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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 HeN 波导激光器研制

邓中朝周艳唐益武易江高柄义国崇利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成都，610041)

摘要

主要叙述为 HL-2A 装置多道远红外(FIR)激光干涉仪而设计

研制的一台高功率cw HeN 分子波导激光器。按照337μm 波导激

光器定标定律选算出输出功率大于400 mW 的 HeN 激光器几何结

构参数(放电长度5.6 m，波导放电管内直径1>6. 3 em) 。讨论了获得

连续稳定输出的运行参数范围和大体结构。对激光器整体做了综合

考虑 9 诸如热阴极采用了发射电流密度大的 LaB6 材料?用殷钢棒稳

固谐振腔长的光桥结构以及精确腔准直平移的全反射镜端机械调节

结构 9送排气管道的半定量估算等 O 给出激光器运行参数的初步调

试实验结果。

关键词 : HeN 波导激光器 F-P 谐振腔定标律热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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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 High Power HeN Waveguide Laser for

Plasma Diagnostic
( In Chinese)

DENG Zhongchao ZHOU Yan TANG Yiwu YI Jiang

GAO Bingyi TIAN Chongli

(Southwest Institute of Physics , Chengdu , 610041)

ABSTRACT

Both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high power cw HeN waveguide laser is

described for multichannel FIR laser interferometer on the HL-2A divertor to

karnak. The geometry pararneters of stracture of the HeN laser a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scaling laws for cw 337μm HCN waveguide laser offered by P.

Belland et a1. The designed value of output power of the laser that is more than

400 mW with discharge length of 5. 6 m and 6. 3 em inner diameter of tube have

been chosen in case of external loss of the cavity of 2 %. At the same time , in

order to get a laser system of stable output both of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ng

condition is discussed. In developed laser a hot LaB6 cathode is employed to en

sure a stable discharge , the cavity mirrors are spaced using four invar rod of

¢25 mm in diameter and an structure of adjusting machine for axially movable

flat mirror in cavity has been also designed , and that it can be taken down many

times without badly destroying alignment of the cavity etc.. A suit of pipes sys

tern of cw HCN laser is schemed out so that some experiments of operating pa

rameter optimization can be done. The results of primary test of operating

waveguide HCN laser are briefly showed.

Key words: HeN waveguide laser , F-P cavity , Scaling law , Hot cath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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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国际上大中型磁约束核聚变研究装置大部分运行在几句 (1013 "'-'10 14 )cm- 3
高密

度区，使用激光干涉法测量电子密度的最佳诊断波长基本位于 O. 1 --.- O. 5 mm 的远红外

(FIR)波段。随着装置结构尺寸增大和窗口通道限制，上述波段的 FIR 激光束与微波相比

具有更小的折射效应(αm∞CnO).2 )和高的截止密度。因而，FIR 波段激光的诊断在核聚变研

究领域已取得广泛应用，例如 :(1) FIR 激光干涉仪测量等离子体电子密度及其时一空分

布[1 J ; (2) FIR 激光偏振/干涉仪测量电子密度分布同时可获得极向场分布进而推演出电流

密度分布(或q 分布)[2J ; (3) FIR 激光的集合散射测量分析小波数电子密度扰动如IB 波的

散射[町等。随着FIR 激光多道干涉的发展及装置空间尺寸的加大、光束传输距离的增长，

对相干光源的质量和功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有益于提高系统探测的信/噪比和信号抗

干扰能力。

HL-2A是具有偏滤器的中型托卡马克装置，为了获取等离子体电子密度时空分布参数

的有效信息，设计并研制了8 通道的 FIR 激光 Mechlson 型差拍干涉仪。为使干涉仪在长

光路传输中各道差抬信号能获得良好的信/噪比，具有一台稳定输出的高功率CW FIR 激

光器光源是十分必要的，它应该是:(1) 具有合适的输出波长且功率在100--.-300 mW、 CW

波 ;(2) 线偏振单模(EHl1 )输出 ;(3) 可靠性及功率输出长时间的稳定性;(4) 低噪声抑制

且无较高频率的激光噪声;(5) 操作运行方便、易维护。

根据 HL-2A装置窗口结构及运行参数计算，可以确认选择输出波长).=337μm电激

励氧化氢(HeN)激光是一个较好的折中。我们按照HCN 波导激光器定标定律做了原理性

设计，同时进行了激光器几何结构参数比较，并对整体结构做了综合考虑，诸如:采用六棚化

制(LaB6 )材料的空心圆筒热阴极，小膨胀系数殷钢棒稳固谐振腔长的光桥设计以及便于拆

卸又不明显影响腔准直的全反射镜端进动微调机械结构，激光器输出窗用晶体石英片代替

Mylar 膜片等。同时也设计了具有测试设备的管道系统并对送气排气管道流导做了半定量

的计算。

1 长谐振腔 HCl'~波导激光器设计

放电激励的分子激光器与光泵激励的 FIR 激光有着不同的定标定律，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P. Belland[4.町等人曾对不同实验室的 337μmHCN 波导激光器做了参数的比较，

指出激光输出功率随模体积的增加而增加，对于所期望的输出功率可有一个最小放电长度

及相对应的管直径，并预示由典型谐振腔损耗值可外推激光功率达 1W。

1. 1 设计原理概述

介质波导作为激光放电管，允许最大可能的光束直径获取大的模体积且可组成具有最

低衍射损耗的振谐腔结构。工作在 EHll 波导模，其径向强度分布比例于[J 0 (2. 405γIR) J2 ,

J。为零级贝塞尔函数，对 r~O. 7R 这个分布是高斯分布 exp[-r2 1(0. 555R)2J很好的近似，

对应 EHll基模有效束面积S 可取 π(0. 555R)2 ， R 为管子内半径。 HeN 激光器的损耗可以

大体认为由两部分组成，其一，外部损耗 ao' 取决于反射镜上的反射损失及散射损失、反射

镜和 pyrex 波导管端的精合损失等，与管长和直径无关，典型值约在百分之几;其二，损失 α1

是波导内传播损失，亦称内部损失，与管子长度、直径以及管壁的折射特性有关。实验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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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L+L')/m

5.5

图 1 HeN 激光器输出功率计算值

随波导放电管长的变化

对应外部损失 ao分别取为

2% ， 3% ， 4%时的最佳输出功率

250
5

500

127 °c 的 pyrex 波导管壁温度(可防止管内棕色沉淀物形成的温度)在 337μm 的复数折射

率可以估算为 "1= (2.55 土 0.05) 十 (0.25 土 O. 1)" 由此推算出每个过程(双程)的总损耗:

0.423(L 十 L') (m)'
a= α。十 a1 = α。十

[deem) J3
P.Belland 理论推演的 HCN 波导激光器最佳输出功率与激光管的总长度 (L十L') ， 内直径

d 和外部损耗 α。的关系为:

f r f\ Ii C. T .., 1/2 一「 O. 423(L + L')ll/2 \2PO = 3川 [0. 悦Jl/2 - Iαad 十 :f I ~ / I } mW

式中， L 是放电长度 ;L'是波导管除去放电长度的额外长度。一个给定的波长和管璧材料，

总波导长度和外部损失唯一对应一个最佳管内直径仇，而与激光非饱和增益 go值无关，即:

do = I2 X O. 423(L + L') 了13
L ao J

从固定放电长度不同波导管直径与输出激光功率函数关系可知，当管子直径偏离最佳值减

小时，功率迅速下降，而在偏离最佳值管径增加时其功率只是缓慢的变化。

1. 2 HeN 波导激光器几何结构参数

显然，如果希望获得大功率，则需要认真选择

波导放电管的内直径与长度。依据337μm HCN 运 450

波导激光器的定标律，最佳输出功率与放电管长 言

度的关系可从图 l 看出。因为实际调试输出与定 喜 400

标定律设计的指标存在差异，若按照 20 mW/m 丢 350

估算选取 (L+L')=6 m的波导放电管，放电长度 5300

取 5.6 m，对应不同外部损失ao=2%----5%，得到 问

最佳管直径(列于表1) 。如果按ao=2%考虑，则

管的内直径为 6.3 em，并有 451 mW(计算值)的

功率输出。能使激光输出功率获得最大值的输出

精合 to ， 则有:

to = (go La )1/2 - a

其中 go =0. 46/d 和 a =ao +0. 423(L十 L')/♂与
ao =2%; 一瞌-ao=3%; 一鑫-ao=4%

管长及内直径有直接关系。从选定的 HeN 波导

激光器几何结构参数可知最佳藕合输出 to应为 0.08 ，由此可大体选取激光器的输出藕合端

金属栅网参数。

表 16m 腔长波导撤光器对应不同损耗 au 时输出功率计算值及相应最佳管内径 do

ao/%

2

4

5

(L+L')/m L'/m do/em Pou1/mW

6.00 0.36 6.3 451. 4

6.00 0.36 5.5 404. 2

6.00 O. 36 5.0 368. 5

6.00 O. 36 4.7 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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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N 波导激光器

HCN 激光可观察到有两条跃迂辐射线是:

11 1 0 J=ll • 04°0 J=10 ,l =31 1. 08μm

11 1 0 J=10• 04°0 J=O ，l =336.83μm

式中 ， J 是不同振动能级间的转动量子数。它激励辐射最大理论效率为1% ，但实验效率仅

达到 10-4 %""""10- 3%，效率远不如 CO2激光器。

2.1 激光器结构

高功率 HCN 激光器采用法卡里-泊罗

(F-P) 波导谐振腔以便获取大的模体积，

EHll模是波导本征模中最有用的单一线偏

振输出斑的低损耗模。研制中的HCN 波

导激光器腔长6.037 m，由两根 Pyrex玻璃

放电管对接而成，管内直径rp63.5 mm 土

0.5 mm，放电长度5.64 m，直流辉光放电激

励产生激光振荡。由于HCN(337μm) 激

光谐振腔纵模间隔(~ν =c/江 ， c 为光速;

L 为腔长〉大于激光的自然线宽，全反射端

平面反射镜结构设计除了能满足谐振腔准

直复位调节外，还有杠杆式微调螺纹副进动

机构(如图 2 所示)，这种结构可使镜面沿光

轴方向动密封平移6 .......， 7 mm，同时摆角误 图 2 全反射镜端动态密封进动调节机构

差~2"。输出藕合端用感性平面栅网(首选250 目/英寸，1 英寸=25.4 mm)。按多光束相

干原理计算厚度并精磨的高透过率(98%以上)晶体石英片用作激光器输出密封窗口。4 根

线膨胀系数接近石英(1 X 10- 6 mre)的殷钢棒 (4132rp2. 5 em)稳固谐振腔长以确保腔长在

高环境温度下变化小于几个微米，激光器两端支撑板绝缘并以光桥结构连接。反射镜前

8 mm处对称放置两根相距 30 mm 的绷紧细金属丝，以便固定激光输出的偏振方向。

由于激光器的外部损耗 α。涉及反射镜的表面质量及反射镜和波导管端口的藕合损失，

为减少这一损耗除了全反射镜用平面熔融石英玻板(厚 20 mm)精磨达到好的面形并镀金

膜外，还要考虑反射镜尺寸及与波导口之间的距离。理论上匹配反射镜紧靠波导口附近引

人的藕合损耗最低，但由于结构配置等因素限制不可能靠得太近。为此若忽略衍射损失，平

面反射镜在波导口附近位置，引人 EHll模的稿合损耗保持较小值按下面近似公式估算:

Cll = O. 57 X (Z/ f)3/2 (Z/ f < O. 4)

其中 Z 为平面镜与波导口之间距离;f= πωg/，l瑞利长度;ω。为高斯束腰半径从为激光波

长。对于 HCN 波导激光器不同搞合距离Z 引人的稿合损耗列于表2。虽然藕合损耗在

Z/f很小情况下都比较小，但综合考虑应在5 .......， 20 mm 距离为宜。

HCN 激光器在放电过程中管内壁会逐渐产生棕色聚氧化合物沉积影响功率输出，我们

用两组 3kW热泊循环器对放电管外套管硅油加热循环以便减少沉积物，考虑放电管壁温

直接影响激光输出特性时，油温拟设置在130 .......， 200 °e范围可调。激光器由负高压(-HV)



表 2 不同辑合距离对应波导口与腔镜之间藕合损耗

Z/mm Z/j Cll /%

5 0.001 31 0.003

10 0.002 61 0.008

15 0.003 92 0.014

20 0.005 22 0.022

25 0.006 53 0.030

30 0.007 83 0.039

大功率动态响应快的稳流电源(稳定度0.2%左右)供电，可输出高压10 kV/2 A(最大值)。

阴极结构和尺寸是稳定放电的关键，使用六棚化制(LaB6 )圆筒热阴极是一种选择，LaB6 材

料具有发射电流密度大，能在高场强和低真空条件下工作，抗中毒性强，耐离子轰击等优点。

阴极结构设计如图3 所示 ， LaB6 由热解石墨筒罩住，中心铝杆启动电极通过焊在法兰上的

绝缘陶瓷密封引出，阴极外围玻璃水冷套循环冷却。阳极由不锈钢空心困筒构成并接地由

散热片降温。为安全起见，支架结构、测试设备和管道系统的离电压绝缘隔离也是十分必

要的。

可伐合金

不锈钢能兰

图 3 La民阴极结构组件

2.2 激光器管道系统

HeN波导激光器是一种电激励流动气体分子激光器，送气口管道设在阴极侧，通过质

量流量控制器将混合气体和补充He 送入放电管。抽气口在阳极端由节流调节阀限制气体

的排出量，从而控制放电管中工作气体压力和流量。管道系统也是激光器稳定运行的重要

组成部分，考虑到最佳参数调试实验的需要，整个激光器系统设置及管道布局如图4 所示，

一个储气钢瓶填充按比例混合的问，CH4 和 He 作为工作气体，另一钢瓶中为辅助用高纯

He 气体。氮的加入有以下作用:(1)由于氮气具有高的热导率，在提高壁温的情况下调节

氮气比例仍可获得最佳高功率输出时，并同时实现激光器壁干净运行;(2) 改变氮气充人量

并调节混合气体与氮气量之比，可抑制激光输出噪声。电容薄膜式绝对压力变送器用于微

压力监测，检测放电管中工作气体压力量程在1 Pa----1 kPa 范围。两端玻璃螺旋管气罐用

于气体稳流与 10 kV 高压电隔离。波导放电管体积大约 20 L，使用 2XZ-8B 直联机械真空

泵 (8 Lis; 极限分压<4X 10-2 Pa)抽气。

通常激光器运行时送人的混合气体在标准大气压下为 1---- 50 ml/min，氮气为 0---

500 ml/min，为了管道系统有充分的导气空间及抽气速率，选用内径KF~16 mm 标准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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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25节流调节阀

减压阀\

LaB6热阴极

图 4 6 m 腔长 HeN 波导激光器系统与管道安排

管道作为送排气。假定用空气流导的计算代替混合气体流导的估算，圆形管道两端压力分

别设为矶和鸟，则管中气体的平均压力 P=(P1 十 P2 )/2 和管道直径 d 的乘积在我们工作

的条件下近似为 Pd=2. 14 Pa • m，按照以下判据[7J :

1) Pd>O. 67 Pa • m 秸滞流

2) Pd<O. 02 Pa • m 分子流

3) o. 02 Pa • m<Pd<O. 67 Pa • m 蒙古滞-分子流

得知，基本可按照长管道(L>20d) 圆形截面蒙古滞流的 Poiseuille 流导公式计算:

U川= 1. 34 X 103 ~ P[m3 Is]

包括气阻线螺旋管在内的p16 mm 管送气通道长为7.64 m，则流导应是1.54 L/s(即 9.2X

104 ml/min) 。排气端除气阻线外还用了 p25 mm 口径管道以增加抽气速度，管长约 2.4 m ,

计算流导是 29.2 Lis。针对送气、抽排气量范围该管道应完全能满足实验要求。

3 初步实验结果

获得激光器最佳输出的运行参数是多元化的，包含混气比及气体运行参数等。选定合

适的混合气体比 (N2 : CH4 : He=8. 3% : 22.2% : 69.5%) ，热硅泊循环温度控制在约

140°C ，激光运行在混合气体与纯氮气的不同注入流量中。从实验曲线图 5 可以看出，保持

补充氮气流量不变，激光输出最初随着混合气体注入流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后却有一个峰值

出现，伴随改变补充纯氮气的注入流量出现不同区域的最大值输出。通常激光输出随工作

电流的增加而增加，但从图 6 可大概看出，在运行电流1. 3~ 1. 5A 情况下，激光功率出现饱

和现象。调节激光器抽口节流阀控制工作气体压力维持在某一值时，发现在气体总流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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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时激光输出功率增大(见图 7) 。另外从图 8 可明显看出，当混合气体流量确定在某一数

值，激光器输出将随补充氮的注入流量不同有一个最佳值。目前实验， HCN 激光器(，t=

337μm)可比较稳定地长时间运行，最高能获得大约近 200 mW 的单模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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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气体流量/sccm

图 5 激光器输出与混合气体流量及

补充氮气流量的关系

使用 250 号栅网，工作电流 1 A ,

seem 为标准大气压守下 mllmin ,arb. u. 任意单位

一。一补充氯气流量 l(seem) ;

一噩一补充氮气流量 l l( scem) ;

一拿一补充氮气流量 15(s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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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激光输出与工作介质

总流量的关系

输出电网 280 号;工作电流 1 A;

气体压强 114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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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激光输出与工作电流的关系

一。-250 号栅网;混气流量 21. 3 seem ,

补充氮气 12 seem;

一圃-200 号栅网，混气流量 20 seem ,

补充氮气 9 s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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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固定不同混气流量值改变

附加注人氮气流量时激光输出的变化

一。一棍气流量 12 seem;

一踵-t昆气流量 20 seem;

工作电流 1 A

研制的长腔 HCN 波导激光器现已用于 HL-2A 装置多道 FIR 激光差拍干涉仪的电子

密度分布测量上。激光器本身最佳参数还有待于进一步调试，找出稳定运行区域抑制激光

噪声并提高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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