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he O

ptical T
erahertz R

adiation Sources and B
iom

edical A
pplications

 
 

 

·上海·

战略前沿新技术

——太赫兹出版工程

丛书 主编／曹俊诚

04光学太赫兹辐射源及其生物医学应用－扉页.indd   1 2021/1/12   15:30: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学太赫兹辐射源及其生物医学应用/徐德刚等编
著.—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4
  战略前沿新技术:太赫兹出版工程/曹俊诚总主编

  ISBN978 7 5628 6404 2

  Ⅰ.①光… Ⅱ.①徐… Ⅲ.①电磁辐射 应用 生物
医学工程 研究 Ⅳ.①O441.4②R3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5730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内容从光学太赫兹辐射源器件到生物医学应用,覆盖了各种光学太赫
兹辐射源器件以及太赫兹生物光谱应用研究现状。全书共七章,第1章介绍光
学太赫兹与物质相互作用;第2章介绍太赫兹波段非线性晶体;第3章介绍宽带
光学太赫兹脉冲辐射源;第4章介绍基于参量振荡技术的窄带可调谐脉冲太赫
兹辐射源;第5章介绍基于差频技术的可调谐脉冲太赫兹辐射源;第6章介绍连
续太赫兹辐射源;第7章介绍太赫兹生物医学应用。希望通过介绍光学太赫兹
辐射源的研究及其在生物医学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及经验,为需要了解太赫兹
辐射源及其生物医学应用方面的读者或将要从事该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
定的参考和借鉴。

项目统筹/马夫娇 韩 婷

责任编辑/马夫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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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字  数/306千字

版  次/2021年4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4月第1次

定  价/2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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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太赫兹辐射源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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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出版必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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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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波是指频率为0.1~10THz、位于红外和微波之间的电磁波,是电子

学向光子学过渡的波段。太赫兹辐射源是太赫兹科学技术领域中核心关键技术

之一,根据太赫兹波处于电磁波谱中的位置,太赫兹辐射源可以分为电子学太赫

兹辐射源、光学太赫兹辐射源以及半导体太赫兹辐射源三大类。光学太赫兹辐

射源主要是基于激光与光电子技术产生太赫兹波的辐射源,其优势在于能够产

生整个太赫兹波谱范围内的太赫兹辐射,同时具有频谱宽、常温下工作等特点,

这是目前除了自由电子激光器外唯一能够获得整个太赫兹波段辐射源的技术方

法。光学太赫兹辐射源由于其宽带输出、常温工作、结构简单等优点,在波谱、成

像以及检测等太赫兹科学技术应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太赫兹辐射的能级

与生物分子低频运动如分子的振动、转动以及分子骨架扭动的能量有很大的交

界,太赫兹技术可通过“指纹谱”识别实现生物分子表征;太赫兹光谱表征的是分

子内、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可用于实现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动态探测;太赫兹

波的光子能量相对较低,具有生物安全性;太赫兹辐射对水特别敏感,有利于生

物体的在体检测。因此,太赫兹技术可作为一种全新独特的生物检测技术。

本书内容从光学太赫兹辐射源器件到生物医学应用,覆盖了各种光学太赫

兹辐射源器件以及太赫兹生物光谱应用研究现状。本书共有七章内容。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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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激光与非线性光学基本原理

1.1.1 激光基本原理

激光(LightAmplificationbyStimulatedEmissionofRadiation,LASER)是

20世纪人类科技四大发明之一,指通过受激辐射光扩大,其产生光的物理机制

即受激辐射。激光以其特殊的发光机理,具有传统光源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异特

性,如良好的方向性、单色性、相干性和高亮度等。因此,激光在现代科学技术的

多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已经遍及工业、通信、医学、军事和科学研究等领

域。从第一台激光器的诞生到其种类和应用领域的不断丰富已经历了五十余

年,激光的兴起促进了其他科学技术与激光技术的融合,从而诞生出激光物理

学、非线性光学、激光光谱学、激光医学、信息光电子技术等学科[1]。

“受激辐射”这一概念最早于1917年由爱因斯坦提出。在普朗克对于黑体

辐射的量子化解释和波尔对原子中电子运动状态的量子化的假设基础上,爱因

斯坦从“光量子”概念出发,提出了“自发辐射”和“受激辐射”的概念。如图1 1

(a)所示,处于低能级E1的电子在吸收能量为hν=E2-E1 的光子后,将向高能

级E2跃迁,这一过程称为“受激吸收”。而当处于高能级E2 的电子释放能量、跃

迁回未被占据的低能级E1时,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辐射过程,分别为自发辐射[图

1 1(b)]和受激辐射[图1 1(c)]。

图1 1
吸收光子、自发

辐射和受激辐射

在自发辐射过程中,电子由E2能级向E1能级跃迁,激发出一个光子。激发

光子向任意方向传播,相位无规则分布。而在受激辐射过程中,入射的一个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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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ν=E2-E1的光子诱导向下跃迁的电子发射光子。此时发射光子的能量、相

位、传播方向、偏振与入射的光子完全一致[2]。从电磁波的角度,受激辐射场与

入射辐射场属于同一模式。对于大量原子的受激辐射过程,其产生的辐射场也

都与入射辐射场一致,因此实现了入射辐射场的放大,也就是受激辐射的光放大

过程。受激辐射场与入射辐射场在各方面的一致性使其激光具有较好的方向

性、单色性、相干性和较高的亮度。

为了获得人们感兴趣的波段的激光,需要特定能级间隔的物质,即特定的增

益介质。为了实现较多上能级粒子向未被占据的下能级跃迁的过程,需要泵浦

激励实现粒子数反转。布隆伯根提出利用光泵浦三能级原子系统实现粒子数反

转分布的新构想。为了增加受激辐射的过程,需要谐振腔结构。1958年,汤斯

和肖洛抛弃了一个尺度和波长可比拟的封闭的谐振腔,提出利用尺度远大于波

长的开放式光谐振腔。这些要素也被称为激光器的三要素。有了这些基本的概

念,激光真正从理论走向了实际。1960年,美国休斯公司的梅曼研制出世界第

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产生的激光如预期拥有完全不同于自发辐射光的性质,标志

着激光技术的诞生。此后又陆续开发出不同增益介质、不同泵浦结构、不同腔型

结构的激光器。同时对于激光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激光的调制与偏

转、激光放大、脉冲压缩、模式选择、激光稳频、激光的传输、非线性光学技术等。

激光技术日趋成熟,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1.1.2 非线性频率变换技术

激光的出现导致光学波段非线性效应的发现。非线性光学突破了传统光学

中光波电场线性叠加和独立传播的局限性,揭示了介质中光波场之间的能量交

换、相位关联、相互耦合的过程。非线性光学属于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范畴,

因此在第一台激光器问世后不久的1961年,人们就利用这一质量良好的强光

源,发现了倍频现象。随着激光技术的不断发展,激光的峰值功率密度和单色定

向亮度得到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非线性效应被发现和利用,丰富了人们对于光

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认识。

非线性效应指在强光照射物质的过程中,由于物质的非线性极化,从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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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频率的现象。其来源是原子或分子周围的电子在光电场作用下产生位移或

光电场与分子的振动、转动、取向或集体模式的相互作用。电介质材料在外加电

场后,其组成原子核的分子会产生极化。介质对外加电场E 响应产生的电极化

强度P 表示单位体积内的净感应电偶极矩。在线性电介质材料中,感应极化强

度P 正比于该点电场E 的大小,两者满足关系P=ε0χE,其中χ表示电极化

率。然而,强电场作用下这种关系变为非线性,电极化强度P 变为外加电场的

函数,并且随着电场E 的幂次方的增大而增大。通常感应极化强度表示为

P=ε0χ1E+ε0χ2E2+ε0χ3E3 (1 1)

式中,χ1表示线性极化率;χ2表示二阶电极化率;χ3表示三阶电极化率,此处忽

略更高阶的非线性效应。电极化率随着阶数的增高而迅速减小。非线性效应的

强弱不仅与电极化率相关,也取决于外加电场的大小,这也是激光出现之前非线

性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研究的原因之一。

相位匹配是非线性光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非线性效应过程中,如果

极化强度的空间波长和产生的光电场不同,那么在非线性晶体中光电场和极化

强度之间的相位关系是连续变化的,导致极化强度向光电场的能量转换会发生

逆转换,从而降低非线性转换效率[3]。定义能量从极化强度向光电场转换的长

度为相干长度,如果光电场的空间波长和极化强度空间波长是相同的,相干长度

就可以认为是无穷大,这就是相位匹配。对于简单的三波混频,相位匹配条件为

k3=k1-k2 (1 2)

一般用相位失配量Δk来表示相位匹配程度,在相位匹配条件下Δk=k1-

k2-k3=0。相位匹配的本质是在光传播方向上使参与相互作用的光波在非线

性晶体内保持一定的相位(速度)关系,使得晶体内不同位置处产生的新的频率

的光场能够在晶体的出射面处相位相同,发生相干叠加,保证最大的转换效率。

1.1.3 太赫兹技术

非线性光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产生太赫兹(THz)辐射。太赫兹辐射

通常指的是频率在0.1~10THz(波长在30μm~3mm)的电磁波,其波段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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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和红外光之间,属于远红外波段,有着丰富的物理和化学信息[4]。同时,太赫

兹辐射的优点决定了它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技术和X射

线技术的互补技术,使太赫兹电磁波在很多基础研究领域、工业应用和军事应用

领域有相当重要的应用。随着太赫兹技术的发展,太赫兹技术的应用领域也在

不断拓宽,它在生物学、医学、微电子学、农业及其他领域也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目前,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相继开展了太赫兹技术的深入研究,并且已取得很多

重要的进展。太赫兹波拥有许多独特的性质,这使得它在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1)太赫兹波具有低能性,它所对应的光子能量为毫伏特级,正是由于太赫

兹波束本身所含能量极少,所以相对于X射线、γ射线而言,太赫兹波束对生物

结构的损伤极少,同时,太赫兹波比其他射线能更安全地应用于无损检测。

(2)太赫兹波对一些生物大分子有独特的吸收和谐振作用。在大自然中,

很多生物学大分子的振动和旋转频率正好与太赫兹波频率段相近,因此这些生

物大分子对其相对应振动和旋转频率的太赫兹波有明显的吸收和谐振作用。于

是,当太赫兹波束照射到不同生物结构表面时,能够很容易地被检测到谐振和旋

转频率与太赫兹波频率对应的生物大分子对太赫兹波较为独特的吸收光谱。对

于拥有这种独特性质的太赫兹波,其检测技术得到较快的发展,人们可以运用这

种技术很方便地进行物质安全检测工作,比如在安检时可以对爆炸物和毒品进

行检测。

(3)太赫兹波的信噪比很好,信号的精度较高,所以现在欧美国家的太赫兹

成像技术发展迅速,太赫兹波在成像技术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近年来已经有

研究者测得太赫兹波的信噪比大于1010数量级,这样的精度让太赫兹成像技术

的清晰度远大于其他经傅里叶变换的成像技术。

(4)太赫兹波脉冲很短具有很高的时间分辨性,跳转反应非常迅速,可达到

皮秒量级。针对太赫兹波这种特性,可促进太赫兹高速通信传输系统的发展,使

通信系统拥有较快的数据传输速度,另外还可应用于光子晶体制作的光学开关,

其响应速度可达皮秒级别。

以上介绍了四种太赫兹波所拥有的较为独特的性质,正是由于其具有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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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质,太赫兹波才能得到非常广泛的关注[5]。

1.2 太赫兹与物质相互作用特性

1.2.1 弱场太赫兹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不同的介质(如气体、液体和固体等)与太赫兹波相互作用具有不同的特性,

介质对太赫兹波吸收、相移和散射也不同。通过振幅和相位变化的测量,可以表

征介质材料的电子、晶格振动和化学成分等性质,由此可以精确测量材料的吸收

系数、折射率、介电常数、频移等相关特性,以及物质内部的超快过程。

通过研究太赫兹波与导体或高自由载流子浓度的半导体的相互作用,可以

分析这些材料的介电常数、载流子浓度以及它们在太赫兹波段的折射率等。另

外,利用太赫兹与部分物质相互作用还可以研究物质的能级结构,确定物质的能

级共振结构,研究分子的转动能级或振动能级、晶体的声子振荡及晶体的声子结

构等。

(1)物质在太赫兹波段的介电常数

为了发展太赫兹技术,利用太赫兹波来检测物质的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太赫

兹辐射与不同物质的相互作用特性。太赫兹波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一种比较简单

并且常见的情况是太赫兹波与导体或高自由载流子浓度的半导体相互作用。比

如,太赫兹电磁波与导体或高自由载流子浓度的半导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就主要

表现为它与自由载流子的相互作用。一般情况下,这一相互作用可以采用经典

的德鲁德(Drude)模型进行处理。Drude模型假定载流子的运动是相对独立的,

即电子与电子之间相互独立,忽略电子与离子之间除碰撞外的相互作用。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假定电子会发生碰撞,并利用弛豫时间τ来描述一个电子发生

两次碰撞的平均时间间隔,用自由程来描述一个电子发生两次碰撞之间所移动

的平均距离。弛豫时间τ是Drude模型中一个独立的参量,不随载流子的位置

或运动速度变化[6]。利用Drude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导体中自由电子的运动情

况,并能解出导体在不同频率电磁场下表现出的介电常数变化。由电磁波驱动

的载流子的运动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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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2x
dt2 +m*

τ
dx
dt-qE=0 (1 3)

式中,m*代表载流子的有效质量;q是载流子携带的电荷;E 是电场强度。利用

平衡态的性质,可以将τ表示为

τ=m*μ/q (1 4)

式中,μ是载流子的迁移率。半导体硅的电子质量m*=0.19m0(m0 是电子的质

量),电子迁移率μ=1400cm2/(V·s),则电子的平均碰撞时间大约为1.5ps。

电场E 与载流子位移x形成的电偶极矩存在如下的关系:

P=(ε-ε∞)ε0E=Nqx (1 5)

式中,ε∞是高频(相对)介电常数;N 是自由载流子密度;ε0 是真空介电常数;ε

是物质的相对介电常数。将式(1 3)改写为电极化率的方程,则有如下形式:

d2P
dt2 +γdPdt-Nq2

m E=0 (1 6)

式中,γ=1/τ,是物质中载流子相位相干性的衰减系数。如果不考虑非线性过

程,物质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示为其与各个频率的单色电磁波相互作用

的叠加。对于每一频率的电磁波电场和物质的电极化率都可以写作简谐振荡的

形式:E=E0eiwt 和P=χE0eiwt,则式(1 6)可以写为

χ(w2-iγw)+Nq2
m =0 (1 7)

在这种情况下解式(1 7)就可以得到物质在该频率的复介电常数:

     ε~(w)=ε∞-
ε∞w2

p

w2-iwγ

=ε∞ 1-
w2
p

w2+γ2-i
w2
pγ

w(w2+γ2)



 


 (1 8)

其中

wp=
Ne2

m*ε∞ε0
(1 9)



009    1 光学太赫兹与物质相互作用

称为物质的等离子体振荡频率,它正比于其中自由载流子密度的平方根 N。

式(1 9)中,e为导体或半导体的电子电量。由于金属具有非常高的电子密度,

因此它的等离子体振荡频率也非常高,处于紫外波段[7]。半导体的情况则不同,

比如半导体硅的高频介电常数ε∞=11.7。对于自由电子密度为3×1016cm-3的

硅,wp≈1THz;对于自由电子密度为1012cm-3的高纯度硅,wp≈0.006THz,

这导致它对太赫兹波是透明的。图1 2(a)显示了根据式(1 9)计算所得的不

同掺杂浓度的硅在1THz频率下的介电常数,在计算中没有考虑电子的有效质

量和迁移率随掺杂浓度的变化。在低掺杂浓度情况下,太赫兹辐射的频率远高

于硅中的等离子体振荡频率。这时硅的介电常数接近实数,而且其数值近似等

于高频极限的介电常数。随着掺杂浓度的提高,其等离子体的振荡频率也随之

增高。当w2
p与w2+γ2 相当时,硅的介电常数的实部将明显小于高频极限值。

当掺杂浓度继续提高直到w2
p>w2+γ2 时,介电常数的实部变成负的;与此同

时,其虚部也不再是可以忽略的,介电常数的复数性质变得非常明显。图1 2

(b)显示了在同样条件下计算所得的掺杂浓度为1013cm-3的硅对不同频率的电

磁波的介电常数。与图1 2(a)类似,当w<wp时,材料表现负的介电常数;而

与之相对的,当w>wp时,材料表现为正的和实数的介电常数。对于高掺杂浓

度的硅,它的低频介电常数的实部为负数。如果介电常数为负数的材料在同一

频率的磁介电常数也是负数,该材料在这一频率的折射率即为负数。电磁波在

这种材料中表现出奇特的传播特性,这种材料被称为左手材料[8]。

  (a) 不同掺杂浓度的硅在1THz频率下的介电常数;(b) 掺杂浓度为1013cm-3的硅对不同频
率的电磁波的介电常数

图1 2
硅在太赫兹波

段的介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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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质在太赫兹波段的折射率

在光学和光谱学领域中讨论物质与电磁波相互作用时,往往使用物质的负

折射率n~≡n+iκ来直接描述物质的性质。比如当单色电磁波在物体中传播

时,电磁波的穿透率可以用下式表示:

Et=E0exp(inkl)exp(-κkl) (1 10)

式中,l是电磁波在物质中的传播距离。这样由于电磁波穿透物质而引起的相

位延迟和振幅衰减就可以直接由物质折射率的实部和虚部表示。根据电动力学

原理可以知道,物质的折射率是由它的相对介电常数和相对磁介电常数决定的:

n~2=ε~μ~。如果所研究的物质为非磁性材料,有μ~≈1,则n≈ ε。对于高振荡

频率的电磁波,如果自由电子的碰撞时间远大于电磁波的振荡周期,可以假设

γ≈0。这时,材料的负折射率可以表示为

n~=n∞ 1-wp/w (1 11)

式中,n∞ ≡ ε∞ 是物质在高频下的折射率。当wp>w 成立,即电磁波的频率

低于物质的等离子体振荡频率时,物质的折射率为纯虚数。这时,电磁波在其中

是损耗的。

(3)利用太赫兹光谱测量物质中载流子的性质

由以上讨论可知,太赫兹辐射对于物质中自由载流子的性质(包括浓度、有

效质量、迁移率等)是非常敏感的。因此,可以使用太赫兹光谱研究物质,尤其是

半导体或超导体样品中载流子的性质,其中一条重要的性质是物质在不同频率

下的电导率。半导体器件的工作频率越来越高,目前已经达到GHz并继续向高

频发展。太赫兹光谱可以用来测量半导体材料在高频下的电子学响应。物质的

负电导率与其介电常数有如下关系:

ε~=ε∞+iσ~

wε0
(1 12)

将式(1 12)代入式(1 8),有

σ~=ε0ε∞
w2
p

iw+γ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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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太赫兹光谱中测得物质的负折射率后,即可通过折射率和介电常数

的关系以及式(1 13)得到物质在不同频率下的复数电导率。需要注意的是,以

上的讨论是基于经典的德鲁德模型的。该模型只是在一定情况下(自由电子模

型)近似成立;在这一近似不能成立的情况下,需要对该模型进行修正或应用量

子力学进行严格计算,才能得到与实际物理现象相符的描述[9]。

(4)太赫兹波与共振结构相互作用

此外,考虑势场束缚的载流子,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其能级中会出现分离

的本征态。在与外加电磁场的作用中,这些能量的本征态可以视作振荡频率为

ω0=E0∕h的谐振子。其中E0表示载流子能级,h为约化普朗克常数。这样电

子动力学方程和介电常数的表达形式可改写为

m*d2x
dt2 =-qE-m*

τ
dx
dt-m*ω20x (1 14)

εr=1+
ω2p(ω20-ω2)

(ω20-ω2)2+ω2τ-2-i
ωω2pτ

τ2(ω20-ω2)2+ω2
(1 15)

对于电磁波与具有特征共振频率的物质作用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近共振

的情况,也就是ω0≈ω时,此时折射率的虚部出现峰值。通过前面我们对吸收

系数的讨论,说明物质在这个频率附近出现吸收峰,因此可以通过太赫兹吸收光

谱中吸收峰的位置确定物质的能量共振结构。

  BS—分 束 器;P1、P2、P3—抛 物 面 镜;
PMT—光电倍增管

图1 3
利用太赫兹反

射光谱测量半

导体材料中声

子共振的实验

装置

(5)太赫兹波反射光谱与声子

结构

物质的能级结构不仅可以由吸收

光谱体现,还可以由反射光谱获得。

通过测量物质的反射率光谱,也可以

计算物质在不同频率的复折射率,从

而获得物质中载流子和能级结构的性

质。图1 3为一种典型的利用太赫兹

反射光谱测量半导体材料中声子共振

的实验装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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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晶体中,由于晶格的周期性排列,晶体中离子实或原子围绕其平衡位置的

振动模式可以耦合为整体的振动模式。这种整体的振动称为格波,格波的能量

是量子化的,把这个能量量子称为声子。基于声子的色散关系,声子可分为光学

声子和声学声子;基于其振荡与传播方向的关系,又可分为横向声子和纵向声

子。晶体的光学声子与太赫兹波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在声子带附近,半导体晶体

会表现出强烈的吸收特性,而在横光学声子和纵光学声子之间,晶体表现出高反

射效率,称为剩余射线带。利用太赫兹反射光谱,可以测定晶体的剩余射线带,

从而获取晶体的声子结构。

(6)声子 自由载流子相互作用与太赫兹发射光谱

另外,还可以通过研究光激发的自由电子和晶体的光学声子相互作用发射

太赫兹波的发射光谱来研究半导体的声子结构。在具有较低对称性的半导体材

料中,由于激光脉冲的激发,会使电子 空穴等离子体的密度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会对晶格原子产生一个电场冲击。这一冲击会使晶格原子偏离原来的平衡位

置,而在新的平衡位置附近进行振动。自由载流子分布的不均匀性会导致等离

子体振荡和等离子体与声子耦合的展宽,从而使其对太赫兹波发射的贡献不明

显,但不受载流子分布影响的声子振荡可以被观测到。一个有限区域激发的相

干的声子将产生一个宏观的电偶极振荡,产生一个频率相当于晶体纵向光学声

子能量的电磁辐射,体现在发射光谱中就是一个显著的发射峰,能够反映出晶体

的声子结构。

1.2.2 强场太赫兹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当较高强度的激光与某些晶体发生作用时,会出现和频、差频等一系列的非

线性现象,对于太赫兹同样如此。强场的太赫兹与某些物质相互作用,也同样会

产生非线性效应。但是由于受到太赫兹源辐射能量的限制,世界范围内对太赫

兹范围内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得并不多,其内容也很复杂。

当太赫兹波照射到物质上时,振荡的电场和磁场将会驱动离子和电子产生

极化,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极化是线性的。但当入射的太赫兹波强度足够高时,

极化电场与太赫兹波电场的关系呈现出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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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ε0χ(1)E+Pnl (1 16)

式中,P 表示电场E 作用下的极化强度;第一项表示线性极化响应;Pnl 表示非

线性极化响应,通常会有二阶甚至更高阶形式,对应不同的非线性效应。

与光学波段的非线性效应相比,太赫兹场振荡比光学辐射慢两个数量级,

因此可以呈现出一些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太赫兹波可以直接驱动一些基本

的低频运动包括分子旋转和晶格振动,这种共振相互作用可以有效控制物质;

另一方面,强太赫兹场的作用甚至可以诱导能量比太赫兹光子能量大得多的

激发,例如半导体中的电子 空穴对。这种非共振控制是可能的,因为强太赫

兹场在同一方向上可以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使得受到太赫兹场加速的自由电

子在1eV尺度的能量下获得相当大的动能。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场电离

释放束缚电子[11]。

利用强场太赫兹可以实现对粒子运动的控制,如:对晶格振动的控制、分子

取向和旋转相干控制、对电子特性的影响等。强太赫兹场对于晶格振动的控制

可以以钙钛矿型晶体为例,因为其拥有较高极化率和太赫兹频段的共振频率。

钙钛矿中离子实的相对运动在较弱电场作用下,其势能与波矢的关系为抛物线

形,导致谐振子响应,在一定频率时表现为共振吸收。而较强的太赫兹场会导致

较强的振动,从而达到电位的非谐振部分。这导致晶格振动频率随波矢的增加

而增加,这种效应可以直接在太赫兹透射光谱中观察到。如2012年报道的

SrTiO3(STO)晶体的太赫兹透射谱在弱场和强场中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强场下

透过谱显示出晶格振动频率增大[12]。

共振驱动晶体的晶格振动还可以对电子的一些特性进行控制,比如电导率。

对于一些仅有部分填充d轨道的中心离子的钙钛矿晶体会形成复杂的相关电子

相,如一些巨磁电阻材料和高温超导体。这些声子可以被高频太赫兹波(频率高

于15THz)共振激发。并且由于晶格和电子自由度之间的耦合,可以观察到电

导率的急剧瞬态变化[13,14]。

对于具有静态偶极矩的分子,强太赫兹场会诱导扭矩,从而触发分子的旋

转。当线性刚性分子处于其旋转基态(由旋转角动量量子数J=0表示)时,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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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场的单一相互作用将引起向J=1的跃迁(激发能量为hωrot)。结果,该分

子将处于两个J态的相干叠加中,导致基频ωrot/(2π)的旋转。在室温下,太赫

兹场将激发许多量子力学波函数|J>和|J+1>的叠加,从而以数倍的频率激

发相干旋转(J+1)ωrot/(2π)。在太赫兹脉冲结束时,分子偶极子的指向沿着由

太赫兹场极化和时间相关的极性给出的方向。然而,由于旋转的频率不同,它们

几乎立即异相,导致分子偶极子的净取向不能稳定存在。因为不同的旋转频率

都是基频旋转频率的倍数,所以旋转都在一个周期2π/ωrot之后返回相位,此时

净分子偶极子取向在短暂的时间内重新出现。该过程以周期2π/ωrot重复,并且

在每次出现净分子偶极子时,都产生太赫兹辐射[15,16]。在强太赫兹场中,与分子

偶极子的两个相互作用在状态|J>、|J+1>、|J+2>之间产生相干叠加。这

种非线性旋转响应不仅表现为分子偶极子的取向,而且表现在净分子排列上。

这种响应以频率ωrot/π重复并伴随着旋转能量的稳态增加。这种强太赫兹场引

发的效应可以通过双折射效应观测到[17]。

强太赫兹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另一个应用是对铁磁体和反铁磁体自旋的

控制。这是通过太赫兹波的磁场成分对磁偶极矩施加塞曼扭矩引起的。太赫

兹对铁磁体的激励已经有三种不同方式实现:① 利用光电导开关在小线圈或

带状线中激发出电流脉冲[18,19];② 使用通过光整流产生的自由空间太赫兹脉

冲;③ 使用相对论电子束的磁场[20]。为了最大化塞曼扭矩,太赫兹磁场设定

为与未受干扰的样品磁化相关。通过测量诱导的光学偏振旋转来表征磁光克

尔效应,从而反映出强太赫兹场诱导的自旋动力学过程。对于反铁磁体的太

赫兹自旋控制则更加具有挑战性。典型的反铁磁体NiO由两个具有相反磁化

强度的自旋有序亚晶格组成,导致净磁矩为零。当快速外部磁场调制子晶格

磁化时,这种抵消仍然有效。然而,当在磁共振中利用增强的自旋光耦合时,

反铁磁体的太赫兹自旋控制仍然是可行的。据此,可以用强太赫兹场(40mT

的峰值磁场)激发NiO晶体,并利用法拉第效应通过探针脉冲监测随后的自旋

动力学[21]。或者也可以通过检测由进动旋转导致的太赫兹辐射来测量感应磁

化调制。目前研究人员的关注点在于用任意的太赫兹脉冲序列和特定波形进

行非线性旋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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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具有比离子大得多的电荷质量比,所以可以预期它们对强太赫兹脉冲

表现出更明显的非线性响应。电子通常被定性地分为自由电子和束缚电子。如

前节讨论所示:自由电子通常吸收位于以零频率为中心的频带内的辐射,这个

所谓的Drude峰的宽度由电子碰撞率给出,并且可以容易地达到太赫兹范围。

相反,弱束缚电子可能在太赫兹频率处表现出尖锐的吸收特征。利用强激光脉

冲可以激发空气等离子体,在这种稀薄的热等离子体中存在着自由电子。自由

电子从激发到弛豫的过程中,等离子体自发地发出荧光,荧光强度与自由电子数

量有关。研究表明,荧光强度可以通过太赫兹加热的方法进行调制。外加太赫

兹场可以驱动电子加速运动,但是当电子被诸如离子或中性的障碍物散射时,这

一加速过程终止。碰撞使电子速度完全随机化,从而导致来自太赫兹场的能量

耗散。这种太赫兹加热导致已经处于高度激发、几乎电离状态的空气分子电离,

从而导致荧光产率的ΔF 显著增加[22]。当在时间τ产生等离子体时,瞬时太赫

兹场E(τ)在产生热量的时间间隔dτ上感应出电流j(τ)并在随后导致荧光产率

的增加。因此,通过测量ΔF 作为太赫兹和等离子体产生脉冲之间的延迟τ的

函数,可以确定加热速率,进而获得太赫兹辐射的信息。这种基于空气的方法的

独特优势在于它可用于测量远离荧光探测器的太赫兹辐射。

氢原子的重标对应物存在于许多半导体中,其形式为杂质(具有比主体半导

体多一个价电子的原子)或激子(导电电子和空穴的束缚态)。由于周围的半导

体基质部分地屏蔽了库仑相互作用,杂质和激子的电离能远小于氢原子的电离

能(13.6eV)。特别地,由于s型基态|0>和p型激发态|1>之间的能级差大约

为10~100meV,该系统构成可以共振驱动的两级系统。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

通过适当定制的强太赫兹脉冲的共振激发,可以获得对杂质和激子的量子态的

高水平控制。例如光子回波,它是两级系统集合的振荡偶极子的重新定相,这些

偶极子都处于状态|0>和|1>的叠加。在最常见的半导体硅中观察磷杂质掺杂

的影响,在实验中观察到了太赫兹波段光子回波,这是强场太赫兹控制的一个有

效例子[23]。

强场太赫兹的应用还体现在非共振强场控制上。对于锗中的镓(结合能约

为10μV),已经证明具有单周期太赫兹泵浦脉冲的半导体中杂质的场电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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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半导体杂质对

太 赫 兹 波 的

吸收

太赫兹激发后观察到的200μs样品

的太赫兹吸收如图1 4所示。

在消除太赫兹泵浦场时,观察

到由杂质态之间的跃迁引起的吸收

峰。然而,随着泵浦场的增加,这些

峰消失,并且观察到宽的自由电子

型吸收,反映出镓的杂质的场致电

离和自由电荷载流子的产生[24]。通

过场电离模型可以很好地再现实验

结果。另外,当电子被拉出对应空

穴的库仑场时,还会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太赫兹场改变极性时,电子被加速

与空穴结合。随后的电子 空穴碰撞导致高频电荷运动和宽带电磁脉冲的发射。

由于这个过程受到强场太赫兹波的驱动周期性地发生,因此可以观察到太赫兹

泵浦频率的高次谐波[25,26]。

在n掺杂的GaAs中,强太赫兹场的加速度预期会引起有效质量的逐渐减

小,导致能量增益高于1eV时的负有效质量。晶格是周期性的,所以该过程周

期性地进行,从而引起电子的振荡运动。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观察到这些

所谓的布洛赫振荡,这主要是因为传导电子的加速被速度随机化声子与声子的

中断所打断。由于散射发生在远短于太赫兹场的半周期时间尺度上,仅达到一

部分有质动力能量。尽管如此,在实验上仍有可能观察到太赫兹诱导的电子质

量重整化。Kuehn等[27]利用强太赫兹瞬态来加速n GaAs中的电子,并通过检

测样品重新发射的太赫兹场来确定瞬时电子电流。通过假设所有传导电子均匀

地移动(没有散射),可以从数据中提取瞬时电子速度和能量。实验结果表明,电

子覆盖了所有导带状态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具有负有效质量的状态。进一步研

究n掺杂半导体中的电子加速度,使用大约100kV/cm的太赫兹场反映出电子

质量的各向异性[28]和传输引起的晶格运动[29]。

由强太赫兹场加速的电荷载流子也可以通过非线性散射将其他电子激发到

更高的状态。这种碰撞电离甚至可能雪崩式地产生自由电子。在峰值电场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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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kV/cm的太赫兹脉冲照射下,在窄间隙半导体InSb(约0.2eV的带隙[30])中

观察到了冲击电离效应。随后使100kV/cm太赫兹脉冲观察到显著增强的效

果[31],在报道中自由载流子密度增加了700%达到1016cm-3。太赫兹诱导的电

子 空穴对也可以通过它们的发光来检测[32]。研究发现激子发光随着太赫兹强

度的四次方增加,该结果意味着载流子由强电场相干地驱动,由此获得足够的动

能以引发一系列碰撞电离,从而在皮秒的时间尺度上将载流子的数量增加约3

个数量级。

1.3 太赫兹在空间中的准光传输特性

在太赫兹传输技术中,科学有效的传输线是保障计量准确可靠的关键因素。

在微波频段,常用的传输线包括同轴线、微带线、鳍线和波导等。然而,随着频率

的升高,尤其是在毫米波/太赫兹波频段,采用传统的单模传输线传输电磁信号

时,会引起较大的功率损耗[33]。例如,采用标准波导WR 4传输250GHz的电

磁波束时,波导的衰减系数为12dB/m。准光传输方式即借鉴光学传输系统的

设计思路,通过若干准光器件组成准光传输系统,利用金属反射面以及介

质透镜等汇聚器件对电磁波束进行汇聚和引导,实现电磁波束在自由空间中

的低损耗传输。相比于传统的波导传输方式,准光传输的主要优点包括功率损

耗低、多极化传输和超宽带、承载功率高、结构紧凑等。因此,在毫米波/太赫兹

波频段,实现电磁波束低损耗传输的理想方式为准光传输技术,例如,采用由“特

氟龙”制成的介质透镜组成准光传输线传输250GHz的信号时,功率损耗仅为

1.5dB/m。 

与传统无线电计量测试中波导传输技术的理论基础不同,高斯波束理论是

准光传输技术的基础。基于高斯波束来描述太赫兹波传输特性时,类似于我们

利用高斯光束来分析光波段的电磁波传播特性。而由于高斯波束具有发散性

小、表示简单等优点,又进一步推动了准光系统的发展。因此,我们首先从高斯

波束理论开始研究太赫兹准光传输技术。

相对平面波而言,高斯波束在横向上的幅度是变化的,符合高斯分布;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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