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３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９年７月

激　　光　　技　　术
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３，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３８０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４４２０６

大孔径液晶 ｑ波片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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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液晶ｑ波片制备过程中重复性差、方法繁琐、孔径限制的问题，采用了一种基于紫外掩模曝光法和
液晶面外区域定向技术的液晶 ｑ波片制备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搭建了紫外曝光系统，制备了直径为
２．５４ｃｍ，ｑ＝１，夹角α０＝０的大孔径液晶ｑ波片。结果表明，紫外掩模法构建的大孔径液晶 ｑ波片的自旋角动量轨道角
动量的转换效率可达到８５％；利用该波片实现了涡旋光、矢量涡旋光的产生和转换。基于紫外掩模法构建大孔径液晶ｑ
波片的方法具有成本低廉、制备工艺简单、速度快等优点，可实现液晶 ｑ波片的批量化制作，有利于液晶 ｑ波片走向商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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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光场调控技术作

为光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备受关注，特别是通过对其相

位、振幅或偏振的调控产生各种特殊光场。具有螺旋

相位的涡旋光可用于激光光镊［１４］、粒子捕获［５７］和量

子信息存储等［８１０］；偏振随空间变化的矢量光场可用

于飞秒矢量光场微加工［１１１２］、单分子探测与显微成像

技术［１３１５］、表面等离激元的激发［１６１７］、光学微粒操

纵［１８１９］；振幅随空间变化的艾里光场具有自愈、自加

速等特性［２０］，使其在非线性光学［２１２２］、表面等离子体

光子学［２３２５］、电子学［２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特殊

光场具有众多新颖的特性和广泛的应用而备受研究者

的关注，因此一种兼顾光束高质量、转换效率高、制作

成本低、可灵活调节的光场调控方法一直是人们的研

究热点。其中，基于液晶 ｑ波片产生特殊光场是一种
简单、高效的方法。

液晶ｑ波片的传统制备采用摩擦法［２７］，在涂有液

晶的玻璃基板表面涂覆一层聚酰亚胺取向层，用绒布

在取向层表面旋转摩擦就可以制得 ｑ＝１的波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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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只能制备ｑ＝１的波片，但无法制备其它拓扑荷
数的波片。２００９年后，不同研究组通过液晶中自发产
生或外加电场、光场诱导产生的拓扑缺陷获得了不同

拓扑荷数的液晶指向矢分布［２８３０］。２０１１年，ＣＨＩＧＲＩ
ＮＯＶ实验组利用光控取向液晶结合同步旋转法制备
了具有任意拓扑荷数的液晶ｑ波片［３１］。２０１６年，南京
大学利用自主研发的动态无掩模光刻系统制备出液晶

ｑ波片阵列［３２］。这些方法的重复性差，且较为繁琐，

产生的光束质量也有待提高。

基于飞秒激光直写技术，作者所在研究组提出了

一种新型液晶面外区域定向技术［３３３４］。在此基础上，

实现了任意图案的功能性液晶 ｑ波片的制备［３５］。但

是，由于飞秒系统操作复杂、加工时间长、成品率较低

以及物镜孔径的限制，目前制备的液晶 ｑ波片多在平
方毫米以下量级，无法实现大孔径液晶ｑ波片的制备，
从而无法实现对大面积光场的调控。因此，本文中提

出了一种基于紫外掩模曝光法和液晶面外区域定向技

术液晶ｑ波片制备方法，搭建了紫外掩模曝光系统，制
备了直径为２．５４ｃｍ，ｑ＝１，α０＝０的径向结构液晶ｑ波
片，利用该波片实现了涡旋光、矢量涡旋光的产生和转

换。该方法操作简便、重复性好、成品率高、没有物镜

孔径的限制，可以实现大孔径液晶 ｑ波片的批量化制
备。

１　紫外掩模曝光系统

基于飞秒激光直写的面外区域定向技术是一种新

型的液晶定向技术［３３３５］，利用飞秒多光子光聚合技术

构建由聚合物条带构成的微结构，液晶在不同的区域

内可以有不同的取向。其液晶定向的锚定能来自于由

单束入射飞秒光与界面反射光之间干涉而在聚合物条

带的侧壁形成的周期为２５６ｎｍ的光栅沟槽。为解决
大孔径液晶ｑ波片的制备问题，作者选用相干性好的
紫外激光作为曝光光源，搭建紫外掩模曝光系统，从而

利用预先设计好的掩模板可快速、简便地制备聚合物

微结构。

作者搭建了如图１所示的紫外掩模曝光系统。该
系统包括紫外激光器（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电控机械快门（大恒光电）、半波片（ｈａｌｆｗａｖｅ
ｐｌａｔｅ，ＨＷＰ）、格兰泰勒棱镜（ＧｌａｎＴａｙｌｏｒｐｒｉｓｍ，ＧＴ）、
凹透镜、凸透镜、样品夹持器。紫外激光心波长为

３６０ｎｍ，线宽为０．１ｎｍ，与常用的高压汞灯紫外光源相
比，紫外激光具有更好的相干性。机械快门由精密电

子定时器控制，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开关的打开时间，定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ｍａｓｋ

时精确度可达１ｍｓ。半波片和格兰泰勒棱镜用来调
整曝光光强的强弱，凹透镜和凸透镜构成扩束系统，孔

径分别为 ２．５４ｃｍ和 ５．０８ｃｍ，该扩束系统可将直径
１．５ｍｍ的平行光束扩束为直径 ５０ｍｍ的平行光束。
在凸透镜后５ｃｍ处为样品夹持器，将掩模板和待曝光
样品固定在夹持器上。样品由玻璃基底和其上旋涂的

ＳＵ８光刻胶，紫外光通过掩模板对ＳＵ８薄膜曝光。

２　大孔径液晶ｑ波片的制备

液晶ｑ波片的制备主要包括聚合物微结构的制作
和液晶盒制作两大步骤。聚合物微结构制作流程包

括：基底清洗、甩膜、前烘、曝光、后烘、显影、清洗干燥。

利用紫外掩模曝光系统进行曝光制备图案化聚合物结

构前需要先设计掩模板。作者设计了直径为２．５４ｃｍ
的径向结构掩模板，其图型结构如图２ａ所示。黑色线
条为透光部分，每条线线宽为２μｍ，相邻线条之间的
最大间距小于３０μｍ，中间空心圆直径为２０μｍ。在距
离径向结构两侧５ｍｍ的地方是两条长３８ｍｍ，宽２ｍｍ
的矩形条带，起到支撑和保护径向结构的作用。

Ｆｉｇ２　ａ—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ｓｋ　ｂ—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ｍａｓｋ
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ｅ１０×

紫外激光透过掩模板上的径向结构实现光刻胶的

曝光，再经过后烘、显影、清洗干燥，可以得到径向结构

的聚合物条带。当激光功率为 ４０μＷ、曝光时间为
５１０ｓ时，可以得到如图２ｂ所示直立的、线条均匀的聚
合物结构。将制备好的聚合物结构封装成液晶盒，并

充入液晶，便可得到所需的大孔径径向结构的液晶 ｑ
波片。在正交偏光显微镜（物镜放大倍数为１０×）下
观察，可以看到明显的十字消光现象，如图３所示。当
同时转动起偏器和检偏器时，消光位置随着仪器旋转，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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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液晶分子沿径向取向。从图中也可以看到，部分

区域液晶定向不均匀，这是由于盖玻片和聚合物结构

没有实现紧密接触而造成的。

３　特殊光场的产生与转换

３．１　液晶ｑ波片对光场的调控

液晶 ｑ波片内的液晶分子取向排布［３６］如下式所

示： α（ｒ，φ）＝ｑφ＋α０ （１）
式中，α（ｒ，φ）是指向矢ｎ（ｘ，ｙ）与ｘ轴的夹角，α０为指
向矢与ｘ轴的初始夹角，ｑ为整数或半整数，被称为液
晶ｑ波片的拓扑荷数。液晶ｑ波片上的每一点都可以
看作是一个相位延迟为 δ的波片，每点波片光轴方向
与ｘ轴的夹角跟此点方位角φ的ｑ倍相差一个固定的
角度α０。

在ｘｙ面内任意一点的液晶分子指向矢用 ｎ（ｘ，
ｙ）＝ｎ（ｒ，φ）＝（ｃｏｓα，ｓｉｎα）描述。其中 ｒ，φ为极坐标
下的极径和极角，α为局部任一点液晶分子指向矢与ｘ
轴的夹角。如图４所示，当取不同的 ｑ和 α０的值时，
会得到不同的液晶分子指向矢排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ｇｅｓｑ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ｎｇｌｅ

利用琼斯矩阵把入射光和 ｑ波片表示出来，则可
以计算出出射光的琼斯矩阵［３７］。当入射光为左旋圆

偏光时，出射光的琼斯矩阵可以由下式表示：

Ｅｏｕｔ＝ｃｏｓδ( )２ ×
１

槡２
１[ ]－ｉ＋

ｉｓｉｎ δ( )２ ｅ－ｉ２α×
１

槡２
１[ ]ｉ （２）

式中，δ表示液晶 ｑ波片引起的相位延迟。等号右侧
第１项是保留项，偏振态与入射光保持一致，仍为左旋
圆偏光；另一项是转换项，将左旋圆偏光变为右旋圆偏

光，并携带有螺旋相位因子 ｅ－ｉ２α。此外，可以通过外
加电场对液晶ｑ波片的相位延迟进行调控，实现对两
项占比的调制。因此，可以分别通过改变液晶分子指

向矢排布和液晶ｑ波片的相位延迟来实现对入射光偏
振和相位的调控。

３．２　特殊光场的产生和转换
搭建了如图５所示的光路进行特殊光场的产生和

检测。使用ＨｅＮｅ激光器产生的６３３ｎｍ激光，经过偏
振片（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Ｐ）和 λ／４波片（ｑｕａｒｔｅｒｗａｖｅｐｌａｔｅ，
ＱＷＰ）形成左旋圆偏光，再利用空间滤波器（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ｌ
ｔｅｒ，ＳＦ）滤掉激光光束中的高频部分。通过空间滤波
器针孔的发散激光经透镜准直为大孔径平行光束，照

射在液晶 ｑ波片上。在液晶 ｑ波片上施加频率为
１ｋＨｚ的方波电压，通过调节所施加的电压大小，实现
对液晶ｑ波片相位的调节，从而产生涡旋光和矢量涡
旋光。为了检测所产生特殊光的种类，在液晶 ｑ波片
后放置一个检偏器，通过检偏器的光场经透镜成像在

ＣＣＤ上。

Ｆｉｇ５　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ｓ

当相位延迟分别为２π，３π／２，π，π／２时，通过对
（２）式化简，可以计算出不同相位延迟下出射光的琼
斯矩阵。当电压为２５Ｖ时，液晶 ｑ波片的相位延迟为
２π，此时出射光的琼斯矩阵如下式所示：

Ｅｏｕｔ＝－
１

槡２
１[ ]－ｉ （３）

　　出射光与入射光保持一致，为左旋圆偏光。当转
动检偏器时，光斑形状与光强几乎无变化。如图６ａ所
示。

当电压为 １６．８Ｖ时，液晶 ｑ波片的相位延迟为
３π／２，出射光的琼斯矩阵如下式所示：

　Ｅｏｕｔ＝ｅｘｐ（－ｉφ）ｅｘｐ（ｉ３π／４）
ｃｏｓ（φ＋π／７）
ｓｉｎ（φ＋π／４[ ]） （４）

　　出射光为既具有轴对称偏振分布又具有螺旋
相位分布的矢量涡旋光，用（ｐ，φ０，ｌ）来表示，其中ｐ表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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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偏振阶数，φ０表示初始偏振角度，ｌ表示拓扑荷数。
由（４）式可知，当 ｑ波片相位延迟为 ３π／２时，出射
（ｐ＝１，φ０＝π／４，ｌ＝－１）的矢量涡旋光场。转动检偏
器时，消光位置跟着一起旋转，如图６ｂ所示。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ｆｒｏ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ｄｅｌａｙｓ
ａ—２π　ｂ—３π／２　ｃ—π　ｄ—π／２

当电压为１０．４Ｖ时，液晶ｑ波片的相位延迟为，由
下式分析：

Ｅｏｕｔ＝ｉ×ｅ
－ｉ２φ×１

槡２
１[ ]－ｉ （５）

　　出射光为拓扑荷数 ｌ＝－２的涡旋光。转动检偏
器时，光斑始终是亮环，如图６ｃ所示。

当电压为６．８Ｖ时，液晶 ｑ波片的相位延迟为 π／
２，出射光的琼斯矩阵如下式：

Ｅｏｕｔ＝ｅｘｐ（－ｉφ）×

ｅｘｐ（ｉπ／４）１

槡２
ｃｏｓ（φ－π／４）
ｓｉｎ（φ－π／４[ ]

）
（６）

　　出射光与第２种情况类似，是矢量涡旋光场（ｐ＝
１，φ０＝－π／４，ｌ＝－１）。转动检偏器时，消光位置与理
论分析的偏振分布一致。如图６ｄ所示。
３．３　利用半波片实现特殊光场之间的转换

通过波片组可以实现不同偏振分布的矢量涡旋光

之间的转换，实验光路如图７所示。在液晶 ｑ波片后
面加入一对λ／２波片（２ＨＷＰ），通过调节两个波片快
　　

Ｆｉｇ７　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ｃｔｏｒ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ｐａｉｒ
ｏｆＨＷＰ

轴之间的夹角 θ，可实现对矢量涡旋光场空间每一点
偏振方向旋转２θ。以相位延迟为３π／２矢量涡旋光为
例，调节两个 λ／２波片的夹角分别为２２．５°和６７．５°，
则光波横截面上任意位置的偏振方向都分别发生了

４５°和１３５°的旋转，最终分别产生了如图８所示的角向
矢量涡旋光场（ｐ＝１，φ０＝π／２，ｌ＝－１）和径向矢量涡
旋光场（ｐ＝１，φ０＝０，ｌ＝－１）。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ｆｒｏ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ａｓｔａｘ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ＨＷＰ
ａ—２２．５°　ｂ—６７．５°

３．４　轨道角动量转换效率的测定
自旋角动量（ｓｐｉｎ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ＳＡＭ）到轨道

角动量（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ＯＡＭ）的转换（ＳＡＭ
ｔｏＯＡＭ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ＴＯＣ），其转换效率ＲＳＴＯＣ可用来表
征液晶ｑ波片对入射光的能量利用率［３８３９］。由前面分

析可知，当以左旋圆偏光入射时，经过液晶ｑ波片后的
出射光可用 （２）式表示。其中第１项为保留项，表示
出射光仍为左旋圆偏光，第２项为转换项，表示出射光
的自旋角动量发生反转变为右旋，并且携带有轨道角

动量。利用如图９ａ所示的光路，在液晶ｑ波片后加入
　　

Ｆｉｇ９　ａ—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Ｏ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

５４４



　 激　　光　　技　　术 ２０１９年７月

由λ／４波片（ＱＷＰ）和偏振分光棱镜（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ｂｅａｍ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ＰＢＳ）构成的圆偏光检偏器将出射光场中的保
留项和转换项分开，并用功率计分别测量它们的功

率［４０４３］：

Ｐ１ ＝Ｐ０ｓｉｎ
２ δ( )２

Ｐ２ ＝Ｐ０ｃｏｓ
２ δ( )２

ＲＳＴＯＣ ＝
Ｐ１

Ｐ１＋Ｐ













２

（７）

式中，Ｐ０＝ＴＰｉｎ是透过液晶 ｑ波片后的光总功率；Ｔ表
示液晶ｑ波片的透过率；Ｐｉｎ表示入射到液晶 ｑ波片的
光功率；Ｐ１表示转换项的光功率；Ｐ２表示保留项的光
功率。

实验中调节液晶 ｑ波片两端施加的电压，测得
Ｐ１，Ｐ２随电压实时变化的数据，并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对数
据进行处理，可得如图９ｂ所示的Ｐ１，Ｐ２随电压的变化
曲线以及 ＳＴＯＣ转换效率随电压变化曲线，该液晶 ｑ
波片的ＳＴＯＣ转换效率最高可达８５％。

４　结　论

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紫外掩模曝光法和液晶面

外区域定向技术的液晶 ｑ波片制备方法，该方法具有
成本低廉、制备工艺简单、速度快等优点，可实现大孔

径液晶ｑ波片的批量化生产，有利于液晶 ｑ波片走向
商业化。搭建了紫外掩模曝光系统，制备了直径为

２．５４ｃｍ的径向结构液晶 ｑ波片。本文中利用液晶 ｑ
波片通过外加电场的调控和半波片对的引入，成功实

现了涡旋光、矢量光和矢量涡旋光的产生和转换。此

外，针对所需的特殊光场，推算出液晶分子的指向失分

布，设计对应的掩模板，从而可快速制备出相应的液晶

ｑ波片，实现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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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ｎａ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ｔｐ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Ｊ］．ＯｐｔｉｃｓＬｅｔ
ｔｅｒｓ，２００９，３４（８）：１２２５１２２７．

［４１］　ＫＡＲＩＭＩＥ，ＰＩＣＣＩＲＩＬＬＯＢ，ＮＡＧＡＬＩ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ｅｉｇｅｎｍｏｄ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ｂｙｔｈｅｒ
ｍａｌｌｙｔｕｎｅｄｑｐｌａｔ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９，９４（２３）：
２３１１２４．

［４２］　ＷＡＮＧＷ，ＬＩＧＨ，ＨＡＯＤＺｈ，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ｔｅｒｍｏｏｐ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ｅｍａｔ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Ｊ］．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４，２８（３）：２７５２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　ＺＯＵＹＣｈ，ＳＩＬ，ＴＡＯＲＭ，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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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３５（３）：２９３２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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