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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特异介质表面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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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梯度特异介质表面成为电磁特异介质领域的重要分支与研究热点。回顾了该领域最近的部分研究

成果，包括利用特异介质表面实现传播波与表面波的完美转换以及转换效率分析，制备光波段特异介质表面实现

高效宽带奇异反射，建立一套模展开理论研究特异介质表面散射问题，利用反射式特异介质表面实现光会聚，以及

分析比较反射式和透射式特异介质表面的优劣等。基于以上梯度特异介质表面的研究介绍，最后展望了该领域的

研究方向。

关键词　表面光学；梯度特异介质表面；特异介质；表面波；反射相位；广义斯涅耳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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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电磁特异介质是由亚波长电磁响应单元按照一定宏观“序”组合而成的人工复合材料［１－２］，其单元尺度

远小于特定频域电磁波波长，在该频域系统可做均匀化近似，并具有等效的介电常数和磁导率。这个概念类

似于自然材料的均匀化处理，而电磁响应单元等价于组成自然材料的原子或分子［３］。电磁特异介质可实现

的等效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在原则上没有限制，远远超出了自然材料可覆盖的区域，因此人们调控电磁波的能

力极大增强。电磁特异介质具有的奇异光学性质与广泛应用前景也激发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诸

如完美棱镜［４］、负折射［５－７］、光学隐身［８－９］、光吸收［１０］等概念和应用被陆续提出。这些突破性成果在过去十

多年中推动电磁特异介质的相关研究成为物理学、材料学、工程学等多领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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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磁特异介质研究过程中，早期人们主要在“人工原子”的设计方面下功夫。实际上，排列“人工原子”

的宏观序也是决定电磁特异介质工作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最近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电磁特异介质

的排列序也经历了从简单周期型、绝热缓变型到突变分布型的发展历程。大家基于转换光学等概念来对传

播波（ＰＷ）
［１１－１４］以及表面波（ＳＷ）

［１５－１８］进行自由调控甚至光学隐身，利用的就是具有绝热缓变序的电磁特

异介质；而最近提出的梯度特异介质表面［１９－２０］，就属于突变型复杂宏观序的特异介质体系。另外，人们也利

用梯度特异介质系统实现了捕获彩虹［２１－２２］、棱镜［２３－２４］、波束弯折［２５－２８］、异常反射／折射［２９－３０］、１／４波带

片［３１］、全息成像［３２－３３］以及光子自旋霍尔效应［３４］等多方面的光调控目的，这些都体现了特异介质的宏观序在

奇异电磁调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工程领域，人们在长波区域设计辐射相位可调的反射式［３５］和透射

式［３６］天线阵列可实现定向辐射调控，其工作原理以及对序的操控和梯度特异介质系统具有类似思路。

特异介质表面就属于具有特定突变“序”的电磁特异介质系统。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一类反射式梯度

特异介质表面（ＧＭ）系统，它可以完美地将入射ＰＷ转换成被束缚于系统表面的ＳＷ，转换效率近１００％，该

ＧＭ成为连接ＰＷ和ＳＷ的一座完美桥梁。此概念已经被微波实验完美验证，并与理论、数值模拟完美吻

合［３７］。不同于棱镜法［３８］和光栅法［３９－４１］等传统的ＳＷ 激发方法，ＧＭ 所提供的梯度反射相位可以补偿激发

的ＳＷ与入射的ＰＷ之间的波矢差。该结构还可以用来设计表面等离子体激元（ＳＰＰ）耦合器，为了在微波

段实现这一概念我们利用了之前学者提出的蘑菇结构，该结构所支持的人工ＳＰＰ模式
［４２－４３］的色散关系非

常类似于平整金属在光波段ＳＰＰ的形式，并且可以借助调节蘑菇结构单元的几何尺寸来调控该人工ＳＰＰ的

色散关系。将特殊设计的蘑菇结构和ＧＭ 做左右拼接，就设计出了微波段的ＳＰＰ耦合器
［３７］。最近我们还

把反射式ＧＭ的概念推广至光波段，实验验证了其异常反射满足广义斯涅耳定律，可以作为小型、高效、宽

带的光操控器件［４４］。我们还设计了反射式ＧＭ的光会聚棱镜
［４５］，不同模型以及真实结构的ＳＰＰ耦合器转

换效率这一重要议题也在后续做了仔细研究［４６］。

本文将简要回顾这一领域的近期发展，重点介绍本课题组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首先介绍特异介质表面

耦合表面波的工作原理及验证，然后介绍基于特异介质表面的各种光学操控，最后将对特异介质表面研究做

总结与展望。

２　特异介质表面耦合表面波的工作原理及验证

２．１　表面电荷密度波（犆犇犠）的辐射特性

在介绍如何利用ＧＭ 实现ＰＷＳＷ 的转化之前，让我们回归问题的本质 什么是ＳＷ？其实ＳＷ 无

非就是一种特殊 ＣＤＷ 的辐射波。考虑一个理想情况，假设一个 ＣＤＷ 呈现面电流分布：犑（狉，狋）＝

犑０ｅｘｐ（ｉξ狓）ｅｘｐ（－ｉω狋）δ（狕）^狓，其中ξ是电流密度函数沿狓方向的相位梯度。将其代入频域麦克斯韦方程来

解析该ＣＤＷ 的电磁辐射分布（××－犽
２
０）犈（狉）＝ｉμ０ω犑（狉），此处略去时谐因子ｅｘｐ（－ｉω狋），犽０＝ω／犮为真

空中波数，犑（狉）＝犑０ｅｘｐ（ｉξ狓）δ（狕）^狓为电流密度函数。为了求解该方程，定义一个并矢格林函数
犌（狉，狉′；ω）

（××－犽
２
０）
犌（狉，狉′；ω）＝δ（狉－狉′）

犐． （１）

由此辐射电场为

犈（狉）＝ｉωμ０∫
犌（狉，狉′；ω）·犑（狉′）ｄ狉′． （２）

进一步推导可得并矢格林函数为［４７］

犌（狉，狉′；ω）＝
ｉ

８π
２∫
ｅｘｐ［ｉ犽（狕）·（狉－狉′）］

犽狕
［^犲（犽）^犲（犽）＋^犺（犽）^犺（犽）］ｄ犽∥， （３）

式中犽２∥＋犽
２
狕 ＝犽

２
０，犽狕（狕）＝狘犽狕狘（狕＞０），犽狕（狕）＝－狘犽狕狘（狕＜０）。^犲（犽）＝ （^狓犽狔－狔^犽狓）／犽∥ 和犺^（犽）＝

犲^（犽）×犽／犽是两种偏振下的电场单位矢量。将（３）式代入（２）式并作积分运算，最终得到辐射电场和磁场的表

达式为

犈（狉，狋）＝（μ０犑０犮／２犽０）·（－ 犽２０－ξ槡
２狓^＋ξ^狕）ｅｘｐ（ｉξ狓）ｅｘｐ（ｉ 犽２０－ξ槡

２狕）ｅｘｐ（－ｉω狋）， （４）

犎（狉，狋）＝
１

ｉμ０ω
×犈＝－犑０／２ｅｘｐ（ｉξ狓）ｅｘｐ（ｉ 犽２０－ξ槡

２狕）ｅｘｐ（－ｉω狋）^狔， （５）

０８００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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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面电流源犑＝犑０ｅｘｐ（ｉξ狓）ｅｘｐ（－ｉω狋）δ（狕）^狓的

模拟辐射磁场犎狔 的分布图
［３７］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犎狔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ｗａｖｅｓｒａｄｉ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ｈｅｅｔｓ犑＝犑０ｅｘｐ（ｉξ狓）ｅｘｐ（－ｉω狋）δ（狕）^狓
［３７］

此时恢复了表达式中的时谐因子项ｅｘｐ（－ｉω狋）。显然，

当ξ＜犽０ 时，ＣＤＷ 的辐射场为ＰＷ。非常有趣的是，当

ξ＞犽０ 时ＣＤＷ 的辐射场为沿着狓方向传输的ＳＷ，能量

局域在ＣＤＷ 附近。由此可知，研究的ＣＤＷ其电流分布

函数相位梯度项ξ是决定其辐射行为的重要参数，而辐

射场沿狓方向的波矢大小亦为ξ。我们就是受到ＣＤＷ

辐射行为的启发而设计ＧＭ来实现入射电磁场的任意辐

射调控。如图１所示，通过有限元方法（ＦＥＭ）的数值模

拟验证了具有不同ξ的电流源所具有的辐射模式，在ξ＝

０．４犽０，０．８犽０ 的例子中，辐射场分别为２３．６°和５３．１°出

射的ＰＷ，在ξ＝１．１４犽０ 的例子中，可见电流源辐射场为

ＳＷ，并且其波矢的水平分量犽狓＝ξ＝１．１４犽０。因此，假如

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特异介质表面，其在正入射ＰＷ 的照

射下产生的表面电流分布就是一个ξ＞犽０ 的ＣＤＷ，则这

个体系就可以将ＰＷ完美地转化成ＳＷ。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确定什么样的体系可以满足要求。

２．２　模展开理论

由２．１节的讨论可知，面电流分布为犑（狉，狋）＝

图２ 特异介质表面模型［３７］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３７］

犑０ｅｘｐ（ｉξ狓）ｅｘｐ（－ｉω狋）δ（狕）^狓的ＣＤＷ的辐射场为ＰＷ 或

ＳＷ，其决定参数是面电流分布相位梯度与真空中波矢的

比值ξ／犽０（小于１或大于１）。受此启发，我们提出了如

图２所示的ＧＭ 模型，系统分为空气／特异介质（ＭＭ）／

完美金属导体（ＰＥＣ）三个区域。在外界入射平面波照射

下，ＧＭ中会产生等效诱导面电流分布犑ｅｆｆ（狓）＝犑０ｅｘｐ

（ｉξ狓）^狓，其辐射行为类似于２．１节所讨论的ＣＤＷ的辐射

行为。我们发展了一套模展开理论来分析图２所示ＧＭ

的散射分布［３７］。

如图２所示，ＧＭ的相对介电常数 εＭ（狓）和磁导率 μＭ（狓）的矩阵形式为

ε（狓）＝

ε狓（狓） ０ ０

０ ε狔（狓） ０

０ ０ ε

熿

燀

燄

燅狕

，　μ（狓）＝

μ狓（狓） ０ ０

０ μ狔（狓） ０

０ ０ μ

熿

燀

燄

燅狕

， （６）

首先考虑区域Ⅰ（空气，狕＞０），假设ＴＭ偏振的平面波从空气中入射，入射波的电磁场分布为

犎ｉｎ（狉，狋）＝ｅｘｐ［ｉ（犽
０
狓狓－犽

０
狕狕－ω狋）］^狔

犈ｉｎ（狉，狋）＝－犣０ｅｘｐ［ｉ（犽
０
狓狓－犽

０
狕狕－ω狋）］

犽０狕
犽０
狓^＋

犽０狓
犽０［ ］烅

烄

烆
狕^
， （７）

式中犣０＝ μ槡０／ ε槡０ 是真空中的阻抗，犽
０
狓 和犽

０
狕 分别为入射波矢的狓和狕分量。反射波是一系列平面波的叠加：

犎Ｉ＝犎
ｉｎ
＋∑

犽狓

ρ犽狓犎
ｒ（犽狓）

犈Ｉ＝犈
ｉｎ
＋∑

犽狓

ρ犽狓犈
ｒ（犽狓

烅

烄

烆
）
， （８）

式中ρ犽狓 为待定的分波展开系数。波矢狓分量为犽狓 的反射分波电磁场为

犎ｒ（狉，狋）＝ｅｘｐ［ｉ（犽狓狓＋犽狕狕－ω狋）］^狔

犈ｒ（狉，狋）＝－犣０ｅｘｐ［ｉ（犽狓狓＋犽狕狕－ω狋）］
－犽狕
犽０
狓^＋

犽狓
犽０［ ］烅

烄

烆
狕^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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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分析区域Ⅱ（特异介质，－犱＜狕＜０）。电磁场只有三个非零项犎狔，犈狓，犈狕，代入麦克斯韦方程可

推得犎狔 满足


２

狕
２＋ε狓（狓）



狓

１

ε狕（狓）


［ ］狓 ＋犽
２
０ε狓（狓）μ狔（狓｛ ｝）犎狔 ＝０． （１０）

由于特异介质沿狕方向平移不变，犎狔 可分解为

犎±
狔（狇狕；狓，狕）＝犌（狇狕；狓）ｅｘｐ（±ｉ狇狕狕），　狇狕 ＞０， （１１）

要得到犌（狇狕；狓）需求解方程

ε狓（狓）


狓

１

ε狕（狓）


［ ］狓 ＋ 犽２０ε狓（狓）μ狔（狓）－狇
２［ ］｛ ｝狕 犌（狇狕，狓）＝０． （１２）

为了避免所需的梯度特异介质光学介电参数发散以及简化系统，通常采用超元胞为犔的周期性ＧＭ 系统。

此时引入了周期性边界条件犌（狇狕；狓＝０）＝犌（狇狕；狓＝犔），可以求解（１２）式来求得函数犌（狇狕；狓）。因此区域

ＩＩ中的犎狔 和犈狓 为

犎ＩＩ狔（狓，狕）＝∑
狇狕

犆＋ （狇狕）犌（狇狕；狓）ｅｘｐ（ｉ狇狕狕）＋犆
－ （狇狕）犌（狇狕；狓）ｅｘｐ（－ｉ狇狕狕［ ］）， （１３）

犈ＩＩ狓（狓，狕）＝
１

ωε０ε狓（狓）∑狇狕
狇狕 犆

＋ （狇狕）犌（狇狕；狓）ｅｘｐ（ｉ狇狕狕）－犆
－ （狇狕）犌（狇狕；狓）ｅｘｐ（－ｉ狇狕狕［ ］）． （１４）

目前所有的未知系数为 ｛ρ犽狓，犆
＋ （狇狕），犆

－ （狇狕）｝，需要利用边界条件来进行求解。在空气／特异介质的边界

（狕＝０），根据水平分量的电场和磁场连续可得

ｅｘｐ（ｉ犽
０
狓狓＋∑

犽狓

ρ犽狓ｅｘｐ（ｉ犽狓狓）＝∑
狇狕

犌（狇狕，狓）犆
＋ （狇狕）＋犆

－ （狇狕［ ］）

犽０狕
犽０
ｅｘｐ（ｉ犽

０
狓狓）－∑

犽狓

ρ犽狓
犽狕
犽０
ｅｘｐ（ｉ犽狓狓）＝－∑

狇狕

狇狕
犽０ε狓（狓）

犌（狇狕，狓）犆
＋ （狇狕）－犆

－ （狇狕［ ］
烅

烄

烆

）
． （１５）

在特异介质／完美电导体的边界处（狕＝－犱），水平电场分量为零，因此

犆＋ （狇狕）ｅｘｐ（－ｉ狇狕犱）－犆
－ （狇狕）ｅｘｐ（ｉ狇狕犱）＝０． （１６）

将（１６）式代入（１５）式并利用正交关系
１

犔∫
犔

０

ｅｘｐ［ｉ（犽
０
狓－′犽狓）狓］ｄ狓＝δ犽０狓，′犽狓 可得

δ犽狓，犽
０
狓
＋ρ犽狓 ＝∑

狇狕

犆＋ （狇狕）犛（狇狕，犽狓）

δ犽狓，犽
０
狓
－
犽狕
犽狕０
ρ犽狓 ＝∑

狇狕

犆＋ （狇狕）珟犛（狇狕，犽狓
烅

烄

烆

）
， （１７）

其中

犛（狇狕，犽狓）＝
１

犔∫
犔

０

［１＋ｅｘｐ（－ｉ２狇狕犱）］犌（狇狕，狓）ｅｘｐ（－ｉ犽狓狓）ｄ狓

珟犛（狇狕，犽狓）＝－
１

犔∫
犔

０

狇狕

ε狓（狓）犽
０
狕

［１－ｅｘｐ（－ｉ２狇狕犱）］犌（狇狕，狓）ｅｘｐ（－ｉ犽狓狓）ｄ

烅

烄

烆
狓

． （１８）

　　此时，给定了特异介质的光学及几何参数｛ε（狓），μ（狓），犱｝，就可以通过求解（１７）式来确定所有的待定

参数｛ρ犽狓，犆
＋（狇狕），犆

－（狇狕）｝。当特异介质是均匀媒质时，入射光会被系统镜面反射，得到ρ犽狓＝δ犽狓，犽
０
狓
。模展开

理论将帮助我们计算ＧＭ的散射场分布，其结果可以和数值模拟以及实验结果做比较，它是研究梯度系统

的重要理论计算工具。

２．３　特异介质表面的结构设计

我们提出的反射式ＧＭ 的设计理念可由图３来做阐述：中心目标是实现图３（ａ）的面电流分布犼＝

犑０ｅｘｐ（ｉξ狓）ｅｘｐ（－ｉω狋）δ（狕）^狓，并借由调控ξ来实现如图１所示的ＰＷ或者ＳＷ的辐射模式，这一概念可以利用

如图３（ｂ）所示的系统来实现。平板ＰＥＣ在垂直入射电磁波犈ｉｎ＝犈０ｅｘｐ［ｉ（－犽０狕－ω狋）］^狓的照射下会产生诱

０８０００９４



５０，０８０００９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ｗｗｗ．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导电流，但各处的电流相位一致。如果在ＰＥＣ表面覆盖一层厚度远小于波长的梯度特异介质 εＭ（狓），

μＭ（狓），在金属各处产生非均匀的诱导电流犼（狓，狕），由于系统的厚度犱非常薄，可以将之等效成一个面电

流，通过积分运算可以得到各处的电流密度为犑ｅｆｆ（狓）＝∫犼（狓，狕）ｄ狕，可以设计梯度特异介质光学参数
εＭ（狓），μＭ（狓）的分布，实现在外界电磁波照射下系统的等效电流面密度分布为犑ｅｆｆ（狓）＝犑０ｅｘｐ（ｉξ狓）^狓。当

ξ＜犽０时，其辐射场为ＰＷ［类似图１（ａ），（ｂ）］；当ξ＞犽０ 时，其辐射场为ＳＷ［类似于图１（ｃ）］，此时就实现了

将垂直入射的ＰＷ变成被束缚在系统表面的ＳＷ，这里调控ξ的大小是决定系统辐射分布的关键。

图３ ＧＭ实现ＰＷ到ＳＷ转换的原理、参数设计及模展开理论计算
［３７］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ＷＳＷ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３７］

假设ＧＭ在狓０ 处的等效电流犑ｅｆｆ（狓０）近似等于均匀媒质ε＝εＭ（狓０），μ＝μＭ（狓０）覆盖在ＰＥＣ上的系统

在外界光照射下的等效电流犑０ｅｆｆ。此时，垂直入射光将被完全正反射，反射电场为犈ｒ＝ｅｘｐ（ｉΦ）犈ｉｎ×

ｅｘｐ［ｉ（犽０狕－ω狋）］^狓，其中反射相位Φ为

Φ＝ａｒｃｃｏｓ －ε＋μｔａｎ
２（ε槡μ犽０犱［ ］）／ε＋μｔａｎ

２（ε槡μ犽０犱［ ］｛ ｝） ． （１９）

　　由于反射场就是由系统内诱导电流犑
０
ｅｆｆ产生的，犈ｒ一定是犑

０
ｅｆｆ的线性函数，因此犑

０
ｅｆｆ的相位一定和反射电

场犈ｒ的相位相同，也就是说犑
０
ｅｆｆ＝^狓犑０ｅｘｐ（ｉΦ）。因此ＧＭ 的等效面电流可变形为犑ｅｆｆ（狓）＝犑０ｅｘｐ［ｉΦ（狓）］，

其中Φ（狓）为ＧＭ在位置狓处的局域反射相位，其结果是将ε＝εＭ（狓），μ＝μＭ（狓）代入（１９）式所得。此时，我

们设计ＧＭ的目标就是

Φ（狓）＝Φ０＋ξ狓， （２０）

即基于图３（ｂ）的ＧＭ模型，设计一个反射相位Φ（狓）是狓的线性分布的函数，相位的梯度为ξ，这就是设计

ＧＭ的最终方案。

由于入射光是垂直入射ＧＭ系统，所以ＧＭ相对介电常数εＭ 和磁导率μＭ 的垂直分量并不重要，因此

只需设计其平行分量ε
∥
Ｍ 和μ

∥
Ｍ 即可。例如，（１９），（２０）式的一个简单解是ε∥Ｍ（狓）＝μ

∥
Ｍ（狓）＝１＋ξ狓／２犽０犱，

图３（ｃ）中给出三套参数分布可以实现不同反射相位梯度ξ的ＧＭ。利用２．２节所介绍的模展开方法，计算了

系统的散射系数 ρ犽狓
２对犽狓 的分布，发现在犽狓 ＝０．４犽０，０．８犽０时，ρ犽狓

２会出现极大的峰，这意味着散射场

几乎是单模的平面波，其波矢大小分别为０．４犽０，０．８犽０，这两个ＧＭ系统会将垂直入射光散射到不同出射方

向。利用基于ＦＥＭ的瞬态数值模拟来做验证，如图４所示，垂直入射的高斯波束被会被ξ＝０．４犽０ 和ξ＝

０．８犽０ 的ＧＭ分别反射到２３．６°和５３．１°方向，特别有趣的是，对于ξ＝１．１４犽０ 的ＧＭ，反射场变为表面波

０８００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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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垂直入射ＴＭ偏振高斯波束被不同ＧＭ反射后的时

间演化犎狔 场分布。（ａ）入射波束；（ｂ）～（ｄ）ξ／犽０＝

０．４，０．８，１．１４的ＧＭ，基于ε∥Ｍ（狓）＝μ
∥
Ｍ（狓）＝１＋

　　　　　　　　　ξ狓／２犽０犱模型
［３７］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Ｍ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ｓｂｙ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ｂｅａｍ；（ｂ）～（ｄ）ξ／犽０＝０．４，０．８，

１．１４．Ｈｅｒｅｔｈｅ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ε∥Ｍ（狓）＝μ
∥
Ｍ（狓）＝ １＋ξ狓／２犽０犱

　　　　　　　　　ｍｏｄｅｌ
［３７］

［图４（ｃ）］，经测量发现其波矢的狓分量犽狓 ＝２π／λ狓 ≈

１．１４犽０。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发现反射波的波矢的水平

分量均等于ＧＭ的反射相位梯度ξ，即犽狓 ＝ξ。但是基于

ε∥Ｍ（狓）＝μ
∥
Ｍ（狓）模型的ＧＭ需要同时设计调控两个光学

参数，因此在实验中很难实现。为了实现我们的概念，更

现实可行的 ＧＭ 模型是 ［εＭ（狓）＝ 犆，μＭ（狓）］以及

［εＭ（狓），μＭ（狓）＝犆］（犆 为常数）。在工作中采取的是

图３（ｅ）所示的 ε＝１，μ
∥
Ｍ（狓［ ］），经模展开方法的理论计

算发现，其工作效果［图３（犳）］与ε∥Ｍ（狓）＝μ
∥
Ｍ（狓）模型的

ＧＭ非常类似［图３（ｄ）］。为了易于实验实现，采用了周期

性梯度结构，亦可证明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线性梯度项

ξ，详细讨论请参考文献［３７］。

总的来说，垂直入射光照射到ＧＭ时，其反射光的波矢

大小等于ＧＭ的反射相位梯度ξ，我们只要设计ξ＞犽０ 的

ＧＭ，就可使得反射光波矢水平分量犽狓＞犽０ 从而变成ＳＷ。

如果考虑斜入射的情况，可以写出一个广义的色散方程：

犽狓 ＝ξ＋犽０ｓｉｎθｉ， （２１）

其物理意义为，入射光所携带的原始波矢犽０ｓｉｎθｉ，加上

ＧＭ提供的额外波矢ξ，就等于反射光的总波矢犽狓。即使

是ξ＜犽０ 的ＧＭ，也可以通过增加入射光角度θｉ来使得

犽狓＞犽０，将斜入射ＰＷ 转成ＳＷ。

２．４　特异介质表面的实验验证

我们的概念首先在微波段得以实现，实验样品的结构单元如图５（ａ）所示，它是由“Ｈ”型金属／介电材料

图５ ＧＭ的结构单元、样品照片、反射相位分布及散射场分布
［３７］

Ｆｉｇ．５ 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３７］

０８０００９６



５０，０８０００９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ｗｗｗ．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层／金属平板组成的三明治结构，在外界光的照射下，两层金属材料中会产生反向诱导电流从而形成磁响应，

它可以等效为一层介电常数为ε、磁导率为μ的均匀介电材料附着在平整金属上
［４８］。选定工作频率为

１５ＧＨｚ，设计了三块ＧＭ样品，其梯度参数分别为ξ／犽０＝０．４，０．８，１．１４，图５（ｂ）为ξ＝１．１４犽０ＧＭ 的近视

图，一个超元胞包括７个具有不同尺寸“Ｈ”型金属结构的子单元。借助时域有限差分（ＦＤＴＤ）的数值模拟，

三块样品的反射相位分布Φ（狓）如图５（ｃ），（ｅ），（ｇ）所示，显然根据模型设计的要求，三块样品的反射相位

是具有不同梯度的线性函数。利用ＦＤＴＤ模拟，在电场沿狓方向偏振的垂直入射光照射下，三块样品在狓狕

面
!

的散射远场分布如图５（ｄ），（ｆ），（ｈ）所示，微波远场实验的结果也显示在图中（ＥＸＰＦＦ），显然远场实

验与ＦＤＴＤ模拟完美吻合。与之前的模展开计算结果［图３（ｄ），（ｆ）］以及ＦＥＭ模拟结果［图４（ｂ），（ｃ）］相

吻合，ξ＝０．４犽０ 和ξ＝０．８犽０ 的样品会将入射光反射到大致为θｒ＝２３°和θｒ＝５３°的方向上。有趣的是，ξ＝

１．１４犽０的样品辐射场几乎为零，其背后原因将在下文做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ξ＝１．１４犽０ 的ＧＭ会把入射光转换成ＳＷ并使之局域在系统附近，又采用了近场测量技术
［１３，１６］

来对样品做进一步测量，实验装置架构如图６（ａ）所示。图６（ｂ）显示了实验测量所得ＧＭ 表面附近狓狔面内

的犈狕 场分布，ＦＤＴＤ模拟的结果［图６（ｃ）］和实验结果完美吻合，并且犈狕场分布还暗含了散射场波矢信息，

通过测量发现犽狓 ≈１．１４犽０，显然犽狓 正好等于反射相位梯度ξ，由于犽狓 ＞犽０，所以散射场为ＳＷ不能向外辐

射，这也解释了图５（ｈ）中没有测量到远场信息的原因，这又一次验证了波矢方程（２１）式，系统为散射场提供

了大小为ξ的水平波矢，其来源是ＧＭ的反射相位梯度ξ。

图６ （ａ）ξ＝１．１４犽０ 的ＧＭ近场测量示意图；（ｂ）实验测量；（ｃ）ＦＤＴＤ模拟的ＧＭ附近犈狕 场分布，

入射场为垂直入射狓偏振的平面波
［３７］

Ｆｉｇ．６ （ａ）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ｕｐａｎｄ犈狕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ξ＝１．１４犽０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ｔ狓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ＥＭ ｗａｖ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ｂ）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ＦＤＴ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３７］

利用近场测量技术，对ξ＝０．４犽０ 和ξ＝０．８犽０ 两块板子在垂直入射光照射下的表面犈狕 场分布做了测

量，以此来获取其波矢信息犽ｒ狓［图７（ａ）中三角点］；利用图５中的远场测量结果，同样可以用方程犽
ｒ
狓 ＝犽０ｓｉｎθｒ

来获得散射场的波矢信息［图７（ａ）中圆圈点］；另外利用ＦＤＴＤ模拟也进行了类似实验的散射场波矢测量

［图７（ａ）中五角星点］。为了增加数据点，又设计了ξ／犽０＝０．２７，０．５３，０．８９，１．３３四块ＧＭ样品，以上三组

结果都完美吻合理论模型结果犽ｒ狓＝ξ［图７（ａ）中的实线，即（２１）式中θｉ＝０°的情况］。此外，还测量了每块

ＧＭ样品附近电场极大值｜犈｜
２，结果如图７（ｂ）所示，公平起见每个数据点测量时的入射光功率相同，ＦＤＴＤ

模拟结果完美吻合近场实验测量结果，两者都显示在ξ／犽０＞１的样品表面局域电场明显增强，这也验证了

ＳＷ 的存在。由（２１）式可知入射角θｉ也是一个调控散射场波矢犽
ｒ
狓 的重要参数。基于ξ＝０．８犽０的ＧＭ样品，

通过改变入射角度θｉ进行了类似图７（ａ）和（ｂ）的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图７（ｃ）中的结果显示理论波矢方程

犽ｒ狓／犽０＝ｓｉｎθｉ＋０．８又一次得到完美验证。并且在理论预测的临界角θｃ＝ａｒｃｓｉｎ０．２≈１２°附近，测量和计算

结果显示ＧＭ样品表面的电场强度也呈现明显增强现象［图７（ｄ）］，这同样预示了ＧＭ表面产生了ＳＷ。同

样借助远场实验测量。入射角度小于临界角时，可以在预期的角度观测到散射远场信号［图７（ｅ）］，而当入

射角度大于临界角时，同样会出现散射远场信号近似为零的现象［图７（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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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色散方程犽ｒ狓 ＝ξ＋犽０ｓｉｎθｉ的验证
［３７］

Ｆｉｇ．７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犽
ｒ
狓 ＝ξ＋犽０ｓｉｎθｉ

［３７］

２．５　表面等离子体耦合器

图８ 基于ＧＭ设计的表面等离子体耦合器。（ａ）实验架

构示意图；（ｂ）近场实验；（ｃ）ＦＤＴＤ模拟测量的结

　　　　构表面犈狕 场分布，频率为１５ＧＨｚ
［３７］

Ｆｉｇ．８ ＳＰＰｃｏｕｐ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ｂ），（ｃ）犈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ｐｈａ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ｏｎｂｏｔｈｔｈｅξ＝１．１４犽０ｍｅｔ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Ｎ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ＤＴ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１５ＧＨｚ
［３７］

需要强调的是，ＧＭ 表面所产生的ＳＷ 并非系统的

本征态，当入射光关闭后产生的ＳＷ 也会很快衰亡。另

外，如图７（ｃ），（ｄ）所示，在同一工作频率下，超过临界角

度θｃ的入射光都可以激发ＳＷ，并且ＳＷ 的波矢犽
ｒ
狓 各不

相同，满足（２１）式。这些性质说明 ＧＭ 产生的ＳＷ 和

ＳＰＰ有本质区别：ＳＰＰ是存在于金属介质界面处的电磁

本征态，在单一频率处具有确定的本征波矢；而ＧＭ产生

的ＳＷ是一种外场驱动下的电磁态，在一定频率处可以

取任意波矢。为了更好地利用ＧＭ 系统所产生的ＳＷ，

实验验证了ＧＭ所产生的ＳＷ可以被导引出来并耦合激

发ＳＰＰ，此即ＳＰＰ耦合器。由于微波段金属本征ＳＰＰ的

色散关系几乎贴着自由光色散曲线，这类极弱的局域态

通常被描述成表面电流，人们曾提出一些人工结构支持

微波段的“ＳＰＰ”模态，其色散关系可被系统几何及光学

参数调控，其行为非常类似于金属本征ＳＰＰ的色散关

系［４２－４３］。设计了一个类蘑菇结构的人工ＳＰＰ系统，并

将它与ξ＝１．１４犽０ 的 ＧＭ 相结合，制作了一个微波段

ＳＰＰ耦合器。如图８所示，入射光垂直入射到ＧＭ 上后

被转变成ＳＷ，它被导引到类蘑菇结构上以本征ＳＰＰ模

式传输，近场实验和ＦＤＴＤ模拟结果完美吻合，验证了

ＳＰＰ耦合器的成功工作。需要强调的是，在实验和模拟

中入射光只照射到ＧＭ 区域，因此类蘑菇结构上产生的

ＳＰＰ一定是ＧＭ耦合传输过来的；如果光直接照射类蘑

菇结构，入射光的波矢和ＳＰＰ的波矢不匹配也不能直接

激发ＳＰＰ。我们曾经将ＧＭ替换成金属平板并做同样测

量，在类蘑菇结构的表面上侦测不到ＳＰＰ信号。这些都证明了ＧＭ 在ＳＰＰ耦合器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

角色。

２．６　特异介质表面实现犘犠犛犠的物理图像

现在再从另一角度来阐述ＧＭ的工作原理。要实现ＰＷＳＷ的转换，我们设计了如图９（ａ）所示的Ｇ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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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ａ）ＧＭ的有效媒质模型；（ｂ），（ｃ）具有不同

大小ξＧＭ的辐射图像
［３７］

Ｆｉｇ．９ （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ｂ），（ｃ）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ｐ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ξ
［３７］

模型系统，即在金属表面覆盖一层梯度材料ε（狓），μ（狓），

在真实结构设计中，利用如图９（ｂ），（ｃ）所示的长度渐变

“Ｈ”型金属结构／介电材料层／金属平板的三明治结构来

实现图９（ａ）的模型结构。如图９（ｂ）所示，每个子单元在

ＴＭ偏振入射光照射下会产生磁响应，它们可以一一对

应等效于图９（ａ）中的每个子单元
［４８］，可以借由调控每个

“Ｈ”型金属的几何长度，来调控其每个单元等效的光学

参数ε狀，μ狀，以此来实现图９（ａ）的模型。不必借助等效媒

质模型，同样可以从ＣＤＷ 的角度来分析ＧＭ 的工作原

理，三明治结构的每个子单元在ＴＭ 偏振入射光照射下

会产生诱导电流，由于ＧＭ 的厚度犱λ，通过对每个子

单元
!

的电流分布做积分运算，得到一个等效面电流。

另外由于系统底部是完美金属，而微波段系统的吸收也

可忽略不计，每个子单元的入射波都会被１００％反射，因

此各子单元的等效面电流将具有相同的强度但不同的相

位，也 就 是 说 每 个 子 单 元 的 等 效 面 电 流 为 犼
（ｉ）
ｅｆｆ ～

狓^犼０ｅｘｐ（ｉΦ犻），可以仔细设计每个子单元从而实现Φ犻∝

ξ狓犻，其中狓犻 是第犻个子单元的水平位置，这样就实现了

一个离散化的ＣＤＷ。当ξ＜犽０ 时，不同子单元的辐射场干涉形成一个斜向的波阵面［图９（ｂ）］，出射角度为

ａｒｃｓｉｎ（ξ／犽０）；当ξ＞犽０ 时，不同子单元的辐射相位相差如此之大以至不能形成共相面，因此ＣＤＷ 的辐射波

只能被局域在ＧＭ的附近成为ＳＷ［图９（ｃ）］。

３　基于特异介质表面的光学操控

３．１　光波段特异介质表面实现高效宽带异常反射

图１０ （ａ）光波段ＧＭ模型原理图，结构单元由纳米金棒（黄）／氟化镁介电层（蓝）／金膜（黄）组成，详细参数参见文献［４４］；

（ｂ）ＦＤＴＤ模拟的 ＧＭ 子结构单元在狔偏振正入射光照射下的反射犈狔 场分布，形成斜向的反射波前（虚线）；

　　　　　　　　　　　　　　（ｃ）ＧＭ结构单元的反射相位分布，这里工作波长为８５０ｎｍ
［４４］

Ｆｉｇ．１０ （ａ）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ｉｎｓｅ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ｗｏＡｕｎａｎｏｒｏｄｓ

（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ｇＦ２ｓｐａｃｅｒ（ｂｌｕ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Ｒｅｆ．［４４］．（ｂ）ＦＤＴ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犈狔ｆｉｅｌ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ｔ狔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ｌ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ｏｆｅａｃ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ｔ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ｕｐｅｒｃｅｌｌ．Ｈｅｒｅ

　　　　　　　　　　　　　　　　　　　　　　　λ＝８５０ｎｍ
［４４］

在电磁特异介质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为了拓展其应用范围不断将概念推广至光波段，我们的反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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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Ｍ可以应用到高效ＳＰＰ耦合器。在微波段为了做概念验证，不得不借助可支持人工ＳＰＰ的类蘑菇结构做

为导引系统，这个问题在光波段就会简化许多。基于以上考虑，把ＧＭ 的概念推广至光波段并设计制备了

如图１０所示的梯度系统，光照射在ＧＭ 不同子单元时，所产生的辐射场相位各不相同并呈线性分布，因此

入射光被转换成异常反射光，当入射角度大于临界角时，辐射场不能形成共相面，从而变成ＳＷ 并被束缚在

ＧＭ表面
［４４］。运用理论计算、数值模拟以及光学实验对该ＧＭ 进行了系统研究，三者结果非常吻合。该结

构同样完美满足色散方程（２１）式，由其变形式θｒ＝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θｉ＋ξ／犽０）可以理论预测不同入射角度θｉ时的

反射光角度θｒ，该方程也就是最近提出的广义斯涅耳反射定律
［２９］。另外，也可以利用实验和模拟测量反射波

的出射角度θｒ，三者结果如图１１（ａ）所示，数值模拟还验证了ＧＭ在－１０°，１０°，２０°入射情况下，可分别实现

负反射［图１１（ｂ）］、正反射［图１１（ｃ）］及表面波激发［图１１（ｄ）］。该结构具有宽频带（７５０～９００ｎｍ）、高效率

（约８０％）、偏振守恒等优点，一些诸如高效率偏振光／频谱光分光计等新应用也被模拟或实验验证
［４４］。

图１１ 不同入射角度下ＧＭ的异常反射。（ａ）广义斯涅耳定律θｒ＝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θｉ＋ξ／犽０）的验证；（ｂ）～（ｄ）不同入射

角度的狔偏振光照射下，ＦＤＴＤ模拟所得ＧＭ在狓狕平面内的散射场犈狔 分布，这里工作波长为８５０ｎｍ
［４４］

Ｆｉｇ．１１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ｎｅｌｌ′ｓｌａｗθｒ＝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θｉ＋ξ／犽０）；（ｂ）～（ｄ）ＦＤＴ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犈狔ｆｉｅｌ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ｔｈｅ狓狕ｐｌａｎ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

　　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狔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ｌｉｇｈ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Ｈｅｒｅλ＝８５０ｎｍ
［４４］

３．２　特异介质表面的转换效率研究

理想化ＧＭ可以将入射的ＰＷ转化为异常反射的ＰＷ（ＰＷＰＷ）或者是被束缚在系统表面的ＳＷ（ＰＷ

ＳＷ），效率几乎为１００％
［３７］。在概念的实验实现过程中，不得不采用离散化和周期性等现实手段，而理想化

ＧＭ 模型ε∥Ｍ（狓）＝μ
∥
Ｍ（狓）＝１＋ξ狓／２犽０犱由于要同时调控两个光学参数并保持它们相等因此很难实现，实际

设计的ＧＭ是采用［εＭ（狓）＝１，μＭ（狓）］模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实ＧＭ系统的转化效率。针对

这些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研究［４６］，发现ＰＷＰＷ 的转换对ＧＭ 的模型形式、超元胞长度以及超元胞数目并

不敏感，其原因是：１）所产生的ＰＷ会迅速离开ＧＭ从而对超元胞间的阻抗不匹配感受微弱；２）在超元胞

内的阻抗是缓慢变化的，从而对产生的ＰＷ 影响不大。而ＰＷＳＷ 的转换虽然并不太依赖于ＧＭ的模型形

式，但是却和超元胞的数目非常相关，原因是ＳＷ 是被束缚在ＧＭ 的表面，当其传输到超元胞的边界时，会

感受到明显的阻抗差，从而会有较强的散射损耗。提出了一个特异介质／介电层／ＰＥＣ的新型三层ＧＭ模型

来改善这个问题，它将改善超元胞边界处的阻抗不匹配程度，从而减少ＳＷ 的散射损耗，并最终提高ＰＷ

ＳＷ的转换效率。同时，加入的中间介电层也会损害ＧＭ 的亚波长特性。两个因素此消彼长使得新模型

ＰＷＳＷ的转换效率改善有限。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要实现高效的ＰＷＳＷ 耦合器，需要减少超元胞数目。

图１２显示：只用两个超元胞组成的ＧＭ系统就可以产生非常强的ＳＷ 并被转换成ＳＰＰ信号导引出系统，经

计算其ＰＷＳＰＰ的转换效率高达７８％，而同样具有两个周期单元的光栅系统，其产生、导引出的ＳＰＰ信号

却极度微弱，转换效率只有５．２％。这说明我们的ＧＭ虽然引入了周期性结构，但是其对电磁波的调控主要

来自于系统的梯度效应，而非周期效应。另外，借助ＧＭ 可以设计小型化ＳＰＰ耦合器，它具有超高转换效

率，这是传统的光栅法、棱镜法不可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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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ａ）系统模拟计算示意图，上面是ＧＭ耦合器，下面是光栅耦合器，右边的蘑菇结构支持本征波矢为犽ＳＰＰ＝１．１４犽０

的ＳＰＰ，用来导引左边区域产生的ＳＷ；（ｂ）ＧＭ耦合器和（ｃ）光栅耦合器中模拟计算的犎狔 场分布
［４６］

Ｆｉｇ．１２ （ａ）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ｕｐ，ｗｉｔｈｔｏｐａｎｄｄｏｗｎｐａｎ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Ｍａｎｄ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ｅｉｇｅｎＳＰＰｗｉｔｈ犽ＳＰＰ＝１．１４犽０ａｔ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

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ＳＷ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犎狔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ＧＭｃｏｕｐｌｅｒａｎｄ

　　　　　　　　　　　　　　　　　　（ｃ）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ｒ
［４６］

３．３　特异介质平板棱镜

图１３ （ａ）实验装置；（ｂ）实验测量、真实结构和理想模型的ＦＤＴＤ模拟所测焦线位置的电场分布；（ｃ）～（ｅ）实验测量、真

实结构和理想模型的ＦＤＴＤ模拟所测狓狕平面内的犈狔 实场分布，其中虚线为焦线位置。所有的结果用入射场强做

　　　　　　　　　　　　　　　　　归一化处理，ＧＭ放置在狕＝０的平面内
［４５］

Ｆｉｇ．１３ （ａ）Ｓｋｅｔ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ｂ）犈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ｌｉｎ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

ＦＤＴ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ｅ）Ｒｅ（犈狔）ｏｎｔｈｅｘｚｐｌａｎ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ＤＴ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ｃａｌｌｉｎｅ（犳＝１００ｍｍ）．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ｓａ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ａｔ

　　　　　　　　　　　　　　　　　　　　　ｔｈｅ狕＝０ｐｌａｎｅ
［４５］

在传统光学中，人们设计各种曲面的棱镜来重新建构光的波相面，以此实现光会聚等调控效果。人工电

磁特异介质对光相位的强大调控能力为光调控提供了更丰富的手段。基于梯度式特异介质系统，人们设计

出工作在微波［２６］、太赫兹［４９－５０］以及光波段［５１－５４］的各种平板式特异棱镜。传统光学棱镜在制作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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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打磨、相差矫正等复杂工艺，其材料选择也非常有限；基于梯度特异介质的棱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各种特殊设计的人工结构，并且具有平面化、超薄化、小型化等优点。利用Ｖ字形天线阵列，人们设计了工

作在通信波段的单色无相差超薄平板透镜和轴棱镜［５５］，为设计高数值孔径、超解析的平板棱镜提供了新思

路。如图１３所示，我们设计制备了一块反射式平板ＧＭ棱镜，其对入射平面波的反射相位分布为双曲线形

式，因此该棱镜可将入射光会聚于一点，焦点的位置由所设计的结构参数控制。相较传统棱镜，我们的平板

ＧＭ棱镜厚度远小于波长λ（约λ／２０）；在微波段电磁损耗几乎可以忽略，反射系统的特点使得所有电磁波都

被其反射并会聚于焦点，因此相较透射式ＧＭ棱镜，反射式系统工作效率更高。我们的概念被模型计算、全

波模拟以及近场实验三者完美验证，这为设计新型超薄高效光学器件提供了新选择［４５］。

３．４　透射式特异介质表面

光入射到两种媒质界面处会产生反射和折射，其方向满足斯涅耳定律，借助人工电磁特异介质的帮助，

反射光和折射光可以按人们意愿行进。最近，哈佛大学Ｙｕ等
［２９］在介电材料表面制作结构渐变的Ｖ型天线

阵列，每个天线作为次波源的辐射相位各不相同并呈线性分布，由此样品在平面波照射下会产生异常反射和

折射，其行为满足广义斯涅耳定律：

ｓｉｎθｔ狀ｔ－ｓｉｎθｉ狀ｉ＝
λ０
２π

ｄΦ
ｄ狓

ｓｉｎθｒ－ｓｉｎθｉ＝
λ０
２π狀ｉ

ｄΦ
ｄ

烅

烄

烆 狓

． （２２）

显然，（２２）式相较于经典斯涅耳定律多出了含
ｄΦ
ｄ狓
的项，它的出现会使系统产生负反射和负折射现象。后来

这一结构被普渡大学Ｎｉ等
［３０］推广至近红外波段，并证明该系统具有宽频特性。ＧＭ 的负折射和左手材料、

图１４ （ａ）制作在硅片上一个天线阵列的扫描电镜照片，黄色区域的８个子结构组成整个结构的元胞；（ｂ）狔偏振光照射下

结构反射和折射实验测量示意图；（ｃ），（ｄ）具有不同元胞大小Γ的结构在狔偏振和狓偏振的正入射光照射下的远

　　　　　　　　　　　　　　　　　　　　场折射光强度分布
［２９］

Ｆｉｇ．１４ （ａ）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ａｒｒａｙ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ｏｎａｓｉｌｉｃｏｎｗａｆ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ｃｅｌｌ

（ｙｅｌｌｏｗ）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ｓｅｉｇｈｔｇｏｌｄＶ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ｂ）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ｆｏｒ狔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ｅｄｂｅａｍｓｆｏｒ狔ａｎｄ狓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ｉｔｃｅ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Γ，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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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晶体、手性材料中的负折射有本质区别，其物理机理是透射／反射相位梯度为入射波提供额外波矢，ＧＭ

的亚波长厚度使得它对电磁波的调控基本属于面调控效应，而左手材料等系统则属体调控效应，相较而言特

异介质表面具有效率高、损耗小、超薄度等优点。另外，当入射光照射到透射式ＧＭ 时，会同时产生正常、异

常的反射和折射模式（如图１４所示），而且异常反射和折射模式会有交叉偏振现象，这显然不适用于一些需

要保持偏振守恒的实际应用，此外多支模式的产生也使得异常反射和折射模式的转换效率偏低。我们提出

的反射式ＧＭ系统，在渐变金属结构阵列下方有一层不透光的金属反射层，它保证了反射式ＧＭ 系统可将

入射光高效率转化成异常反射模式。首先，底层金属反射层的存在会使得透射信号完全为零，这就将能量集

中到所有反射信号上；其次，上层金属结构和下面金属层会耦合产生磁响应，整个单元（包含上层金属结构／

中间介电层／下面金属层）可以整体看作是“人工原子”，它会将入射光完全反射并提供一个可调反射相位，而

大多数人工原子在工作频率处并非处于磁共振态，这使得即使是光波段的ＧＭ 也有超过８０％的转化效率，

远高于透射式ＧＭ，而在微波段的ＧＭ系统损耗可以忽略，异常反射模式转化效率接近１００％
［３７］。

４　结束语

目前ＧＭ是特异介质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利用反射式ＧＭ 实现了ＰＷＳＷ 的完美转换，不同于

光栅法和棱镜法等传统的ＳＷ 耦合方法，而是另辟蹊径利用ＧＭ 提供的线性反射相位梯度来弥补入射的

ＰＷ和产生的ＳＷ间波矢差。这类ＧＭ系统具有高效、宽带、小型化等优点。需要强调的是，ＧＭ 所产生的

ＳＷ 并非系统的本征态，而是在外界电磁波驱动下的电磁态，在同一频率下 ＧＭ 可以耦合出不同波矢的

ＳＷ，可以将该ＳＷ 导引出来激发转换成本征系统的ＳＰＰ，微波段实验验证了ＧＭ 作为ＳＰＰ耦合器的可行

性。在ＧＭ的研究过程中，发展了一套模展开方法来研究ＧＭ 系统的散射模态分布，其结果可以和ＦＤＴＤ

数值模拟及实验相互比较，三者完美吻合验证了ＧＭ 系统的奇异电磁调控效应。另外，我们还研究了真实

ＧＭ系统ＰＷＰＷ和ＰＷＳＷ的转换效率，揭示了周期性及离散化等现实手段对转换效率的影响；我们还制

备并实验验证了一个反射相位呈双曲线状的超薄平板ＧＭ反射棱镜实现电磁波会聚，这为制备新式小型高

效光学器件提供了新选择。在合作研究中，还将ＧＭ 的概念从微波段推广至光波段，制备出了目前工作在

超高工作频段（７５０～９００ｎｍ）、转换效率最高（８０％）的ＧＭ。

电磁特异介质的出现增强了人们操控电磁波的能力，激发了诸如亚波长成像、光学隐身、光学吸收等重

要研究和应用，但一些因素也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损耗、带宽等问题。最近热点研究的ＧＭ 体系，

依赖亚波长的梯度结构单元所提供的特定反射／透射相位分布，来自由调控辐射场的波相面。ＧＭ中每个子

结构单元几何尺寸不同使得它们各自的共振频率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单一工作频率附近，ＧＭ 内很多子结构

单元并不处于共振态，所以ＧＭ 系统电磁损耗通常很小。与传统的利用特异材料体效应来调控电磁波相

比，ＧＭ体系的亚波长厚度使得电磁波会很快离开系统，其调控效应基本属于面调控，因此电磁损耗很小。

另外，在ＧＭ的实验样品制备过程中各类误差不可避免，每个子结构所提供的相位会与设计有一定出入，但

制备出的ＧＭ真正实现的相位分布会基本符合理想分布的形貌，即ＧＭ 对制备误差的容忍度较高。ＧＭ 每

个子结构反射相位随频率分布的趋势类似，这使得ＧＭ 的辐射相位分布在中心工作频率附近都近似满足，

这解释了为什么ＧＭ通常具有较宽的工作频宽。这些特性使ＧＭ 克服了前面提到的电磁特异介质面临的

两大瓶颈，显示出澎湃发展的势头，接下来高频段、多维度、超宽带、高效率的ＧＭ 将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基于ＧＭ的各类新型光学功能器件的开发应用具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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