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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拉丝形状对太赫兹能量空间
分布影响的研究
徐博伟
（上海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为了明确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了激光拉丝形状对太赫兹能量空间分
布的影响。采用柱面透镜替代传统球面透镜聚焦激光的方法改变激光拉丝的形状，产生一个
片状的激光拉丝体，并采集该片状激光拉丝产生的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激
光拉丝形状的改变不仅会引起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的改变，而且还会引起泵浦光偏振方向改
变时使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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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hape of the laser plasma on
terahertz energy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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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Optical-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erahertz energy spatial
distribution from the physical mechanism, the influence of the shape of the laser plasma on
terahertz energy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studied. By using a cylindrical lens instead of a spherical
lens to focus laser, a plasma sheet is produced, and the terahertz energy spatial distribution
generated by the plasma sheet is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pe of the plasma itself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rahertz energy, but also affects the influence of
pump laser’s polarization changing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rahertz energy.
Keywords: terahertz；spatial energy distribution；cylindrical lens；plasma sheet

收稿日期 ：2020-05-11
作者简介 ：徐博伟 (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超快激光产生太赫兹波。
E-mail：172390308@st.usst.edu.cn

第6期

引

徐博伟：激光拉丝形状对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影响的研究

• 55 •

体的方向上。此外，如果进一步改变泵浦光的偏

言

振，垂直于片状拉丝方向上的太赫兹能量还会产
生一个大约 20% 左右的明显偏移。

太赫兹技术因其具有较低的电离能、较高的
穿透性、大信息承载能力以及更好的光谱分辨能
力等特点

[1-2]

，而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生物检测

太赫兹通信

[5-6]

、太赫兹波导

[7-8]

[11-12]

和空气拉丝法

、

等领域。目前，

产生太赫兹的常用方法主要有光整流法
电导天线法

[3-4]

[13-14]

[9-10]

、光

等。其中，

空气拉丝法因其具有无介质损伤阈值要求、产生
的太赫兹波频谱极宽、更易通过改变激光参数和
拉丝环境来实现对太赫兹波的调控等优点，而成
为研究的热点。目前，以激光拉丝产生太赫兹波
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提高产生能量、扩展频谱等
展开，而对太赫兹的能量分布还处于前期摸索阶段。
空气拉丝产生的太赫兹波通常呈现圆锥形辐
射，因此其能量的空间分布呈圆环状。科研人
员 Zharova 等

[15]

和 Suvorov 等

[16]

提出，太赫兹

能量整体呈圆环状分布，但是与泵浦光偏振垂直
方向上的能量会略强一点，他们认为光偏振引起
的热压会对太赫兹能量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的影
响。围绕这一观点，科研人员在此后也进行了许
多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结果

[15-16]

，

但都只是针对热压对单色场条件下太赫兹能量空
间分布的影响，即没有进一步探讨是否存在其他
影响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的因素，也没有在能量
空间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
You 等

[17]

在研究中发现，在双色场拉丝条

1

实验原理
实验在双色场条件下进行，为改变普通拉丝

的形状，使用柱面透镜代替普通的球面透镜聚焦
激光，从而产生了一个片状的拉丝体。结合泵浦
光偏振方向的改变，研究拉丝的形状对太赫兹能
量空间分布的影响。
实验采用的激光器为相干（Coherent）公司商
业化钛蓝宝石飞秒激光，其主要参数指标为：水
平线性偏振；中心波长 800 nm；半高全宽 10 nm；
脉宽 130 fs；单脉冲能量 8 mJ；重复频率 1 kHz；
初始出射光斑直径约 12 mm。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泵浦激光经柱面透镜（CL）会聚后，在空
气中形成片状等离子体（Plasma Sheet），在透镜
焦点之前放入倍频晶体 BBO，用以产生 400 nm
激光，从而形成双色场拉丝。片状拉丝产生的太
赫兹波被两面抛物面镜 PM1、PM2 收集后会聚
并进入高灵敏度的热释电探测器 Bolometer（PM1、
PM2 之间的银镜 AgM 作用仅仅是改变太赫兹传
播方向，便于实验装置搭建），Bolometer 探测口
上覆盖高阻硅片（Si）用于隔绝激光入射。柱面透
镜前放置半波片（λ/2）用以改变 800 nm 泵浦光的
偏振方向。

件下，远场太赫兹能量在空间整体基本呈对称的

Bolometer

圆环状分布。虽然不同频率分量的太赫兹在同一

LIA
Si

探测平面上能量空间分布的圆环大小不同（高频

AgM
λ
2

太赫兹波能量分布圆环直径小，低频太赫兹波能
量分布圆环直径大），但是整体始终呈现为对称
的圆环状分布。而如果在此条件下改变泵浦光的
偏振，太赫兹能量的空间分布基本不产生变化。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观点，即除了泵

PM2

CL

Laser
BBO Plasma
sheet

Chopper

PM1

图 1 实验装置
Fig. 1

Experiment setup

浦光偏振之外，激光拉丝形状也是影响太赫兹能
量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在双色场条

在 AgM 与 PM1 之间放置一块四分之三象

件下，使用柱面透镜代替普通的球面透镜聚焦激

限太赫兹波挡板，如图 2 所示，挡板由厚铝箔片

光，产生了一个片状的激光拉丝体（plasma sheet）。

制成并被贴在旋转的可调镜架上，用以探测该平

通过实验发现，片状的拉丝体，其本身会使得超

面位置处太赫兹波能量的空间分布。实验中，以

过 70% 的太赫兹能量被集中至垂直于片状拉丝

泵浦光偏振为水平方向时为基准，找到产生的太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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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波的能量中心点（即太赫兹能量最强的位

水平偏振泵浦光

置），使该中心点与四分之三象限太赫兹波挡板

竖直偏振泵浦光
90°
50
60°
40

的中心重合。此时，遮挡板会遮挡住空间中四分

120°

之三的太赫兹波，只让余下的、需要探测的四分
之一太赫兹波通过并最终进入到探测器 Bolometer

30

150°

中。采集所得信号由 Bolometer 输出到 SR830 锁
相放大器（LIA）中，同时光学斩波器 Chopper 给
锁相放大器提供外参考信号，信号采集由编写

30°

20
10
180°

0°

0

的 LabVIEW 控制软件完成。为提高信号信噪
比，每一组信号采集 80 个数据然后取平均。通

210°

330°

过旋转太赫兹波挡板，结合 Bolometer作非相干
探测，可以分别采集得到该空间平面处太赫兹波
上、下、左、右四部分的能量强度，而这四部分
太赫兹波能量叠加组合即可理解为在该空间平面
处完整的太赫兹波能量。将探测所得四个象限的
太赫兹能量强度连线，即可得到太赫兹能量空间
分布规律。

300°

240°
270°

图 3 用球面透镜拉丝时太赫兹能量的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rahertz energy when using
a spherical lens to generate terahertz

由图 3 可知，经球面透镜拉丝产生的太赫兹
能量在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上的分布大致相同，
且完全对称。这和 You 等指出的双色场拉丝产
[17]

生的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呈完全对称的圆环状

相符。此外，由图 3 还可以看出，无论泵浦光偏
振为水平偏振（即图 3 中实线），还是泵浦光偏
振为竖直偏振（即图 3 中虚线），太赫兹的能量
空间分布并不随着偏振方向的改变而产生明显的
变化。这说明，在双色场条件下用球面透镜拉丝
产生的太赫兹波，其能量的空间分布并不受泵浦
光偏振方向的影响。
将球面透镜换成柱面透镜（CL），本文以经
图 2 四分之三象限太赫兹波挡板示意图
Fig. 2

2

Three-quarter quadrant THz wave baffle.

实验结果及分析

柱面透镜会聚后产生的片状拉丝方向为水平方向
进行研究。在此情况下，用不同偏振方向的泵浦
光拉丝产生太赫兹波，并用图 2 所示的四分之三
象限太赫兹波挡板分别探测上、下、左、右四个
象限内的太赫兹能量。所得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

首先，将图 1 所示实验装置中的柱面透镜

如图 4 所示，图中实线为泵浦光为水平偏振时太

（CL）替换成普通的球面透镜，用以产生普通的

赫兹能量分布情况，虚线为泵浦光为竖直偏振时

拉丝，并激发产生太赫兹波；然后，用图 2 所示

太赫兹能量分布情况。

的“四分之三象限太赫兹波挡板”分别探测此时

由图 4 可知：无论泵浦光偏振状态如何，片

上、下、左、右四个象限内的太赫兹能量，以供

状拉丝为水平方向时，产生的太赫兹能量约有

后续实验作对比。采集所得四个太赫兹能量空间

70% 以上集中在竖直方向上；当泵浦光偏振为

分布如图 3 所示，图中实线为泵浦光为水平偏振

水平偏振时（即图 4 中实线），太赫兹能量的空

时太赫兹能量分布情况，虚线为泵浦光为竖直偏

间分布无论是上、下象限还是左、右象限都基本

振时太赫兹能量分布情况。

呈现对称分布；当泵浦光偏振为竖直偏振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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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虚线），虽然太赫兹能量的空间分布左、

为多丝叠加后的相干作用引起。球面透镜双色场

右象限还是大致呈现对称分布，但是其上、下象

拉丝产生的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原本就呈完全对

限的能量分布出现了约 20% 的向下偏移，呈现

称状，因此改变泵浦光偏振方向，对各方向上太

出了十分明显的非对称分布现象。

赫兹能量空间分布的影响也一致，等效于没有影
响。而经柱面透镜会聚产生的片状等离子体，由

水平偏振泵浦光

120°

于相干叠加作用，本身使得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

竖直偏振泵浦光
90°
20
60°

集中在了与片状拉丝方向垂直的方向上，在此基
础上，改变泵浦光偏振方向，不同方向上的太赫

15
150°

兹能量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了能量

30°

10

分布的偏移。

5
180°

0°

0

210°

330°

300°

240°
270°

图 4 片状拉丝为水平方向时太赫兹能量的空间分布
Fig.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rahertz energy with
horizontal plasma sheet

由图 3 可知，双色场条件下由球面透镜拉丝

3

结

论

本文使用柱面透镜代替普通的球面透镜聚焦
激光，产生了一个片状的等离子拉丝体。实验结
果表明，激光拉丝形状本身不仅会直接影响太赫
兹能量的空间分布，同时也会影响到泵浦光偏振
改变对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的作用。验证了激光
拉丝形状也是影响太赫兹能量空间分布的重要因
素之一的观点，可为进一步解释太赫兹能量空间
分布的机理提供参考。

产生的太赫兹波，其能量的空间分布在四个象限
内都呈对称状，且不受泵浦光偏振的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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