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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飞秒激光具有超短脉冲和超高电场强度两个特征。它已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
反应的动力学过程分析和热效应可忽略的超精细加工。在这个过程中，飞秒激光
显示出与皮秒、纳秒脉冲不同的特性，如热影响区域小、作用效果能够超过光学

衍射极限、良好的空间选择性等。这些特性在许多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如
超精细加工、微光子器件制造、医学精密手术、高密度三维光存储等。本文针对
这一领域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对飞秒激光脉冲与透明介质非线性相
互作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１分别使用脉冲宽度为ｐｓ和ｆｓ量级，波长为８００ｎｍ，重复频率ｌｋＨｚ的激光

脉冲，在熔融石英中形成了单发脉冲导致的损伤位点阵列。并对单个损伤位点，
使用光学显微镜和图像传感器对其形态进行了观测。分析了激光照射后沿入射光
方向将出现分立的损伤结构原因。另外，发现透明介质的材料损伤阈值与聚焦条
件有关系，随着数值孔径的增加，阈值能量逐渐减小。
２使用不同脉冲宽度的激光照射白宝石晶体，得到不同的损伤形态。白宝石
在ｒｌＳ激光脉冲作用下形成的典型的“米”字形结构，这与白宝石晶体结构相对应。
在２．Ｉｐｓ激光脉冲作用下，晶体内部产生的“十”字形损伤。ｆｓ激光脉冲聚焦到
白宝石内部时，出现的“一”字形结构。损伤外型与偏振方向无关，显然不同脉
宽的激光照射晶体产生不同的热效应。
３近红外飞秒激光在石英玻璃照射后诱导产生色心，分析认为，在近红外飞

秒激光强度低于宏观破坏阈值时，纯石英玻璃中ＳｉＥ’心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超短
脉冲激光引起的焦点区域激光能量沉积和激子自陷引起的，属于玻璃网络的本征
结构改变。
４采用高温熔融法制备了银掺杂的锂铝硅酸盐微晶玻璃。经近红外飞秒激光
照射和热处理后，通过显微镜观察及ｘ射线衍射分析，发现玻璃内部形成以银原
子为晶核的工ｆ２０·４，２０３·３Ｓｉ０２多晶结构微晶，晶体细小，呈乳白色，为六方晶系。

呈现空间取向分布结构。飞秒激光照射部位玻璃折射率发生明显变化，出现析晶：
末照射部位折射率无明显变化，仍为玻璃体。
关键词：飞秒激光

微加工衍射激子自陷微晶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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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道德声明
秉承研究所严谨的学风与优良的科学道德，本人声明所里交的论文是我个人
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所引用的内容都已给予
了明确的注释和致谢。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
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申请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切相关责任。

论文作者签名翘丛二．日期：趔曼篁：４

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即：研究生在所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系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本人保证离所后，发表基于研究生工作的论文或使用本论文工作成果
时必须征得产权单位的同意，同意后发表的学术论文署名单位仍然为中科院西安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产权单位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
借阅；产权单位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
制手段保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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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飞秒激光器在美国问世，飞秒激光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
由于飞秒激光具有很高的峰值功率、脉冲极短等特性，已被广泛应用于物理、化
学、生物学、光电子学等领域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９０年代以后，随着飞秒钛宝
石激光器的研制成功，飞秒激光进入了加工领域。与传统的加工用激光器如二氧
化碳（ｃＯｚ）激光器、掺钕钇铝石榴石（ＹＡＧ）激光器相比，由于飞秒激光加工产生的
热影响区域非常小，能够得到更高的加工精度；与准分子激光器相比，虽然准分
子激光器输出光波长更短，但由于它的辐射能被许多透明材料吸收，只能进行表
面加工，且当波长丑＜２００ｒｉｍ时，还存在聚焦光学元件表面辐射损伤问题。实验表
明，使用超短脉冲不仅能够进行表面微加工，还能进行体内微加工（材料透明情况
下），且加工精度不低于使用准分子激光所达到的。飞秒激光加工所具有的独特优
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使该技术得到了广泛发展。早期工作如１９９６年日本的
Ｄａｖｉｓ Ｋ

Ｍ等人首次利用再生放大的钛宝石飞秒激光成功地在各种玻璃材料内写

入光波导川，哈佛大学Ｍａｚｕｒ Ｅ领导的小组利用飞秒激光在各种透明材料内部进
行高密度三维存储他１，此后短短的几年里，人们对各种材料的飞秒激光加工，以
及飞秒激光在产生光波导、耦合器、光栅、光子晶体及进行光存储等方面的应用
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飞秒激光与各种材料的作用机理各不相同且目前尚不
清楚，１９９７年哈佛大学Ｍａｚｕｒ Ｅ领导的小组利用微爆炸理论来解释飞秒激光在熔
融二氧化硅、石英、蓝宝石、ＢＫ７光学玻璃等透明材料内部产生亚微米结构的现
象Ｂ１。飞秒激光超微细加工已成为当今世界激光、光电子行业中一个极为引人注
目的前沿研究方向。本章综述了飞秒激光进行材料加工的多种机理和理论，阐述
了飞秒激光加工的特点；重点介绍了飞秒激光对玻璃、石英等各种材料加工最近
两年的研究进展状况及各方面的应用。
１．１飞秒激光技术的发展状况
１９７６年，人们首次在染料激光器中实现飞秒激光脉冲输出以来Ｈ３，飞秒激光
技术获得飞速发展，１９８２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Ｒ．Ｌ．Ｆｏｒｋ等人首次运用碰撞脉冲

——塑塑塑娄壁壁皇堡婴坌堡塑曼堡旦
锁模（Ｃｏｌｌｉｄｉｎｇ

Ｐｕｌｓｅ

Ｍｏｄｅ—ｌｏｃｋｉｎｇ，简称ＣＰＭ）技术在环形染料激光器中获得

９０ｆｓ的光脉冲”１·１９８５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Ｊ．Ａ．Ｖａｌｄｍａｎｉｓ等人在激光腔内引入
可补偿腔内群速弥散的四棱镜结构，得到２７ｆｓ的光脉冲晒’，１９８６年中科院西安
光机所陈国夫研究员在英国Ｓｔ．Ａｎｄｒｅｗｓ大学物理系采用同样结构，在ＣＰＭ环形染
料激光器上得到了１９ｆｓ的光脉冲盯４１，这是染料激光器迄今为止最好的结果。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一些优质激光晶体生长的成功及各种锁模技
术的发明，掀起了固体激光器的第二次革命，掺钛蓝宝石（Ｔｉ：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Ｔｉ：Ａ１：０，）
激光器是一个典型代表“∞。掺钛蓝宝石具有热导率高（Ｏ．３３一Ｏ．３５Ｗ／ｃｍ．ｏｃ）、硬
度大（莫氏９）、吸收光谱宽（４００—６００ｎｍ）、荧光光谱宽（６５０－ｉｌＯＯｎｍ）、上能级寿命
长（３．２肚ｓ）和光学均匀性好等优点，是固体激光器较理想的材料，并可望产生极
短的光脉冲。在激光锁模技术方面也取得了突飞猛进。１９８９年底，美国ＭＩＴ的一
个研究小组运用添加脉冲锁模（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Ｐｕｌｓｅ

Ｍｏｄｅ—ｌｏｃｋｉｎｇ，简称ＡＰＭ）技术从

钛宝石激光器中输出了２００ｆｓ的光脉冲“”；１９９１年日本的Ｙ．Ｉｓｈｉｄａ等通过在钛
宝石腔内插入慢可饱和吸收体染料获得了更短的脉冲“劲；同时人们也在钛宝石激
光器中成功地运用了主动锁模、被动锁模、同步泵浦锁模、相加脉冲锁模等各种
锁模技术，实现了飞秒短脉冲的产生。然而，掺钛蓝宝石激光器的迅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主要归功于克尔透镜锁模技术的出现。１９９１年初，圣安德鲁斯大学的
Ｄ．Ｅ．Ｓｐｅｎｃｅ等人运用自锁模（Ｓｅｌｆ－ｍｏｄｅｌｏｃｋｉｎｇ，简称ＳＭＬ）技术或称克尔透镜锁
模（Ｋｅｒｒ

Ｌｅｎｓ

Ｍｏｄｅｌｏｃｋｉｎｇ，简称ＫＬＭ）技术产生了６０ｆｓ的钛宝石激光脉冲“那；

与染料激光器相比，钛宝石激光器不但脉冲窄，功率高，而且结构简单，调节方
便，工作稳定，很快替代染料激光器而成为超快现象研究的主要工具。ＳＭＬ技术
主要是利用钛宝石晶体的非线性特性，并加以群速色散补偿结构而形成。ＫＬＭ钛
宝石激光器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在钛宝石激光腔内加上棱镜对。在自锁模技术的基
础上运用了各种新型技术，如加入各种调制和启动介质以及改进腔型，优化和完
善了钛宝石激光器，使激光器输出脉冲更短，单脉冲峰值功率更高。１９９５年，
Ａ．Ｓｔｉｎｇｌ等人首次运用啁啾镜和插入色散补偿片进行腔内色散控制，这种技术称
为腔镜色散控制技术（Ｍｉｒｒｏ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简称ＭＤＣ），最终在线型腔中

获得了小于ｌＯｆｓ的光脉冲“钔；１９９６年，Ａ．Ｋａｓｐｅｒ和Ｋ．Ｊ．Ｗｉｔｔｅ等人也用ＭＤＣ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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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单向环型腔中获得短至ｌＯｆｓ的脉冲ｍ３；同年，许林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ｐｉｅｌ眦ｎｎ
等人在环型腔中全部采用啁啾镜获得了７．５ｆｓ的短脉冲¨６１；１９９７年，Ｉ．Ｄ．Ｊｕｎｇ
等人在钛宝石激光器中采用宽带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Ｓａｔｕｒａｂｌｅ

Ｍｉｒｒｏｒｓ，简称ＳＥＳＡＭｓ）结合啁啾镜及棱镜对进行色散控制的方法获得

了６．５ｆｓ的短脉冲“们。１９９９年，Ｕ．Ｍｏｒｇｎｅｒ等人在腔外运用啁瞅镜和低色散棱镜
对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色散控制，获得了带宽超过４００ｎｍ、脉宽为５．４ｆｓ的短脉
冲。这个宽度已小于两个光脉冲的周期，这也是从激光振荡器直接产生的最短脉
冲ｕ勘。

然而，直接从飞秒脉冲激光振荡器输出的单脉冲能量低（ｎＪ数量级），重复
频率高（ＩＯＯＭＨｚ左右），很多应用受到限制，如产生超连续谱、时间分辨的泵浦
一探测等。为了满足高功率方面的需求，超短脉冲的放大与压缩技术成为激光学
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１９８７年Ｆｕｊｉｍｏｔｏ等人在激光腔外把７０ｆｓ的光脉冲压缩
到１６ｆｓ“们，同年Ｆｏｒｋ等人通过采用高阶非线性色散补偿技术，得ＮＴ ６ｆｓ的光
脉冲旺ｍ，１９９６年，Ａｎｄｒｉｕｓ Ｂａｌｔｕ§ｋａ和魏志义等人运用单模光纤和棱镜光栅对
（或啁啾镜）压缩技术把从腔倒空白锁模钛宝石激光器中产生的１３ｆｓ的脉冲压缩
到５ｆｓ旺”。１９９７年，Ｓ．Ｓａｒｔａｎｉａ和程昭等人使用无光栅的展宽器对钛宝石光脉冲
进行放大，用棱镜对压缩后输出２０ｆｓ、１．５ｍＪ的放大脉冲，再采用中空光纤和啁
啾镜压缩产生了０．ＩＴＷ、小于５ｆｓ的脉冲瞪到。１９９８年，Ｋ．Ｙａｍａｋａｗａ和Ｍ．Ａｏｙａｍａ
等人运用三级放大器在重复频率为ｌＯＨｚ下产生了ＩＯＯＴＷ、小于２０ｆｓ的光脉冲。３＿
２印，平均功率１９１Ｉ，聚焦后的强度达到３ｘ１０２０Ｗ／ｃａ２。
总之，掺钛蓝宝石激光晶体、克尔透镜锁模技术和超宽带高阶色散可控的啁
啾多层介质镜将飞秒激光脉冲推至极限，脉宽短至单周期，峰值功率高至太瓦，
为超快、超强极短条件下的物理、化学现象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１．２飞秒激光材料加工的机理
由于飞秒激光具有很高的峰值功率（可达１０１２ｗ）和功率密度（达１０＂ｗ／ｃｌｎ２），
与各种材料相互作用时往往诱发如多光子效应、自聚焦现象、雪崩电离等各种非
线性现象，飞秒激光与各种材料作用的机理各不相同而且目前尚不十分清楚，还

超短激光脉冲与遗明介质相互作用

处于探索阶段，但根据现有的实验现象和结果，对于各种材料人们提出了各种不
同的解释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１）闽值模型：飞秒激光加工主要是利用飞秒激光对材料的烧蚀作用，将飞秒激光
聚焦在被加工材料表面或者体内产生烧蚀。研究表明：从连续波到脉宽几十个皮
秒，烧蚀过程是离子雪崩，始于内部电子。该脉冲范围内，烧蚀闽值常常有很大
的偏离，能量在很大范围内均可引起烧蚀，然而飞秒脉冲的烧蚀阈值偏离非常小，
只有能量密度达到一定值时才会发生烧蚀现象，烧蚀从一种统计属性转变为一种
确定行为。因此，对于飞秒激光脉冲，可以适当地控制其激光能流密度，使脉冲
中心很小区域的能量超过烧蚀阈值，从而得到比焦点还要小的特征结构。利用材
料具有特定烧蚀闽值的特性还可以克服衍射极限，这～观点最初在１９９５年就被
Ｐｒｏｎｋｏ Ｐ

Ｐ等人提出［２７１ｊ他们利用飞秒脉冲得到直径为３００ｈｍ的孔，约为焦点

尺寸的１０％。
２）微爆炸模型：哈佛大学Ｍａｚｕｒ Ｅ领导的小组研究了飞秒激光在熔融二氧化硅、
石英、蓝宝石、ＢＫ７光学玻璃等透明材料内部产生的微爆炸现象，除了金刚石外，
被测试的样品奉季辩内均导致了直径为亚微米的立体像素。利用光学显微镜、衍射
特性、扫描电镜（ＳＥＭ）及原子力显微镜（Ａ刚）研究分析产生的亚微米结构（直径为
２００’２５０ｈｍ）表明，飞秒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中引发的强烈自聚焦效应使激光焦斑
小于衍射极限。ＡＦｂｌ观察及光学衍射测量表明微爆炸形成一个微腔，腔周围是高
密度材料。微腔结构被认为是由于巨大的压力使材料从爆炸中心向外而形成。微
爆炸过程中由于在僵定体积内温度的升高产生巨大压力。飞秒激光在各种透明材
料内的微爆炸现象提供了一种透明材料的内部微加工方法；１９９６年Ｇｌｅｚｅｒ

Ｅ Ｎ

等人利用该方法在各种透明材料包括熔融石英、熔融二氧化硅、蓝宝石、ＢＫ７光
学玻璃、各种塑料材料等）中进行高密度三维光存储，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亚微米
量级存储单位的光存储技术。飞秒激光的微爆炸现象还可以用于制作如衍射光学
元件、光子晶体及光襁等；另外利用在微爆炸时产生的条件可以开展高温高压研
究的微型实验。
３）对于各种玻璃材料主要有（Ｉ）色心模型：１９９０年Ｈａｎｄ

Ｄ

Ｐ和Ｐ．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

Ｊ

根据Ｋ－Ｋ（Ｋｒａｍｅｒｓ－－Ｋｒｏｎｉｇ）因果关系提出了色心模型［２８１该模型的前提是假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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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敏效应产生于缺陷处局域电子的激发。紫外光照射下，掺锗石英光纤材料中的
缺氧锗缺陷将发生电离，所释放出的光电子陷落在附近位置上形成新的缺陷中一ｔｌ，，
这种色心缺陷粒子数的变化将永久性地改变光纤的紫外吸收谱。色心模型理论在

一定范围里解释了折射率变化的原因，但Ｒｕｓｓ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人分别通过吸收光
谱测量以及进行Ｋ＿Ｋ变换发现得到的折射率变化与实验结果会有两个数量级的差
异。（２）偶极模型：偶极模型建立在光子激发电离玻璃内的缺陷结构锗氧空位，形
成内建周期性空间电荷场的基础上［２９１０光电离锗缺氧心Ｇｅ—Ｓｉ、Ｇｅ—Ｇｅ会产生带
正电的ＧｅＥ’空穴心和自由电子，电子扩散开在邻近的Ｇｅ（１）、Ｇｅ（２）处被捕获，形
成带负电的Ｇｅ（１）一、Ｇｅ（２）一电子捕获。ＧｅＥ’空穴捕获和Ｇｅ（１）一、Ｇｅ（２）一电子捕获
形成电偶极子，空间距离在几个埃量级。每～个形成的偶极子都会产生静电直流
极化场，延伸到多个分子距离。通过直流克尔效应，这些静电场诱导出的局域折
射率改变正比于酽。（３）压缩模型：是指激光辐照引起密度变化。从而使折射率发
生改变。（４）应力释放模型：认为折射率的改变是由纤芯中内建热弹应力的减小引
起的。在拉光纤时，由于光纤纤芯和包层热膨胀系数差异使掺锗的石英纤芯处于

紧张状态。通过应力～光学效应（光弹效应），张力使折射率减小。（５）新的网络结
构的形成：铅一锡一氟磷酸盐玻璃在紫外光照射下，形成的条纹状结构是由折射
率改变引起的，但不存在玻璃结构的致密化，未曝区折射率减小［３０１，
另外对于各种玻璃材料，根据飞秒激光强度可分三萃孛不同性质的破坏类型
”“：低的激光强度产生正的折射率变化（类型１），可用于获得光波导、耦合器；

中等的强度产生双折射率变化（类型２）：高的强度破坏形成空腔（类型３），可用于
产生光子晶体及进行光存储。最近，英国ＥｒｉｃａＢｒｉｃｃｈｉ等人研究了中等强度下的
情况即类型２的情况，建立了一种双折射形成模型１３２１他们采用干涉测量相位步
迸技术测量飞移激光辐照后样品各区域的相位变化，从而得副各区域的折射率变
化晴况。实验结果证实了负折射率变化及折射率变化符合对偏振态的依赖性。
４）库仑爆炸模型：库仑爆炸模型最初的提出是针对表面损伤归３’３４１
Ｃｈｅｎｇ Ｈ

１９９７年，

Ｐ和Ｇｉｌｌａｓｐｙ Ｊ Ｄ利用大规模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硅表面的库仑爆炸””。

２０００年德国Ｈｅｎｙｋ Ｍ等人分析了飞秒激光烧蚀蓝宝石（晶态Ａ１。０，）ｔ３６１实验过程
中使用飞行时间质谱仪研究离子发射，发现最凸出的峰为Ａｌ和０。分析了放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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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离子强度对激光能流和激光脉冲数目的依赖关系及离子动能分布，表明基本
的烧蚀过程是由于表面爆炸即库仑爆炸所引起的。另外，该小组还对飞秒激光爆
炸烧蚀ＮａＣｌ及ＢＦ２等宽带隙晶体材料进行了研究，同样证实了库仑爆炸的合理性
１３７１。２００３年ＥｇｉｄＵｕｓ Ｖａｎａｇａｓ等人利用具有纳焦能量的飞秒激光脉冲在硼酸硅

玻璃形成丘状纳米结构，烧蚀机理与库仑爆炸相一致［３８１０丘状烧蚀物没有明显的
熔融和环形凹痕证实了在熔融或汽化之前材料开始离开表面。受损部位的横向尺
寸小于聚焦于样品表面的焦斑大小４至５倍，这与多光子效应所致的破坏机理相
一致。

总的来说，各种材料的烧蚀基本都与阈值模型相符合：金属和半导体材料的
飞秒加工利用库仑爆炸模型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当然至今还没有一种模型能够完

全解释飞秒激光与各种材料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具体的作用过程，所以这一领域仍
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

１．３飞秒激光材料加工近几年的进展状况
从１９９５年飞秒激光开始用于材料加工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加工优势很快得到
人们广泛的关注。２００３年Ｒｉｚｖｉ

Ｎ

Ｈ总结了飞秒激光对金属、玻璃、金刚石、各

种聚合物、陶瓷等材料的微加工进展情况，从各方面证实了飞秒激光是一种优秀
的微ＮＩ光源１３９１０

接下来重点描述了飞秒激光非线性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新的应用如在玻璃内
部写入光波导、耦合器、光栅、光子晶体、微光学元件等，以及利用多光子聚合
产生亚微米结构超衍射极限加工方面的进展状况。
１）光波导
１９９６年，日本的Ｄａｖｉｓ

Ｋ

Ｍ等人首次利用荐生放大的钛宝石飞秒激光成功地

在各种玻璃（如高硅玻璃、硼酸盐玻璃、钠钙玻璃及氟化玻璃）内得到光波导，检
测到纯硅、掺锗硅玻璃被照区域折射率增加量（ａｎ）为０．０１至０．０３５１４０ｌ。１９９９

年日本物理化学研究所（ＲＩＫＥＮ）的Ｓｕｎｇ—ＨａｋＣｈｏ等人在光纤纤芯中得到长度为
９’ｌＯｍｍ单模光波导结构并检测到最大的折射率变化量为０．０２１１２４。飞秒激光放大
器通常具有较低的重复率，大大限制了飞秒微加工的速度，此外飞秒放大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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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昂贵和复杂。２００１年，哈佛大学Ｓｃｈａｆｆｅｒ

Ｃ

Ｂ等人直接聚焦未经放大的由

飞秒激光振荡器输出的具有纳焦能量的飞秒激光脉冲，在康宁０２１ １玻璃内写入波
导ｔ４１１大大提高了加工速度并降低系统成本。美国ＫａｏｒｕＭｉｎｏｓｈｉｍａ等人也利用
飞秒激光振荡器输出的红外飞秒激光在康宁０２１５玻璃中得到单模ｘ耦合器和三维
光波导［４２｜Ｉ并采用ＯＣＴ的方法来表征得到的光波导及耦合器的性能，测得被改性
区域的折射率变化咐１，２００２年德国耶拿大学Ｗｉｌｌ Ｍ等人利用飞秒激光脉冲在熔
融二氧化硅内获得２．５ｃｍ长的光波导，得到的损耗低于ｉｄＢ／ｃｍ（对波长５１４ｎｍ的
光而言），并通过控制写入速度控制波导的模数目１４４］。２００３年，加利福尼亚的

ＣｈａｎＪＷ等人利用飞秒激光在磷酸铝玻璃（ＳｃｈｏｔｔｌＯＧ一１）中写入椭圆形波导，发现
与纯熔融二氧化硅玻璃现象明显不同，波导在飞秒激光光束焦点的周围形成，丽
缺陷如色心则在中心焦点区域，而且该区域的折射率降低１４５｜。最近，意大利的
ＲｏｂｅｒｔｏＯｓｅｌｌａｍｅ等人利用整形的飞秒脉冲在掺铒和镱（Ｅｒ：Ｙｂ）的玻璃基片得到
９ｍｍ长单模光波导，沿着飞秒激光光束传播方向降低束腰的大小，同时降低两束
腰的位置。该方法克服了波导固有的不对称性，使所得波导能够有效地耦合到标
准光纤中１４６１，
２）耦合器
１９９９年。美国Ｈｏｍｏｅｌｌｅ Ｄ等人利用钛宝石飞秒放大器输出的飞秒激光脉冲，
分别侵缝熔融二氧化硅和掺硼石英玻璃折射率增大３Ｘ １０－３和５×１０～，在纯熔融
二氧化硅内部获褥Ｙ型耦合器１４７］Ｑ美国康宁公司Ｓｔｒｅｌｔｓｏｖ

Ａ

Ｍ等人于２００１年

首次利用飞秒钛宝石振荡器输出的纳焦飞秒脉冲在ＳｃｈｏｔｔＫＺＦ２硅酸硼玻璃内加
工得到定向耦合器１４８１。２００２年，Ｋａｏｒｕ Ｍｉｎｏｓｈｉｍａ利用扩展式腔飞秒激光器制作
了具有不同相互作用长度和耦合系数的方向耦合器ｔ４９１０通过控制入射脉冲能量，
焦点大小及扫描速度，可以镑《造不同尺寸、不同模式结构的光波导。为了验证藕
合模式理论，加工了一系列的具有不同波导间距ｄ和作用距离Ｌ的耦合器，首次
证实了耦合系数的振荡性变化和飞秒非线性材料加工耦合模式装嚣。
３）光栅
２０００年，日本科技株式会社的Ｋａｗａｍｕｒａ Ｋ等人首次通过两束红外飞秒激光
发生干涉，在各种透明的电介质材料（如蓝宝石单晶、二氧化硅玻璃等）上得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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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浮雕全息光栅１５０１。该方法是产生两束飞秒激光然后经过普通的聚焦透镜，样品
置于激光焦平面。法国巴黎理工学校Ｓｕｄｒｉｅ Ｌ等人利用再生放大的钛宝石飞秒激
光在熔融二氧化硅内写入永久性双折射结构，得到线宽６‘７ｕｍ周期为２０ｕｍ的光栅
［５１１０

２００３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Ｖｅｎｋａｔ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Ｋ等人采用啁啾脉冲放大

的飞秒激光，通过两束平行的飞秒激光干涉在铜样品表面得到周期为３．２ｕｍ的光
栅［５２１最近日本ＲＩＫＥＮ的Ｙａ Ｃｈｅｎｇ等人在Ｆｏｔｕｒａｎ光敏玻璃内得到光栅结构，
并研究了玻璃在温度５００—５５０。Ｃ之间的后烘时间与折射率变化的关系‘５３１０该研究
发现经飞秒激光照射样品后，显微镜观察无可见的变化，氦氖激光经过后也没有
衍射效应出现，显然此时玻璃的折射率变化可以忽略。但是当样品经过后烘，在
显微镜下可以明显观察到颜色变化，而且随着后烘时间的增长，光栅的颜色越深。
另外，增加Ｆｏｔｕｒａｎ玻璃内部掺杂银离子的浓度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折射率变化量。
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通过后烘控制Ｆｏｔｕｒａｎ光敏玻璃折射率的变化率的方法。使
用低脉冲能量进行加工，可以提高空间分辨率、降低加工粗糙度而且不必使用啁
嗽脉冲。
光纤Ｂｒａｇｇ光栅具有有效的选频特性，与光纤通信系统易于连接且耦合损耗
小，因此它在频域中呈现出丰富的传输特性，并成为光纤器件的研究热点［５４１。使
用相位掩模技术与飞秒激光脉冲相结合可以写入光纤Ｂｒａｇｇ光栅，但该方法潜在
的阂题是飞秒脉、砖光谱展宽，脉冲能量扩散至ｇ很大面积。最近加拿大通讯研究中
心的一个小组采用８００ｈｍ钛宝石飞秒激光脉冲与无零次相位板结合，在掺锗通信
光纤纤芯中写入高质量的反射Ｂｒａｇｇ光栅”朝，。实验中使用的相位掩模板是精确
刻蚀的在８００ｎｍ波长低置零次通过。采用飞秒激光获得光纤Ｂｒａｇｇ光栅具有极高
的折射率调制范围，而且与通过紫外光获得的光栅相比，具有很高的温度稳定性。
折射率交化枧臻《可能是多光子吸收过程与锗掺杂有关。
４）光存储
１９９９年，日本ＱｉｕＪ等人首次观察到红外飞秒激光脉冲照射后的氟锚酸盐玻
璃内的永久性光致还原现象（Ｅｕ３＋还原为Ｅｕ”），该现象提供了一种具有离存储密
度的三维光存储方法１５６１０

２０００年，日本大阪大学Ｗａｔａｒｕ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等人首次

研究了飞秒激光脉冲照射二氧化硅玻璃时对空穴的捕获及两空穴合并现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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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的可再写三维光存储技术ｔ５７１ａ ２００２年，该研究小组报道了经再生放大的
钛宝石飞秒激光照射后晶态氟化钙和非晶态二氧化硅玻璃中空穴的移动现象，空
穴移动的最大距离为２ｕｍ左右，这一现象提供了～种三维可重组光存储方法１５８’ｏ
１．４论文的组织安排

本学位论文主要研究了飞秒激光与透明物质的非线性襁互作用，以及在透明介质
中所形成的结构改变。
第一章：综述了飞秒激光进行材料加工的多种机理和理论，阐述了飞秒激光

加工的特点；重点介绍了飞秒激光对玻璃、石英、金属、聚合物等各种材料加工
最近两年的研究进展状况及各方面的应用。
第二章：在本章中，介绍了超短脉冲激光与透明物质相互作用中基本的非线
性传播和导致光学物质中价带电子的电离机制，阐述了在透明介质中的自相位调
制，自聚焦等非线性现象。非线性电离机制对于其它章所描述的飞秒激光脉冲与
透明物质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
第三章：从实验上描述了皮秒和飞秒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中所形成的结构改

变，描述了这种结构改变的形态，讨论了第二章介绍的光电离和雪崩电离以及自
聚焦对飞秒激光与透明介质相互作用的影响。
第四章：用飞秒激光脉冲诱导玻璃材料产生色心，分析了色心产生的原因以
及于折射率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飞秒激光在光敏玻璃辐照后，经过热处理，发
现在飞秒激光照射的部位发生析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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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的可再写三维光存储技术９５７１

０

２００２年，该研究小组报道了经再生放大的

钛宝石飞秒激光照射后晶态氟化钙和非晶态二氧化硅玻璃中空穴的移动现象，空
穴移动的最大距离为２ｕｍ左右，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三维可重组光存储方法“”。
１．４论文的维织安排
本学位论文主要研究了飞秒激光与透明物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以及在透明介质
中所形成的结构改变。
第一章：综述７飞秒激光进行材料加工的多种机理和理论，阐述了飞秒激光
加工的特点；重点介绍了飞秒激光对玻璃、石英、金属、聚合物等各种材料加工
最近两年的研究进展状况及各方面的应用。
第二章：在本章中，介绍了超短脉冲激光与透明物质相互作用中基本的非线

性传播和导致光学物质中价带电子的电离机制，阐述了在透明介质中的自相位调
制，自聚焦等非线性现象。非线性电离机制对于其它章所描述的飞秒激光脉冲与
透明物质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

第三章：从实验上描述了皮秒和飞秒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中所形成的结构改
变，描述了这种结构改变的形态，讨论了第二章介绍的光电离和雪崩电离以及自
聚焦对飞秒激光与透明介质相互作用的影响。
第四章：用飞秒激光脉冲诱导玻璃材料产生色心，分析了色心产生的原因以
及于折射率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飞秒激光在光敏玻璃辐照后，经过热处理，发
现在飞秒激光照射的部位发生析品，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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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超懿ｉ激光脉冲社－透ＩＷ介质中传输的非线性效心

第二章超短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中传输的非线性效应

当超短脉冲激光在介质中传输时，出于超短脉冲激光具有高的峰值功率密度，
在传输过程中常常会表现出非线性效应，如自相位调制、自聚焦；与透明介质相
互作用时还会出现多光子吸收、等离子体激发、高次谐波激发、库仑爆、乃至粒
子激发。当峰值功率密度小于１０１２Ｗ／ｃｍ２时，超短脉冲激光在一些介质内部传播时，
会产生自聚焦、超连续谱等现象；这在超短脉冲激光的压缩、展宽、相位控制方
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峰值功率密度小于１０”Ｗ／ｅｍ２时，超短脉冲激光会诱导
大多数透明介质产生多光子吸收、等离子体，介质也会发生相应的一些变化，如

折射率改变、光学损伤、色心产生、相变等。当峰值功率密度大于１０坫Ｗ／ｃｍ２的激
光脉冲作用于介质时，介质就会产生库仑爆、粒子激发，由于极强的电场强度，
能够用于粒子加速。
在本章中，我们将回顾飞秒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中传播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
的线性和非线性物理规律。其中包括，激光束在透明介质中的线性传播，非线性
传播，超短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中引起的非线性电离，和超短脉冲在透明介质中
形成的光损伤等。当激光脉冲宽度达到飞秒量级时，即使是中等程度的单脉冲能
量也具有极高的峰值功率和峰值强度，此时介质与光束间的相互作用由线性变为
非线性的。例如，介质的折射率变得与照射的光强度有关。原来透明的物质变得

开始非线性地吸收通过的激光能量，产生自由电子，在介质中出现了非线性电离
等现象。

２．１光在介质中的线性传播
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服从麦克斯维方程组“。３１，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可以
得到如下波动方程旺１，只考虑电偶极效应，得到如下方程：

俨啪）＋吉等Ｅ（，，ｆ卜∥。等咐）
其中，助极化强度矢量，助电场强度矢量，

（２．１）

鳓为真空中的磁导率。当激光

——。塑丝塑些堕韭兰鋈型坌堡塑皇生旦
强度，较低时，其电极化强度矢量屿砘场强度矢量之间具有如下的线性关系
Ｐ（ｒ，，）＝‰名ｏ’Ｅ（ｒ，ｆ）

（２．２）

其中２∞是线性极化率张量。考虑到物质的响应是即时（非铁电效应）的，极化率
是一个标量，介质为各项同性时，波动方程（２．１）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Ｖ２啪）＋等等啪）＿ｏ

（２．３）

其中折射率ｎ。为

”ｏ＝√１＋ｚｍ

（２．４）

对于真空中的光速ｃ，有÷＝厮。在真空中，玩＝ｌ，方程（２．３）变为如下形式（亥
姆霍兹方程）：

俨啪）＋吉等州）＝０

（２．５）

方程（２．３）描述了光束在各向同性介质中的传播，是进行线性光学理论研究的起
点。

锁模脉冲宽度越短的激光脉冲，其光谱宽度也将越宽。光脉冲宽度ｔ放定义
为光脉冲强度分布的１／２最大值处的全宽度（ＦｗＨＭ），光脉冲的光谱宽度Ａ ｕ。为光

谱强度分布的ＦＷＨＭ。光谱宽度和脉冲宽度不能单独变化，脉冲宽度ｔ，和光谱宽度
Ａ

ｍ。的乘积存在一个最小值：
△国ｐｆｐ＝２，ｒＡｖＰｒ，≥２疗Ｃ口

（２·６）

式中Ｇ近似为１，其值与光脉冲的分布函数有关。对于波长中心在８００ｒｉｍ处的１５０ｆｓ
激光脉冲来说，其光谱宽度至少为６．３ｒｉｍ。在这样宽度的光谱范围内，需要考虑线
性极化率随频率的变化。由于光在物质中的速度与其波长有关，短脉冲在通过介
质传播时，不同波长的光束传播速度不同，因此光脉冲在时间上被展宽。这种色

散必须得到补偿以确保能够获得变换极限短的脉冲宽度。
２．２光在介质中的非线性传播

当激光强度很高时，方程（２．３）中的线性近似不能成立。电极化强度矢量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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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强度确非线性函数““３
（２．７）
Ｐ＝ｓ。ｋ‘１’￡＋ｚ‘舶ＥＥ＋ｘ‘３）ＥＥＥ＋．．．ｊ＝ＬＰⅢ＋ｐ Ｃ２）＋ｐ ｃ鄞＋．．．Ｊ
其中名㈣是／７阶非线性极化率，Ｐ（”’是非线性电极化强度矢量胸ｎ阶非线性电极
化强度矢量分量（略去了对空间和时ｆＢＪ的依赖性）。方程（２．７）是具有非线性极化的
非线性光学的基本方程。
如果方程（２．７）右边的电场强度所描述的电场中包含有不同的频率成分。。和
甜ｚ，则也将存在这些频率成分的和、差、混频等，需要在介质的非线性极化中加
以考虑。如：对于二阶极化率ｚ”’，存在两个电场届、压的频率分别是ｕ。和。：的
话，在各向同性介质中，名‘２’是一个标量，非线性极化包含几个如下不同的频率
成分：

Ｐ‘２’（２０ＪＩ）～∥’Ｅ？
Ｐ‘”（２０Ｊ２）～ｚ‘２’Ｅ；
，‘２’（∞ｌ＋脚２）～Ｚ‘舶ＥｌＥ２

Ｐ‘”（ｃｏＩ—ｍ２）～ｚ‘孙ＥＩＥ：

Ｐ∽（ｏ）～２Ｚ㈤（吲２＋ｌＥ２１２）

（２．８）

方程组（２．８）中前两个方程描述了二次谐波的产生。第三和第四个方程分别描述了
和频和差频，最后一个方程描述了光的整流，与光的频率无关。对于三阶极化率
来说，可能的组合种类更多，它们导致了诸如双光予吸收，四波混频和非线性折
射率等现象。

２．２．１非线性折射率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激光在非晶态透明物质中的传播。出于非晶态物质是各向
同性的，因此，非线性极化率为标量，还因为非晶态物质的反演对称的，方程（２．７）

中的偶数阶极化率项为零…。
对于在中心对称介质中传播的中等强度（＜ｌＯ他Ｗ／ｃｍ２）的激光，我们可以略去方

程（２．７）中三阶以上的非线性极化率的影响。由于物质是各向同性的，聊朋々方向
相同，可以用标量形式来表示。方程（２．７）右边在三阶非线性极化率的影响下，方
程变为ｂ１

超ｊｉ｝王激光脉冲’』透叫介质相且作用

Ｐ＝ｓ。［ｚ（１）＋；ｚ（１１ＩＥＪ２］Ｅ

聍＝再丽

用同样的计算方法，由方程（２．２）和（２．４）

由于上式中豹非线性项与线性项相比很小

（２．９）

可以得到如下折射率公式

（２．１０）

用激光强度形式来表示，近似有

Ｈ＝ｎｏ＋ｎｚｌ

（２．１１）

其中激光强度为

，＝１２‰ｃ疗。Ｉ矧２
”

”Ｉ

（２．１２）

魏是通过方程（２．４）得到的线性折射率，非线性折射率珏为

玎：＝瓦３Ｚ面｛３）

（２。１３）

利用非线性折射率伪，可以用来解释激光的自聚焦和自相位调制。 可用来描述在

松聚焦情况下，短脉冲激光在透明介质中的传播性质。
２．２．２自聚焦

根据方程（２．１１）式，物质的折射率门与光强度，、物质的线性折射率见和非线

性折射率恤有关，物质在空间中的折射率随着激光脉冲强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对于大多数物质来说，物质的非线性折射率拖是正的，这导致光束中心具有比边
缘处更高的折射率。折射率的这种空间分布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凸透镜的作用，使
得光束在物质中发生“自聚焦”现象。如图２一ｌ所示。
由于物质折射率的变化依赖于此处的激光强度』。假定有足够高能量的平行

激光柬入射到透明物质内，从而形成自聚焦现象。如果入射光束的直径中增加ｌ
倍的话，此时激光强度，也会随之变为原来的１／４，使得折射率力的改变也只有原
来的１／４；但自聚焦透镜的面积将增加为原来的４倍，这种面积上的增加将补偿折
射率的减少，得出了同样的折射效果。因此，自聚焦透镜的强度只与激光脉冲的
峰值功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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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ＣＬＩＳ
ｂｅａ

图２—１：自聚焦示意图，空间分布的激光强度造成介质
空间分布的折射率，形成了透镜聚焦效应。
随着激光脉冲功率的增加，自聚焦变得越来越强，直至达到临界功率．此时
由于衍射引起的波前弯曲与自聚焦透镜产生的波前弯曲相抵消Ⅲ，光束在介质中
形成细丝形状。如果激光脉冲的峰值功率超过了自聚焦的临界功率只，激光束将
发生崩溃ｍ。临界功率只，由下式给出ｃ１，７，

只，：—３．７７—Ａ２

（２．１４）

“８ｎｎｏ”２

临界功率皿。一般具有ＭＷ量级玎１。（２．１４）式中的＾是激光波长。在实际物质中，当
激光束发生自聚焦时，随着激光强度的增加，导致物质的非线性电离。所形成的
电子气体会导致物质折射率的减少，防止了进一步自聚焦的发生嚏１。对于功率低
于自聚焦临界功率１／４的激光来说，可以很准确地计算出自聚焦在物质中导致的点
的变化尺度哼１。在弱自聚焦情况下，激光聚焦点处的激光强度随着峰值功率矸面增
加，

ｂ。圭

弦㈣

只，

其中，是非自聚焦时物质中的激光强度盯’。

２．２．３自相位调制
飞秒激光脉冲在介质中传播时，折射率随光强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相位调制。
如果折射率变化的反应时间和光脉冲持续时间可以比拟或更短，则光脉冲将获得
１９

超蚍激光脉冲与透Ｉ如介质相互作用

瞬时的相位分布。～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同波长、传输方向或偏振态的脉冲共
同传输时，一个光场引起的另一个光场的非线性相移称为交叉相位调制（ＸＰＭ）：
一种是光场本身引起的相移称为自相位调制。
自相位调制是自聚焦现象在时域上的表现，在自聚焦的情况下，空间的光强
分布会导致空间折射率的分布，因而形成了聚焦的光束，在自相位调制的情况下，
光强随时域的变化将导致折射率也随时域变化，因而产生了一个时域依赖的相移
脉冲，定性的来说，这种效应的发生是考虑到光的相速度对激光脉冲强度的依赖。
如图２—２所示：时域脉冲的中央所对应的折射率要高于脉冲的前沿和后沿，因此

光场在时域上压缩向脉冲后沿，产生了一个蓝光部分的光谱变宽，同时在时域上
延伸到脉冲的前沿，产生了红光部分的光谱变宽。

ｎｏ＋ｎ２１

ｂｌｕｅ

ｒｅｄ

刮胪岭刮舻
图２－－２：自相位调制示意图。受光强影响的折射率造成光脉冲

的中心频率与两侧有不同的瞬时光频率，导致了光谱的展宽。
对大多数自相位调制材料来说，折射率随时间的变化是由光克尔效应引起的，
非线性响应时间为飞秒量级，

鲁面蚺ｒ掣８ｃ＇ｋｔ圊：１２硝警孵

波动方程可以写为

混㈣

考虑到ｚ（３）是实数，将面＝Ａｅｘｐ（一ｆ妒）代入式（２．１６），并将实部和虚部分离
可以得到脉冲的包络方程和相位方程

旦Ａ：０
＆

旦口：一丛彳ｚ
出’

（２．１７）

九。

显然，在以群速传播的坐标中，脉冲振幅Ａ是常数，即脉冲包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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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Ａ（ｔ，ｏ）。考虑到这一点，对相位方程积分，得到相位为

伊Ｏ，：）：钸Ｏ）一照』；ｔ）ｚ

（２．１８）

Ｈ０

该式表明，强度瞬时分稚的光脉冲，沿非线性介质传播距离ｚ后，其相移除了积

累的线性相移外仇（ｆ），还有与脉冲光强分布成正比的非线性相移一！选爿：Ｏ）ｚ。
‰
通过求解相位分布的一阶导数，可以得到本征频率的变化为，

警＝一簪掣ｚ＝硒（ｆ）

汜㈣

这种自相位调制可以解释为，因为折射率随光脉冲强度瞬时变化，所以脉冲
的不同部分经受不同的折射率，就导致了相位沿整个脉冲的变化。上式表明，自
相位调制产生了新的频率，展宽了脉冲光谱。自相位调制在飞秒激光产生的超连

续光谱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２．２．４白光产生和其它效应
飞秒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传播过程中，除了自相位调制和自聚焦效应，还有
一些其它的效应。如当脉冲的相速度变得光强度依赖时，群速度也会随激光强度
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强度变大的激光，群速度将会变小，因而将引起脉冲包络的
变化。一个自变陡效应将会出现在脉冲后沿。如图２—３所示：

八厂＼
图２—３：自陡效应示意图。受光强影响的群
速度使得脉冲的峰值部分比两翼传输的慢，在
后沿产生了光学冲击。

超觚激光脉冲’ｉ透ｌＷ介质相互作用

一个关于超短脉冲与透明介质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现象就是自光超连续谱的
产生。当一个能量足够大的超短脉冲被松聚焦到透明介质内部。它就转变成一个
白光脉冲，光谱被大大的展宽了。如图２—４：尽管超连续谱已得到广泛应用，但
它的机理还未被人们了解。

—扫一∞ｃ 奄一躁芑ｏＱ∞一Ｈ）ｏ一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２—４：超连续谱示意图。能量足够大的红外激光脉
冲入射透明介质，虚线表示未展宽时的光谱

２．３菲线性电蕊
在纯的透明物质中，不会发生物质对入射光能量的线性吸收。但是，当激光
强度足够高时，将导致电子从其价带通过非线性电离过程跃迁到其导带上，并最
终导致激光脉冲能量沉积到物质中。一般认为有两类非线性电离机制：“光电离”
和“雪崩电离”。这两种非线性电离形成的等离子体将强烈地吸收激光脉冲的能
量，影响了激光脉冲的传播，也导致激光对透明物质的损伤。我们对不同波长和
不同带隙的材料讨论了不同的非线性电离的作用。

２．３．１非线性光电离

激光光束的能量直接被物质的束缚电子所吸收，使得电子由价念激发到导态
的过程称为“光电离”。因为荦个光子没有足够的能量激发透明介质的电子从价
带跃迁到导带。光电离又分成两种情况：多光子电离和隧道电离。对于“非线性

第一章超瓤激光脉冲柙·透ｉｙｊ介质中传输的扑线性效艇

光电离”来说，不同的激光频率和激光强度，多光子电离和隧道电离所发挥作用
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Ｋｅｌｄｙｓｈ““将“多光予电离”和“隧道电离”这两种不同
的概念在同一个体系中表示了出来。
对于低频率、高强度的激光场，起主要作用的非线性光电离是隧道电离。在
隧道电离过程中，激光电场压制了将电子束缚在原子价带上的库仑势井。如果电
场非常强时，束缚电子可以通过量子力学的电子隧道现象，穿过短势垒，从而克
服库仑势井的压制变为自由电子（如图２－５中的左图所示）。
对于更高的激光频率（但还刁；足以产生单个光子吸收的情况），起主要作用的
非线性电离是“多光子电离”现象，此时ＪＬ个光子同时被一个电子吸收（如图２—５
中右图所示）。高能隙宽度物质中的电子必须同时吸收足够多的光子，ｙＪ。能将其束
缚电子从价带激发到导带上，此时被吸收的光子数与单光予能量的乘积应大于物
质的能隙宽度。
Ｋｅｌｄｙｓｈ给出了从“多光子电离”和“隧道电离”间的转变过程“…。Ｋｅｌｄｙｓｈ
参数被定义为

ｙ＝引华Ｉ／２

亿ｚ∞

其中“是激光频率，Ｉ是激光在焦点处的强度，祈ＤＰ分别是约化质量和电子电量，

ｃ是光速，幌物质的折射率，岛是真空介电常数，最黾物质能隙。当Ｋｅｌｄｙｓｈ参数
大于１．５大时，在非线性光电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多光子电离，当Ｋｅｌｄｙｓｈ参数小
于１．５时，非线性光电离过程中隧道电离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中间区域，必须

同时考虑隧道电离和多光子电离的作用，如图２～５中间部分所示。

图２—５．不同Ｋｅｌｄｙｓｈ参数对应的光电离示意图。在固体材料中，电
子实际上是从价带被激发到导带上，而不是像图中所示从势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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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非线性光电离率与激光的强度有很大关系。在多光子电离情况下，可

以用公式Ｐ（，）。＝吼，‘来描述。其中ｏ。是ｋ光子吸收的多光子吸收系数川１。发生
多光子电离的最小光子数五应满足舫国≥Ｅ。，磊为物质的能隙宽度。而隧道电离率
相对于多光子电离率来说，对激光强度的依赖性更弱一些。

ｒ‘王ｌ。Ｉ．蛙霉臣ｃｏ蜃ｕ０１２譬ｌｄ岳苗Ｅ坦母△ｑｓ善毒）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ｌｃｍ２）

图２－６ Ｋｅｔｄｙｓｈ的多光子电离率（虚线），隧道
电离率（点线），和光电离率（实线）

图２—６显示了在熔融石英中，光电离率年ｆｌＫｅｌｄｙｓｈ常数与８００ｎｍ近红外激光强度
的关系。图中虚线、点线和实线分别表示了多光子电离的光电离率、隧道电离、
和两者共同起作用时非线性光电离的电离率。在Ｋｅｌｄｙｓｈ常数为Ｉ．５时，多光子电

离率和隧道电离率相等。
最近的一些实验对Ｋｅｌｄｙｓｈ理论提出了疑问。Ｌｅｎｚｎｅｒ等人发现熔融石英的表

面损伤阅值与脉冲宽度的关系与Ｋｅｌｄｙｓｈ对电离率的预计不符，对多光子电离率的
实验结果要比根据Ｋｅｌｄｙｓｈ理论计算的值小几个数量级“如。而其它研究者的实验
结果－与Ｋｅｌｄｙｓｈ／ｆｌ！论相吻合Ｈ４，１剽。此问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理论工作。

２．３．２雪崩电离

当物质中已经存在有导带电子（种子电子）时，一个导带电子可以持续地线性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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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激光光子的能量。导带电子与光子的相互作用要满足能量和动量守恒定律，
只有在导带电子与其它离子发生碰撞时，才能吸收光子的能量（逆向轫致辐射），
以保证能量和动量的守恒。在吸收了数个激光光子的能量后，此导带电子的能量
将达到较高的程度，如图２—７左边部分所示。当这个导带电子的能量高到足以通过
与其它离子的碰撞，使得另一个价带电子被激发到导带上时，将形成两个低动能
的导带电子，将导致介质中处于导带的电子数目呈几何级数增加，如图２—７右边部
分所示。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雪崩电离。

ｆｒｅ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韶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图２—７雪崩电离示意图。初始自由电子线性吸收几个激光光
子（左图），再碰撞电离另～个电子（右图）。
当导带电子吸收一个激光光子时。需要保持能量和动量守恒，必须遁过吸收
或发射一个光子或其它方式以达到动量守恒。在任何物质中，具有能量为３ｅＶ：至１．Ｉ

ｌＯｅＶ的热电子来说，其碰撞时间很短，这些电子的碰撞最可能是通过变形势能间
的相互作用，产生出具有大动量的声予，其碰撞时闽的数量级为１０。５ｓ““。也就
是说。对于处于导带中高位的电子，其发生相互碰撞的时间近似为ｌｆｓ，导态电子
的频繁碰撞将使得载流子对激光能量的吸收十分充分。如果一个电子的能量稍高
于处于导带中电子的最小能量，在线性地吸收了ｎ个光子的能量后，其能量将超过

导带电子的最小能量值与物质能隙宽度之和。则这个电子可以通过碰撞，将另一
个价带毫子电离到导带的低能量层上（如图２－７中右图边掰示）。形成两个具有最小

能量的导带电子。先通过这种线性吸收激光能量，再迸一步碰撞电离出更多的价
态电子的过程，将在物质中形成高密度的等离子态结构。导带电子数Ｎ的增加公式

超瓤激光Ｊ姝冲‘ｊ透州介质相互作用

如下：

了ｄ／Ｖ：彬
击
‘

（２．２１）

其中口是碰撞电离率。
“雪崩电离”要求物质中存在种子电子。 这些初始的种子电子形成的原因，
可以是由于热激发、较容易电离的不纯物质、 或直接由多光子或隧道电离形成的
导带电子提供。
Ｓｔｕａｒｔ等人“”提出了一个“雪崩电离”的模型，假定雪崩电离率与激光强度
成线性关系（即ｔ／＝ａ＾其中ｏ－是雪崩电离系数），使用Ｄｒｕｄｅ模型考虑了导带电子
对激光能量的吸收。在模型中还使用了倍流量模型，假定不存在能量为导带最小
能量与物质能隙宽度之和的导带电子，具有这样能量的导带电子必然导致另外～
个电子从价带电离到导带上。但Ｓｔｕａｒｔ的模型没有考虑随着电子密度的增加，导
带电子能量分布的改变。一些研究者对此模型提出了疑问…，１”。两Ｔｈｏｍｂｅｒ认为…’
雪崩电离率应该与激光强度的平方根成正比。因此，对于高强度激光导致的光电
离理论，同样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加以澄清。
２．３．３等离子体的自由载流子吸收

当等离子体密度很高时，由非线性光电离和雪崩电离形成的电子等离子体可
以强烈地吸收激光能量。用Ｄｒｕｄｅ模型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种等离子体对激光能量
的吸收。随着等离子体密度＾，的增加，等离子体频率

妒嘲“

ｃｚ．ｚｚ，

达到激光频率时，对激光能量的吸收将变得十分充分，其吸收系数为

一丽蕊
Ｋ：

堕！

（２．２３）
”。

上式中ｕ是激光频率，ｔ是Ｄｒｕｄｅ扩散时间（一般为Ｏ．２ｆｓ）…。
当等离子体密度达到１０２１Ｃｍ。３时，由于对激光能量的强烈吸收，激光能达到的
深度为只有ｌ ｐⅢ。在紧聚焦的条件下，瑞利长度（聚焦参数的一半）恰好是微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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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因此，当由非线性电离｝Ｊｔ，Ｎ产生的等离子体密度达Ｎ１０２１ｃｍ’３时，可以预计
大部分的激光能最将在焦点区域被ｌ驶收。大量激光能量在物质中的沉积，将导致
透明介质中形成永久性的损伤。

２．３．４等离子体离焦

由于自由电予起到了一个负折射率的作用，当非线性电离所形成的等离子体
密度很高时，这种高密度的等离子体将导致激光脉冲的离焦现象。在光束中心处，
形成的电子密度的空间分布最高，并沿径向而减少。这种电子等离子体密度的空
间分布，将形成一个能导致激光脉冲离焦的负折射率透镜。

等离子体的离焦作用能够中和自聚焦现象。当发生自聚焦时，随着激光强度
的增加，通过非线性电离产生导带电子，当这种导带电子等离子体的密度达Ｎｌｏ。７
～１０１８ｃｍ。３时，等离子体的离焦就将与自聚焦相平衡‘１如。
２．４透明介质的损伤
根据物质的非线性吸收机制，当介质中沉积了足够的激光能量后。将在介质
内部（或表面）形成永久性的损伤结构。本节总结、并比较了对于长（脉冲宽度
＞１０ｐｓ）、短（激光脉冲宽度＜１０ｐｓ）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中形成的损伤机理。
２．４．１长脉冲

当激光脉冲宽度长予１０ｐｓｉ＇｝，在一个激光脉冲宽度的对闽范围内，激光的能
量将有足够的时间由电子传递给品格。传递给品格的能量由焦点区域向外出现热
的扩散。激光照射区域内物质的温度交得足以导致物质发生熔化和破裂时，将导
致物质发生永久性的损伤“副。激光脉冲的能量被沉积到物质内，再通过热扩散方
式向外扩散，因此激光脉冲对物质的损伤闽值将与能量的沉积和热扩散的相对速
率有关。通过计算表明，在这秘情况下，光损伤的能量阈值将与脉冲宽度的平方
根成正比旺叭。Ｓｏｉｌｅａｕ等人幢”首先发现了对于短于１０ｐｓ的脉冲来说，光损伤能量
阀值与脉冲宽度之间不具有这样的关系。
对于脉冲宽度较长的激光脉冲所导致的损伤来说，事先在导带中存在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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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电子十分重要，它们通过自由载流子线性地吸收激光能量。对于长激光脉冲
来说，当存在种子电子时，雪崩电离可以进行得十分充分，因为长脉冲具有更多
的时间来完成电子密度的指数性增加。因此，对于脉冲宽度长于几十皮秒的激光
脉冲来说，即使使用直接多光电离概率不很高情况下的激光强度，也可以在介质
中导致损伤结构。由于受热而激发的电子、物质的不纯和缺陷等原因，均可以提
供形成导带电子雪崩所需要的初始自由电子；对于不纯的透明物质来说，具有较
高浓度、较易电离的不纯电子的存在，将明显降低光损伤闽值，这些都使得内在
的损伤阈值的确定更为困难。所以，激光脉冲对不同材料（甚至不是同一次生产的
同一材料）的损伤阈值有着很大的差别。
由于导带中存在不纯电子的原因，很容易达到光损伤阈值。一般来说，透明
固体中存在的不纯的导带电子浓度大约为１０８Ｃｍ一。而聚焦到物质中１０微米光斑上
的激光束所具有的瑞利范围为７５微米，因此聚焦体积大约是１０—ｃｍ３。平均来说，
聚焦体积中平均存在一个导带电子。由于这几个种子电子对于长脉冲的电离十分
重要，因此。聚焦体积内种子电子数的涨落对损伤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使用接
近阈值的同～激光能量对同一个样品进行处理时，有些激光脉冲将产生损伤，而
有些则不会。这主要依赖于在每个激光脉冲的聚焦体积中所存在的种子电子的个
数。
２．４．ｚ短脉冲

脉冲宽度短于几个皮秒的激光束在物质中形成的光损伤，要比长脉冲激光导
致的损伤从概念上稍简单一些。对于短脉冲来说，由于透明物质对短脉冲激光的
非线性吸收时间比能量传递给晶格的时间更短，从而大大减少了物质吸收激光能
量和物质晶格被加热的过程，因此也导致了沉积到物质中的激光脉冲的能量的减
少“钔。处于导带中的电子被激光脉冲加热的速度，比其通过声子的发射而将热能
从激光照射区域中扩散出去的速度、以及高能量的（热）导带电子与（冷）的离子发
生重组而冷却下来的速度更快。结果。雪崩电离导致的电子密度不断增加，直至
其等离子体频率接近临界等离子体密度，高密度的等离子体强烈吸收激光能量，
如２．３．３节所述。当激光脉冲结束后，沉积在物质中的能量才由高能量的自由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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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晶格。能量以这种方式沉积到物质中的时间要比热扩散的时间快得多，因
此不再会发生持续的无序热扩散现象，导致物质表面或内部的永久性结构改变的
精确度很高。
对于短激光脉冲来说，非线性光电离（多光子电离和隧道电离）在初始（种子）
导带电子的形成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激光脉冲前沿导致的光电离为激光脉冲后续
部分的“雪崩电离”提供了种子电子“钔。这种以自供给方式提供种子电子而导致
的导带电子雪崩性增加的现象。使得短脉冲激光对物质的损伤较少依赖于物质中
的缺陷，因此短脉冲损伤比长脉冲损伤具有更好的确定性旺幻，而长脉冲激光导致
的物质损伤相对来说随机性较强。对于非常短的激光脉冲来说，主要是通过非线
性光电离形成了足以在物质中导致损伤的高密度等离子态“钔。
短脉冲比长脉冲产生的损伤形态更规则，尺度也更小旺引。由于短脉冲比长脉
冲造成光损伤需要更少的能量，发生在物质中的热扩散时间比长脉冲情况下短很
多。从而能更精确地对物质进行各种处理。在损伤能量闽值附近的确定性损伤和
可控制的物质微结构改变使得超短激光脉冲，特别是飞秒激光成为理想的微加工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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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激光脉冲与透明介质结构改变
３．１定义损伤阈值
近些年来，飞秒激光已经被广泛用来作为微加工技术．一些研究小组已经展
示了飞秒激光脉冲可以消熔任何材料，并且加工的精度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其他激
光加工技术【Ｉｑ】。对于带隙较大的材料，因为在透明介质中能量的吸收是非线性
的，激光加工依赖于高强度激光脉冲的非线性吸收，飞秒激光满足了这个条件，它
能够通过紧聚焦到很小的范围，激光能量能够沉积在材料的内部，因而可以用作
三维微加工技术。飞秒激光聚焦后产生的结构改变可以小于衍射极限。
对近红外光透明的光学物质来说，物质的能隙宽度～般较高，一个近红外光
子的能量不足以使其发生电离。因此，在一般强度的近红外激光照射下，介质表
现出不吸收光能量的“透明”性质。但当脉冲激光的强度很高时，非线性光电离
发生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在透明介质中的导带电子通过逆向轫致辐射吸收激光脉
冲的能量，再经过碰撞电离将其它原子或分子的价带电子激发到导带上，导致处
于导带上的电子数以几何级数增加。所形成的大量导带电子将吸收后续激光脉冲
中的大部分能量。这些具有较高动能的导带电子可以通过发射声子的方式，将能
量传递给物质的晶格，导致大部分激光能量沉积到透明物质的局部区域内，从而
导致在透明物质中形成物理、化学结构的改变１３１。适当控制照射到透明介质内部
的激光强度．只有少量的激光能量沉积在物质中时，会导致介质发生小的折射率
改变或出现色心结构‘４，５—１；当入射的激光强度很高时。在透明介质内部将产生较
强的结构改变，甚至发生“微爆”现象，在介质内形成一个被高密层所包围的较
低密度区域，甚至形成一个空腔结构‘７—８，９１。这种微爆形式的损伤结构具有很高的
信噪比，可以用来进行高密度的三维光数据存储‘和ｎ】。由于微爆结构是由介质中
（折射率增大的）密度较高层所包围的空腔（或低密度区域），其折射率改变非
常不均匀，光线通过此区域会产生较强的散射，不适于用来制造光子器件或衍射
元件。因此在制作光栅、光波导等微光子器件时，应谨慎地选择使用适当的激光
强度，以避免介质中出现裂丝和微爆等结构【１８．２９１。
从严格的物理意义上说，要研究激光脉冲在物质表面或体内构成的损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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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需要给出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损伤的定义，即：激光脉冲使得物质发生了怎
样的改变｛或者说用什么办法样的办法对物体进行测量，并发现了怎样的现象，
才能认为是给物体构成了损伤。
而实际上对物质形成损伤的看法，也各不同。Ｄｕ等人【３２ｌ通过监测激光脉冲
透射光的改变和物质中发生等离子体复合时的发光，认为是单个激光脉冲在介质

中形成损伤的标志；Ｓｍａｒｔ等人ｍ３７１通过Ｎｏｍａｒｓｌ【ｉ显微镜观察６００个激光脉冲累计
形成的结构改变。作为在介质中形成永久性损伤的判据。Ｔｉｅｎ等人‘３１１用Ｎｏｍａｒｓｋｉ
显微镜来确定单个脉冲形成的损伤。Ｖａｒｅｌ等人［２５１使用了多种方式（包括Ｎｏｍａｒｓｋｉ
光学显微镜，原予力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观察，来确定单脉冲给物质形

成的损伤。由于这些研究人员所使用的方法各异，使得其所得出的结果之间很难
进行比较。可以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对物质损伤的定
义。

另外，在研究激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时，研究人员一般简单地用能描述入射
激光某种性能的一个物理量，来表示激光对物质开始形成损伤的损伤阈值一当激
光的这个性能指标达到此值时，物质内将开始出现损伤。但由于激光（特别是脉
冲激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并不仅只与哪一个激光参数有关，与其有关的物理量
有：激光的脉冲宽度，激光脉冲的峰值功率，激光光束的照射面积，以及激光能
量的时空分布，激光的聚焦条件等等。所以，单就脉冲激光来说，激光对物质的
损伤阈值就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常见的有：

（单脉冲）能量损伤阈值（Ｊ）、

能流量损伤阈值（Ｊ／ｃｍ２），有时还有：光强阈值（Ｗ／ｃｍ２）、功率阈值（Ｗ）等。

不同的阈值适合于不同的场合。由于我们使用的激光脉冲的参数（脉冲宽度，时
空分布等）基本上是确定的，一般只是聚焦条件和单脉冲能量有所不同，因此我
们使用的是针对某种物镜聚焦条件下的（单脉冲）能量损伤阈值。
我们将单脉冲能量损伤润值定义为：通过图像传感器（ＣＣＤ）或相位对比光
学显微镜观察，在介质中形成了结构改变的最小单脉冲激光能量，作为单发激光
脉冲的能量损伤闽值。以下我们测量的能量损伤阈值都是在此定义的基础上进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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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对透明介质中形成的结构改变形态的观察
在本节中，我们分别使用脉冲宽度为ｐｓ和ｆｓ量级，波长为８００ｎｍ，重复频率
ｌｋＨｚ的激光脉冲，在熔融石英中形成了单发脉冲导致的损伤位点阵列。并对单个

损伤位点，使用光学显微镜和图像传感器对其形态进行了观测。同时参考了Ｃ胁ｓ
Ｂ．Ｓｃｈａｆｆｅｒ与它的研究小组采用不同能量和不同聚焦条件下１ １０ｔｓ的单脉冲激光照
射石英玻璃产生的损伤形态。

３．２．１皮秒与飞秒激光脉冲在玻璃中形成的损伤

图３一ｌ：激光脉冲聚焦入射到透明介质内部示意
如图３一ｌ所示：将石英玻璃样品固定在一个计算机控制的三维移动平台上，
分别使用数值孔径为０．４５、０．６５ｊ｝１１０．８５的显微物镜，将不同单脉冲能量的２．１ｐＳ，
８００ｎｍ的激光脉冲聚焦到熔融石英体内同一深度处，用相位对比光学显微镜观察
其损伤情况。得出在不同聚焦条件下，２．１ｐｓ的激光脉冲对熔融石英玻璃的能量损
伤阈值，观测了不同能量的激光脉冲所形成的损伤形态。观测结构如图３—２和图３
－－３。之所以要求将激光脉冲聚焦到透明介质表面下一定深度处．是因为考虑了光
束在通过一定厚度的透明物质后，会形成像差的原故。
经测量，０．４５－ＮＡ、０．６５．ＮＡ和０．８５．ＮＡ的物镜聚焦２．１ｐｓ的激光脉冲到熔融石
英介质内距表面３０１．ｔｍ处的能量损伤闽值分别为３００ｎＪ、１５０ｒｄ和６０ｎＪ。在对能量损
伤阈值进行测量的实验中，发现不论用那种数值孔径的物镜进行聚焦，其最小的
结构改变都是处于聚焦点附近的，近似球形的结构。
当入射激光脉冲能量高于能量损伤闽值数倍时，用不同数值孔径的显微物镜
对激光脉冲进行聚焦，对所得到的损伤位点的形态进行了比较。如图３—２所示，使
用０．８５一ＮＡ物镜时，损伤为很短的园柱型结构：使用０．６５～ＮＡ物镜。损伤为圆锥型；
使用０．４５－ＮＡ物镜时，有些脉冲在介质中沿入射光方向形成了两个分离的损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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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翻３－２：

不同数值孔径，不同能量的皮秒激光脉冲在熔融石英中形成
的损伤位点的侧面图像。图中箭头表示激光入射方向。

（ａ）Ｏ．８５－ＮＡ，３００ｎＪ（８Ｂ量阈值的５倍），５岬点间距，
（ｂ）０．６５－ＮＡ－６００ｎＪ（能量闽值的４倍），５｝．ｔｍ点间距，２１９ｉｎ层间距。
（ｃ）０．４５－ＮＡ，２４００ｎＪ（能量阐值的８倍）．１０ａｍ点间距。２１Ｉ＿ｕｎ层间距。

图３－３用０．６５－ＮＡ物镜聚焦２．１ｐｓ不同能量脉冲形成的损伤位点侧
面图像。（ａ）６００ｎａ脉冲，点间距５１．ｔｍ，行间距２１ｐｒｏ；（ｂ）３００ｎＪ脉冲，
点间距２．５１ｔｍ。行间距１０．５ｐ，ｍ。两幅图像的尺度相同。箭头方向为
激光入射方向。

当所使用的激光脉冲能量不同时，所形成的损伤位点的直径和长度均有不同，
图３－３是使用０．６５－ＮＡ，４０倍的显微物镜聚焦，在熔融石英表面以下３０ｔｕｎ处形成的
多层损伤位点阵列的相位对比光学显微镜侧面图像。图３—３（ａ）中使用的脉冲能量

为６００ｎＪ（能量损伤闽值的４倍），位点阵列的点间距为５¨ｍ，行间距２１ｐｒｏ。图３＿３（ｂ）
是使用３００ｎＪ脉冲能嚣（能量损伤阈值的２倍），在熔融石英表面３０斗ｍ以下位置处记

录的多层损伤位点阵列的侧面透射光圈像。点间距２．５岬，行间距１０．５ｐａｎ。两幅
图像的标尺相同。图中箭头方向为激光入射方向。所使用的激光脉冲均为２．１ｐｓ、
８００ｎｍ、重复频率为ｌｋＨｚ。

超短激光脉冲与透叫介质相互作用

我们对０．４５一ＮＡ物镜聚焦２．４蚶能量的脉冲所形成的两个分离的损伤点的现
象作如下解释：当物镜的数值孔径为０，８５和０．６５时，激光聚焦角度较大，自聚焦
的影响很小，而对于０．４５一ＮＡ的物镜来说，必须要考虑自聚焦对损伤的影响。因为

对于０．４５一ＮＡ以下的物镜来说，当物镜焦点处达到强度损伤阈值时，激光脉冲的功
率接近于物质的自聚焦临界功率，此时必须考虑自聚焦和其它的非线性传播效应
ｔ３８－４０］

Ｏ－４５ＨＡ

＇．４Ｎ＾

蕈曩ｌ。叫蕾麓是套喜营誊
图３－－４：用ｌｌＯｆｓ单脉冲激光照射石英玻璃，不同的激光能量和数值孔
径侧面图

图３～５：用１１０ｆｓ脉冲激光ＮＡ为１．４照射石英玻璃侧面图
ａ）３６ｎＪ

ｂ）１４０ｎＪ

ｃ）５００ｎＪ

第三章激光脉冲与透Ｉ埘介质结构改变

当单脉冲能量较高时，随着光束的传播，由于自聚焦，轴线附近的脉冲强度
增高，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将吸收激光能量，同时也导致后续光束的散焦，
未能完全吸收的激光部分在通过等离子体区域后，又会出现自聚焦现象，形成第

二个等离子体区域，从而形成多个损伤位点。根据Ｈ．Ｋｕｍａｇａｉ等人㈣对的非线性
薛定谔方程的数值计算表明，当使用更高的脉冲能量时，沿着入射光方向将出现
更多分立的损伤结构。
图３—４记录了采用不同的激光能量和聚焦条件１ｌＯｆｓ激光照射硼硅酸盐玻璃
所产生的结构变化侧面图。图３－－４ａ所示的结构是通过采用５０ｎＪ的激光脉冲在０．４５
－－ＮＡ物镜聚焦下的结果，图３—４ｂ的结构是采用１５ｎＪ的激光脉冲在１．４一ＮＡ物镜下

聚焦的结果。对于使用激光脉冲能量超过闽值十倍或以上来照射，结构改变的形
状将比杜状结构更为复杂。图３—４ｃ展示了采用５００ｎＪ在０．４５一ＮＡ物镜下聚焦的结
果。锥形结构朝向激光脉冲的入射方向，结构改变的区域也大于激光聚焦的尺寸。
而且这一结构改变发生的位置与激光聚焦平面相比也更靠近激光入射方向。飞秒

激光在透明介质中传播时的自聚焦作用是主要原因。图３—４ｄ展示了采用５００ｎＪ激
光脉冲在１．４一ＮＡ物镜聚焦下的结果。锥形的结构有更大的角度与图３—４ｃ相比，
锥形结构的底部也经出现了破裂的迹象。锥形结构的中心是一个椭圆形的空洞，
在自光下清晰可见。说明此处的折射率改变较其他地方大。
比较飞秒激光和皮秒激光对玻璃的结构改变发现，飞秒激光脉冲在透明介质

中引发的强烈自聚焦效应使激光焦斑小于衍射极限，飞秒激光产生的结构改变更
为复杂，阈值模型和微爆模型等理论都不能给予完整的解释。

图３—６：数值孔径和阈值能量的关系

超短激光脉冲与透删介质相互作用

另外，实验发现，透明介质的材料损伤阈值与聚焦条件有关系，如图３—６，

随着数值孔径的增加，阐值能量逐渐减小。因此，即使是使用较低输出功率的情
况下，通过使用较大的数值孔径的聚焦透镜，也可以在透明介质中形成结构改变
和损伤。

３．２．２

飞秒激光脉冲在晶体中形成的结构改变

在研究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时，被研究的物质多是各向同性介质，很少涉及
到各向异性的光学材料；实事上，由于它们的各向异性，使得它们对激光辐射的
参数，光热效应、光化学效应和光物理效应更为敏感。因此。在研究飞秒激光脉
冲与物质相互作用和飞秒激光诱导的非线性效应时，在各向异性的晶体（尤其是
具有光折变效应、压电效应和一些高功率窗口材料）内加载强电磁场时，会产生
与晶体结构相关的结构改变。

图３－－７．＂Ａ纳秒激光脉冲在［０００１１切割的白宝石晶体内产生的损伤外形，

这种外形与晶体的结构参数一致。Ｂ皮秒激光脉冲在【∞０１】切箭的自宝石晶
体内产生的损伤外形，激光波长８００ｒｉｍ，脉冲宽度２．１ｐｓ，能量ｌｕＪ，箭头
显示激光的偏振方向。Ｃ １７０ｎＪ，１５０ｆｓ激光脉冲在＜０００１＞切割的白宝石片

内部产生的光学损伤形态，与ｐｓ激光损伤不丽，损伤星“一”字形。

实验过程中我们用了三台不同脉冲宽度的钛宝石激光器：（１）调Ｑ的ＹＬＦ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Ｉｎｃ，ＵＳＡ）泵浦的钛宝石激光器，输出脉冲宽度３０ｎｓ，能量１ｍＪ；（２）

钛宝石再生放大器（Ｓｐｉｔｆｉｒｅ，Ｓｐｅｃｔｒ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ＵＳＡ），输出脉冲宽度１００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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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脉冲能量０．８ｍＪ；和（３）自己组装的钛宝石再生放大器，输出能量０．１ｍＪ、脉
冲宽度２．１～０．１５ｐｓ。光学介质为切割方向为（Ｏ００１）白宝石。聚焦物镜为数值

孔径０．５５的长工作距离物镜；激光入射方向与ｚ轴垂直。
同样如图３一ｌ所示：将白宝石样品固定在一个计算机控制的三维移动平台
上，平台的最小分辨率达到７ｎｍ。样品的损伤情况直接用物镜－－ＣＣＤ相机组成的放
大系统实时监控，通过控制移动平台的速度，确保每个损伤点只有一个脉冲。用
ｐｓ和ｆｓ激光脉冲辐照白宝石晶体时，在监视系统中可以观察到损伤的阈值比熔
融石英高。对我们的系统和激光参数而言（聚焦物镜５０×，０．５５ＮＡ，１３ｍｍ工作距
离；８００ｎｍ，１５０ｆｓ），熔融石英的损伤阈值为ｌＯＯｎＪ，而白宝石片的损伤阈值为
１５０ｎＪ。

图３—７Ａ是自宝石在ｎＳ激光脉冲作用下形成的典型的“米”字形结构（（０００１）
切割），这与白宝石晶体结构相对应。图３－－７Ｂ是用０．５５数值孔径的物镜聚焦ｌｐ．Ｊ
的２．１ｐｓ激光脉冲到晶体内部产生的“十”字形损伤，我们旋转了激光的偏振方
向，“十”字方向没有产生变化：当我们旋转晶体时，“十”字方向产生了相应的
旋转，这说明损伤夕ｈ型与偏振方向无关；图３—７Ｃ是用１７０ｎＪ的ｆｓ激光脉冲聚
焦到白宝石内部时，出现的“一”字形结构。改变激光的偏振方向，发现这些结
构与激光的偏振方向无关。
纳秒激光损伤主要是热效应，由于白宝石晶体的热膨胀系数比熔融石英大；
因此，纳秒激光脉冲对白宝石的损伤形态与微秒脉冲和连续光相似，外型都呈现
规则的“米”字形结构。这与六方晶系（０００１）方向的晶胞结构图一致，ＸＹＺ三轴
在同一平面内，相互间的夹角为１２０。。这说明在热应力作用下，晶体沿轴向发生
滑移，出现类似位错一样的损伤。ｐｓ激光脉冲聚焦到白宝石表面刻写的一个阵列，
点间距为Ｓｌａｍ，中间出现一道明显的位错。实际上，在生长白宝石晶体的冷却过
程中，也会出现由于热应力产生的线性缺陷…１。
３．３损伤形态分析
分别采用了不同脉宽和不同聚焦条件下的激光脉冲对玻璃和晶体进行了照射
实验．得到不同的损伤外形。根据这一结果，我们给予一定的分析与解释。超短

激光脉冲聚焦到透明介质内部，会诱导材料内部产生强烈的非线性吸收，与长脉
冲相比，雪崩电离的作用随脉冲宽度的变短而迅速减弱。和长脉冲吸收机理的结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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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似ｔ产生一个高浓度的自由电子等离子体。但对１００ｆｓ的激光脉冲来说，自由
电子来不及将能量传递给附近的离子或品格，热效应不明显，只有在焦点以内的
区域才会产生一些物理或化学变化。

３．３．１折射率改变

当透明的光学物质内局部温度超过了其熔化温度时，将使得此种物质发生熔
化，最后导致介质中局部范围内非均匀地重新凝固，从而在介质的局部范围内形
成物质密度和折射率的改变。当入射的激光能量接近于物质的能量损伤阈值时，
透明介质内部的结构改变可以很小，电子和离子的热度不足以导致介质发生从聚
焦点向外的爆炸性扩散，随后电子和离子发生复合，熔化的物质冷却、固化。由
于物质熔化时，在空间上温度的梯度变化很大，其固化也是极其不均匀的，从而
使得物质的密度或折射率发生改变。用此种方法制作微光子器件时，应该尽可能
地使得物质内局部范围内的折射率改变均匀。对于不同的物质（如一些半导体物
质）来说，飞秒激光脉冲还可以通过打破物质中分予结合键的方式，导致物质结
构的直接改变，而几乎没有热效应产生。
由于不同的物理、化学原因，激光脉冲在物质中形成的具有不同形态的局部
结构改变，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在激光能量稍高于物质的能量损伤阈值时，在
介质中产生的小的密度改变和折射率改变可以用来形成波导结构、构造光栅、光
分离器等微光子器件。而在入射能量较高时在物质中所形成的空腔结构，具有较
高的光学对比度，可用于二进制数据的三维光存储。
３．３．２圆锥形结构

从图３－３（ｂ）中可以明显看出，当使用０．６５－ＮＡ物镜聚焦时，在透明介质中形
成的是圆锥形的结构改变区域。对此的解释如下。当脉冲能量明显比物质的能量
损伤阂值高时，脉冲前沿在焦点处形成了临界密度的等离子体。这种脉冲前沿产
生的结构改变对应于圆锥形顶的位置。因为其余脉冲能量仍高于在焦点处产生临
界密度等离子体的能量，导致等离子体的形成区域从激光焦点处向与入射激光的
反方向扩展，此时激光束具有更高的能量，光斑尺度更大。在随后的脉冲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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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产生了更大范围的结构改变，其位置要比焦点更靠近入射激光的方向，构成

了如图３—３（ｂ）中的圆锥形状结构。在脉冲的峰值到达时，处于距激光焦点最远处
的等离子体吸收了大量的激光能量，形成了圆锥的底。所形成的等离子体强烈吸
收后续的激光脉冲能量，导致了圆锥底的结构改变具有更大的尺度。圆锥形底的
结构改变范围最大，而且出现了裂纹现象；在圆锥形结构改变的内部形成了空腔；
沿着入射激光方向最远处，在接近圆锥形项处，物质发生小折射率改变。从微加
工的观点出发，在激光能量接近于物质能量损伤闽值时，发生的结构改变具有最

高的精确度。激光导致的物质结构改变的范围与透镜的聚焦区域、所使用的激光
单脉冲能量有关。

３．３．３空腔结构

在介质中所形成的空腔是微爆发生的明显证据。经过高强度的激光照射后，
热电子将能量传递给物质晶格，物质中很小的局部区域内的温度和压力急剧上升，
导致气态的物质离子从聚焦区域向周围爆炸性地扩散，留下一个被高密层包围的
空腔（或更小密度的中心）区域。
这种结构可以通过对物质进行抛光处理，将发生结构改变的区域暴露在介质
的表面上，用原子力显微镜或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而得到其结构形态。由

于这种结构具有很高的光学信噪比，我们使用这种结构进行飞秒激光脉冲在透明
介质中的三维光存储的实验研究。

３．４激光能量在透明介质中的沉积
将激光脉冲紧聚焦到透明介质体内，使得部分激光脉冲的能量沉积在物质中，
导致透明光学物质内局部结构发生改变。让这些结构在透明介质体内进行有序地
排列，可以制作微光子器件、或在透明物质中进行三维高密度光存储。
在第二章中已经介绍了激光在透明介质中的传播，在高带隙宽度的光学介质
中形成的非线性电离，和不同脉冲宽度的激光光束在高能隙宽度的透明介质中形
成能量沉积的物理原因。高强度激光脉冲在其聚焦区域内可以通过多光子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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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电离和雪崩电离将电子从价带激发到导带上。
这种非线性电离导致了在激光强度很高的聚焦区域内形成等离子体和光损
伤。对于熔融石英来说，在激光脉冲照射物质的时间范围（１５０ｆｓ）内，激光脉冲
的能量只是沉积在电子中，而离子仍是冷的。经过大约ｌｏｐｓ的时间，电子通过与
离子的碰撞，将能量传递给离子，在１０５Ｋ时达到热平衡。经过１０ｎｓ的时间，电
子与离子发生复合，此时热电子将发出光子，降低能量而从导带回到价带上，所
以会观察到标志着光损伤的火花ｆ４２１。等离子体复合后，沉积在物质中的激光能量
转变为热能。这种热能将在ｐｓ时ｆ，Ｊ内从聚焦区域中扩散出去【４２１，形成物质的损伤。

图３－８飞秒激光脉冲在石英内部
记录过程中产生的光斑图样
图３—８是将１５０ｆｓ脉冲聚焦到熔融石英中时，用ＣＣＤ观察到的火花的图像。
在对融石英进行损伤实验时，我们常以此作为损伤产生的标志，这也是３．１节中
提到的Ｄｕ等人【３２１认为形成损伤的标准。使用１５０ｆｓ与２．１ｐｓ脉冲的区别，在于２．１ｐｓ
脉冲出现的火花更亮一些。这显然是因为对于２．１ｐｓ的脉冲来说，形成损伤所需
要的能置更大，脉冲持续时间更长，电子与离子发生复合的时间也更长、数量更
多，因此亮度更高。我们还发现对熔融石英处理时，火花的成像半径随着聚焦点
的深入而变大，亮度变暗。
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出现热电子与离子发生复合时的火花范围和强度，标志
着发生复合时导带电子的分布范围和密度。实验中发现火花的范围很大（如图３－８
中所示，成像面积为１００ｐｍ×１００１ａｍ），表明（由于扩散等原因）导带电子的分布范
围很大。但只有火花中心处的强度极高，表明此处导带电子的密度很高，除火花

笙三翌堂堂堕鲨！！堕型坌堡！ｉ塑堕竺

一

中心外的区域获得的热量不足以使得物质发生损伤；随着激光脉冲聚焦点的深入，
由于像差的原因。使得光束直径展宽，其中心的峰值功率也相应地降低。因此形
成的火花范围增大，亮度也变暗。
当激光能量高于其能量损伤闽值时，就会在介质中发生永久性的结构改变。
导致这些改变有几种不同的机制或物理过程，从而在介质中形成不同的损伤形态，
从小的物质密度的改变，直至在透明介质中形成微爆，导致空腔结构。当使用物
质能量损伤闽值以下的激光能量照射介质时，不会在介质中形成（永久性的）结
构改变。用更高的激光能量照射时，介质体中局部范围内的温度快速超过了物质
的熔化温度，导致物质的熔化。当温度冷却下来时，物质将重新凝固，但这种凝
固是非均匀性的，从而导致物质局部密度和折射率发生改变。当入射到介质中的
脉冲能量更高时，介质内部局部区域内的温度急剧增加至介质的汽化温度以上，
产生极高的温度和压力，热电子和离子爆炸性地从聚焦区域扩散－丌来。这种爆炸
性的扩散将在物质中留下一个被高密度层包围的较低密度的中心区域（甚至空
腔）。在光学介质中所形成的这些小同的局｛；ｉ｜５结丰句ｉ．！ｊ（变依赖＿Ｊ二激光的参数、介质的

各种物理硐Ｉ化学参数，以及激光光求的聚嫩睛犹。
对于更长脉宽的激光脉冲来说，要达剑ｒ阼线性ｉ Ｌｌ离的能暴闽值，相对来说需
要的能量更高一些。从而在更长的时问范Ｈ卦内，导致她多旧能量沉积在介质中，
这些能量向外扩散的范围也更大，这种无序的热扩散·Ｕ能会在物质体中导致从聚
焦区域向外扩展，ｒ来的裂丝。以１１ｉ『的研究：Ｉ：作表Ｉ！ｆ；ｊ，当脉冲较宽时，激光脉冲在
介质中产生的结构改变区域更大，形成的损伤具有更大的不规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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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飞秒激光照射玻璃产生的色心以及光致晶化现象

飞秒激光的发展，给玻璃的研究带来了崭新的内容。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有
光致破坏、光致变色、光致玻璃折射率变化、光致稀土离子价态变化、光致玻璃
显微晶化、光致长磷光产生等。本章着重针对光致变色和光致玻璃显微晶化以及
超连续谱产生进行了实验研究，讨论了飞秒激光照射玻璃后出现的色心的机理，
以及折射率变化和色心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光致玻璃显微晶化的原因。这些现象
在高密度光贮存和光波导、光子晶体、三维显示器件、三维光路的制备以及透明
材料的内部雕刻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应用。
透明介电材料在高功率激光下的变化，已经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因为高
功率激光系统本身就包含有大量的由透明介电材料制成的光学元件，如工作物质，
各种透镜，薄膜等。这些透明光学元件在高功率激光作用下所发生的结构调整乃
至最后的破坏，明显地影响到高功率激光系统本身的性能。可以说，阻碍高功率
激光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各种光学器件的强光破坏现象。但是，从应用角
度来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透明介电材料在高功率激光下发生的结构调整，
从而形成制备新材料的新工艺。

４．１光致玻璃变色

～些系统的玻璃，在低于破坏闯值飞秒激光作用后，虽然不会出现破坏现象，
但会出现变暗现象。也就是玻璃在飞秒激光作用后，作用区域在可见光范围的吸
收系数会大大增加。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吸收系数会慢慢地减少，直到某一数值
才稳定下来，这一数值比原始玻璃的Ｉ吸Ｉ收系数要大得多。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还
有待进一步探讨。各国研究人员对透明光学介质在高功率激光下的破坏前变化已
经进行了一些研究Ｉｌｌ
Ｅｆｉｍｏｖ等人心一１对光学玻璃的破坏前光致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低
于破坏阈值的高功率飞秒激光照射玻璃，发现照射过的地方产生了变色。变色是

第列章飞秒激光照射玻璃产生的位心以及光致品化现象

玻璃中产生色心的结果。Ｅｆｉｍｏｖ等人认为，玻璃在８５０ｎｍ的飞秒激光的作用下，
发生了光谱增宽，增宽后的光谱可以为从紫外一直到红外。而色心是由增宽光谱

的紫外部分的线性吸收和双光子吸收引起的。龟心的生成改变了介质的吸收系数
和折射率，使介质产生了光学不均匀。一般认为，透明介质在低于破坏阈值的激

光的作用下，随着电子的非线性激发（电子碰撞电离或多光子吸收电离），激光的
能量可以通过电子一光子一声子的碰撞传递给晶格，再通过光化学反应，结果产
生点缺陷。晶格的吸热与点缺陷的生成，都会导致内应力的生成，从而引起透明
光学介质的破坏性变化。
透明光学介质在低于破坏闽值的高功率脉冲激光多次照射后，其破坏阔值会
发生明显的下降。其原因就是透明光学介质在脉冲激光作用下产生了色心，而色
心在多次作用过程中产生了累积，使得透明光学介质的吸收系数大大增加，从而
增加介质对激光的Ｉ吸收。玻璃在高功率脉冲激光的作用下，会产生色心，固然会
降低它的破坏闽值，影响其使用性能。但是，如果利用玻璃的这一性能，则可以
为超高密度、超快速读写存贮技术提供一种廉价的方法。
通过实验，可以从玻璃微观结构变化的角度，对近红外飞秒激光在石英玻璃
中诱导产生色心的过程和辐照参数对色心变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验采用波长

为８００ｎｍ，脉冲宽度为１２０ｆｓ，重复频率为ｌｋｚ的飞秒激光。将样品放簧在三维移
动平台，扫描过程通过ＣＣＤ实时监测。

图４—１：飞秒激光脉冲在石英玻璃中诱导的色心

超射激光脉冲与透ｌ删介质相互作用

图４一ｌ为飞秒激光（平均功率为ｏ．８Ｗ）在石英玻璃照射后产生的圆环状
色心。

飞秒激光辐照石英玻璃过程中，发射光谱中心波长在４５３ｎｍ，对应于激

子自陷时产生的荧光谱。ＳｉＥ’·ｔｈ，是石英玻璃中经过辐照后最容易形成、室温下最
稳定的一种色心结构．

Ｇｒｉｓｅｏｍ Ｄ

Ｌ等人‘５１曾提出，在激光作用下，石英玻璃

内的激子自陷会形成ＳｉＥ’心。
关于飞秒激光与透明电介质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很多．目前仍处于探讨中．结
合实验结果，我们认为，近红外飞秒激光在石英玻璃中诱导产生色心的过程可以
描述为：玻璃中的价带电子吸收激光能量，通过多光子电离和雪崩电离，产生大
量的自由电子；自由电子线性吸收激光能量使其动能迅速增加．自由电子通过声
子将能量传递给晶格，引起焦点附近玻璃结构由高温急剧冷却的历史过程，从而
引起玻璃网络结构的改变以及折射率增加等效应．在大量电子激发下，束缚极化
予的势能的强烈变化促进了结构驰豫，并伴随激子自陷．经过飞秒激光辐照后，
室温下石英玻璃的吸收边发生了红移，这一般被认为是由玻璃网络结构的无序性
增强引起的，这也为玻璃网络结构的畸变促进了色心的形成进一步提供了依据．
我们认为，在近红外飞秒激光强度低于宏观破坏阈值时，纯石英玻璃中ＳｉＥ’
心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超短脉冲激光引起的微区激光能量沉积和激子自陷引起的，
属于玻璃网络的本征结构改变．

４．２光致玻璃显微晶化

４．２．１简介
众所周知，含有贵金属光敏离子如：Ａｇ＋，Ａｕ＋和敏化离子Ｃｅ３＋的玻璃，在
紫外光照射并在转变温度处理后，会出现晶化现象。但这种晶化是玻璃表面附近
整个照射区域的晶化，想在表面下形成点晶化是不可能的。但使用飞秒激光，由
于照射点的强光强引起的多光子反应，可以在玻璃内部有选择的产生点晶化而不
引起其它地方，如表面产生晶化‘６’７１。Ｙ．Ｋｏｎｄｏ等人Ｍ１用６３０ｍｎ的非共振波长
的飞秒激光照射含Ａｇ＋和Ｃｅ３＋的光敏玻璃，在热处理后，产生了约１０ｕｍ的点晶
化。点晶化的形成，是由于飞秒激光照射引起了多光子反应，产生了自由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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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电子被Ａｇ＋吸收形成Ａｇ。在热处理中Ａｇ便充当了晶核剂引起了晶化。
玻璃的显微晶化，可以应用于三维光子晶体的制备中。光子晶体是
Ｙａｂｌｏｎｏｖｉｔｃｈ等人‘８’于１９８７年提出来的新概念。这种光子晶体材料，其介电常数
在空间中呈周期性的排列，导致在其中传播的光波的色散曲线呈带状结构，带与

带之间有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半导体禁带的“光子禁带”（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ｂａｎｄｇａｐ）。频率
落在禁带中的光于是被严格禁止传播的。所以由光子晶体做成的器件可以如人所
愿地控制光子的流动，就象半导体中的电子一样。光子晶体的应用四‘１０１）使得由
光子代替电子应用于信息产业向前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当玻璃中同时有光敏、热敏组合及成核因子时，在一定的光能和热能作用下
将可能会产生敏化、析品及密度等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变化，如果有目的地控制光、
热处理工艺参数，贝ｉ＂－Ｊ以得到所要求的表面微小光学元件…，１２’。例如，采用深紫
外激光照射掺锗的玻璃光纤造成了永久性折射率改变，选择一定合适的曝光条件
下，成功制作了光纤布喇格光栅“”。Ｓａｔｏ“２１等人发现利用波长为１０６４ｎｍ的Ｎｄ：

ＹＡＧ激光器照射ＢａＯ一跏：ｑ—ＴｅＯ：系玻璃后，经过热处理在该玻璃结构中产生
了ｓｍ：扎。０ｊ ５微晶相。Ｆｕｊｉｗａｒａ等人“２１利用波长为３０８ｎｍ的Ｘｅｃｌ准分子激光器照

射Ｋ：０一Ｎｂ：０５一ＴｅＯ：系玻璃成功地制作了周期性的纳米微晶结构。另外，对于
制作光存储、光丌关等光子器件，光敏玻璃也显示了其优异的性能。光致晶化作

用被普遍认为是造成玻璃结构改变的原因。折射率变化随激光辐照强度和时间的
改变而改变，最终趋向饱和值。然而辐照强度和时间的增加会引起结构改变的区
域增大，因而降低了空间分辨率。再者，高强度激光辐照会导致内部网络结构的
不规则变化，因而造成光散射。因此，同时获得高空间分辨率和折射率改变将是
制作光子器件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１。
用皮秒或飞秒激光对玻璃材料进行处理和加工因其对材料结构的改变具有良
好的空间选择性也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用飞秒激光加工透明介质材料
时，由于多光子电离，加工过程不受材料本身的线性吸收系数的影响，同时，对
材料表面或内部的缺陷不敏感。因此，将光敏材料和飞秒激光技术相结合被认为
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制作光子器件的方法“刀。本小结报道了采用高温熔融法制备
银掺杂的锂铝硅酸盐微晶玻璃，以及在较低能量的飞秒激光照射及随后的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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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的析晶现象并对其做了形成机制的分析和探讨。
４．２．２实验
实验所采用的玻璃组分摩尔分数为：ｏ．１％Ａｇｃｌ、Ｏ，０２％ＣＥ０２的
Ｌｉ２０一Ａ１２０，一致Ｄ２系玻璃，加入少量Ｎａ２０以保证得到氧化气氛，使银在熔制过
程中始终保持离子状态，否则玻璃因金属银游离而着色。另加入少量Ｔｉ２０和Ｚｒ０２
用作晶体成核诱导剂。混合原料在研钵中研磨，使其充分均匀混合，在１４００＂０下将
原料逐次加入石英坩锅中，用硅碳棒电炉进行加热至１４５０．ｃ。熔制时间为４ｈ，其
间用铂金液浆按指定的转速进行搅拌。然后将浇注的玻璃放置在退火炉中。调节
温度至５００４Ｃ，ｒＦ＿涧ｔ ２ｈ，最后以２０。Ｃ／ｈ的降温速度冷却至室温。选择无气泡、无条纹
部分样品加工成２０ｍｍＸ２０ｒａｍＸ２ｍｍ的薄片，双面抛光，光洁度为ＩＩＩ级。实验
使用的飞秒激光系统、光束聚集系统和三维移动平台如图４－－２所示。其中飞秒
激光参量为波长８００ｎｍ，脉宽１５０ｆｓ，重复频率为ｔｋＨｚ，平均功率为５ｒｏＷ。光束
聚集系统是长工作距离显微物镜（工作距离１３ｍｍ，数值孔径０．５５ＮＡ，放大倍数：
５０），用来聚焦光束至玻璃样品的指定位置。计算机控制的三维移动平台用于精确
控制玻璃样品在Ｘ、Ｙ、Ｚ上的位置，ｘ方向精度为ｌＯＯｎｎｌ，步，Ｙ方向为１２５ｎｍ／
步，Ｚ方向为７ｎｍ／步。

幽４—２：《秒激光脉冲照射光敏玻璃实验装簧

利用衰减器调节激光功率至ｌｏｏ¨ｗ’用显微镜物镜ＮＡ为Ｏ．５５的镜头将激光
光束聚焦到距离玻璃样品表面０．５ｎｕｎ的位置，通过计算机控制三维移动平台在玻
嘀内部扫描６ｒａｍｘ６ｍｍ大小区域。通过显微镜观察，玻璃结构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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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照射后的样品放置在退火炉中进行热处理。温度调节至４５０＂ｔ２左右，使玻
璃样品中晶体成核，恒温１ｈ后升温至６５０Ｖ，使成核后的晶体生长。从退火炉取出。
将其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并进行ｘ射线衍射分析测试。
实验所用的光学显微镜为Ｒ本奥林巴士５１Ｘ１］研究型显微镜，最小分辨率为
２００ｒｉｍ。ｘ衍射分析测试采用日本理学公司的Ｄ／ＭＡＸ一３Ｃ Ｘ射线衍射仪，靶材为Ｃｕ
靶，电压为３５ｋＶ，电流为４０ｍＡ，用两片＜１１１＞切割的锗片衍射出波长１．５４０６ｎｒｎ的
单色ｘ射线，运行方式为连续扫描，扫描速度为１６。／ｍｉｎ。

幽４—３光热作用致折射率改变过狴
（１）光致电离作熘（２）锻离子还原
（３）在４５０‘Ｃ下．锻原子聚集成核
（４）在６５０＇（２‘Ｆ·Ｌｉ２０·Ａ１２０３·３Ｓｉ０２微品生陡。

当使用飞秒激光照射玻璃样品时，出于脉冲能量较低，未达到光致损伤阅值，
因而玻璃结构没有明显变化。再经过热处理后玻璃结构中出现结晶现象，色泽乳

白，Ｎ体－Ｎ４、，大约１０／∞２，里四边型或六边垂，如图４－－４所示。

超埘激光脉冲咛透叫介质相互作用

对其作Ｘ射线衍射分析，发现当２０分别等于】９，６６。，２５．２６。，４８，２８。，５６．４４
。时，出现衍射峰。其中当２０－－２５，２６。时，衍射强度最高。参照图４—５所示。
对照粉末衍射卡（ＰＤＦ卡），确定结晶成份为Ｌｉ，０－Ａｌ：０，·３Ｓｉ０２。
４．２．３实验结果与分析
光敏玻璃在激光辐照后进行热处理产生的析晶现象可以解释如下：如图４—３
所示。首先，玻璃样品在飞秒激光的照射下导致ｃｅ３＋释放一个电子本身变成ｃｅ４＋，

然后这个电子被Ａｇ＋捕获，由于Ａｒ在常念下的高度不稳定，在接受一个电子后，
还原成中性Ａｇ原子，飞秒激光导致的多光子吸收和超连续谱对这一变化起了重
要作用［３１１ ｏ开始这一过程在肉跟观察下没有明显的颜色变化，２ｍｉｎ后在高倍光学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玻璃样品颜色变深，成浅灰色，说明Ａｇ＋已经被还原成Ａｇ
原予。因为晶体的形成包括成核与晶体长大两个步骤，所以随后的热处理也包括
两个过程。热处理时，玻璃中先后发生分相，晶核生长，晶体生长，二次结晶生
长等过程。由于热处理，高度分散的中性Ａｇ原子在Ｔｌ＝４５０＇ｃｎ寸紧密聚集在一起
形成晶核。将此时的玻璃样品从退火炉取出，冷却后在高倍的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发现激光照射部分颜色成灰黑色，说明Ａｇ原子已经紧密聚集形成晶核。随着温
度的增加，当温度至Ｔ２＝６５０＂Ｃ时，微晶．丌始生长。最终形成Ｌｉ：０·４，２０３·３－豁Ｄ２多
晶结构。色泽乳白，属六方品系。在显微镜下观察呈四边型或六边形。它是一种
介于∥一锂霞石（Ｌｉ２０·Ａ１２０３·２Ｓｉ０２）和∥一锂辉石（Ｌｉ２０·Ａ１２０３ ｔ４Ｓｉ０２）之间
的固溶体。折射率在１．５２～１．５５之间。

图４－－４：ＰＴＲ玻璃经光照利热处理后在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到的Ｌｉ：０．一，，ｑ．３ｓｉｏ：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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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ｘ射线衍射图样（Ａ）为照射后（Ｂ）为照射前

卢一石英的晶体是由大量的硅氧四面体连接成的六角螺旋结构。而ｐ一石英中
的ｓｉ４＋离子有规则地用Ｌｉ＋和Ａ１３＋离子取代时，便生成具有不同成份和性质的口一
石英固溶体。此时，ＡｌＨ位于ｓｉ４＋的格点位置，而Ｌｉ＋填充于ｍ”附近的构架空隙
中而使电性中和。其中比较稳定的成份是半数的ｓｉ４＋离子被取代，即生成∥一锂
霞石（Ｌｉ２０．Ａｌ：０３．２Ｓｉ０２）。如果Ｚｒ０２

的含量较少，则析出的∥一石英晶体很

容易转变为膨胀系数较大的芦一锂辉石（Ｌｉ：０·Ａ１２０３·４Ｓｉ０２）。∥一锂霞石和卢一石
英之间可形成一系歹Ⅱ连续的固溶体，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六角螺旋结构。卢一石
英固溶体可以从Ｌｉ：０一爿，：０３一ＳｉＯ：系玻璃中以微晶状态析出，这样得到的微晶玻
璃含有口一石英固溶体和残余玻璃相。前者的负膨胀和后者的正膨胀相抵消，就
成为膨胀系数接近于零的微晶玻璃。

同时，光敏微晶玻璃相密度变化对于其形成几何光学特征具有重要的实际意
义。如果光敏微晶相的容积分数足够大，而且有比原始均匀玻璃更大的密度，则
当热处理温度高于玻璃软化温度时，曝光区将变得致密，出于微晶相的应力作用，
挤压软化念的未曝光区表面上升，并因表面张力变化产生几何图形的变化，从而
形成一定的凡何图形表露““。

进一步研究表明光予与物质相互作用时，除产生致密化效应外，还会产生热
膨胀效应。由致密化效应引起的折射率的变化为正，而由热膨胀引起的玻璃折射

率的变化为受。另外，在当光与玻璃相互作用过程中，不仅仅因产生的热面使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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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体积膨胀。玻璃还因其内部载流予状态的变化而产生膨胀效应ｎ９删。如：在硫
族玻璃中，有些玻璃的结构类似于层状结构，通过具有其带隙自＆量的光辐照后，
玻璃中的空穴与电子都处于激发状态，但空穴比电子具有更高的机动性。由于空
穴的扩散移动，使负电荷在玻璃的局部出现累积，造成玻璃层状结构之间的静电
排斥力，引起了玻璃体积的膨胀，从而影响玻璃的折射率。进一步的机制有待探
讨。

４．３超连续谱

超连续谱（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简称为ｓｃ）是～种复杂的非线性光学现象，它在
很多领域都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引起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超连续谱的产生主要
有两种方法，一是压缩超短光脉冲得到宽的频谱，另外就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展
宽脉冲的频谱．产生超连续谱的介质要求具有高的非线性系数和适当的色散条件，
白光连续谱是最容易观察到的非线性现象，如果把超短脉冲激光聚焦到１０坦～
１０＇４Ｗ／ｃｍ２的强度，在熔融石英，水等透明介质中，激光脉冲会变成自光，其光谱
范围从紫外３００ｎｍ到红外２０００ｎｍ的范围。
４．３．１实验
实验采用平均功率为ｌＯｍＷ，脉宽为１５０ｆｓ的激光脉冲用６０ｍｍ长焦距透锐聚焦到
２ｍｍ的熔融石英片上，通过控制中性密度衰减片来改变激光能量，由于光谱在空间
分柿不均匀，我们用光谱仪探测散射光来获取光谱，由于８００ｎｍ光强度较大，在光
谱仪探头前面加入了一个８００ｎｍ宽带反射镜，因此光谱在７００～８００ｎｍ之间很弱。我
们主要是分析短波长的成分，评估熔融石英玻璃对短波长超连续谱的吸收。
实验结果如图４－－６所示，Ａ，Ｂ的峰值功率密度分别为１０１３Ｗｌｃｍ２，１０｜４Ｗ／‘）ｍ２
的不同能量的飞秒激光脉冲在熔融石英玻璃内部产生的超连续谱光谱。当功率较
低时（１０ｂＷ／ｃｍ２），出现了超连续谱．不同频率的光谱呈坏状分开。当功率达到
熔融石英微爆阈值时，焦点处熔融石英出现明显的结构变化，光斑出现分裂，此
时，紫光频率成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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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６不同能量的飞秒激光脉冲在熔融石英玻璃内部产生的超连续谱，
Ａ和Ｂ峰值功率密度分别为１０１３Ｗ／ｃｍ２，

１０ＨＷ／ｃｍ２。

４．３．２实验结果与分析
超连续谱的产生是一个含有光信号的时问和空间光束特征的复杂过程，其主
要机理是由于折射率和强度有关引起的自相位调制，但也包括其他的非线性效应，
如参量混频、喇曼散射；其证据来源于自光超连续光谱的光谱分布不对称和自陡
化。因为自相位调制产生的光谱展宽是沿中心波长对称的，而且强度单调减小。
我们测量了８００ｈｍ飞秒激光脉冲在熔融石英玻璃内部产生的超连续谱，在不
同的强度超连续光谱成分有相当大的差异，如图４－－６所示。超连续光谱具有下面
一些明显的特征，１）对同一种材判，光谱宽度随入射功率的增加而加宽，但有一
个最大值，这个最大值取决于利料的带宽。２）超连续谱激发满足能量守恒·但光
束质量会产生明显的改变。３）超连续光谱光斑会出现分层，呈现锥形发射，各部
分的频率不完全相同，边沿频率高于中心频率。４）等离子体细丝之间会产生杨氏
干涉，形成类似频率梳的干涉条纹。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前入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用各种模型成功的解释
了上面提到的现象。但这些结果并不能对超连续光谱产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最初。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相位调制和自聚焦上，更多一点，考虑到群速色

散和参量过程。但是这些简单的模型并不能解释超连续光谱的各种现象。进一步
的实验研究表明超连续谱与等离子体成丝是密切相关的。例如Ｉ．Ｇｏｌｕｂ呓”用等离
子体的契伦科夫（Ｐａｖｅｌ Ｃｅｒｅｎｋｏｖ）辐射解释超连续光谱的锥形发射，因为瑟伦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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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辐射是与角度相关的，从图４～６可以看出，锥形发射的波长都在８００ｈｍ以下，
因此契伦科夫辐射的解释在这个角度是和实验结果一致的。但契伦科夫发射有两
个苛刻的条件：离子在介质中的速度大于光在介质中的速度以及离子运动是匀速
的。而且，等离子体发光波长主要集中在３００～６００ｈｍ范围，而红光成分不能用等
离子体发光来解释‘２甜。
Ｋ．Ｃｏｏｋ等∞１发现了飞秒激光在水中产生的超连续光斑形成彩色的条纹，类似频
率梳的干涉条纹，他们假设等离子体细丝为光源，两个光源发生杨氏干涉后的条
纹间距和观察到的条纹间距一致，模型成功解释了所观察到的现象。既然超连续
谱与等离子体成丝紧密相关，超连续光谱光斑的形变和歪曲也可以有等离子体成
丝来解释。
因飞秒激光焦点附近的能量密度很高，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巨大的能量注入到
玻璃内部激光焦点附近，激光与物质问产生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１２４－２５１如自
聚焦、多光予吸收和激光的自相位调制引发的白光的单光子或多光子吸收，诱导
出玻璃的各种各样的微结构变化．根据激光的能量密度、脉冲频率等条件的变化，
诱导出的微结构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ｔ２６１；（ａ）由于色心的形成和光活性离子（稀土
离子、过渡金属离子以及金、银等重会属离子）的氧化还原所引起的着色；

（ｂ）

缺陷的形成和局域致密引起的折射率的变化；（Ｃ）熔融和激光冲击波所引起的微小
孔隙；（ｄ）光学击穿所引起的微裂纹．在许多情形，诱导的结构是复合型的，具有
一定的空间分布．例如，在形成微裂纹的同时，在其边缘诱发色心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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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飞秒脉冲激光的发展，使得利用相对较小的台式激光设备来获得瞬间
高功率成为可能，加上再利用透镜，就能将飞秒激光脉冲会聚于很小的一点，从
而在会聚点获得很高的光场强度。各种材料，例如半导体、金属、介电材料等，
在这种高功率密度激光脉冲的作用下，将产生许多新的变化。另外，飞秒激光加
工同益显示出其独特性和优越性，飞秒激光加工不仅能够获得常规长脉冲无法比
拟的高精度和低损伤，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新奇独特应用被发现。目前国内外在飞秒

激光加工这一领域获得了很大进展。
结论
本文针对这一领域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对飞秒激光脉冲与透明
介质非线性相互作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１分别使用脉冲宽度为ｐｓ和ｆｓ量级，波长为８００ｎｍ，重复频率ｌｋＨｚ的激光

脉冲。在熔融石英中形成了单发脉冲导致的损伤位点阵列。并对单个损伤位点，
使用光学显微镜和图像传感器对其形态进行了观测。分析了激光照射后沿入射光
方向将出现分立的损伤结构原因。另外，发现透明介质的材料损伤阈值与聚焦条
件有关系，随着数值孔径的增加，阈值能量逐渐减小。
２使用不同脉冲宽度的激光照射白宝石晶体。得到不同的损伤形态。白宝石
在ｎｓ激光脉冲作用下形成的典型的“米”字形结构，这与自宝石晶体结构相对应。
用０．５５数值孔径的物镜聚焦ｌｇＪ的２．１ｐｓ激光脉冲到晶体内部产生的“十”字
形损伤。１７０ｎＪ的ｆｓ激光脉冲聚焦到白宝石内部时，出现的“一”字形结构ａ损
伤外型与偏振方向无关，显然不同脉宽的激光照射晶体产生不同的热效应。
３近红外飞秒激光在石英玻璃照射后诱导产生色心，分析认为，在近红外飞
秒激光强度低于宏观破坏阂值时，纯石英玻璃中ＳｉＥ’心的形成主要是出于超短
脉冲激光引起的焦点区域激光能量沉积和激予自陷引起的，属于玻璃网络的本征
结构改变。
４采用高温熔融法制备了银掺杂的锉铝硅酸盐微晶玻璃。经近红外飞秒激光

照射和热处理后，通过显微镜观察及ｘ射线衍射分析，发现玻璃内部形成以银原

赳氰ｉ激光脉冲ｑ透叫介质相互作用

子为晶核的Ｌｉ：０－Ａ１２０，·３ＳｉＯ：多晶结构微晶，晶体细小，呈乳白色，为六方晶系。
呈现空间取向分布结构。飞秒激光照射部位玻璃折射率发生明显变化，出现析晶；
未照射部位折射率无明显变化，仍为玻璃体。
展望
随着超短脉冲激光技术的发展，激光脉冲的宽度在不断地缩短、激光强度不
断提高，其与各种物质之间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现象也不断地被发现，超短脉冲
激光在进一步地扩展其应用领域。关于飞秒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研究还有许多
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ｌ在飞秒脉冲激光与透明物质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影响
因素。电离机理还不是很清楚，由于非线性电离导致的飞秒脉冲激光在透明介质
中的能量沉积，飞秒脉冲在介质中的自聚焦，等离子散焦，飞秒激光脉冲在介质
中的像差，以及电子与晶格之削的热传递等相互关系的动力学过程仍不清楚ａ
２飞秒激光由于其独特的加工优势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利用飞秒激光在
对金属、玻璃、会刚石、各种聚合物、陶瓷等材料进行微加工制作微光子器件，
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得到一些结果，但真币走向实用化还有一段距离·飞秒
激光微加工的工艺研究成为研究的方向。
３材料科学与激光技术的发展将促进飞秒激光微加工技术的发展，利用透明
介质材料在高功率飞秒激光作用下的结构凋整，从而形成制备新材料也是一种新
思路。随着激光脉冲宽度的进·一步变小，阿秒时代的来临，超短脉冲与物质的相
互作用必然出现询：多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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