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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太赫兹（ＴＨｚ）连续波成像和脉冲波成像的原理，报道了自主研制的连续太赫兹波及
脉冲太赫兹波成像系统：太赫兹连续波成像方面，分别使用研制的辉光放电探测器（ＧＤＤ）和商业
化的肖特基二极管对同一物体成像，结果表明ＧＤＤ是一种成本低、成像效果好的室温太赫兹波探
测器；在太赫兹脉冲波成像方面，利用研制的ＳＩＧａＡｓ光电导天线作为太赫兹源，对金属环成像，分
析了频率对的振幅图像和相位图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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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赫兹（ＴＨｚ）波是指频率从 １００ＧＨｚ到 １０
ＴＨｚ，相应的波长从３ｍｍ到３０μｍ，介于毫米波与
红外光之间的电磁波。由于其独特的性质，近年来

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介电材料和非极性液

体对太赫兹波是透明的，如塑料、布料和纸张等。可

利用太赫兹波对可见光不透明的物体进行透视成

像，并且太赫兹波的光子能量只有 ｍｅＶ的量级，不
会对生物体产生有害的光电离，因此太赫兹成像技

术是一种安全的成像方法，在安全检查、无损检测、

质量控制和生物医学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太赫兹成像技术有多种分类方式，从成像方法
上分为扫描成像、飞行时间成像、实时成像、三维层

析成像等；从有无太赫兹源上分为主动成像和被动

成像；从探测方法上分为偏振成像 、电光取样成像、

合成孔径聚焦成像、干涉成像等；从成像系统对样品

的成像方式上可以分为透射成像和反射成像等；在

实际应用中需求的是快速成像、被动成像；从太赫兹

源的类型上分为连续波成像和脉冲波成像等。本文

讨论了目前采用最多的连续波成像和脉冲成像，对

两种成像方法进行了对比，并报道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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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连续太赫兹波成像技术

连续太赫兹波成像发展较早，可追溯到２０世纪
七十年代，最早的连续太赫兹波成像系统采用气体

激光器作为太赫兹源，辐射热探测计作为探测

器［１２］。连续波成像可以成为结构紧凑、简单、快

速、廉价的成像系统，但是使用频率固定的辐射源和

单独的探测器时，不能提供探测目标的频域和时域

信息［３］。２００３年，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太赫兹研究
中心的张希成教授等人为了检测哥伦比亚号航天飞

机失事的原因，建成了第一套小型化、便携式太赫兹

连续波成像系统，实验表明，太赫兹成像技术在无损

检测方面优于Ｘ射线检测、超声波检测等目前常用
的检测方法［４］。２００５年，Ｎ．Ｋａｒｐｏｗｉｃｚ等构建了可
应用于机场安检的小型化的太赫兹透射和反射成像

系统，太赫兹源为０．２ＴＨｚ的耿氏振荡器，探测器为
肖特基二极管，并对隐藏有刀具的公文包进行了透

射成像［３５］。近年来，一些新型的连续太赫兹波源

也被应用于连续波太赫兹成像系统中，如Ａ．Ｄｏｂｒｏ
ｉｕ等人［６］采用输出波束质量好和发射功率高的返

波管作为太赫兹源，提高了图像的对比度和信噪比；

采用量子级联激光器［７］和自由电子激光器［８］作为

太赫兹源和使用焦平面探测器阵列的实时成像太赫

兹波成像系统已被开发出来。但是，返波管，尤其是

自由电子激光器比较笨重，而量子级联激光器需要

运行在极低的温度下，这些因素限制了它们的应用。

从上述工作可知，人们对连续太赫兹波成像技

术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９］，开发新的太赫兹辐射

源和探测器仍然是当今面临的主要挑战［１０１１］。许

多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发展廉价、快速、灵敏度高、室

温适用的探测器。一般可用于太赫兹探测的探测器

有：（１）辐射热计，需要工作在液氦温度下；（２）热释
电探测器，利用热释电效应来探测电磁辐射；（３）高
莱探测器，根据气体热膨胀效应探测辐射原理制作；

（４）肖特基二极管，利用金属半导体接触形成的肖
特基势垒制作，按工作方式不同，可分为零偏压式和

外加偏压式；（５）光电导探测器［６］。目前在室温条

件下工作的连续太赫兹波探测器有肖特基二极管、

热释电探测器和高莱探测器。其中，肖特基二极管

的探测速度极快，但其噪声等效功率（ＮＥＰ）只有
１０－１０Ｗ／Ｈｚ１／２［１１］，理论上，肖特基二极管可以探测
到１．５ＴＨｚ以上，但是它的灵敏度会降低，且本地振
荡器的功耗很大［１２］；热释电探测器和高莱探测器有

大的光谱响应范围（约为０．１～１０ＴＨｚ）和低的ＮＥＰ
（低于１０－１０Ｗ／Ｈｚ１／２），但是它们的响应时间较长，

调制频率被限制在几十个赫兹［１３］。最重要的是，所

有商业化的太赫兹探测器都非常昂贵。

辉光放电探测器（Ｇｌｏｗ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简称
ＧＤＤ），早先用于微波、毫米波等其它波段的电磁辐
射的探测，是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太赫兹探测器。

它的优点有：可以在室温下使用，价格低廉（仅有几

美分），有很高的电学耐受性，响应时间快（１４～１００
ｎｓ），ＮＥＰ低（低于１０－１０Ｗ／Ｈｚ１／２），光谱响应范围广
（从微波到Ｘ射线），动态范围大［１３１８］。气体放电通

常包括汤森放电、亚辉光放电、辉光放电、异常辉光

放电及电弧放电。ＧＤＤ探测太赫兹波是利用其中
的辉光放电和异常辉光放电区。汤森区域的起始阶

段，由外电离源产生起始电子，这时载流子浓度可以

忽略不计，因此，放电电流非常微弱。在汤森区，氖

原子电子的能量不够高，此时ＧＤＤ几乎探测不到太
赫兹波。在亚辉光放电区，放电形成的脉冲超过

１０Ｖ，该背景噪声远大于太赫兹信号，致使信号被噪
声覆盖，因此该区域也不能用来探测太赫兹波。弧

光放电区，较高的放电电流产生的高温会引起很大

的热噪声，并且高温下ＧＤＤ工作不稳定。而在辉光
放电区和异常辉光放电区，多数氖原子中的电子已

被激发到较高的能级，易吸收一个或几个太赫兹光

子而发生电离。新产生的电子增加了电路中的电

流，电流的增量正比于太赫兹波的功率，因此工作在

辉光放电区和异常辉光放电区的 ＧＤＤ可以用来探
测太赫兹波。

１．１　连续太赫兹波成像系统
实验采用的连续波成像系统如图１所示。图中

的连续波源为耿氏振荡器（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ＤｉｏｄｅｓＩｎｃ．），辐
射太赫兹波的频率是０．１８７ＴＨｚ，功率为４０ｍＷ。

图１　太赫兹连续波成像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ＴＨｚ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ＤＤ．
　

太赫兹波被斩波器调制，频率为９００Ｈｚ。用焦
距为６６ｍｍ的 ＨＤＰＥ透镜 Ｌ１将太赫兹波聚焦，将
样品放置在焦平面上。从样品透过的太赫兹波被另

一个焦距为６６ｍｍ的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透镜
Ｌ２聚焦到氖灯ＧＤＤ上。当太赫兹波作用于氖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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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电气体时，会引起氖灯两端的电压变化。通过

交流耦合器去除氖灯两端的直流电压后，将由太赫

兹波引起的交流电压信号经过滤波器和放大器后输

入锁相放大器中。成像样品固定在二维电动平移台

上，用电动平移台来控制样品的运动，使太赫兹光束

对样品进行逐点扫描。计算机将记录下在每个位置

处的太赫兹功率，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重新构建样品形貌。
成像系统的实验装置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太赫兹连续波成像装置图
Ｆｉｇ．２　ＣＷＴＨｚｗａ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太赫兹成像系统的空间分辨率与太赫兹光斑的

大小有关。由于耿氏振荡器的频率为０．１８７ＴＨｚ，
对应的太赫兹波的波长约为 １．６ｍｍ，使用普通
ＨＤＰＥ透镜聚焦的太赫兹光斑直径不会小于 １．６
ｍｍ。利用焦热电阵列相机检测了样品位置处和探
测器位置处的太赫兹光斑的形状，两处的光斑均是

高斯型能量分布的圆形光斑，说明光路准直良好，满

足成像的要求。聚焦的太赫兹光斑的直径约为 ２
ｍｍ，那么由瑞利判据决定了成像系统的空间分辨率
约为２ｍｍ。
１．２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中分别使用 ＧＤＤ和肖特基二极管进行太
赫兹成像探测，并对成像效果做了对比，两次实验中

除了探测器其他实验仪器不做任何改变。成像样品

是带金属图案的ＰＥ板，如图３所示。

图３　带金属层的ＰＥ板图像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ｏｆＰＥｐ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ｌｔａｐｅｐａｔｔｅｎ

　

由实验结果知，利用ＧＤＤ和肖特基二极管所获
样品的太赫兹图像的分辨率、对比度相当，说明研制

的ＧＤＤ可以作为太赫兹成像系统的探测器，由于价

格低廉，可以用于制作低成本的太赫兹成像系统。

２　脉冲太赫兹波成像技术

１９９５年，Ｂ．ＢＨｕ等在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中
增加了二维扫描平移台移动成像样品，首次实现脉

冲太赫兹波成像，并成功观察到封装后的大规模集

成电路芯片的内部结构和树叶的脉络结构 ［１９］。这

种成像方法可以获得物质的光谱信息，因此不仅能

够对样品的形貌进行重构，而且能够对物质的种类

进行甄别。２０００年，第一套商业化的脉冲太赫兹波
成像系统面世。２００６年，美国 Ｐｉｃｏｍｅｔｒｉｘ公司［２０］开

发了一种脉冲式太赫兹成像仪 ＱＡ１０００，在成像的
同时利用物质的太赫兹光谱信息鉴别物质。脉冲太

赫兹波成像系统的光路较复杂，扫描慢，通常对一个

１０ｃｍ×１０ｃｍ的物体成像需要５个小时以上，因此
其成像速度有待提高。

脉冲太赫兹波成像系统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太

赫兹时域光谱系统可以获得被测样品与太赫兹波作

用之后的携带有样品信息的太赫兹时域波形，通过

傅里叶变换，可以获得样品的太赫兹频谱，从而可以

获得样品的强度和相位信息。在太赫兹时域光谱系

统中加一个二维电动平移台，控制待测样品在太赫

兹波的焦平面上进行二维逐点扫描，同时记录透射

或反射太赫兹波的强度和相位的二维信息，经过频

谱分析，可以获得各个频率下样品上各点的相位信

息和幅值信息，从而重构样品的图像。

２．１　脉冲太赫兹波成像系统
实验所采用的透射式太赫兹脉冲成像系统的光

路示意图见图４。系统主要包括飞秒激光器、太赫
兹波产生部分、太赫兹波探测部分、延迟装置及样品

二维平移装置五部分。实验装置见图５。

图４　透射型太赫兹脉冲成像系统光路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ｚｐｕｌ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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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透射型太赫兹脉冲成像系统装置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ｚｐｕｌ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

　

本实验采用自行研制的ＳＩＧａＡｓ光电导天线作
为太赫兹源，ＭａｉＴａｉ激光器作为光源，发出的激光脉
冲波长为 ８００ｎｍ，宽度为 ６０ｆｓ，重复频率为 ８０
ＭＨｚ。激光脉冲被８００ｎｍ的介质全反镜（Ｍ１、Ｍ２）
反射后通过分束镜（ＣＢＳ）分为两束，光功率为 ９５
ｍＷ的激光束作为泵浦光，光功率为５ｍＷ的激光
束作为探测光。泵浦光经过时间延迟系统 Ｍ３、Ｍ４
后入射到反射镜Ｍ５上，经反射后穿过透镜（Ｌ１）被
聚焦到ＧａＡｓ光电导天线（ＰＤＡ）的两电极间隙，光
电导材料中的光生载流子在偏置电场的作用下加速

运动产生太赫兹脉冲。太赫兹脉冲经过离轴抛物面

镜（ＰＭ１）准直、ＰＭ２聚焦到成像样品上，透射的太
赫兹波被ＰＭ３收集并准直、通过ＰＭ４聚焦后透过Ｓｉ
片聚焦到１ｍｍ厚的 （１１０）晶向的电光晶体 ＺｎＴｅ
上。探测光脉冲经反射镜（Ｍ６、Ｍ７、Ｍ８）反射，经过
透镜Ｌ２聚焦后，经 Ｓｉ片反射聚焦在 ＺｎＴｅ晶体上。
没有太赫兹脉冲信号时，调节四分之一波片（ＱＷＰ）
使经过沃拉斯顿棱镜（ＷＬ）后分出的两束偏振化方
向互相垂直的偏振光光能相同，这时平衡探测器

（ＢＤ）的输出电流或电压为零，锁相放大器的输出信
号为零。当光电导天线发射太赫兹脉冲时，太赫兹

脉冲与线偏振的探测脉冲共线地通过电光晶体

ＺｎＴｅ，太赫兹辐射场改变了电光晶体的折射系数，
使电光晶体具有双折射性质。线偏振的探测光经过

电光晶体后，变为椭圆偏振光。测量探测光的椭圆

度就能够获得太赫兹辐射的电场强度。由于太赫兹

脉冲的宽度为几 ｐｓ，而探测光脉冲的宽度仅为 ６０
ｆｓ，通过延迟系统改变探测脉冲和太赫兹脉冲之间
的时间差就可以利用探测脉冲的偏振变化将太赫兹

脉冲的时域波形描绘出来。实验中样品被安放在二

维平移台上，置于 ＰＭ２的焦平面上。利用二维平移
台对样品进行线性扫描，能够在ＸＹ平面上每一空间
点上获得带有样品信息的透射太赫兹波的时域波形。

经傅立叶变换后得到相应的太赫兹频谱。将每个点

对应的某个选定频段的振幅或相位信息提取出，即可

形成一个与样品位置对应的二维（Ｘ×Ｙ）矩阵，利用
灰度成像即可获得相应的振幅图像和相位图像。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成像样品为一金属环，尺寸为１２ｍｍ×２４ｍｍ。

图６和图７分别是扫描过程中任意位置处获得的透
射太赫兹波的时域波形和由傅里叶变换获得的相位

谱和振幅谱。提取各点上太赫兹时域波形和频谱的

幅值进行成像，如图８所示，能够清晰看到金属环的
原貌。为了表征不同频段太赫兹波的成像效果，提

取太赫兹频谱中不同频率下的振幅和相位分别成

像，所获得的振幅图像和相位图像如表１所示。

图６　时域波形
Ｆｉｇ．６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

　

图７　相位谱和振幅谱
Ｆｉｇ．７　Ｐｈａ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表１　不同频率下的振幅成像和相位成像结果
Ｔａｂ．１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成像方法 ０．２ＴＨｚ０．４ＴＨｚ１．０ＴＨｚ１．５ＴＨｚ２．０ＴＨｚ

幅值成像

相位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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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金属环脉冲成像
Ｆｉｇ．８　ＴＨｚｐｕｌ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ｒｉｎｇ

　

由振幅成像的结果可知，随着频率的增加，太赫

兹光斑变小，图像的分辨率提高；但是太赫兹波的幅

值在０．４～１．０ＴＨｚ处较大，然后随着频率的增加迅
速降低，所以１．５ＴＨｚ和２．０ＴＨｚ频段获得的太赫
兹图像的对比度降低。从相位图中可以看到，当频

率较低的时候，在金属环的中部有一块方形的黑色

物质，这是用于固定金属环的胶带。该物质对低频

段的太赫兹波表现出较大的影响，在较高的频段对

相位的影响较小。因此，根据脉冲成像的幅值图像

和相位图像可以较全面的获得样品的信息。

３　脉冲成像与连续波成像比较

脉冲太赫兹波成像与连续波太赫兹成像均有各

自的优缺点，同时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具体表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１）系统的复杂程度
连续太赫兹波成像系统中，如果采用体积较小

的耿氏振荡器作为太赫兹源和肖特基二极管作为探

测器，整个成像系统较为简单、体积小、成本低；脉冲

太赫兹波成像系统需要使用价格较为昂贵的飞秒激

光器作为光源，并且光路复杂，成本高，一般体积

较大。

２）成像效果
采用一般的光学聚焦元件只能将太赫兹波聚焦

成直径等于波长大小的高斯光斑，因此在二维平移

台的步长足够精密的前提下，系统的分辨率与太赫

兹波波长成反比。太赫兹波的频率越高，图像的分

辨率就越高。对于连续波太赫兹源，如基于电子学

原理工作的器件，其频率一般小于１ＴＨｚ，并且随着
频率的增加，辐射太赫兹波的功率急剧减小。虽然

基于光学原理工作的太赫兹激光器可以产生高频的

太赫兹连续波，但是这些器件的体积庞大、成本较

高。相比而言，脉冲太赫兹波成像系统中的太赫兹

源可以发射０．１～３．０ＴＨｚ甚至更宽的宽频太赫兹
辐射，使用高频段的太赫兹波成像，可以获得较高的

空间分辨率。

使用一个太赫兹源和探测器的连续太赫兹波成

像系统仅能给出反射太赫兹波或透射太赫兹波的强

度信息，因此只能进行强度成像。而脉冲太赫兹波

成像系统可以获得振幅和相位信息，在获得物体的

形貌的同时可以对物质的种类进行甄别，同时可以

获得物体的深度、折射率等信息。

３）成像速度
连续太赫兹波成像系统只需读取各个位置处的

太赫兹波强度信息，因此数据采集速度很快；但是脉

冲太赫兹波成像系统中在每一个位置都要扫描一个

完整的太赫兹时域波形，数据采集速度慢。如在图

３的实验中，对一个４０ｍｍ×７０ｍｍ的物体采用连
续太赫兹波成像，扫描步长为０．５ｍｍ，仅需大约５
ｍｉｎ。而在图８的实验中，对一个１２ｍｍ×２４ｍｍ的
物体采用脉冲太赫兹波成像，扫描步长也取０．５ｍｍ
时，耗时１０ｈ以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结合

两种成像方式的特点来选择成像的系统。脉冲太赫

兹波和连续太赫兹波成像的对比见表２。

表２　连续和脉冲太赫兹成像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Ｈｚｗａ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ｄＴＨｚｗａ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类别 连续太赫兹波成像 脉冲太赫兹波成像

花费／美元 ［２１］ 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系统复杂程度 低 高

重量／ｋｇ ≈３ ≈１０

速度／点·秒 －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数据复杂程度 低 高

光谱信息 无 有

深度信息 无 有

折射率信息 无 有

４　结　语

本文介绍了太赫兹脉冲成像和连续成像技术，

报道了研制的利用 ＧＤＤ作为探测器的连续太赫兹
波成像系统，以及利用 ＧａＡｓ光电导天线作为脉冲
太赫兹源的脉冲太赫兹波成像系统的成像结果。结

果表明，ＧＤＤ作为太赫兹连续波探测器具有成本
低、信噪比高、成像速度快的特点，适合于机场安检

等领域的快速成像；基于 ＳＩＧａＡｓ光电导天线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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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脉冲波成像系统不仅能够对物体进行幅值成

像，而且能够进行相位成像，从而对物质的种类进行

甄别，但是成像速度慢、光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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