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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结构对蓝宝石红外增透性能的影响研究
赵耐丽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目的 解决现有的红外增透膜只能在特定波长及特定角度下有效的问题。方法 通过 FDTD 方
法，以蓝宝石为基础材料，设计了纳米凸起结构、纳米孔洞结构及纳米光栅结构三类五种仿生增透纳
米光栅结构，实现在 0.7~5 μm 近红外及中红外波段增透。以表面微结构单元的高度、宽度和间距为优
化对象，通过调节微结构阵列的单元几何参数以及单元排布，分析不同微结构的单元高度、宽度和间
距对蓝宝石透过率的影响规律。结果 仿真结果表明，在其他几何参数固定的情况下，三类结构的光透
过性都随着单元高度的增加而增强，且逐渐趋于稳定。在单元高度处于最佳状态时，三类结构的光透
过性都在底部宽度接近或稍微超过单元间距时达到最佳，超过这个范围，透过特性随单元宽度尺寸的
增加而降低。故制造过程中应注意各单元结构的间隔，以达到良好的增透效果。结论 通过横向对比三
类五种结构，在对等参数条件下，纳米光栅结构具备最优秀的增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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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anostructure on the Antireflective Performance of Sapphire
ZHAO Nai-li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nfrared anti-reflection film is valid only on a certain wave length or
angle. Methods Three kinds of structures, containing nanometer raised structure, nanometer pore structure and nanometer grating structures, were designed based on sapphire material by FDTD method to realize transmission enhancement in 0.7~5 μm
near-infrared and mid-infrared region. To optimize the height, width and spacing of the surface microstructure unit, their influence on transmission was analyzed through adjusting geometric parameter and unit configuration. Result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other geometric parameters fixed, all of the three kinds exhibited enhanced light transmission phenomenon
with an increase in cell height and gradually trended to be stable as the height increases. With cell height in its best condition,
the best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obtained when the three structures were close to or slightly above the bottom of the
cell gap width. Beyond this range,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cell width.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a good antireflection effec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tructure of each unit interval during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Conclusion By virtue of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kinds of five nano-structures, it is indicated that nano-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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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own the best transmission enhancement quality under equal parameter conditions.
KEY WORDS: sapphire; infrared; transmission enhancement; surface micro-texture; nanometer structure; bionic

红外技术始于世界大战，刚开始仅应用于军事
[1]

400~700 nm 范围内获得较低的反射率，但是根据现

领域，后来渐渐进入民用领域 。在常用红外光学

有的制备工艺，该结构很难实现。目前，对三维蛾

材料中，氧化物单晶材料，尤其是蓝宝石材料，具

眼仿生结构阵列的增透机理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有许多优秀的特性，红外波段透过率高，高温下温

不能很好地为制造生产提供指导。因此，本文旨在

度稳定性好，机械强度高，材质坚硬，被广泛应用

通过仿真计算典型蛾眼仿生微结构，探究与生产制

[1]

于国防、科研等领域 。在工业生产中，普遍使用

造有关的参数对蓝宝石透过率的影响规律，以期给

四分之波长厚的透明薄膜作为增透膜。薄膜增透的

制造高透过率蓝宝石材料提供优化建议。

原理是通过干涉相消，减少反射光，增强透射，因
此只能在特定波长及特定角度下减小反射率。另

1 分析光学透过性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外，这种增透镀膜也面临许多其他问题：衬底材料
的粘合问题，热匹配性差，有限的增透带宽，角度
[2]

一旦改变减反效果相对变差 。

对于大多数光学器件来说，反射造成能量损
耗主要有两种情况：1）在不同介质交界面上，由

亚波长増透结构的出现为解决镀膜的缺陷提供

于折射率的不连续性，造成了菲涅尔反射，损失

了契机，亚波长増透结构是指刻蚀在衬底表面的微

一部分能量；2）由于光线在薄板与空气的介质分

观结构，其特征尺寸小于入射波长，只有零级衍射

界面上来回反射，降低了光密度，降低了透过率。

的透射波和反射波。徐启元等[3]利用等效介质理论、
薄膜理论研究了二维亚波长结构的增透设计，发现
采用蓝宝石双面设计二维亚波长结构后，在 3~5 m
波段的平均透过率可达 99.25%。Ji 等[4]对比了纳米
柱、子弹状纳米结构、纳米圆台、抛物线状纳米结
构和纳米锥结构的减反效果，研究发现，结构高度
的变化对纳米柱的反射率影响最大，对纳米锥结构
的影响较小，并且结构顶部越尖，可获得更优的减
反性能。Liu[5]和 Hattori[6]研究发现纳米球由于受到
单层减反膜的限制，不具有宽波谱减反性能,而
Huang 等[7]提出的一种深宽比为 80 的纳米线减反结
构，可在超宽波段以及广视角下获得优秀的减反特
性,但其极深的结构制造困难，耗时太多。在 20 世纪
60 年代，Bernhard 发现蛾的眼睛是由一层六角形排
列有序的纳米阵列构成 [8]，并且具备优秀的减反效
果，同时没有薄膜增透膜的缺陷。通常情况下，材
料表面的反射效应主要是不同介质交界面处折射率
不连续导致的，而蛾眼结构在空气和衬底间提供了
近乎完美的阻抗匹配，具有优异的抗反射性能，包
括宽的工作波长带宽

[10]

、全方向性

[11]

和偏振不敏感

性[12—13]等，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着手研究这
类增透结构。Southwell

[14]

从数学模型上找到了不同

基底上最佳的蛾眼结构形貌，这种蛾眼结构相当于
由多层不同折射率的减反膜叠加而成，可在一个

在薄膜光学中，由于光线会在薄膜间存在多次反
射现象，反射率和透射率均根据光多次干涉后的
结果确定。

1.1

Swanepoel 薄膜光学的计算方法
针对计算透过率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Swanepoel 开发了一种可靠简单的计算方法 [15]。对
于一个平整薄膜，当它的厚度为 d ，折射率为 n ，
吸收系数为 a ，同时覆盖在折射率为 s 的衬底上
时，透射率方程 T    , s, n, d , a  。
假定折射率虚部 k  0 时，可以得到简化公式：

Ax
(1)
B  Cx cos   Dx 2
式中：A=16n2s；B=(n+1)3(n+s2)2；C=2(n2-1)(n2-s2)；
T   

D=(n-1)3(n-s2)；   4nd /  ； x  exp   ad  。此外，
折射率 n 是波长 λ 的函数。
在仅有衬底无干涉的情况下，透过率可以通过
一个著名的公式计算：

Ts 

1 R 2
1 R 2

(2)
2

 s 1 
式中： R 为菲涅尔反射， R  
 ， s 代表
 s 1 
衬底折射率。将 R 代入（2）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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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s
1 s 2
干涉条纹的基础方程为 2nd  m 。
Ts 

面

(3)

2016 年 09 月

术

引起的透过率波动（也称法布里-珀罗效应），此处
可以利用公式（10）计算无干涉情况下透过率曲线
来计算实际情况下的透过率。由此可计算 1 μm 厚

干涉条纹中的极限波峰为：

TM 

技

蓝宝石材料透过率特性图，如图 1 所示。图中红

Ax
B  Cx  Dx 2

线代表实际透过率， Tm 为透过率波谷拟合曲线；
(4)

干涉条纹中的极限波谷为：

TM 为透过率波峰拟合曲线； Ta 为无干涉情况下透
过率拟合曲线。

Ax
B  Cx  Dx 2
TM 与 Tm 是关于波长的连续方程。
Tm 

(5)

基 于 Swanepoel 的 理 论 ， 可 以 用 TM    和

Tm    曲线包络上下抖动的 T    曲线。把波段根
据材料透光特性分成三个区域：1）无吸收波段（透
明区域）；2）微弱吸收半透明波段；3）强吸收波
段。
对于一个透明区域有 a  0, x 1 ，代入式(4)可

图 1 蓝宝石材料透过率特性
Fig.1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sapphire

得：

TM 

2s
1 s 2

(6)

式（6）与式（3）符合，而 Ts 表示无光吸收情况下的透过率。

同理可以由式（5）可得：

Tm 

4n 2 s



(7)



n 4  n 2 s 2 1  s 2

2

基于 FDTD 方法的蓝宝石表面微
结构透过特性分析
采用 Lumerical 公司旗下的 FDTD solutions 软

件, 通过时域有限差分法分析各种不同表面微结

当 n  s 时， TM  Tm ；当 n  s ， TM  Tm 。由于

构的光学透过特性。在波段为 0.7～5 μm 的范围内

在 TM  Tm 区域内有 TM  Ts ，因此，当给衬底材料

对蓝宝石进行模型仿真 [1]，主要设计了三类模型：

镀折射率低于衬底材料的膜时，可以增强透过率。

纳米凸起结构、纳米孔洞结构及纳米光栅结构（如

1.2

图 2a 所示），凸起结构中包括锥形凸起结构（如图

无干涉情况下透过率 Ta 的计算方法

2b 所示）以及蛾眼凸起结构（如图 2c 所示），对

通过对式（1）积分，可以得到无干涉情况下

（如图 2d 所示）和分析单元几何参数和单元周期

的透过率 Ta ：

Ta  



0

Ax
d
B  Cx cos   Dx 2

(8)

假定一个小积分区域内所有参数均为固定常

对透过性的影响。
为了分析表面微结构对蓝宝石红外透过性能
的影响，针对凸起结构和孔洞结构分别定义以下
三个表征参数：间距、高度和宽度，如图 3 和图 4

数，可得：

Ta 

应孔洞结构包括锥形孔洞结构以及蛾眼孔洞结构

Ax

 B  Cx  Dx  B  Cx  Dx 
2

2 1/2

(9)

有不同高度的模型，通过仿真分析确定最优微结
构高度，在此基础上，以微结构的宽度为变量，

通过将式(4)乘以式(5)再开方，可得 Ta ：

Ta  TM Tm

所示。首先固定间距与微结构宽度，建立多个具

分析微结构宽度对红外透过率的影响，以确定最
(10)

优的微结构宽度。最后，以微结构单元之间的间

由此可得 Ta 等于 TM 与 Tm 的几何平均值。

距为变量， 确定最优的微结构间距。5 种不同表

实际情况中，由于蓝宝石表面有一定的粗糙

面微结构在不同参数下对透过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度，不存在完美平行界面，很难观测到以上的干涉

5—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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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纳米表面微结构
Fig.2 Surface morphology of nanostructures: a) triangle grating array structure, b) cone convex array structure, c) moth eye bump
array structure, d) tapered hole and moth eye hole array structure

图 3 凸起结构表征参数
Fig.3 Parameters of bump structure

图 4 孔洞结构表征参数
Fig.4 Parameters of hole structure

图 5 不同高度光栅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5 The influence of height of grating structure on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s

图 6 不同宽度光栅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6 The influence of width of grating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198·

表

面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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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单元间距光栅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7 The influence of space of grating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图 11 不同曲率半径蛾眼凸起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1 The influence of radius of moth eye bump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图 8 不同高度锥形凸起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8 The influence of height of cone convex structure on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s

图 12 不同宽度蛾眼凸起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2 The influence of width of moth eye bump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图 9 不同宽度锥形凸起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9 The influence of width of cone convex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图 13 不同单元间距蛾眼凸起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3 The influence of space of moth eye bump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图 10 不同单元间距锥形凸起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0 The influence of space of cone convex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图 14 不同高度锥形孔洞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4 The influence of height of tapered hole structure on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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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宽度锥形孔洞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5 The influence of width of tapered hole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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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不同单元周期蛾眼孔洞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9 The influence of period of moth eye hole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由仿真结果可得：
1）固定其他几何参数，调整单元高度（孔洞
为深度，蛾眼为曲率），可得：随着结构高度的增
加，凸起结构和孔洞结构及光栅结构都表现出光透
过特性增强的现象，但多趋于饱和，随着高度的增
加，渐渐趋于稳定。其中，凸起结构和光栅结构均
在高度接近 0.9 μm，蛾眼结构在曲率为 0.015 μm
图 16 不同单元间距锥形孔洞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6 The influence of space of tapered hole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时，接近饱和，不再显著变化。故制造过程中，不
必刻蚀过深即可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2）三类五种结构均在底部宽度接近或稍微超
过单元间距时，透过率达到最佳，超过该范围，透
过率随单元尺寸的增加而降低。故制造过程中应注
意各单元结构间隔，以达到良好的增透效果。
3）通过对单元间距的仿真结果观察可得，总
体上所有单元间距的增大，蓝宝石增透效果加强，
但当周期尺寸接近 0.9 μm 时，达到接近饱和的状
态，透过特性不再随单元尺寸的增加而显著增强。
但对于纳米锥孔阵列，透过特性随着深度的增加不

图 17 不同曲率半径蛾眼孔洞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7 The influence of radius of moth eye hole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明显。
通过调节参数，尽量设计结构对等的五类模
型，同时建立平板模型作为参照，横向对比不同结
构特点。仿真计算结果如图 20 所示。

图 18 不同宽度蛾眼孔洞结构的透过特性
Fig.18 The influence of width of moth eye hole structure
transmittance characteristic

图 20 三类五种结构透过率对比
Fig.20 Comparing the transmittance of fiv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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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元几何尺寸和单元周期相同的三类五
种结构，增透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光栅结构、蛾
眼凸起结构、蛾眼孔洞结构、锥形凸起结构、锥形

[6]

孔洞结构。

3

总结

[7]

为了提高蓝宝石的红外增透性能，设计了三类
五种不同的表面微结构，通过仿真分析对各种表面

[8]

微结构的参数进行了优化，发现在相同的表征参数
下，纳米光栅结构的增透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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