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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当一束较强的抽运激光（*"&+,）与一束较弱的探测激光（&#"-(+,）相交通过非线性介质薄膜（聚吡

咯甲烯／聚乙烯醇薄膜）时，在探测光束的远场产生了中心为亮斑，近场中心为暗斑的多个同心衍射环.从菲涅耳/
基尔霍夫衍射积分公式出发，理论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抽运光在非线性介质中诱导的相位孔对探测光的

衍射效应.通过数值积分，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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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当一束平行光通过半径为!的微小圆孔时，会

产生圆孔衍射"衍射光场的分布由菲涅耳#基尔霍夫

衍射积分公式确定"根据观察屏到衍射屏距离的远

近，理论上可作相应近似处理，得到大家熟知的远场

（菲涅耳数$"!）夫朗和费衍射及近场（菲涅耳数

$#!）菲涅耳衍射公式［!，"］"但是对比较 复杂的衍

射屏函数及菲涅耳数较大的近场情况，完全的数学

分析几乎不可能，必须从基本的衍射积分公式出发，

借助计算机进行数值求解"
强激光与新型非线性光学材料的发展为传统光

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有机聚

合物非线性光学材料不仅具有非线性系数大，响应

速度快等优点，而且可以通过分子设计改变主链或

侧链的结构来优化材料的性能，因而有望在高速光

开关、光存储、光计算和光通讯等领域获得重要应

用［#—*］"本文报道了我们用抽运#探测法研究一种

新合成的!共轭聚合物非线性介质薄膜（聚吡咯甲

烯／聚乙烯醇薄膜）时发现的一种新现象，即探测光

的光场分布受抽运光的控制"在探测光束的远场处

产生了中心为亮斑的多个同心衍射圆环，而近扬处

则是中心为暗斑的同心衍射环"我们把这种现象归

因于强抽运光在非线性介质中诱导的相位孔对探测

光的衍射行为"从基本的菲涅耳#基尔霍夫衍射积分

公式出发，经过理论分析和数值积分，得到了与实验

现象符合的计算结果"

" 实验与结果

实验样品———聚吡咯甲烯（445）是我们新合成

的一种!共轭聚合物，具有较大的三阶非线性系数"
以聚乙烯醇（461）为成膜材料，我们制备了445／

461复合薄膜，制备过程简述如下：首先分别配制

445和461的7/甲基#"#吡咯烷酮（784）溶液，然

后将二溶液混合，在*%9下电磁搅拌#%,:+，得到

粘稠透明的445／461复合制剂"取适量的制剂滴

到水平放置的载玻片上，静置";，然后盖上另一片

盖玻片，垂直加力，在室温下放置");固化成膜"薄
膜的厚度根据滴加制剂多少及垂直压力大小而不

同，估计在几十个微米量级"在日本<;:,=>?@84A/
#!%%型分光光度计上对薄膜的吸收光谱进行了测

量，在*"&+,和&#"-(+,波长处的光密度分别为

%-)$)和%-"(#"
抽运光源为美国B@=+CDE+:F公司生产的7>：

0GH激光器"输出为基模高斯光束，波长!-%*#",，

束腰半径%-),,，光束发散角""D=>"该激光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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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锁模、调!等几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为
了提高倍频转换效率，我们将激光器设置在锁模调

!状态，锁模重复频率#$%&’，调! 重复频率()
*&’，输出为准连续光"基频光经+,-倍频晶体倍

频后，用(.)/0!12/3角全反镀膜镜（#455.56）

分束7/8$91的倍频光经过一个焦距(/)91的透

镜会聚到样品上，焦点处的激光束腰半径约/)!17
探测光为氦氖激光器输出的$08.:91连续光，功率

约(1"，准平行光，光斑直径约8117探测光与抽

运光成()3夹角的方向通过样品被激发区域7
当入射到样品上的抽运激光功率达到一定阈值

之后（"01"），探测光的出射光场分布便表现出衍

射效应，出现一系列的同心衍射圆环7对于远场情

况，中心为亮斑，各级衍射圆环强度依次减弱；对于

近场情况，能量主要集中在第一级衍射环内，中心相

对为暗斑，其余各级衍射环强度都比较弱7图(给出

了抽运光功率()1"时拍摄到的探测光的远场和

近场光场分布照片7实验上为了能清楚地观察到近

场的光场分布，使用了一个透镜组将其放大后，在样

品后81处接收屏上观察7实验发现，抽运光功率越

高，出现的衍射环环数目越多7当抽运光被斩断时，

探测光的光场分布立即恢复到原来的高斯分布7因
此可以断定，衍射环是由抽运光引起的7

图( 探测光通过抽运光激发的非线性介质薄膜（聚吡咯甲烯／聚乙烯醇薄膜）区域后，在远场和近场的衍射光斑模

式7抽运光功率()1" （;）远场，（<）近场（照片（<）在从负片反转成正片时，为了减小中心和外围亮环之间过大的反

差，经过了二次曝光处理）

0 理论与计算

对上述实验现象，我们认为是强抽运光在非线

性介质薄膜中引起的相位孔烧孔对探测光产生的衍

射行为"具体解释如下"

假设基模高斯光束（抽运光，波长!(）沿$轴方

向传播通过非线性介质，样品入射面位于距束腰$(
距离处"设%表示光束横截面内任一点到轴心的距

离，则样品中任一点（%，$）处的光场振幅可表示

为［$］

&（%，$）’&（)，)）=("（$($(）／8 #)
#（$）=>?(

%8
#8（$［ ］）

，

（(）

式中&（)，)）为束腰中心的电场强度，#)为束腰半

径，"为样品的线性吸收系数，#（$）为$截面处的

光腰半径，由下式给出

#（$）’#) （()$8／$8)! ）， （8）

其中$)4##8)／!(，为高斯光束的共焦参数（或称瑞

利长度）"根据光克尔效应，光强引起介质折射率的

变化为

$*’$+， （0）

式中$为非线性介质的克尔常数"光强与电场强度

之间的关系为

+’(8%),*)&
8， （2）

其中*)是介质的线性折射率，,是真空光速，%)是

真空介电常数"
将（(）和（2）式代入（0）式，并考虑到束腰中心处

的光强与激光功率-有如下关系式：

+（)，)）’8-##8)
， （/）

可得样品中的光诱导附加折射率分布为

$*（%，$）’8$-#
·=

("（$($(）

#8（$）
·=>?(

8%8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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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长为!的探测光束通过厚度为!的该区

域时，在样品出射面处产生的横向附加相移分布可

表示为

!"（"）#!"!!
$"%!

$"
!&（"，$）#$’ （$）

将（%）式代入（$）式，得到的函数不可积’但当样品为

薄样品时（本实验满足此条件），即!"$&时，就有

#（$）##（$"），（$）式可简化为

!"（"）#’$(!
· "
#!（$"）

·")(
)%!

% ()*)
!"!
#!（$"［ ］）

#!"&()*)
!"!
#!（$"［ ］）’ （+）

这就是说当探测光通过抽运光作用区域时，其

相位发生了变化，在出射样品时产生了一个近似高

斯分布的横向附加相移’这也相当于抽运光在非线

性介质薄膜内诱导出了一个具有高斯分布的相位型

微孔’根据衍射理论，该微孔要对探测光产生类似标

准圆孔的衍射，只不过这时的衍射屏函数为（* 表

示衍射屏上任意一点）

+&（*）#()*,!"&()*)
!"!
#!（$"［ ］｛ ｝） ’（-）

接收屏上任意一点(的衍射场分布由菲涅耳,
基尔霍夫衍射积分公式表达［"］

+&（(）#),!!
’
!-（(&，(）+&（*）(

,./

/#’
，（"&）

这里将探测光在相位微孔上的光场分布近似当作平

面波’式中!和.分别为探测 光 的 波 长 和 波 矢，

-（(&，(）为倾斜因子，/是衍射屏上* 点到接收屏

上(点的距离’由于衍射屏是圆对称分布的，因而

衍射场也是圆对称分布’对衍射屏和接收屏都采用

极坐标系，设* 点的坐标为（"，)），因为接收屏上

同一半径*的圆周上的光场分布相同，所以取其代

表性一点计算即可，我们取(点的坐标为（*，&）’设

$!表示接收屏到衍射屏的距离，则/的表示式为

/!#$!!%（"./0))*）!%（"0,1)）!’（""）

倾斜因子的表达式为

-（(&，(）#"!
（./0(&%./0(）， （"!）

其中(&是入射光与次波源的方位角，本实验中(&
#"&0；(为接收屏上场点( 相对于次波源的方位

角，./0(2$!／/’
对积分限的选取，由高斯函数性质可知，当"2

$!#（$"）时，附加相移!" 即可忽略，因此积分限取

为"2&%$!#（$"），)2&%!"’将（-），（""），（"!）式

代入（"&）式，可得到接收屏距离样品$!处的光强的

径向分布：

1（*，$!）# "
!!!

!"

&!
$!#（$"）

&

./0(&
/ %

$!
/（ ）! ()*,!"!［｛ /

%!"&()*)
!"!
#!（$"（ ）］｝） "#"#)

!
，（"3）

这就是进行数值计算的公式’式中被积函数由实部

和虚部两部分构成，分别进行数值积分后，取其平方

和即为光强’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分析和计算程序的可靠性，

首先计算了标准圆孔衍射’这时在（"3）式中令!"&
2&；取$"2$&，微孔半径22!#&2"&&#4’图!给

出了归一化数值计算结果’图!（5）是光强的轴向（*
2&）分布，光强极值点在$!2"67+44，$7-"44，

67!$44等处，正好对应于费涅耳数（322!／!$!）

为"，!，3，⋯的情况，图中同时给出了以"／3 为坐

标 轴 的 刻 度’该 曲 线 与 理 论 公 式［!］12’1&

0,1! "!（ ）3 完全一致’图!（8）计算远场$!2!4的

径向光强分布与图!（.）计算近扬32!的径向光强

分布也与理论结果完全一致［!］’
对于激光诱导相位孔衍射情况，在（"3）式中确

定$"和!"&后，我们也分别计算了光强的轴向分

布及远场和近场的径向分布’图3给出的是$"2
$&，峰值非线性相移!"&29’"时的光强分布’从
图中看出，对于远场情况，中心为亮斑，各级衍射环

强度依次减弱；对于近场情况，主极强为第一级衍射

环，其外围有三个较弱的衍射环，中心附近分布较复

杂，但相对第一个亮环，总的效果为暗斑’这就从理

论计算上完全解释了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

’ 结 论

根据上述实验和理论以及大量的数值计算，我

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7激光诱导峰值非线性相移!"&的值受抽运

激光功率，样品到束腰的距离，样品的光吸收系数和

克尔常数的影响’对于正克尔效应（$&&），!"&&，

相位孔表现出附加折射率沿径向递减的微小正透镜

衍射效应，!"&越大，正透镜效应越明显，从而远场

上光场的径向分布尺度越小’对于负克尔效应（$’
&），!"’&，相位孔表现出附加折射率沿径向递增

的微小负透镜衍射效应，!"&越负，负透镜效应越

明显，从而远场上光场径向分布尺度越大’

6$-""&期 任立勇等：有机聚合物薄膜激光诱导相位孔衍射的实验和理论



图! 标准圆孔衍射在轴向上和径向上相对光强分布的数值计

算结果

（"）光强的轴向分布；（#）远场的径向光强分布（!!$!%）；（&）

近场的径向光强分布（菲涅耳数"$!）

图’ 激光诱导相位孔衍射在轴向上和径向上的相对光强分布

峰值非线性相移!!($)*"，!+$!(
（"）光强的轴向分布；（#）远场的径向光强分布（!!$!%）；（&）近

场的径向光强分布（!!$!%%）

!,对"!(的样品，不论是远场还是近场，光强

的径向分布都表现为中心最亮，各级衍射环强度依

次减弱#对""(的样品（本实验所用样品属于这种

情况），远场处光强的径向分布表现为中心最亮，各

级衍射环强度依次减弱；近场处光强的径向分布表

现为能量大部分集中在第一级衍射环内，中心相对

为暗斑#
’,衍射环的个数等于#!!(／"##因而在实验条

件给定时，可以通过观察衍射环的个数来估测材料

的克尔常数或非线性折射率的大小#图+（"）所示衍

射环照片的条件是：样品厚度约-(#%，位于焦点附

近，激光功率约+(%.，样品在波长/’!,01%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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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密度为!"#$%，观察到了&个衍射环!根据以上条

件估算出聚吡咯甲烯／聚乙烯醇薄膜的克尔常数!
!’"()’!*$+#／,-
."当抽运光被挡住时，探测光立即恢复为原来

的高斯光斑!对!!!的非线性介质，在近场情况

下，可以通过控制抽运光来实现对探测光的调制，如

果抽运光对非线性介质的相位烧孔过程和相位孔的

恢复过程非常快，有可能在高速光开关、光信号调

制、光信息存储等方面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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