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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波段红外光纤增透膜的研究

张杏梅
(北京玻璃研究院,北京 100062)

摘　要:介绍了双波段( 3～5Lm 和8～12Lm)红外光纤端面镀增透膜的重要性及其研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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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ref lection Coating for Optical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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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is paper , introduce a process practice to 3～5Lm & 8～12Lm double waveband antir eflection

coating on the ends of the infrar ed optical 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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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薄膜工艺飞速发展的今天, 薄膜科学与技术

的应用推广几乎渗透到了各个学科及应用领域,如

红外热像仪, 红外制导和激光指示仪等。

美国率先提出用光纤在陀螺仪中代替光学透镜

系统的设想。并研制出3～5Lm 红外波段的新一代
导引头。3～5Lm 和8～12Lm 双波段红外光纤采用
As-Se-Te 玻璃材料,其在5Lm 处的折射率为2. 8,因
此,光纤端面的菲涅耳反射损失为36%,即使不考虑

其他因素,光纤的极限入射率也只有64%。在光纤端

面镀增透膜既可以减少反射损失, 又起到了保护膜

层免受大气及化学物质的侵蚀。

2　膜系设计及材料选择

高折射率基片增透一般采用二层以上增透膜

系,二层 K/ 4膜在 K= 3/ 4K0和3/ 2K0处有两个极值点,

假定矢量的模相等, 在上述两个波长处的反射率为

零。

令增透材料的折射率为 n1, n2 ,基底材料折射率

为 ng,光垂直入射

图1

　　D= 2PndcosH/K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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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为基片加折射率为 n1的入射介质内层的反射

振幅,并令分子的实数部分与虚数部分为零,将( 6b)

代入( 6a)得

( r1+ r3 ) cos( D1+ D2 ) + r2 ( 1+ r1r3) cos( D1- D2) = 0( 7a)
( r1- r3 ) sin( D1+ D2) - r2 ( 1- r1r3) sin( D1- D2) = 0 ( 7b)

可转换成　
tanD1
tanD2= -

r1- r3+ r2( 1- r1r 3)
r1- r3- r2( 1- r1r 3)

( 8a)

　　　　　tanD1 tanD2=
r1+ r3+ r2( 1+ r1r 3)

r1+ r3- r2( 1+ r1r 3)
( 8b)

舒斯特( Schicster)运用光学阻抗概念得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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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9a) ( 9b)可计算出 D1、D2
经过对初始结构优化设计后,膜系从规整的K/ 4

发展为非规整的 K/ 4膜系, 即 G/ 0. 8HL/ A、H-

ZnS、L- SrF2 ,由于 SrF 2膜层松软,在外面再镀一薄

层 YF 3, 即可增加膜层强度, 又可以使透过率提高,

膜系改为: G/ 0. 8HL 0. 1M / A

M- YF3　该膜系的理论光谱特性见图2:

图2　M- YF3膜系的理论光谱特性

由图2不难看出, 在3～5Lm 和8～12Lm 范围内
最高透射率为99% ,平均透射率也在95%以上, 理论

透射率比较理想。

3　制备工艺

由于光纤增透需要较高的空间,故采用加高改

造后的 DM—700型真空镀膜机。光学膜厚控制系统

采用反射式以短波控制长波的方法, 硫化锌, 氟化

锶,氟化钇均采用高纯膜料,真空度在3×10- 3Pa, 控

制波长在 K0= 660nm。接收器用 R562型光电倍增

管, WQF400—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试。在镀制

过程中, 真空度越高、蒸发速率越慢、减反射膜的光

学性能越好。

4　实验结果

图3　As-Se-Te 玻璃基片增透曲线

从图3的增透曲线可以看出, 在3～12Lm 范围
内最高透射率为99% ,平均透射率也在90%以上。其

中3. 5～11. 5Lm 范围内透射率均在90%以上, 与理
论值也比较接近。

在120mm 长的 L 型波导传光束端面镀减反射

膜,透过率测试如下:

3～5Lm 8～12Lm
镀膜前 45. 0% 27. 0%

镀膜后 51. 8% 32. 5%

增加 6. 8% 5. 2%

　　由此可见, 光纤端面镀减反射膜对光纤的透过

率有明显的提高, 对红外光纤的实用化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

5　讨　论

在3～3. 5Lm 处透过率缓慢增加,这是由于在
3Lm 附近有一- OH 峰,这是由测试机器本身造成
的,要想提高此处的透过率,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工作

来展宽透射带,抑制反射带,但- OH峰不可能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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