以有效降低砷化镓材料的载流子寿命[39]。

半绝缘砷化镓可以通过液封切克劳斯基法生长制备[40],通常为了获得具有

高信噪比的太赫兹光电导天线,半绝缘砷化镓材料需要尽可能减小载流子寿命,

这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本征点缺陷(例如砷反位缺陷或者镓空位点缺陷)将额外

能级引入带隙而实现[41]。

离子注入砷化镓虽然可以获得与低温生长砷化镓类似的载流子寿命及较高

的载流子迁移率,但其本征电阻率很低[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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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典型的光学介质,例如蓝宝石晶体、石英晶体及熔融石英等,虽然

它们在太赫兹频段的吸收远高于晶体硅,但是它们在可见光频段的低传输损耗

特性对于很多实际应用而言仍然非常有益。由于蓝宝石和石英属于双折射晶

体,因而 它 们 对 于 寻 常 光(OrdinaryLight,o光)和 非 寻 常 光(Extraordinary

Light,e光)呈现的光学常数存在较大差异。熔融石英因为缺少长程有序性,减

少了其内部太赫兹场与多模晶格振动的耦合,因此与折射率较小的石英晶体相

比,熔融石英在太赫兹频段的吸收大大增强。总体而言,在太赫兹频段,熔融石

英、e 蓝宝石和o 蓝宝石晶体、o 石英和e 石英晶体等介质的吸收随频率升高

而逐渐增大,其中熔融石英、e 蓝宝石和o 蓝宝石晶体的太赫兹频段吸收系数远

高于o 石英和e 石英晶体,且随频率升高而迅速增大,而o 石英和e 石英晶体

的太赫兹频段吸收系数亦高于晶体硅,且随频率升高而有所增大。需要指出的是,

已经观测发现o 石英晶体的一个中心频率位于3.87THz的寻常光强吸收峰[37]。

  1.3.1.3 典型导体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

金属表面在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符合德鲁特机制。由于金属表面在太赫兹

频段的反射率接近1,因此利用金属表面制作反射型太赫兹波器件已被广泛使用,常

见的金、银、铜、铝等金属皆可作为反射型太赫兹波器件的表面涂层材料使用。当

然,不同金属材料的化学稳定性及其对于太赫兹频段电磁波的反射率存在一定差异。

表1 5是典型金属材料的电导率和1THz处的穿透深度,其中穿透深度

δ= 2/(ωμ0σ0) (1 2)

式中,ω 是角频率;μ0为磁导率;σ0为电导率。

表1 5

典型金属材料

的电导率和穿

透深度 [5]

金 银 铜 铝

电导率σ0/(106S·m-1) 45.2 63.0 59.6 37.8

穿透深度δ@1THz/nm 74.9 63.4 65.2 81.9

  不难看出,中心频率位于1THz的电磁波对于常见的金、银、铜、铝等金属材

料的穿透深度均小于100nm,且穿透深度随入射电磁波中心频率的升高而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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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因此,这些常见金属材料用于太赫兹频段电磁波反射器件时,几个微米厚

的金属涂层应该足以满足应用需求。

此外,当正入射的电磁波在空气和金属的交界面发生反射时,其折射率可表

示为

R(ω)=
εr(ω)-1
εr(ω)+1

2

(1 3)

式中,复介电常数εr(ω)可表示为

εr(ω)=εb+i
σ(ω)
ε0ω

(1 4)

式中,εb是弹射电子引起的介电常数变化;ε0为真空介电常数;σ(ω)是德鲁特电导率。

考虑到常见的金、银、铜、铝等金属材料的弛豫时间τ 大约在10-14s数量

级,所以在太赫兹频段,ωτ≪1,则德鲁特电导率可简化为

σ(ω)=
σ0

1-iωτ≈σ0 (1 5)

这样,式(1 4)可简化为

εr(ω)≈εb+i
σ0
ε0ω

(1 6)

而由于在太赫兹频段,
σ0
ε0ω

≫εb,因此复介电常数实部εb的影响可以忽略,

式(1 3)可简化为

R(ω)≈1-
8ε0ω
σ0

(1 7)

当然,如果考虑复介电常数实部εb,式(1 6)可近似为[5]

εr(ω)≈-
σ0τ
ε0

+i
σ0
ε0ω

(1 8)

由式(1 7)不难看出,金属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反射率随着入射电磁波中

心频率的升高而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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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太赫兹频段应用而言,透明导体是一类非常有趣的材

料,例如常见的铟锡氧化物(IndiumTinOxide,ITO),其可见光传输效率高达

95%,电导率可达106S·m-1。也就是说,对于中心频率为1THz的正入射电

磁波而言,ITO的反射率可以达到98%,穿透深度约为500nm。因此,如果在玻

璃基底上涂覆薄的ITO涂层,即可实现可见光高效透射而太赫兹波高效反射的

二色镜器件,这在太赫兹频段具有非常特殊的应用价值。

  1.3.1.4 人工电磁超材料在太赫兹频段的光学特性

人工电磁超材料(Metamaterial,MM)是一类具有自然界天然材料不具备的

奇异电磁特性的新颖人工材料,通过人工设计制作周期性排列的单元尺寸在亚波

长量级的微结构阵列(图1 5)获得所需的超常介电常数ε和磁导率μ,实现自然

界天然材料不具备的奇特电磁特性[43],例如负折射率[44,45]、完美吸收[46]等。

  (a) 同心开口谐振环与金属线结构组成的具有电响应和磁响应的超材料;(b) 光学波段超材料;(c) 双层

手性超材料;(d) 超导材料组成的磁性超材料

图1 5

典型的超材料

结构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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