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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几种不同的实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超短脉冲激光与固体靶相互作用产生

的超热电子的行为 ,发现在800 nm ,5×1015 W/cm2 的激光与固体靶相互作用时 ,由于

共振吸收的作用使产生的超热电子呈空间定向发射 ,发射的方向与等离子体对激光

能量的吸收密切相关 ,同时超热电子的发射也与超热电子的电子能量有关 ,能量越高

发散角越小.超热电子的能谱显示超热电子的最大能量大于500 keV ,能谱结构呈双

温Maxwell分布.

关键词　　超短脉冲激光　超热电子　“快点火” 　惯性约束核聚变

Tabak等提出的“快点火”惯性约束核聚变(ICF)的方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1] .此方案

的核心内容是将压缩过程与点火过程分离:在靶丸的预压缩阶段里 ,利用大空腔 、长脉冲 、缓慢

等容压缩形成低温高密度的DT 等离子体球;在穿孔阶段 ,在一束超短脉冲强激光的作用下 ,

有质动力排开晕区等离子体产生隧道并在高密区“打洞” ,将临界密度面推向靶芯;在点火阶段

里 ,后续的超短脉冲从小“洞”进入靶芯 ,在临界密度面上形成能量为MeV的超热电子 ,这些电

子进入靶芯并点燃 DT 核燃料 ,引起热核反应.显然 ,超热电子在快点火的整个过程中是直接

的点火物质 ,其能量的高低 、产额的多少以及其发射方向等都对“快点火”方案极其重要.所以

在实验室中研究超短脉冲强激光与靶物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超热电子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意

义[ 2] .

在对超热电子的出射角度研究方面 ,Rousseaus
[ 3]
利用纳秒激光脉冲与靶相互作用 ,发现超

热电子在激光的传播方向有很强的发射;Malka[ 4～ 6]利用相对论飞秒激光脉冲(I >1019 W·

cm-2)与固体靶相互作用 ,发现由 J×B加热[ 7]产生的能量大于MeV的超热电子的出射方向也

在激光的传播方向;而 Bastiani[ 8]则利用非相对论强度的飞秒激光脉冲斜入射固体靶 ,在无预

脉冲时观测到超热电子在激光的正反射方向有定向发射;Sentoku[ 9]利用数值模拟 ,在强相对论

激光条件下只考虑 Brunel[ 10 ,11]的“真空加热”吸收机制 ,预言 P 偏振斜入射激光所产生的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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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定向发射方向在靶的法线方向和激光的正反射方向之间 ,并且激光强度越高 ,电子的定向

发射越接近正反射方向.综上所述 ,超短脉冲激光与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超热电子的出射方

向至今尚无定论 ,尤其是在非相对论条件下(I λ2 ≤1018 W·μm2·cm-2)的激光等离子体的超热

电子出射方向目前尚无肯定的实验结果.

对超热电子能谱的测量方法有许多 ,主要有复合靶的 Kα线法[ 12] 、高能离子测量法[ 13]及

硬X射线法[ 14]等 ,但最直接的方法仍是利用电子磁谱仪进行测量.Malka[ 4] 和 Key[ 15] 等人在

强相对论条件下进行了相应的实验 ,测量得到的超热电子温度高达几百 keV;Bastiani测量了非

相对论条件下不同等离子体密度标长的电子能谱 ,得出超热电子的温度与密度标长密切相关 ,

同时认为对激光能量的吸收机制主要为共振吸收 ,但观测到的超热电子的出射方向与之并不

完全符合.另外 ,由于在已发表的文献中均采用几个半导体探测器记录能谱 ,既影响了谱仪的

能量分辨 ,又不能测定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电荷分离势对射出靶面的超热电子的影响.

本文一方面观测到超热电子的定向发射及其发射方向与能量吸收的关系 ,另一方面将能

谱的测量区域扩展 ,测量到电荷分离场对超热电子能谱的影响.

1　实验布置
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光物理开放实验室的钛宝石飞秒激光装置上进行的.此

激光器输出的中心波长为 796 nm ,单发能量 5mJ ,脉冲宽度 150 fs ,频率10 Hz ,聚焦后的激光强

度可达5×1015W/cm2.

打靶激光通过镀有 796 nm 增透膜的窗玻璃由聚焦透镜以 45°角聚焦到平面靶上.采用固

体平面靶 ,由步进电机控制靶的三维移动 ,使入射的每一发激光都能打到新鲜的靶面上.激光

的聚焦情况可以由针孔相机+CCD在监视器上观察 ,也可以由靶电流的大小和γ谱仪所记录

到的γ射线的强度来进行判断.

实验中采用Al靶 ,靶面的不平整度小于1μm ,利用能量卡计来测量对激光能量的吸收 ,利

用 γ谱仪来测量超热电子与靶物质轫致辐射后所出射的γ射线(利用γ射线能谱也可以推断

超热电子的温度).电子磁谱仪在靶面的法线方向记录 ,用来测量在此方向出射的超热电子的

能谱.电子磁谱仪的入射立体角为 10-3 ,探测器部分的外侧用 5 mm厚的铅屏蔽(在其前方还

挡有一层聚乙烯材料),我们在实验中采用对日光不灵敏且相对容易分析的 LiF 探测器对超热

电子进行记录 ,这样就可以先测量磁场所提供的整个能区中的出射超热电子的能谱而不仅仅

是能谱的高能部分.LiF 在室温下几乎不衰退 ,并且平均原子序数低 ,所以 LiF 中沉积的能量

在很宽的能量范围内与辐照量密切相关.同时 ,Fowler
[ 16]
所给出的 LiF 的能量响应曲线在我

们感兴趣的0.1 ～ 1.0MeV的能量范围内相差仅 5%.因此可以在较小的误差范围内对记录结

果进行修正 ,得到出射的超热电子的准确的能谱.

热释光 LiF 探测器在 10 ～ 500 keV能量区域对偏转后的电子进行记录.实验中所采用的

LiF 的厚度为 20μm.质量碰撞阻止本领按照 Bethe , Rohrlich和Carlson的理论推导可用下式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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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 NA =6.02252×10
23

mol
-1
, r e=2.818×10

-15
m 是电子的半径 , I 是平均激发能 ,MA 是物质

的摩尔质量.

超热电子的角度分布我们采用 Al膜覆盖下的照相乳胶探测器[ 17] ,乳胶的厚度为 20 μm.

Al膜的厚度分别为 3和 18μm ,能探测的超热电子的能量分别为 E k>20 keV 和 Ek>50 keV.

散射的激光不能透过 Al膜而在胶片上感光 ,在靶表面产生的硬X射线由于对乳胶的穿透能力

较强 ,其光电截面和相同能量的电子电离截面相比小很多 ,因此其感光的能力也应很弱.对此

我们进行了专门的对比实验:将覆盖有 18μm的 Al膜的乳胶探测器置于入射激光的正反射方

向 ,在有无磁场的情况下各打靶 3600发(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可以去掉 500 keV 以下的超热电

图 1　由超热电子(A)和γ射线(B)在胶片上所产

生的黑度的比较

上图为胶片实物 ,下图为黑度仪处理的黑度分布图

子),感光黑度有极大的不同 ,无磁场时胶片已饱

和 ,有磁场时黑度仅增加 5%(图 1),因此 ,在较少

发次的实验中 ,可以认为乳胶上黑度的产生是由

超热电子产生的 ,所以 ,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判断

超热电子的角度分布.照相乳胶经显影 、定影处

理后 ,利用扫描仪扫描 ,再利用分析软件生成黑度

分布强度图以便于分析结果.

2　实验结果
2.1　超热电子的角度分布

将装有照相乳胶的暗盒做成弧形 ,安放在入

射平面上 ,使胶片上的每一点到焦点的距离一致.

图 2是 18 μm的 Al膜覆盖下的乳胶的感光黑度

分布图 ,其打靶发次为 1600发 ,曲率半径为 6 cm ,打靶激光为 P 偏振 ,有 50 ps的预脉冲 ,预脉

冲的强度为主脉冲的 8%,足以形成较大尺度的等离子体 ,从图中可以看到 ,超热电子是定向

发射的 ,且在这种实验条件下 ,电子的发射方向集中在靶面的法线方向.

图 2　有 50 ps预脉冲时能量大于 50 keV的超热

电子的空间分布(45°为靶面的法线方向)

改变等离子体的条件可以研究超热电子的出射方向与等离子体对激光能量吸收的关系.

实验发现有50 ps的预脉冲时等离子体对激光的能量吸收最大 ,无预脉冲时能量吸收最小.为

此我们取消预脉冲 ,在等离子体对激光能量吸收

最小的条件下重复上面的实验.图 3为无预脉冲

时超热电子的角度分布图(其他条件同图 2),由

图中可得在无预脉冲的条件下超热电子的出射方

向改变为入射激光的正反射方向.

图4为无预脉冲条件下 3 μm Al膜记录到的

超热电子角度分布 ,曲率半径为 4 cm.由于采用

了适当的打靶发次 ,使图 3和 4的黑度峰值相近 ,

且都未达到饱和 ,这样就可以分析不同能量区域

的超热电子定向发射的发散角问题.由图 3和 4

同时考虑各自的曲率半径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

结论:超热电子的能量越高定向发射的发散角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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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图 3　无预脉冲时能量大于 50 keV 的超热电子的

空间分布(90°为正反射方向)

图 4　无预脉冲时能量大于 20 keV的超热电子的空

间分布(90°为正反射方向)

Bastiani利用电子磁谱仪观测到在无预脉冲时在入射激光的反射方向有能量大于 20 keV

的超热电子的定向发射 ,发射方向在入射激光的反射方向 ,在加了 6 ps的预脉冲过后 ,定向发

射消失.我们在能量吸收与等离子体密度标长关系的实验中 ,利用能量卡计观测到在 300 ps

预脉冲的范围以内 ,有3个能量吸收峰 ,分别在6 ,50和180 ps.采用50 ps的预脉冲时 ,电子的

定向发射在法线方向;去掉预脉冲后 ,观测到超热电子的定向发射方向为接近入射激光的正反

射方向.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超热电子的定向发射方向与等离子体对激光能量的

吸收密切相关 ,能量吸收越强 ,超热电子的定向发射越接近靶面的法线方向.

2.2　超热电子的能谱

图5和 6为记录到的出射超热电子的能谱 ,探测方向在靶的法线方向 ,加有 50 ps的预脉

冲.其中图5为不同能量的超热电子所对应的 LiF 探测器上的辐照度 ,图 6为超热电子的能

谱.打靶发次为 12000发.500 keV处的辐照度为 12μGy ,而 LiF 探测器的本底为 1.2 μGy 左

右.为检验 LiF 上的记录确为电子所造成的 ,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试验 ,在对应偏转后电子的能

图 5　在靶的法线方向记录到的超热电子在不同

能量位置的 LiF剂量片上所生成的剂量

图 6　在靶的法线方向出射的超热电子的能谱

量为 20 keV的 LiF上覆盖70μm的Al膜 ,结果发现LiF 的辐照度降低为几个微戈瑞(未覆盖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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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时为毫戈瑞量级),这表明在磁谱仪中的 LiF 的辐照度主要由电子产生.同时 ,为检验硬 X

射线对磁谱仪中的 LiF的辐照度的影响 ,我们在一次实验中未加铅屏蔽 ,结果发现所有 LiF 的

辐照度增加了十几个微戈瑞 ,这表明在正式的实验中对硬 X射线进行了很好的屏蔽.

由超热电子的能谱可以看到 ,由于 500 keV处的辐照度远大于 LiF 本底的剂量 ,表明出射

的超热电子的最大能量超过 500 keV;经能量响应修正后 ,能谱的峰值出现在 50 keV附近 ,这

表明激光与靶物质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呈准Maxwell分布的超热电子 ,会受到强的静电分离场的

作用 ,其中超热电子的低能部分会受到分离场的作用而回到靶面 ,这就使能谱的峰位并不在最

低能处.

磁谱仪记录到的超热电子能谱可以用两个温度来拟合 ,能谱的低能端用Maxwell分布拟合

图 7　超热电子经靶物质轫致辐射所产生的硬 X

射线的能谱

得到这群电子的温度为 10 keV 左右;高能端用

Maxwell分布拟合得到这群电子的温度约为 70

keV左右.我们同时测量到超热电子向靶内轫致

发射所产生的硬X射线的能谱(见图 7)并对能谱

进行了拟合 ,和电子谱仪的结果相似 ,发现两群超

热电子的温度与磁谱仪的拟合结果几乎一致 ,这

就证明靶面受到激光脉冲作用后向靶面内外发射

的两群超热电子具有相同的能谱 ,但向外发射的

电子由于受到电荷分离场的作用而使能量小于

50 keV的超热电子几乎又都返回了靶面.

将整个能谱积分 ,得到大于 10 keV的超热电

子的总计数大于 200每发.而在相同的角度 、相同的立体角利用NaI γ谱仪记录到的能量大于

10 keV的硬X射线的总计数仅为约 0.3每发 ,可见出射的超热电子的总数比硬 X射线的光子

总数高约 3个量级.

3　结果讨论

从超热电子的出射方向及其与能量吸收的关系 ,我们可以认为等离子体对激光能量的主

要吸收机制为共振吸收[ 18] .P 极化光斜入射平面靶时 ,激光光束会在等离子体中传播并弯曲

反射 ,如在临界密度面附近发生反射 ,则临界密度面会对激光强烈吸收 ,激发电子等离子体波

并在密度梯度的方向对电子加速 ,形成法线方向的电子流.在产生共振吸收的条件不满足时 ,

电子在激光场中则受到电场的加速而沿电场方向出射[ 17] .因此 ,随着对激光能量吸收强弱的

变化 ,这两种作用相互竞争 ,最终导致出射方向随对激光能量吸收的变化.

由于激光于靶面相互作用时在焦点附近的电子的运动速度远大于离子的速度 ,因此必然

会形成一个电荷分离场 ,由电子能谱可以推知电荷分离场的最大值应大于 50 keV ,当然由于激

光作用的不均匀性会使电荷分离场各处并不均匀.电荷分离场的大小还可以通过以下电容器

模型的方法进行估算:设电荷分离后形成一个空间电容器 ,我们用针孔相机+CCD探测到焦斑

约为 20μm ,而激光作用后的大部分低能电子与靶面的距离约为 0.16μm 左右 ,则形成的真空

电容器其电容为 7×10-15 F ,我们利用示波器记录到的靶电流波形经推算得到靶面上每发超

热电子损失为 6.5×109 个 ,则电容器的电位就是 60 kV ,这也就是电荷分离场的值 ,它与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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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的观测结果一致.

关于超热电子能谱的双温 Maxwell分布 ,可以如下解释:当密度标长 L <λ时 ,由共振吸收

所决定的超热电子温度定标率[ 19] :Th =6×10-5[ I λ2(W·cm2·μm-2)] 0.33 ,得到电子温度为 9

keV ,这就是低能超热电子温度;当密度标长 L >λ时 ,由共振吸收所决定的超热电子的温度的

定标率
[ 20]
为:Th=2.5×10

-7
[ Iλ

2
(W·cm

2
·μm

-2
)f k 0L]

0.5
,其中 f 是能量吸收系数 , k0 是激光

在真空中的波数.利用能量卡计测量得到的能量吸收系数约为 30%,则对实验条件下的计算

结果为50 keV.另外 ,由于激光在大密度标长等离子体中有自聚焦现象 ,必然加大激光强度而

使部分电子温度升高 ,这就基本与高温超热电子的温度一致了.但由于自聚焦的不可控性 ,必

然使之对超热电子的加热不均匀 ,所以电子能谱的高能部分并不是严格的 Maxwell分布 ,这与

我们测量的能谱曲线也是符合的.

4　结论
在800 nm ,5×1015 W/cm2 的斜入射激光与固体靶相互作用时 ,所产生的超热电子呈空间

定向发射 ,发射的方向与等离子体对激光能量吸收密切相关:当无预脉冲时能量吸收较小 ,超

热电子的发射方向接近入射激光的正反射方向;当有 50 ps预脉冲时能量吸收最大 ,超热电子

的发射方向为靶的法线方向.另外定向发射电子的发散角与电子能量有关 ,能量越高发散角

越小.

在上述的激光条件下利用电子磁谱仪测量了出射的超热电子的能谱 ,测量到超热电子的

最大能量大于 500 keV;能谱结构呈双温Maxwell分布;能谱的峰值出现在 50 keV附近 ,并由此

推算出电荷分离场的值为 50 k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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