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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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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在太赫兹技术的实现和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涉

及光学、电学、光电子学以及激光技术、真空和低温条件下的测试技术等,该技术

的应用还涉及信息技术、材料学、光谱学和生物医学等学科,是一项多学科交叉

的实验技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能带工程和激光技术的发展,太赫兹辐

射的产生方式、探测技术及相关应用研究获得蓬勃发展。当年认为的“太赫兹空

隙”已经逐步被“填充”,太赫兹技术也日趋成熟并逐渐获得应用。为此,对太赫

兹频段的光电测试技术进行梳理和总结势在必行。

本书从太赫兹辐射源、探测器及相关测试技术出发,结合作者在太赫兹频段

器件测试、系统应用以及平台建设方面的经验,介绍了太赫兹频段光电测试技术

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测试原理与方法、测试系统组成及其主要技术特

点。本书共5章,绪论介绍了太赫兹频段光电测试技术的概况与特点;第1章介

绍了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中涉及的辐射源、探测器和相关探测技术;第2章介绍

了太赫兹频段光电测试过程中涉及的真空与低温技术;第3章介绍了太赫兹频

段的光学元件、太赫兹激光与光电器件的测试技术;第4章介绍了适用于太赫兹

频段的光谱测量技术;第5章介绍了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在器件参数测量与标

定、太赫兹成像与信号传输方面的应用。希望通过对太赫兹频段光电测试技术

的归纳和总结,促进太赫兹技术在材料学、生物医学、公共安全和信息技术等领

域的应用与发展。

课题组成员在本书部分内容及相关科研项目完成过程中给予了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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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绪论

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是研究太赫兹物理、材料、器件、测量技术和应用系统

的重要手段。随着紧凑型太赫兹激光源、光电探测器件的出现以及光谱测量技

术的发展,特别是激光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结合,使得

光 机 电 算一体化光电测量技术在太赫兹频段获得广泛应用,为太赫兹领域的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基础。

一般太赫兹光电测试系统包括太赫兹光源或被测目标、光学系统、光信号探测

系统、信息处理与信号控制系统等几个部分,测试系统的构成如图0 1所示。其中,

太赫兹光源或被测目标根据具体的测量系统来确定;光学系统主要由各种光学元件

构成,用于规范太赫兹光的传播路径,同时将各种被测量量转换为光学参量;光信号

探测系统则采用不同的光电探测器来实现光信号向电信号的转换;信息处理与信号

控制系统包括两个部分,信息处理系统从光信号探测系统中获取被测量信息,信号

控制系统用于对太赫兹光源或测量目标、光学系统、太赫兹光信号探测系统的驱动

控制,两者有机结合,实现被测量信息的存储、处理和显示,以实现测量过程的闭循

环。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处理系统变得愈发重要,甚至在其他

系统性能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使测试准确度、系统适用范围等性能获得明显提

高。比如在数据采集、系统控制与数据处理的过程中,采用LabView语言编写的测

试系统在大幅提高数据获取效率的同时,还可以使测试结果读取的准确度、测量系

统的可扩展性和集成性方面得以大大提高。

图0 1

太赫兹光电测

试系统的构成

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一直是太赫兹计量测试技术领域中的主要方法,它具

有以下特点。

(1)精度高。太赫兹频段的光电测量精度是各种测量技术中精度较高的技

术。如采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测量的太赫兹量子级联激光器的频率稳定性测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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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以达到100Hz量级。

(2)非接触。太赫兹光照射到被测物体上可以认为是没有测量力干扰也没

有摩擦力存在的,避免了接触式测量中被测物体的损伤和测量条件的破坏。

(3)速度快。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以太赫兹光为主要测量载体,而光是各

种物质中传播速度最快的,这一点使得测量过程中获取和传递信息的速度达到

最快,在某些瞬态测量比如太赫兹时间分辨光谱测量中光电测量方法成为唯一

的测量手段。

(4)适应性强。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以太赫兹光为信息载体,抗电磁干扰、

电绝缘能力强,且无接触、无腐蚀,特别适合人员无法到达的现场测量。

(5)应用广。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在物理学、材料科学、信息技术、生物医

学、国防科技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上述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的特点,使其成为现有太赫兹测试技术中最为先

进的测试技术之一。

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的发展和与其相关的太赫兹辐射源、探测器以及功能

器件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天文学和材料学的发

展,当时还被称为“极远红外”频段的太赫兹材料谱分析技术和天文测量技术逐

步获得发展,到了90年代初,随着太赫兹时域光谱技术和随后的太赫兹激光技

术、光电探测技术以及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发展,太赫兹光电测试技术无论从测试

原理、测试方法、测量准确度和测试效率,还是适用的领域范围都取得了重要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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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太赫兹辐射是介于红外光与毫米波之间、波长范围非常宽的一段电磁波,它

处于红外光子学与微波电子学之间的交叠、过渡区域,频率范围覆盖0.1~

10THz(对应波长为3mm~30μm),该频段对应着大分子转、振动能级和自由

载流子吸收等微观物理过程的能量尺度[13],这一频段的辐射源和探测器均可沿

用成熟的红外光技术和微波技术来实现[47]。太赫兹辐射的产生和探测技术是

该频段电磁波获得应用的关键。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激光技术和能带工

程的发展,各国科学家纷纷投入到太赫兹领域的研究中,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频段

辐射源、探测器和相关技术的发展[8,9]。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一些较为

成熟的辐射源、探测器和相关探测技术逐渐出现并获得了应用[1012]。下面从太赫

兹频段的辐射度学、太赫兹辐射体、太赫兹探测器件和太赫兹探测技术等几个方面

分别介绍太赫兹频段的相关基本知识,为后续章节提供基本的概念和技术要点。

1.2 太赫兹频段的辐射度学

众所周知,辐射度学是研究辐射量及其测定的学科。因此,太赫兹频段的辐

射度学是研究太赫兹辐射量及其测定的一门学科。

1.2.1 基本物理量

太赫兹频段辐射度学的基本物理量与可见光、红外光以及其他电磁波频段

具有相同的概念和定义[13],在太赫兹频段,使用较多的基本物理量主要包括辐

射能(Ψ)、辐射能密度(ψ)、辐射通量/功率(Φ)、辐射强度(I)、辐射出射度(M)、

和辐射照度/功率密度(E)等,各基本物理量的含义及单位如表1 1所示。

(1)太赫兹辐射能(Ψ)

描述以太赫兹辐射形式发射、传输或接收的能量,即太赫兹辐射能量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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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

太赫兹辐射度

学基本物理量

序号 名  称 符号 含  义 国际单位(符号)

1 辐射能 Ψ
 以电磁辐射的形式发射、传输

或接收的能量
焦耳(J)

2 辐射能密度 ψ  辐射场单位体积元内的辐射能 焦耳每立方米(J/m3)

3 辐射通量/功率 Φ
 单位时间内发射、传输或接收

的辐射能/功率

焦耳每秒(J/s)
瓦(W)

4 辐射强度 I
 点辐射源向某方向单位立体角

发射的辐射通量/功率
瓦每球面度(W/sr)

5 辐射出射度 M
 扩展源单位面积向半球空间发

射的辐射通量
瓦每平方米(W/m2)

6
辐射 照 度/功 率

密度
E

 入射到单位接收面积上的辐射

通量/功率
瓦每平方米(W/m2)

时间内的积累,单位为焦耳(J)。如人体 向 其 周 围 发 射 的 太 赫 兹 频 段 的 辐

射能。

(2)太赫兹辐射能密度(ψ)

指单位体积元内的辐射能,即

ψ=
dΨ
dv

(1 1)

(3)太赫兹辐射通量/功率(Φ)

指以太赫兹辐射形式发射、传输或接收的辐射能/功率,用来描述太赫兹辐

射能的时间特性,即

Φ=
dΨ
dt

(1 2)

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太赫兹连续辐射体或者接收体,以单位时间内的太赫兹辐

射能,即太赫兹辐射通量表示。例如,许多太赫兹光源的发射特性、太赫兹探

测器的响应值不取决于辐射能的时间积累值,而取决于辐射通量或者功率的

大小。

(4)太赫兹辐射强度(I)

指在给定传输方向上单位立体角内太赫兹光源发出的辐射通量或功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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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Φ
dt

(1 3)

(5)太赫兹辐射出射度(M)

指离开太赫兹光源表面单位微面元的辐射通量,即

M =
dΦ
dA

(1 4)

(6)太赫兹辐射照度/功率密度(E)

指单位微面元被照射的辐射通量或功率,又称功率密度,即

E=
dΦ
dA

(1 5)

由上可知,太赫兹辐射出射度(M)和辐射照度(E)具有相同的量纲,只是相

对于同一物体来说两者的传播方向是相反的。

此外,由于太赫兹辐射度学量也是波长 (λ)的函数,在描述光谱辐射通量

时,也可表示为Φ(λ)。

1.2.2 基本定律

  1.朗伯辐射体及其辐射特性

(1)朗伯辐射体

实际应用中,把辐射亮度与辐射方向无关,即各传播方向上辐射亮度不

变的辐射源称为朗伯辐射体。绝对黑体和理想漫反射体是两种典型的朗伯

辐射体。

(2)朗伯余弦定律

定义IN 为某一发射表面dA 在其法线方向的辐射强度,Iθ 为与法线成θ角

方向上的辐射强度,则辐射亮度L 可表示为

L=
IN

dA =
Iθ

dAcosθ
(1 6)

于是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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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θ =INcosθ (1 7)

上述关系式即为朗伯余弦定律。定律表明,各方向上辐射亮度相等的发射表面,

其辐射强度按照余弦规律变化。

(3)朗伯体辐射通量

对处于辐射场中的理想漫反射体,不论辐射来自何方,它都将对入射来的全

部辐射通量毫无吸收且不发生透射地按朗伯余弦定律反射出去。因此,该反射

表面单位面积发射的辐射通量与入射到单位面积上的辐射通量相等,即 M=E。

根据文献[14]中的计算,朗伯体的亮度L 为

L=
M
π

(1 8)

于是可以得到理想漫反射体的辐射照度等于其辐射亮度乘π,即

E=πL (1 9)

太赫兹辐射是电磁波谱中的一个频段,因此绝对黑体在太赫兹频段的辐射

以及漫反射都遵循上述规律。

  2.辐射亮度守恒定律

当太赫兹光束在同一介质传播时,沿其传播路径上取任意两个微面元dA1

和dA2,且通过微面元dA1 的光束也通过微面元dA2,定义微面元法线与光传

输方向夹角分别为θ1 和θ2,两个微面元之间的距离为r,则可得出微面元dA1

的辐射亮度为

L1=
dI1

dA1cosθ1
=

dΦ
dA1cosθ1dΩ1

(1 10)

微面元dA2 的辐射亮度为

L2=
dΦ

dA2cosθ2dΩ2

(1 1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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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Ω1=
dA2cosθ2

r2
(1 12)

dΩ2=
dA1cosθ1

r2
(1 13)

将dΩ1 和dΩ2 的表达式代入式(1 10)、式(1 11)可得到

L1=L2 (1 14)

由此可知,太赫兹辐射在同一介质中传播时,若传输过程没有能量损耗,则太赫

兹辐射传输的任一表面亮度相等,即亮度守恒。

同理,若太赫兹辐射从折射率为n1 的一种介质传输到折射率为n2 的另一

种介质,即所取两个微面元处于不同介质中,并且认为太赫兹辐射在两个介质表

面无反射和吸收损耗时,根据折射定律

n1sinθ1=n2sinθ2 (1 15)

可得到

L1

n2
1
=
L2

n2
2

(1 16)

对于折射率为n的介质,L/n2称为基本辐射亮度。式(1 16)表明,在不同

介质中传播的太赫兹光束,在没有能量损耗情况下,其基本辐射亮度也是守

恒的。

对于太赫兹辐射在传输过程中有光学系统存在的情况,则光学系统会使得

太赫兹辐射被会聚或发散,定义光学系统的透过率为τ,物面亮度为L1,像面亮

度为L2,则有

L2=τ n'
n  

2

L1 (1 17)

式中,n和n'分别为物空间和像空间的折射率。对于一般的成像系统,满

足n=n',而其透过率τ<1,因而可得到L2<L1,因此像的辐射亮度不可能大

于物的辐射亮度,光学系统的存在只会使物的辐射亮度减小,而无助于辐射亮度

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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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尔霍夫定律

通常情况下,一个向周围发射辐射能的物体同时也吸收周围环境所放出的

辐射能。当物体吸收的辐射比同一时间内放出的辐射能多时,物体总能量增加,

物体温度升高;反之,总能量减少,物体温度下降。当辐射能(Ψ)入射到一个物

体表面时,会发生三种过程:① 能量被物体吸收 (Ψa);② 能量被物体表面反

射(Ψr);③ 能量透过物体继续向前传播 (Ψt)。 由能量守恒定律可得

Ψ =Ψa+Ψr+Ψt (1 18)

定义物体的吸收率 (αλ)为被吸收的能量与入射总能量之比

αλ =
Ψa

Ψ
(1 19)

同理得到物体的反射率 (ρλ)和透射率 (τλ)分别为

ρλ =
Ψr

Ψ
(1 20)

和

τλ =
Ψt

Ψ
(1 21)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则有

αλ +ρλ +τλ =1 (1 22)

实验测量结果表明,物体的辐射出射度 M 与其吸收率α有一定的关系,1859

年,基尔霍夫通过实验测量得出两者的比值M/α与物体的性质无关,M/α都等于

同一温度下绝对黑体的辐射出射度 M0,上述结论即基尔霍夫定律,可表示为

M1

α1
=

M2

α2
=

M3

α3
=…=M0=f(T) (1 23)

此外,经过研究者们的推算和实验测量,基尔霍夫定律不仅适用于所有波长的全

辐射情况,对波长为λ的单频率辐射光同样适用,即

M1λ

α1λ
=

M2λ

α2λ
=

M3λ

α3λ
=…=M0λ =f(λ,T)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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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尔霍夫定律适用于一切物体的热辐射。定律表明,一个物体的吸收

本领越大,其发射本领也越大,如果一个物体不能发射某波长的辐射能,则也不

能吸收该波长的辐射能,反之亦然。因此,可以得出,绝对黑体对于任何波长在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发出或吸收的辐射能都比同样温度的其他物体多。当然,

自然界中,绝对黑体是不存在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根据对辐射黑体

的要求,制造出一定波长范围的实际黑体,通常称之为“标准黑体”。

为了描述非黑体的辐射特性,引入辐射发射率ελ 的概念。定义某一温度下辐射

体的辐射出射度与同温度下黑体的辐射出射度之比为辐射发射率或者比辐射率,即

ελ =
Mλ

M0λ
(1 25)

由上述定义可知,ελ 为0~1内的一个量纲为1的数值,它是波长λ和温度T 的

函数,当然也与辐射体的表面性质有关。

为此,可以按照ελ 的数值的不同,将辐射体分为三类:① 黑体,ελ =1;

② 灰体,ελ =ε<1;③ 选择体,ελ <1,且ελ 随波长和温度变化。

实际应用中,一般把任意物体的辐射出射度表示为

Mλ(T)=ελ(T)M0λ(T) (1 26)

太赫兹频段常用材料及地面覆盖物在其常规温度下的辐射发射率ελ 数值

如表1 2所示[13]。从表中看出,无光黑漆的发射率最接近1,在实验中是较为

理想的黑体替代物。此外,在太赫兹探测器的标定过程中还会用到发射率接近

1的黑体材料,将其浸泡在液氮中作为77K标准黑体来使用。

表1 2

太赫兹频段常

用材料及地面

覆盖物的辐射

发射率 [13]

材 料 温度/K ελ 材 料 温度/K ελ

雪 263 0.85 光滑玻璃 295 0.94

水 273~373 0.95~0.96 白色瓷砖 296 0.90

平滑的冰 293 0.92 毛面铝 299 0.55

黄土 293 0.85 皮肤(人体) 305 0.85

混凝土 293 0.92 磨光的钢板 1213~1373 0.55~0.61

干的土壤 293 0.90 无光黑漆 313~368 0.9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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