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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磁左手材料调控电磁波的偏振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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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各向异性的电磁介质板的反射。电磁波的偏振状态可以被任意地调节，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完全反转．本文在微
波测量系统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测量偏振反转的实验，在特定的频率观测到了偏振反转的极大值．另外还提出了一个提高偏振反转
率的方案并通过实验验证了其有效性．通过转移矩阵方法计算得到了偏振反转的理论结果并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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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是电磁波的一个很重要的性质，人们总希望

磁波在非远场的偏振反转率．

可以完全调控电磁波的偏振状态．近年来出现的电磁

１偏振反转的理论模型

左手材料，是一种人工制备的具有负介电常量…和磁
导率的新型材料，具有许多奇异的电磁特性，如任意

偏振反转的物理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模

相位反射、反多普勒效应、完全光子带隙等悼１．最新的

型来理解Ｈ Ｊ．本实验中采用的各向异性的介质板可以看

研究已经证明¨－，经过一块具有各向异性参数的左手

作一块有等效对角磁导率张量肛的介质，其／Ｉ，。。＝１＋７０／

材料板的反射，电磁波偏振状态可以被任意地调节，

（１２．７１２一，２），肛。＝ｌ＋２２／（６．８２一ｆ ２）（共振频率分别为

在一定条件下转到与原先完全垂直的方向，称为偏振

１２．７１ ＧＨｚ、６．８

反转．本文在微波测量实验系统的基础上，自行设计

波入射到各向异性介质板表面，如图ｌ（ａ），图１（ｂ）是该

并搭建了一个测量电磁波偏振转变的实验装置，利用

介质板的表面结构示意图．入射电磁波的电场分解为沿

已有的各向异性左手介质板样品测量了微波波段电

茗，，，轴的两个分量，Ｅｉ＝ｇ，ｅ，＋Ｅｙｅ，，由于ｐ的各向异性，

磁波的偏振反转率；然后又针对具体的实验条件，提

ｘ，ｙ方向的反射相位不同，当满足一定条件时Ｉａｄ，，一

出了一个对波源进行偏振化的改进方案，提高了电

△币，ｌ＝丌，反射波为层，＝Ｅ，Ｐ：一Ｅ，Ｐ，，特别地，当Ｅ，＝

ＧＨｚ），ｐ。＝１，占＝１．设一束线偏振的电磁

啪
蛐

。

（ａ）左手介质板和入射渡的几何模型

咖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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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电磁波在￥枷方向上的反射相位
（ｂ）反射扳的表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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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Ｅ。时，反射波的偏振方向就与入射波完全垂直，

第二步是测量反射波中的偏振反转部分．利用喇

电磁波的偏振被完全反转．我们利用ＦＤＴＤ模拟

叭型天线的偏振性质（这种天线只能接收电场与喇

（ＦＤＴＤ计算是利用英国的Ｖｅｃｔｏｒ Ｆｉｅｌｄ公司的Ｃｏｎ－

叭短边平行的近似线偏振波），我们将接收端的喇叭

４．０完成的）和转移矩阵方法（ＴＭＭ）计算得出

旋转９００，使其探测的本征模式与源发出的模式处在

了茹，，，两个方向上的反射相位与频率的关系，并计算

正交的状态下．实验上可以看到，对于普通的金属板

了相应的偏振反转率（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反射，两个喇叭平行和垂直放置，接收到的信号功率

ＰＣＲ）．由图１（Ｃ）、（ｄ）可以看到，在对应共振频率处，

之比在３个量级以上，说明喇叭具有良好的线偏振

Ｉ△币，一△咖，Ｉ＝霄，相应的ＰＣＲ达到了最大值．

性，可以用来测量偏振反转的波的功率．

ｃｅｒｔｏ

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实验装置的设计和搭建

２．１微波测量仪器

第三步是通过测到的反射波功率得到偏振反转
率ＰＣＲ．在本实验中用的ＹＭｌｌ２３信号源发射功率随
频率有很大的变化，在几个频带中还出现断点（输出

本实验主要利用实验室已有的微波信号源和测

功率突然降到很小的数值），这给实验带来了很大的

量装置”ｏ激发和测量电磁波的功率，在这个基础上

困难．考虑到这种输出的不稳定，我们首先测量在金

观测偏振反转．用到的主要仪器有ＹＭｌｌ２３微波信号

属板上反射波的功率与频率的关系，作为Ｐ。。。，然后在

源、ＧＸ２Ｂ小功率计、ＹＭ３８９２选频放大器以及喇叭形

不改变两个天线与板的距离和入射角度的情况下，将

天线．另外辅助测量的器材有３ ｃｍ标准矩形波导、波

接收端天线转９０。以接收被反转的波，再测一次反射

导架、铁架台、扭波导等．

信号与频率的关系记为Ｐ刚最后由理论公式ＰＣＲ＝

２．２搭建测量偏振反转率的装置

ｐ．。／ｐ。。得出结果．

本实验是基于波导测量系统的．所以实验的第一
步就是把波导中激发的微波耦合到自由空间中来，得
到线偏振的平面波．我们利用金属的喇叭型天线，接在
ＹＭｌｌ２３微波源的激发端，将波导模式转换成为定向平

３验结结果和讨论
３．１偏振反转率（ＰＣＲ）与频率的关系
由于实验上不可能将源和接收端两个天线重合实

面波模式，经过各向异性板的反射后，在接收端用另一

现正入射，我们取对称性比较高的参数０＝毋＝４５。，两

个一样的天线将接收到的电磁波导入ＧＸ２Ｂ小功率计

个喇叭距离板１０ ｃｍ，如图２（ａ）．固定喇叭的位置，改

进行测量．实验示意图如图２（ａ），其中０和咖由固定

变频率分别测未反转的输出功率和反转信号功率，频

在水平实验台上和反射板背面的极坐标纸测得．图２

率范围（７．４—１２．５ ＧＨｚ）计算得到ＰＣＲ如图３（ａ）．

（ｂ）是介质板的表面结构图．

（ａ）根据实验数据计算得到的ＰＣＲ与频率的关系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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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各向异性左手介质板表面的金属。Ｈ”型结构

（ｂ）１２．２５ ＧＨｚ时归一化的ＰＣＲ和由的关系

图２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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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结果看，虽然实验曲线与理论值有一定的

献，但是它们被金属反射后仍然可以被平行方向的喇

差距，但是可以看到，在１２—１２．５ ＧＨｚ频段，出现了

叭所接收，也就是说，对Ｐ。有贡献，所以由Ｐ，ｐ／ｉ，。算
出的ＰＣＲ值偏小．

明显的偏振反转的峰值，这和理论预言的１２．７１

ＧＨｚ

较为符合．实验测得的反转峰比理论计算的尖锐很

４．２改进方案

多，有明显的起伏，这个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在１１．５

在可见光波段，我们可以利用偏振片来得到线偏

ＧＨｚ附近和ＹＭｌ １２３的频率上限１２．５ ＧＨｚ附近输出

振光，偏振片由一条条定向排列的大分子链所构成，

功率非常小（Ｐ。≤５０斗ｗ），所以ＰＣＲ有一个剧烈的

其间距比波长小．当一束光入射时，电场平行于分子

下降，信号质量不好，加之非常小的信号受杂信号干

链的分量就会引起分子中电子的运动．由于电子可以

扰很大，影响了实验结果．

在该方向比较自由地移动，并与晶格碰撞消耗能量，

３．２偏振反转率与入射波偏振方向和省轴的相对角

其运动产生的辐射会抵消这个方向上的电场，于是产

度西的关系

生电场垂直于分子链方向的线偏振光．我们把这种现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导致偏振反转的物理原因，

象类比到微波波段，发现用一些平行排列的金属丝就

我们又在１２．２５ ＧＨｚ处固定频率和入射角０，旋转

可以实现偏振片中分子链的功能，起到对微波偏振化

介质板，改变咖（咖的意义如图ｌ（ａ）），测量了ＰＣＲ

的作用．于是我们用数根直径１．５—２ ｍｍ的铜丝，定向

与咖的关系，结果如图３（ｂ）．可以看到，经过归一

等间距地固定在支架上，形成如图４的栅格结构，把它

化（取最大值为１）后，ＰＣＲ随西的变化和理论值符

放在喇叭天线的出口处，就制成了一个简易的偏振器．

合得比较好，两条图线的峰值有一定的漂移，原因

我们令铜丝平行于喇叭短边方向，可以看到功率计上

是受源输出频率的限制，这时的频率与共振频率

的示数大幅减小，说明这个喇叭发出的波电场主要平

ＧＨｚ有一定距离，不是完全的偏振反转，因而

行于短边，这是其本征模式．当铜丝平行于长边时，看

１２．７

与实验产生偏差．
另外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到功率略有减少，证明的确存在一部分其他偏振方向
的波。当加上偏振器后这部分波被滤掉．

１）由电磁理论可知，天线辐射的波在远场下可
以近似看作是平面线偏振波，而本实验中使用的是金
属喇叭天线而不是线偏振性好的电介质喇叭作为激
发源．另外由于波源功率的限制，源和探测器不能距
离很远，所以入射到反射板上的波不是好的线偏振平
面波，而是波导模式和平面波的叠加，所以有一部分
即使在共振频率附近也不能够被偏振反转，导致了
ＰＣＲ的降低．
２）波源存在频率漂移：在实验中发现从低到高

图４偏振器原理图．铜丝长度约１５ ｃｍ，问距ｌ

ｃｍ

和从高到低两个不同方向调至某一频率时，测到的反
射功率不同，而某一特定频率的反射信号也会随着时
间变化，这说明在源内部存在着输出信号的频率漂
移，所以显示的频率不一定是实际的频率．

４．３结果及讨论
我们把偏振器以平行于喇叭长边放置，按前面的
方法再测一次ＰＣＲ，得到图５（ａ），图中黑实线是加上

３）受实验器材的限制，源和天线的角度、位置和

简易偏振器之后的ＰＣＲ，可以看到，偏振化之后的微

ｐ，西以及板的平面都不能严格校准，误差较大，同样

波偏振反转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峰值附近，

也会引起信号的损失和漂移．

最大值达到了０．７左右，与理论计算的数值相近，证明

４

一个提高偏振反转率的改进方案

偏振器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图５（ｂ）给出了改进后的
ＰＣＲ与理论值的对比，可以看到虽然实验数据的震荡

４．１影响ＰＣＲ的重要因素

很大，但平均值和趋势与理论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原

前面提到，由于远场近似不成立，本实验中天线

先峰值旁边的两个低谷仍然存在，与理论偏差很大，说

喇叭发出的波在反射板上反射时不是好的平面偏振

明产生低谷不是来自电磁波的偏振性不好，而是由输

波，这直接影响了测得的ＰＣＲ，因为这部分“不好”的

出功率有断点等其他原因引起的，有待进一步改进．

波经过介质板反射其偏振没有被反转，对Ｐ。。没有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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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向异性左手材料上偏振反转的实验．我们首先从

０．８

理论上介绍了这种偏振反转发生的物理原因，然后基

Ｏ．６

于微波测量系统搭建了测量偏振转变的实验装置，利

委０’４

用左手介质板样品测量了微波波段电磁波的偏振反

Ｏ．２

转率．另外我们提出一个用“简易偏振器”对波源进
行偏振化的方案，利用这个方案提高了电磁波在非远

０．０
Ｂ

场的偏振反转率，得到了与理论相符的结果．

ｌｌ

１０

９

ｆ／Ｏ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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