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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光通信与传感系统发展对光反射器的偏振和带宽的性能要求，将局部非对称光栅与正交串联反

射排布方式相结合，实现了具有超宽反射带宽的偏振无关反射．首先，基于局部非对称结构，在 TM 模式下使得光栅
的四个泄露模式能够分布在更宽的光谱上，从而实现了反射率大于 98%的宽达 469 nm 的单偏振超宽带反射．其次，
利用正交串联排布方式 90°的旋转对称性，设计形成双层光栅反射，在反射率大于 97%时获得了 492 nm 的偏振无
关宽带反射．最后，对串联光栅之间的间距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非对称串联光栅不仅在大间距和特定的小间距
下能够实现宽谱偏振无关的反射，考虑间距的改变，还可应用于光滤波器和光传感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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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zation-independent broadband reflection with
two-layer locally asymmetric grating
HOU Jin，YANG Binxian，YANG Chunyong，CHEN Shaoping
（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Wireless Communications，Colle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both polarization and bandwidth performance of the reflectors in optical

communication and sensing systems，polarization-independent reflection with ultra-wide bandwidth is obtained by combining
local asymmetric grating with orthogonal series arrangement． Firstly，based on the local asymmetric structure，the four
leakage modes of the grating can be distributed over a wide spectrum in TM mode，which makes the local asymmetric
grating have an ultra-wideband reflection of 469 nm with reflectivity greater than 98%． Secondly，making use of the 90°
rotational symmetry in orthogonal series arrangement，the polarization-independent broadband reflection of 492 nm with
reflectivity greater than 97 % is obtained with an optimized bi-layer grating system． Finally，the spacing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eries connection gratings are studied． It shows that asymmetric series gratings can not only achieve wide-spectrum
polarization-independent reflection with both large spacing and specific small spacing distances，but also be applied to
optical filters and optical sensors when changing the spacing distances．
Keywords

subwavelength grating； broadband reflector； leakage mode resonance

反射器作为一种很常见的光学器件，在激光光
［2］
［3］
、
光网络 和监控传感 等通信和传感系统中

［1］

源

均有着广泛的应用． 为保证并提高传输容量和传感数
量，
光通信中一般对反射器的带宽、反射率和偏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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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一定的性能要求． 近年来，为了满足这些要求，
［4］
［5］
［6］
亚波长光栅 、光子晶体 和超材料 等多种方法

基础来构造局部非对称光栅． 在厚度为 7 #m 的石英
层上方，
有 520 nm 厚的硅层，
局部非对称光栅刻蚀在

被研究以获得高性能的反射器． 其中，利用模式共振
效应的亚波长光栅通过优化参数可以实现宽带反射，

硅层上，
刻蚀厚度为 h． 局部非对称光栅的周期为 a，
I2 、I3 和 I4 ，其中，
一个周期中四部分占空比分别为 I1 、

［7］
并具有体积小、可单片集成等优点 ． 在单层亚波长
［8-10］
［11-13］
光栅中，
多种一维
或二维
结构被用于设计宽

I1 和 I3 为硅材料，
I2 和 I4 为空气． 硅的材料参数取自文

带反射器． 然而，
在 TM 和 TE 泄漏模式共存的情况下
［14］
会存在固有的低反射光谱位置 ，这使得单层光栅

献［18］，
并通过 Hermite 插值法进行插值处理，石英
［16］
的折射率取 1．51 ．

在用于设计偏振无关反射器时难以更进一步实现超
宽带反射． 为将 TM 和 TE 泄露模式分离，双层光栅结
［7，15，16］

构反射器在近年来被广泛研究

．ZHAO 等［15］通

过模拟正交堆叠双层一维光栅，在 1400 ～ 1600 nm 实
现了高反射． 但是该结构缺少支撑部件，在制作上具
［16］
有很大的挑战．NIＲAULA 等 不仅通过串联两个正
交的一维 TM 光栅实现了宽带偏振无关反射，并且利

用类似的方法，
在通信波段也实现了利于封装的宽带
［7］
偏振无关反射器 ． 然而，在这种正交串联分布的双
层反射器的设计中，仅考虑了对称结构光栅． 最近有
［8，9］
研究
表明，与对称结构光栅相比，非对称结构光
栅在操控光栅的泄漏模式和实现宽谱响应等方面更
具优势． 若将非对称结构与正交串联分布方式相结
合，
或许能进一步提高反射器的偏振和带宽的性能．
因此，
本文提出将局部非对称光栅与正交串联反
射分布方式相结合，来提高反射器的偏振和带宽性
能． 要利用双层串联光栅的布置方式获得偏振无关的
超宽谱反射，
先决条件是要有在单偏振态下能够宽带
反射的单层光栅． 所以，在单一偏振下，首先研究了局
部非对称光栅的反射特性和制作上的结构容差，并通
过比较局部非对称光栅和常规对称结构光栅的光谱，

图1

单层局部非对称光栅 TM 偏振反射器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al diagram of TM polarized reflector with
single-layer locally asymmetric grating

为了使图 1 的局部非对称光栅获得超宽带反射，
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思想对其结构参数进行优化，
规定适应度函数为反射率大于 98% 的连续波长点个
数． 其中，
光栅在各个波长下的反射率通过严格耦合
［19］
波分析法（ ＲCWA）
计算获得． 最终，优化结构参数
如下： 周期 a 为 1130 nm，
刻蚀厚度 h 为 332 nm，占空

0．168，
0．333，
0．172，该结构对
比 I1 到 I4 依次为 0．327，
应的反射谱线如图 2 中带实心方块的粗实线所示． 同
时，
为与优化的对称光栅（ 周期 560 nm，占空比 0．33，
其他参数与非对称光栅参数一致） 进行比较，将该对
称光栅的反射谱线同样呈现在图 2 中，
由无符号的粗
实线表示．

阐明了局部非对称光栅获得宽带反射的原因． 在此基
础上，
将两个局部非对称光栅进行正交串联排布，研
究了双层非对称光栅的偏振和反射性能，发现串联分
布不仅能获得偏振无关的反射，
还能进一步增加反射
的带宽． 最后，为改善双层串联排布下整体反射结构
尺寸较大的不足，
分析了两光栅平板间距对反射性能
的影响，
并拓宽了双层正交串联局部非对称光栅的应
用场景．

1 单层局部非对称光栅偏振反射器
按照前面的设计思想，
要把局部非对称光栅与双
层正交串联结合起来获得偏振无关超宽带反射，
首先
要设计出单偏振下具有超宽反射带宽的一维局部非
对称光栅． 这里，我们首先选取 TM 偏振态来进行研
［17］
究．如图 1 所示，我们以典型的零折射率差光栅 为

图2

单层非对称光栅与单层对称光栅的 TM 偏振光谱对比
Fig．2

TM spectrum comparison of asymmetric grating
and symmetric grating

在 1004 ～ 1473 nm 波段，局部非对称光栅反射器
具有 469 nm 宽的宽带反射（ 反射率大于 98%） ，反射
带宽与中心波长比 w 为 37．87%； 优化的对称光栅反
射器在 1003 ～ 1458 nm 波段具有 455 nm 的宽带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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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率大于 98%） ，w 为 36．97%． 局部非对称光栅同
w 增加了 0．9%（ 数
对称光栅相比，
带宽增加了 14 nm，

谷，
这些具有透射谷的波长点上分别对应一个泄漏模
式，
四个泄漏模式共同作用，造成了两种光栅的高反

值相减） ． 两光栅的反射光谱较接近，这是由于在局部
非对称光栅的设计中，
仅通过小范围改变部分参数来

射率及宽带反射特性． 而与对称光栅中具有透射谷的
波长点相比，
局部非对称光栅中具有透射谷的波长点

实现非对称，
能达到的非对称性较小，且局部非对称
光栅仍具有周期性．

分布在更宽的波长范围内，分别在约 1050 nm、1150
nm、
1275 nm 以及 1450 nm 附近． 这是由于局部非对称

为探究局部非对称光栅反射器为何呈现更宽的
宽谱反射，
将非对称光栅和对称光栅对数坐标下的透

光栅破坏了结构的对称性，
操纵光栅中的泄露模式在
更宽的波长上分布，同时又未造成宽谱反射带分裂，

射谱线也绘制在了图 2 中，
分别由带空心圆符号的细
虚线和无符号的细直线表示． 对称光栅透射光谱和局

造成了局部非对称光栅具有比对称光栅更宽的宽带
［9］
反射 ．

部非对称光栅透射光谱均具有四个较为明显的透射

图 3 单层局部非对称光栅中空气狭缝宽度变化和刻蚀厚度变化对反射性能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duty cycle I and etching thickness h on reflection of single layer locally asymmetric grating

对于单层的局部非对称光栅，除要求超宽的高反
射效率之外，
光栅的制作难度也值得注意，这将关系
到器件成本的高低． 为此，通过控制变量法，研究了局
部非对称光栅中狭缝宽度和刻蚀厚度变化对反射效
［20］
果的影响 ． 保持光栅周期不变，空气狭缝宽度改变
时仅其相邻光栅凸起宽度变化，两狭缝宽度偏移 10
nm［21］对光栅反射谱的影响如图 3（ a） 所示． 两个狭缝

2 双层偏振无关反射器
在第 1 部分中，
通过研究与优化在 TM 偏振光下
获得了具有超宽带反射光谱的局部非对称反射光栅．
为了能够将单偏振光下的宽带反射拓展到非偏振光
情况下，
需要将 TM 偏振局部非对称反射光栅与 TE
偏振反射光栅串联排布．

变化所得光谱形状基本一致，仅少数波长段略有不
同． 当非对称光栅的狭缝宽度变大时，反射光谱将向
短波方向移动； 反之，反射光谱向长波方向移动． 这些
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狭缝宽度的改变使得光栅的有效
折射率发生变化． 局部非对称光栅的狭缝宽度在 20
nm 范围内变化时，绝大多数波长将会有超高的反射
效率，
这对于光栅的制作带来了方便． 此外，
如图 3（ b）
所示，
当刻蚀厚度 h 在 40 nm 的大范围内变化时，光
栅在 1250 ～ 1450 nm 波长范围将始终保持超高的反射
率，
而在较短波长处，
随着偏移的增大，
反射率将逐渐
减少． 当刻蚀厚度 h 在 332 nm 左右小幅度变化时，反
射光谱的宽谱现象仍旧保持． 在现有的刻蚀工艺中，
刻蚀厚度相较于其他参数能够较为精确的控制，
此处
小幅的变化并不会对光栅的制作带来难度． 综上所
述，
局部非对称光栅具备较好的制作容差．

图4
Fig．4

双层正交串联反射器模型示意图

Structural diagram of double-layer orthogonal tandem reflector

如图 4 所示． 将上层 TM 偏振局部非对称光栅中
心旋转 90°获得与其正交的下层光栅． 当光垂直入射
时，
振动平面与光栅平面平行，
由于 TE 偏振的振动方
向（ 上层 Y 方向） 和 TM 偏振的振动方向 （ 上层 X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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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互相垂直，
局部非对称光栅转动 90° 时将呈现 TE
偏振（ 下层 X 方向） 宽带反射． 一般情况下，两个光栅
平板的间距 D 应远大于波长的距离以避免两个光栅
的渐逝波之间发生耦合．
由于双层结构反射器计算精度要求较高，
每个波
长逐一计算将占据大量计算资源及时间． 所以，首先
［7］

采用简化计算方法 对双层串联光栅反射器的反射
率进行计算，
具体如公式（ 1） ：
Ｒ TE（ 1 － Ｒ TM ） 2 + Ｒ TM（ 1 － Ｒ TE ） 2
1
Ｒ total =
，
Ｒ TM + Ｒ TE +
2
1 － Ｒ TM Ｒ TE

{

}

（ 1）
ＲTM 和 ＲTE 分别为 TM 和 TE 偏振光下单层光栅的
式中，
反射率．将局部非对称光栅串联反射器的反射光谱同对
称光栅串联反射器的光谱进行比较，
如图 5 所示． 局部
非对称光栅串联反射器在 987 ～ 1479 nm 波长范围内，
w为
实现了反射率大于 97% 的 492 nm 宽的反射带宽，
39．7%； 对称光栅串联反射器在 983～1465 nm 波长范围
w
内，
实现了反射率大于 97%的 480 nm 宽的反射带宽，
为 39．2%．局部非对称光栅串联反射器同对称光栅相
w 增加了 0．7%（ 数值相减） ．考虑
比，
带宽增加了 12 nm，
麦克斯韦方程的尺度不变效应，
同比增加光栅结构参
数的尺寸，该反射光栅的设计思想也可以用于获得
1550 nm 波段的超宽带偏振无关反射．

图6

双层串联光栅和单层光栅的反射光谱

Fig．6 Ｒeflection spectra of double-layer grating and single-layer grating

光栅的反射光谱．如图 7（ a） 所示，
当间距为 40 #m 时，
在 930～ 1490 nm 之间，存在 560 nm 宽的反射率大于
94%的反射带宽． 在该距离下，
虽然两个光栅平板的模
场之间产生了耦合，
但在宽带反射波段，
并未出现较大
的反射率起伏．若能精确固定两平板的位置，
可极大减
TM
小串联光栅反射器的整体尺寸．当间距为 30 #m 时，
偏振反射光谱在 1170 nm 波长处出现一个低反射点，
如图 7（ b） 所示．对比图 6 中单层光栅各偏振下该波长
的反射率，
发现单独存在上层或下层光栅时该波长点
均具有较高的反射率，
在两层光栅平板同时存在时，
该
波长点的大部分光穿透了串联平板．这是由于两层光栅
平板的距离较近，
各光栅平板的模场产生耦合，
导致了
［22］

量子隧穿效应

． 利用该现象可以使得串联光栅方便

地应用在光信号滤波和光传感等领域．

3 结语
将局部非对称光栅与串联反射排布方式相结合，
获得了超宽带宽的偏振无关反射． 这种反射中，
不仅由
于非对称结构光栅的引入，
使得光栅泄露模式在更宽
的光谱上分布，
造成了反射带宽比对称结构光栅增加，
还发现串联分布不仅能获得偏振无关的反射，
也能进
图5

串联非对称光栅和串联对称光栅反射光谱

Fig．5

Ｒeflectance spectra of double-layer reflectors

一步增加反射的带宽．具体来说，
对于局部非对称光栅，
不仅在单层 TM 模式下具有反射率大于 98%，
宽达 469

为进一步理解串联反射器实现偏振无关反射的
原理，
将不同偏振下单层局部非对称光栅的反射光谱

nm 的 宽 带 反 射 （ 此 时 中 心 波 长 与 反 射 带 宽 比 为
37．87%） ，
而且 在 双 层 非 偏 振 光 下 具 有 反 射 率 大 于

同双层串联局部非对称光栅反射器的光谱进行了对
比分析． 如图 6 所示，在不考虑法布里-珀罗谐振的情

97%，
宽达 492 nm 的反射带宽（ 此时中心波长与反射带
宽占比为 39．7%） ．此外，
通过研究光栅空气狭缝宽度和

况下，
双层串联局部非对称光栅各波长的反射率基本
为单层光栅两种偏振下反射率中的较大值． 这是由于

刻蚀厚度对宽谱反射的影响，
证明了局部非对称光栅
具有较好的制造容差． 最后，
本文还探讨了串联光栅间

两层光栅的距离足够远，
两个光栅附近的模场分布难
以发生耦合．

距对反射性能的影响，
发现在较近间距下，改变间距，
既存在反射率大于 94%的 560 nm 宽的反射带宽，
也会

由于串联光栅要求各层间的距离足够远，
使得器
件的整体尺寸偏大，
这会使得该种类型的反射器应用

产生很尖锐的低反射谷． 综上所述，
这种反射配置不仅
可用于薄膜太阳能电池底部反射、近红外传感器和

范围受到限制．为此，
简单计算了部分较近间距下串联

1310 nm 窗口光通信等方面，
而且当串联间距改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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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光栅呈现的反射谷偏移特性，
在滤波和传感等方

a） 双层间距 40 μm 下 TM 偏振反射光谱

面也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b） 双层间距 30 μm 下非偏振反射光谱

图 7 典型较近间距下串联光栅的反射光谱
Fig．7 Ｒeflective spectra of series gratings at relatively close sp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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