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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棒干涉测量中单双通法的对比
祁冰芸，张泽宇，周康虎，陈

磊

（南京理工大学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由于激光棒具有细长的特殊形貌特征，传统的双通测试方法虽然灵敏度较高，但是往
往存在明显的衍射效应和多重成像导致的边缘黑环，这会导致有效测量面积的缩减，对于小
口径光学元件的测量尤为不利。为了克服这一缺陷，采用单通法测量激光棒的波前畸变，使
用直角棱镜作为反射件，使得测试光仅通过激光棒一次，从而减少光路中的等效圆孔数和成
像次数，抑制衍射和边缘重叠。利用展开的多小孔模型讨论了衍射效应的影响，并且从成像
角度讨论边缘重叠的成因，从而得出单通法的优势。另外，为使参考光与测试光的匹配，需
要将直角棱镜旋转至少 5.40°偏摆角以提高干涉条纹的对比度。最终测得激光棒波前畸变的峰
谷值为 0.068λ，均方根值为 0.012λ。
关键词：波前畸变；激光棒；单次通过；衍射效应；多重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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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single and double pass methods in laser rod
interferometric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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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Optical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special shape characteristic of a laser rod, the traditional double-pass test
method, which has high sensitivity, tends to have obvious diffraction effect and edge black ring
caused by multiple imaging. The result leads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effective measurement area,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particularly on the measurement of small aperture optical components.
To avoid these problems, the wavefront aberration of laser rod is measured by the single-pass
method. The right-angle prism is used as the reflection part to ensure the test light passes through
the laser rod only once, so that the number of equivalent circular holes and the imaging times can be
reduced. We use the expanded multi-hole model to discuss the diffraction effect and analyze the
cause of edge overl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ing to derive the advantages of the single-pass
method.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the matching of the reference light and the test light, it i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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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otate the right-angle prism by at least 5.40° to improve the contrast of the interferogram. Finally,
the measurement result of the laser rod wavefront was as follows: the peak−valley value is 0.068λ
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is 0.012λ.
Keywords: wavefront aberration；laser rod；single pass；diffraction effect；multiple imaging

引

端面呈现的波前畸变。本方案采用斐索型干涉光

言

[6]

路 ，图 1 为基本原理图。激光点光源发出的球

激光棒的光学质量一般通过波前畸变进行评
[1]

价 。波前畸变指平面波透过激光棒后出射波前
偏离平面的程度，通常受激光棒材质折射率均匀
性、剩余应力、端面平行度的影响。波前畸变直
接影响激光输出光束的准直性和自聚焦性，从而
影响激光输出的模式和能量。因此，激光棒的光
学质量对于衡量激光器的性能至关重要。21 世

面波经准直物镜产生标准平面波，平面波通过标
准平晶的面 R 时，一部分光反射回去，作为参
考波面，仍是标准平面波；另一部分光透射出
去，经三棱镜反射面 R1、R2 的折转产生横向位
移后穿过激光棒，从面 A 出射，作为测试波
面。参考波面与测试波面发生干涉形成的干涉条
纹，通过成像光路在 CCD 上成像。

[2]

纪 80、90 年代，陈进榜等 使用 LTY80 棱镜干
涉仪（泰曼型），给出了测试波前畸变的双通方
法。21 世纪初，国家制定了激光棒波前畸变测
[3]

试的详细标准：GB/T 11297.1—2002 ，采用双
程式泰曼干涉仪作为测量仪器。此后，何勇等

[4]

CCD
成像物镜
孔径光阑

准直镜 R

激光
点光源

A
B
激光棒
标准
平晶

分束镜

根据这一标准自主开发了激光棒波前畸变测试
的相关研究。俄罗斯学者 Korolkov 使用 Intellium
Z100 斐索型干涉仪，采用双通法测量了多种型
3+

R2

图 1 单通法原理图

仪。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同样开展了激光棒测量
[5]

R1
直角棱镜

Fig. 1

Single-pass system diagram

由于参考波面为标准平面波，故干涉图可以

号的 YAG∶Nd 激光棒，并通过共形光学元件

直接反映激光棒出射波前偏离平面的程度。设干

对波前畸变作出补偿和校正。但是，由于激光棒

涉场光强分布为

具有细长的形貌特征，以往普遍采用的双通法存
在衍射效应显著、多重成像遮挡边缘的缺陷。
本文采用一种单通式激光棒波前畸变测量方
法来克服双通法存在的缺陷。我们将给出单通法
的测量原理及结果，与传统的双通法进行对比讨
论，着重分析衍射效应及成像机理，通过实际测
试，验证在同种条件下单通法的优势。同时，也
克服了单通法由于引入直角棱镜而导致的干涉对
比度低的问题。

1

原

理

I(x, y, t) = Id (x, y) + Ia (x, y) cos[ϕ(x, y) − δ(t)]

(1)

式中： ϕ(x, y) 为被测波面与参考波面的相位差；
Id (x, y) 为光场直流分布； Ia (x, y) 为干涉条纹的调

制度； δ(t) 为可变相位。通过四步移相法，取
δ(t1 ) = 0 ，δ(t2 ) = π/2 ，δ(t3 ) = π ，δ(t4 ) = 3π/2 ，分别

测出对应的光强分布 I(x, y, ti ) ，即可得出四组关
于 Id (x, y) ， Ia (x, y) ， ϕ(x, y) 的方程，解得
[

I(x, y, t4 ) − I(x, y, t3 )
ϕ(x, y) = arctan
I(x, y, t1 ) − I(x, y, t2 )

]
(2)

再通过光程差 ∆ 与相位差 ϕ 的关系 2π∆(x, y)/
λ = ϕ(x, y) ，测得激光棒的波前畸变。

采用单通法测量激光棒的波前畸变时，测试

双通法与单通法原理基本一致，如图 2 所

光仅透射通过激光棒一次，测试结果为平面波单

示。区别仅在于将反射件由直角棱镜换为反射平

次通过激光棒后由于晶体结构的非理想性在出射

晶，使得测试光透过激光棒后，经平晶的反射原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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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返回，再次透过激光棒，携带两倍的激光棒畸
变信息，与参考平面波发生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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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

验

2.1

测量结果

R
测试光
参考光

A

激光棒

实验采用仪器为 ZYGO 公司生产的斐索型

B

标准平晶

移相干涉仪 GPI-xp，口径为 ϕ 100 mm，测试对

反射平晶

图 2 双通法原理图
Fig. 2

象为口径 ϕl = 5 mm 、长度 L=80 mm 的 Nd∶YAG
激光棒。根据单通法原理图搭建光路，测得结果

Double-pass system diagram

如图 3 所示。
Oblique plot

+0.047 53
Wave
−0.0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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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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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三维波面图

36.6

(a) 干涉图样

y/m
m

mm

图 3 单通法测试结果
Fig. 3

Test results of single-pass method

由于激光棒放置在干涉腔左侧，且成像与实

离激光棒前表面 A 的距离为 Lm，如图 5 所示，

际物体左右相反，所以从激光棒 A 面出射的待

随着 Lm 的增加，双通法的衍射环存在范围扩

测波前与参考光的干涉条纹位于视场右半部分，

大。因此对于双通法，反射平晶必须紧贴激光棒

如图 3（a）中 A 处所示。可以观察到，干涉图的

才能够降低衍射效应，且在相同掩模下，不同

边缘细且清晰，没有衍射环。

的 Lm 会导致不同的测量结果；单通法由于抑制

为了排除空气扰动和直角棱镜对测试结果

了衍射效应，对反射棱镜无距离限制。

的影响，测量了干涉仪的空腔波前，并将其从

综上所述，相较于单通法，双通法测得的激

结果汇总中扣除，最终测得波面结果如图 3（b）

光棒出射波前畸变在边缘上可信度较低。为了排

所示。

除衍射、重影因素的干扰，不得不减小有效测

另外，用标准平晶代替直角棱镜的位置，其

量面积，降低信息丰富度。而单通法可以克服这

他条件不变，测得双通法下干涉图和波面数据：

一缺点，扩大有效测量面积，得到更为可靠的

峰谷值为 0.166λ，均方根值为 0.030λ。

结果。

2.2

单通双通实验结果对比

3

讨

论

1）双通法得到的干涉图边缘厚度约为单通
法的两倍（图 4），系多重成像导致。设边缘重叠

干涉信息的丰富程度影响测试结果的可靠

区域环宽为 d，标定干涉区域半径为 R，引入一

性。由于激光棒口径仅为 5 mm，面积仅占视场

个比例变量 γ=d/R 来衡量边缘信息的缺失程度，

的 1/400，本身干涉信息不足，因此应尽可能多

下标 s 和 d 分别表示单通法和双通法。经计算，

地保留有效的边缘信息。根据实验结果，导致边

γd ≈ 1.8γs 。

缘丧失的两大原因为衍射效应和多重成像。分别

2）双通法有多层衍射环而单通法无肉眼可
见的衍射环。设反射件（直角棱镜或标准平晶）

讨论其成因，从而进一步分析单通法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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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通法, γs=0.06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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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双通法, γd=0.126 0

图 4 干涉图样边缘重影对比
Fig. 4

(a) 单通法 (Lm=20 cm)

Comparison of ghosting at the edge of the interferogram

(b) 双通法 (Lm=20 cm)

(c) 双通法 (Lm=40 cm)

图 5 不同情况下衍射效应的对比图
Fig. 5

3.1

Comparison of diffraction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衍射效应的对比分析

光在激光棒中的往返传播可以等效为在一连
[7]
串小孔中的传播 ，孔径取决于激光棒口径，孔
距取决于激光棒长度 L 以及与反射镜的相对位
置。单通测试中，测试光束只通过一次激光棒，故
测试波面经过激光棒前后两个圆孔的衍射，如
图 6（a）所示；双通法测试中，测试光束两次通过
激光棒，故测试光束等效于被四个圆孔衍射，如
图 6（b）所示；当反射平晶紧贴激光棒后端面
时，测试光束可以看作被三个圆孔衍射，如
图 6（c）所示。
平面波每一次经过小孔，边缘光强都会被削
弱，振幅和相位的横向场分布都会出现畸变，这
种畸变是可叠加的。称光在相邻小孔间的传播为
[8]
一次渡越，研究已经证实 ，至少要经过上百次

的渡越，光束的横向场分布才会趋于稳定，不受
衍射效应的影响。显然，在测试激光棒的过程
中，最多仅有三次渡越，衍射效应随着渡越次数
的增加而增强，达不到平稳条件。因此，为了减
小衍射效应对测试的影响，应尽可能减少渡越次
数。对于单通法，渡越次数为 1，而双通法的渡
越次数为 2 或 3，因此，采用单通法可以很好地
达到抑制衍射效应的作用。
另外，衍射效应导致边缘畸变会因为传播距
离的增加而扩大，因此对于双通法而言，孔距
BB′会影响衍射效应的大小，因此必须控制反射
镜与激光棒的距离，否则可能导致多次测试结果
的不一致。而单通法中，由于直角棱镜不在光束
渡越路线中，故对直角棱镜的位置没有严格的要
求，相对于双通法，结果可再现性强。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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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通法测量中，激光棒经过平晶反射在物
方空间形成虚像，但对于干涉仪系统，激光棒及
A

其镜像都是物，因此在像方空间形成两个实像

B
(a) 单通法

（图 7）；在单通测量中，激光棒直接经过干涉仪
的光学系统在像方空间成一个实像（图 8）。
物2

A

B

B′

物1

A′

干涉
仪
系统

像2

像1

CCD 靶面

对准平面

(b) 反射镜远距下双通法

图 7 双通法成像变形示意图
Fig. 7

Imaging deformation diagram in double-pass method

物方
B (B′)

A

A′

(c) 反射镜紧贴激光棒时双通法

CCD 靶面

图 8 单通法成像变形示意图

Small-hole equivalent diagram

Fig. 8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3.2

像方

对准平面

图 6 不同情况下的小孔等效图
Fig. 6

干涉
仪
系统

Imaging deformation diagram in single-pass method

对比两种测量方法，单通法在像方空间减少

多重成像的对比分析

了一个多余的实像，因此边缘厚度也减小了近似

激光棒由于长度大，在实际成像的过程中，
会产生几何变形，圆柱体的激光棒最终在干涉仪
成像系统的像空间成像为类几何圆台。这是由于

一半，增加了有效测量面积。
3.3

干涉对比度调整

激光棒表面各个几何点在成像系统中的物距不同

单通法存在的问题：标准平晶反射率约为

从而在轴向和垂轴方向的放大率存在差异所造成

4%，直角棱镜的反射率约为 90%，使得参考光

的。这种几何变形会导致边缘成像的叠加，使得

与测试光光强不匹配，降低了干涉条纹对比度。

干涉图边缘有一圈黑环。过厚的边缘会减小有效

为此，需要将直角棱镜旋转一个偏摆角打破全反

测量面积。

射条件来降低其反射率至 20% 以下 。

[9]

在分析多重成像的过程中，将干涉仪（CCD

光通过直角棱镜时经过两次折射两次反射

除外）等效为理想光学系统，该系统具有确定的

（图 9），根据折、反射定律和菲涅耳公式，可以

焦距 f 和 f ′ 。由于成像物镜的存在，光学系统最
终所成像为实像，故得出 l > f 的默认条件。
根据高斯公式和牛顿公式，推出轴向位置 l′
和垂轴放大率 β 与物距 l 的关系：

推导出直角棱镜的总体反射率 ρ 和入射角 θi 的
关系，拟合出相应曲线（图 10）。经计算，当
θi =5.4◦ 时， ρ ≈ 20% ，此时对比度基本满足准确

判读要求；当 θi ⩾ 22.05◦ 时， ρ ≈ 4% ，测试光与

f ′l
f f′
l′ =
=f′+
l− f
l− f

(3)

(
)−1
f l′
1 1
β= − ′ = − −
f l
f l

(4)

参考光完全匹配，条纹可见度接近 1。根据几何
关系，旋转角 α = θi ，因此，直角棱镜至少旋转
5.4°，最好旋转 22.05°以上。
实际操作过程中，直角棱镜旋转偏摆角为

由式（3）和式（4）可知， l′ 与 l 呈负相关，

β

25°，对比度改善非常明显（图 11）。另外，旋转

与 l 呈正相关，因此，几何变形的确存在：物距

一个小角度还能将不需要的测试光（如直角棱镜

较小的前表面 A

成像的像距较大（ |l′

A|

>

|l′

并且垂轴放大率大于后表面 B（ |βA | > |βB | ）。

B | ），

斜面反射回的光束）偏出视场，排除杂散条纹的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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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反射率与入射角关系拟合图

图 9 直角棱镜内部光路示意图
Fig. 9

10

Internal light path of right angle prism

Fig. 10

Fitting chart of reflectivity and incident angle

(a) 旋转前

(b) 旋转后

图 11 旋转前后干涉条纹对比
Fig. 11

4

结

Comparison of interference fringes before and after rotation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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