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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电磁波衍射极限

利用波矢滤波超表面实现超衍射成像∗

郭畅 张岩†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市成像技术高精尖中心, 北京市超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太赫兹光电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48)

( 2017年 5月 17日收到; 2017年 7月 13日收到修改稿 )

超衍射成像是当前光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文利用一种不对称分裂环超表面结构来实现超衍射成像, 该
结构由上下两个不对称的金属环组成, 通过集体陷模共振可实现对入射光的波矢选择性透过. 当物体发出或
反射的光照射到超表面上时, 入射角大于某一角度的入射光会被共振电场耦合吸收或反射, 只有低空间频率
的光波可以通过, 从而减小衍射的影响, 实现超衍射成像.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 超材料, 太赫兹, 频率选择表面, 超衍射
PACS: 78.67.Pt, 87.50.U–, 42.25.Bs DOI: 10.7498/aps.66.147804

1 引 言

在过去 20年中, 太赫兹 (Terahertz, THz)成像
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太赫兹辐射对样品的
损伤远小于X光, 并且能穿透干燥的非极性介质,
在医学 [1]、通信 [2]、无损检测 [3]以及航空航天 [4]等

领域都有很重要的应用. 但是由于太赫兹辐射的波
长较大, 容易在传播中发生衍射, 使得太赫兹图像
模糊不清, 需要经过后期处理才能得到高分辨率图
像. 消除太赫兹波衍射过程的影响, 提高成像分辨
率, 对太赫兹成像技术的发展十分必要.

当物体发射或反射的光经过衍射, 携带物体高
频信息的光具有更大的波矢, 衍射的角度会更大,
因此, 一个点光源经过衍射就会形成一个衍射光
斑. 传统的成像系统利用透镜收集衍射的高频信
息, 然后重新组合得到图像, 如果收集的高频信息
足够多, 物体就可以得到高精度的重建, 所以人们
不断增加成像系统的数值孔径来获取更多的高频

信息, 从而提高图像的分辨率.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
一个方面来考虑超衍射成像. 物体的衍射是由于空
间高频分量具有更大的衍射角, 如果可以设计一种
器件, 去除衍射空间高频衍射模糊, 只保留与原结

构调制相同的低频信息, 也可以有效地提高成像质
量. 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种具有波矢选择性透过的超
表面结构 [5], 这种结构只允许垂直入射到该表面的
光透过, 而具有较大入射角的光会被结构反射或吸
收. 本文尝试将这种波矢选择超表面应用到成像系
统中, 利用其空间低通滤波的效果, 降低空间衍射
的作用, 提高成像分辨率. 基于波矢选择超表面的
超衍射成像原理如图 1所示, 物体发出或者反射的
光照射在超表面器件上. 由于超表面器件具有波矢
选择性透过, 携带物体空间高频分量的光具有更大
的波矢, 经过空间传播后照在超表面上具有更大的
入射角, 结构将反射或吸收这部分能量, 只有垂直
入射的可以高效地通过结构, 在成像平面上产生图
像. 超表面结构有效地实现空间滤波, 缩小了成像
系统的点脉冲响应函数, 从而达到提高成像分辨率
的目的.

平面超材料即超表面, 是一种经过特殊设计的
层状结构. 这种结构具有一个厚度远小于工作波
长的金属薄层, 薄层中图案的特征尺度远小于工作
波长. 随着人工结构设计和加工技术的发展, 人们
已经通过超表面技术制备了具有负折射率 [6]、隐

身 [7]、磁镜 [8]、非对称传输等 [9]各种特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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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表面材料还会增强光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 [10],
产生相干辐射 [11,12]. 本文将利用超表面材料实现
太赫兹波段的波矢选择性透过, 通过合理设计超表
面中微结构的结构参数与分布, 实现对物体衍射光
波的波矢滤波, 将具有强衍射的高频分量滤除, 缩
小成像系统的点脉冲响应函数, 最终达到超衍射成
像的目的. 数值模拟的成像效果证明了该方法的可
行性.

图 1 基于波矢量滤波超表面实现超衍射成像系统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 super diffraction imaging
system based on wave vector selective metasurface.

2 结构设计

通常的超表面材料关注的是单个单元的个体

共振, 相邻单元相距较远, 单元间的耦合非常微
弱. 当单元间的距离变小, 相邻单元间电磁耦合变
强 [13], 超表面的响应光谱就不再由单元个体共振
来决定, 激发光的入射角度变得非常重要, 此时电
磁响应光谱由单元激励产生的集体模式和空间相

干模式决定 [14]. 本文选择的超表面结构是阵列排
布的不对称分裂环矩阵,周期性排列在介质基底上,
阵列周期d = 100 µm. 单元结构如图 2 (a)所示, 为
一对不同长度的金属环, 半径为 40 µm, 金属丝宽
为10 µm, 上下两个圆弧分别为左右对称的140◦和
150◦. 器件的工作波段为太赫兹波. 利用基于时域
有限差分 (FDTD)法的FDTD solution软件对平
面波经过该结构的传播特性进行了计算. 计算时
金属为完美电导体. 样品选用硅基底, 在太赫兹波
段的折射率为3.4. 光源在基底前1000 µm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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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不对称分裂环结构立体示意图; (b)不对称分裂环结构侧面示意图; (c)垂直入射时的电场分布; (d)垂直
入射时的位相分布; (e)倾斜入射时的电场分布; (f)倾斜入射时的位相分布
Fig. 2. (a) Schematic of asymmetrically split ring; (b) side view of the structure; (c) field and (d) phase distri-
butions of wave vector selective metasurface for normally incident wave; (e) field and (f) phase distributions
for obliquely incident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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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100 µm × 3000 µm, 以高斯光束垂直照射
超表面, 入射光的偏振方向平行于环的分裂方向.
图 2 (b)为图 2 (a)的顶面示意图, 其中 θ为入射角.
波阵面模拟区域是12800 µm× 100 µm× 2900 µm.

在不同倾斜角度入射的照明光照射下, 所选超
表面结构的频谱响应如图 3所示. 可以发现结构中
产生了窄带共振, 即频率选择. 由于超分子结构的
对称性破缺, 周期性自由空间耦合产生了陷模, 继
而由陷模激励产生了窄带共振. 图 3中实线为垂直
入射时透射光的频谱, 虚线和点划线分别是入射
角为 32◦和 56◦时的归一化透过幅度. 当照明光垂
直入射时, 超表面发生了明显的共振, 共振频率为
0.456 THz. 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大, 共振峰产生了明
显的蓝移. 为了获得最好的波矢选择特性, 工作频
率设定为 0.454 THz. 可以看到, 随着入射角从 0◦

增加到 56◦, 0.454 THz 处的透过率明显下降, 归一
化后透过率由 0.91 降低到 0.087. 图 2 (c), (d), (e)
和 (f)分别给出了垂直照明和56◦倾斜照明下, 超表
面结构上一个周期单元内的电场分布以及位相分

布. 电场单位为V/m, 位相单位为 (◦). 在图 2 (c)和
图 2 (d) 中的垂直照明情况下, 单元结构中的上下
两个金属圆弧以相同的振幅但相反的位相进行振

荡. 这个电流结构引起的电磁散射非常微弱, 从而
减少了相邻单元之间的耦合以及辐射损失. 因此感
应电流形成了陷模共振模式,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
的Q值, 产生很强的振荡 [15]. 当入射光频率稍稍偏
离共振峰时, 如图 2 (e)和图 2 (f)所示, 不对称分裂
环的上下两个圆弧中的电流不再反相振荡, 且其中
一个圆弧中的激励大于另一个 [16], 结构便偏离了
陷模共振模式, 透过率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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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集体陷模共振时的透射光在不同入射角时的频谱

Fig. 3. Transmission spectrum of the selected struc-
ture in collective trapped mode with different incident
angles.

为了验证不对称分裂环结构对入射光的矢量

滤波效果, 本文模拟了单一频率光源对超表面结构
进行照明时, 透射振幅随入射角度变化. 照明光频
率为0.454 THz. 如图 4所示, 可以看到透射振幅呈
现出明显的低通特性, 透过率随着入射角的变大而
减小. 当入射角大于 30◦时, 透射振幅降低到垂直
入射时振幅的 60%, 强度降为峰值的 36% 以下. 数
值模拟表明, 当结构更加不对称时, 超材料对角度
的选择性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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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集体陷模共振时, 0.454THz 透射光幅值随入射角
的变化.
Fig. 4. Transmission of 0.454 THz light for different
incident angles.

本文选用的不对称分裂环结构只有在入射光

偏振方向平行于分裂口, 即TM偏振波激发时才能
实现矢量滤波效应, 这是因为TE偏振波入射时产
生的是磁场耦合, 而TM偏振波入射时产生的是电
场耦合. 当入射光为TE偏振时, 此时磁偶极子间
相互作用能为

⟨Um⟩ ∝ m2
z

d3
cos

(
k//d

)
, (1)

其中d为单元结构的周期长度, mz为光激发的磁

偶极子强度. 在k// = 0时, cos(k//d)取最大值. 随
着入射角的增大, k//会不断变大, 而磁偶极子间相
互作用力以及TE波激发的集体陷模能量则会逐渐
减小. 当入射光为TM偏振时, 由于其垂直入射时
超分子间吸引力耦合到的能量已经是最小值, 随着
入射角的增大, 耦合到的由TM 波激发的陷模能量
只会不断增加, 此时就会引起与陷模有关的透射峰
的蓝移.

可以看到, 单元结构间的强耦合导致了一个
“视野狭窄”现象, 即在光的传播方向上产生一个很
窄的连续透明窗口. 这种效应一般会伴随对入射波
前的 “矫正”. 没有任何空间调制或自适应反馈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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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球面波在通过波矢选择超表面结构后, 就会变成
平行于超表面结构的平面波. 这种效应与入射波前
的曲率无关. “视野狭窄”现象可以被理解为波矢
滤波. 事实上, 在相同单元组成的亚波长周期平面
阵列中, 由垂直入射的平面波激发的单元的振荡相
位相同, 在一个周期内的耦合最强, 因此透过率最
高. 任何非垂直入射的平面波都会令单元产生沿材
料表面线性变化的位相延迟. 这一相位延迟会减小
耦合强度, 并改变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能量. 因此,
透明窗口会移动到不同的频率, 而超表面材料变成
不透明, 从而实现波矢选择性滤波.

3 超衍射成像

为进一步说明波矢选择超表面的应用, 我们利
用上述的超表面结构实现一维超衍射成像. 在超
表面结构前 1000 µm处设置腰斑半径为 60 µm的
高斯光源, 并在超表面结构后 400 µm处设置监视
器, 利用FDTD solution软件计算监视器平面上的
电场分布, 结果如图 5所示. 在没有使用超表面结
构时, 如图 5 (a)所示, 由于衍射效应, 光斑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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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没有 (a)及具有 (b)波矢选择超表面时透射光振幅
的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transmission between (a) with-
out and (b) with wavevector selective metasurface.

变得不再清晰, 电场分布明显增大. 使用超表面结
构后, 监视器平面上的电场分布如图 5 (b)所示. 由
于单元间的集体陷模共振, 大角度入射的光都无法
透过, 因此光源的大部分散射光经过超表面结构后
都被吸收和反射. 透射光的波矢基本都是垂直于超
表面, 所以原入射光产生的散射斑经过超表面结构
的调制后尺寸明显变小且边缘清晰.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波矢选择超表面结构的效

果, 我们在图 5 (a)和图 5 (b)中分别提取y = 0时的

电场分布, 进行归一化对比, 如图 6所示. 图 6中
虚线为没有使用超表面结构时x 轴上的电场分布,
实线为使用超表面结构后x轴上的电场分布. 可
以明显看出, 当入射光经过波矢选择超表面结构
后, 透射光的半高宽明显变窄, 由 2800 µm减到了
2150 µm, 分辨率提高了23.2%. 并且边缘处电场分
布有了一个显著的减弱, 边缘陡峭度得到了提高.
数值模拟结果证明了具有波矢选择超表面结构的

超衍射成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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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有、无波矢选择超表面结构时 x轴上的电场分布

Fig. 6. Comparison of transmission light between with
and without wavevector selective metasurface when
y = 0.

4 结 论

本文通过合理设计超表面材料基本单元间的

电磁耦合, 实现波矢选择超表面, 并将这一结构用
于超衍射成像中. 这种特殊设计的超表面结构可以
滤除照明光中具有大入射角的平面波分量, 仅使入
射光波中接近垂直入射的分量通过. 这种效应使得
任何没有空间调制或自适应反馈的波前在经过超

表面材料之后都变成了近似平面波. 数值模拟计算
表明, 这种波矢选择超表面可以克服衍射影响, 提
高系统的分辨率. 还可以利用这一技术来阻挡杂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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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或者环境中露水、灰尘、划痕等发出的散射光,
进而改善观测仪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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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ISSUE—Diffraction limit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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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 diffraction imaging has been a research hotspot for a long time. We realize the super diffraction imaging with

a metasurface structure, which is consisted of asymmetrically split rings. Based on the wave vector selectivity of the
metasurface, radiation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it only in a narrow range of the incident angular. The metasurface acts
as a high frequency spatial filter, reduces the diffraction effect, and obtains the super diffraction resolu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is method.

Keywords: metamaterials, terahertz, frequency selective surface, super-diffraction

PACS: 78.67.Pt, 87.50.U–, 42.25.Bs DOI: 10.7498/aps.66.147804

*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Grant No. 2013CBA01702),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s. 11474206, 91233202, 11374216, 11404224), the Program for New Century Ex-
cellent Talents in University, China (Grant No. NCET-12-0607),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Beijing Education
Commission, China (Grant No. KM201310028005).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zhang@cnu.edu.cn

147804-6

http://wulixb.iphy.ac.cn
http://wulixb.iphy.ac.cn
http://dx.doi.org/10.7498/aps.66.147804

	1引    言
	Fig 1

	2结构设计
	Fig 2
	Fig 3
	Fig 4


	3超衍射成像
	Fig 5
	Fig 6


	4结    论
	References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