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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稀薄燃烧能够提高内燃机的热效率并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但稀薄燃烧的火焰传播速度慢且在高压下易出现

局部淬火现象。激光诱导火花点火能够有效解决燃料在低当量比和高压下燃烧遇到的问题，此外激光点火能够实现多

点点火从而缩短燃烧时间并增大燃烧室压力，相较于传统的电火花塞点火技术具有很大优势。锥形腔、衍射透镜、空间

光调制器和达曼光栅均已被用于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归纳了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几种技术途径，讨论了

内燃机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研究状况和最新成果。对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几种方法进行了评价，并指出

了每种方法在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中的优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内燃机激光多点点火技术的研究前

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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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石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对内燃机技术

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提高发动机热效率并减少污染

物的排放，稀薄燃烧技术受到人们的重视。理论上稀

薄燃烧可以减少热损失、提高热效率、减少爆震并降低

污染物尤其是氮氧化物的排放［１］。但是稀薄燃烧也

有一些问题，如火焰传播速度慢、燃烧不完全和循环变

动加剧［２４］。这些缺陷会降低发动机热效率和输出功

率，甚至增大排放［５］。提高燃烧速度的主要措施包括

改进燃烧室设计［６］、增大湍流、注入氢气［７８］和激光诱

导火花点火［９１０］等。其中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因其在内

燃机点火方面的巨大优势，近几年发展迅速。

研究发现，当激光强度达到１００ＧＷ／ｃｍ２时，会在
聚焦点产生高温（１０６Ｋ数量级）高压（１００ＭＰ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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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向周围物质迅速传热，生成冲

击波继而点燃周围的气体以及可燃混合物介质［１１］。

这就是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基本原理。用于产生激光

诱导等离子体的光源通常采用二极管抽运的被动调Ｑ
固体激光器（ｄｉｏｄｅｐｕｍｐｅｄｐａｓｓｉｖｅｌｙＱ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ｌａｓｅｒｓ，ＤＰＳＳＬ）［１２］。这种激光器结构简单、体积
小，脉冲能量通常为几个毫焦，脉宽通常为几个纳秒，

峰值功率可达几个兆瓦［１３１４］。生成的脉冲经过聚焦，

可击穿空气并产生等离子体。

调Ｑ固体激光器产生的高能激光经过聚焦入射
到发动机燃烧室中，击穿空气产生等离子体并点燃油

气混合物。与传统的电火花塞点火相比，激光诱导火

花点火具有许多优势：（１）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点火
位置可调、点火时间和点火能量可控［１５］；（２）激光诱导
等离子点火不需要电极，从而避免了火花塞电极引起的

淬火效应［１６］；（３）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属于非入侵式点
火，减轻了传导热损失对火焰核发展的影响，提高了点

火能量的利用效率，从而能够点燃更加稀薄的可燃

物［１７］；（４）激光诱导火花点火能够实现中心点火和多点
点火，可以同时或者按照时间次序点燃可燃气体混合

物。这些优势对于实现稀薄燃烧和高速燃烧非常重要。

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单点点火的能量利用率较低，

在稀薄燃烧时火焰传播速度慢，甚至会出现局部淬火

现象［１８］。国内学者ＣＨＥＮ等人［１９］对４种激光诱导等
离子体方法，包括激光烧蚀火花点火、多点激光火花点

火、预电离辅助激光火花点火和重复频率脉冲激光火

花点火的点火性能进行了总结与评价。多点点火和重

复频率点火均可以对内燃机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点火

性能产生很大影响。合适的重复频率可使火焰发展更

稳定，燃烧更充分，但重复频率点火的最优脉冲间隔与

在实际中应用中具体的点火条件相关［１９］，而多点点火

能够缩短点火过程中火焰传播的距离并缩短燃烧时

间［１９］。随着燃烧时间的缩短，燃烧过程中的热损失减

少，气缸内的燃烧温度和气压增大，发动机的热效率和

输出功率大大提高。多点点火增加了稀燃情况下的点

火可靠性，还能避免点火早期的火焰猝灭、哑火、压力

脉冲以及循环变动等问题［２０］。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

火结合了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和多点点火的优势，使其

适用于内燃机的稀薄燃烧和高速燃烧。因此多点激光

诱导火花点火受到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出现了多种

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方法。

本文中简要介绍了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基本原理

和相应的物理过程，重点介绍了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

火研究取得的进展，对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

方法进行了总结与评述，并指出了多点激光诱导火花

点火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１　激光诱导火花点火机理与过程

激光诱导等离子体产生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雪

崩电离［１０］：初始电子通过逆轫致辐射吸收激光中的光

子，获取足够的能量后，与气体分子碰撞并使之电离，

最终引发电子雪崩，导致气体击穿。该电离过程基本

不受激光波长影响，因而与多光子电离过程不同。激

光诱导等离子体产生过程需要初始种子电子的存在。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初始种子电子并不来自多光子电离

过程［２１］，而是来自于气体混合物中的杂质，例如灰尘、

气溶胶和烟尘粒子［２２］。这是由于多光子电离所需要

的能量密度为１０１２Ｗ／ｍｍ２，远高于１０１０Ｗ／ｍｍ２。图１
为激光诱导火花点火过程中的４个阶段［２３］。主要包

括等离子体形成阶段、冲击波产生阶段、火焰核发展阶

段和燃烧阶段。时间尺度从纳秒到几百个毫秒。等离

子体产生后，沉积在等离子体中的能量被气体吸收形成

并产生冲击波。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延迟通常在５ｍｓ～
１００ｍｓ之间。

图１　激光诱导火花点火中４个不同阶段的时间尺度

２　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研究进展

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能够增强气体介质对激光

能量的吸收，使其可用于稀薄燃烧和高速燃烧［１７］。

２０００年，ＰＨＵＯＣ等人［２４］首次用两个独立的激光

源实现了激光诱导两点点火，并将其点火和燃烧特性

与激光单点壁点火和激光单点中心点火进行了对比。

研究人员使用两台单模调 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作为光
源，脉冲宽度５．５ｎｓ，脉冲能量１８．５ｍＪ。实验中通过使
用相同配置的光束传输系统将两束光从相反方向聚焦

到恒容燃烧室中。实验中分别点燃了甲烷空气和氢
气空气混合物。研究发现与单点壁点火相比，两点点
火的燃烧时间缩短了５０％。与中心点火相比，两点点
火的燃烧时间缩短了７５％。此外，两点点火的燃烧室

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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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相比于单点点火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该研究证实

了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优势，不足之处在于点火

用脉冲光束分别来自两个独立的激光器，系统体积大

成本高。

２．１　利用锥形腔实现多点点火
目前，降低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系统大小和成

本的方法之一是用锥形腔收集剩余的激光能量以提高

能量利用率并实现多点点火［２５］。

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缺点之一是对激光能量的利

用率较低［２５］。入射激光能量一部分被点火位置附近

的气体介质吸收，剩余的大部分激光能量则穿过点火

位置而散失掉。

为了提高激光能量的利用率，研究人员提出可以

用锥形腔替代聚焦透镜实现激光诱导锥形腔点火［２５］。

如图２所示，入射光在锥形腔的呈轴对称的内表面之
间多次反射，会在锥形腔的中心轴附近产生光束聚焦

效应。如果锥形腔内表面的反射率足够高且入射光束

的功率足够大，聚焦效应就会很明显。利用内表面对

光束的多次反射，锥形腔能够有效地将大部分的入射

能量聚集在点火位置附近。入射激光能量击穿锥形腔

中的气体介质，并在锥形腔内产生一个高温高活性的

气团，最终点燃燃气并以射流的形式喷出。这就是激

光诱导锥形腔点火的机理。锥形腔内表面需要具有很

高的反射率，因而锥形腔通常采用铝材。

图２　激光诱导等离子体锥形腔点火示意图

ａ—光路设置　ｂ—锥形腔内部的多次反射机制　ｃ—通过数值模拟得

到的击穿通道模型

１９９９年，ＭＯＲＳＹ等人［２５］首次利用锥形腔实现了

甲烷／空气混合物的激光诱导火花锥形腔点火。激光
源为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激光脉冲宽度为７ｎｓ，最大
脉冲能量为３６０ｍＪ。如图２所示，实验中测试了两种

锥形腔的点火特性。研究结果表明，与激光诱导火花

中心点火相比，激光诱导火花锥形腔点火具有更高的

燃烧室压力，更快的压力上升速率，更短的燃烧时间。

特别是在点燃稀薄混合物时，锥形腔点火的优势尤为

明显。另外，研究结果表明，最小入射能量（即１００％
成功点火混合物所需的能量）与锥形腔的大小和当量

比都有关系，且较小的锥形腔所需的点火能量更少。

锥形腔点火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用来实现多点点

火。２００１年，ＭＯＲＳＹ等人［２６］结合激光诱导火花点火

和激光诱导锥形腔点火的优点实现了激光诱导两点点

火。研究人员将中央有一圆锥形孔的铝板正对激光诱

导火花点火用激光源（见图３）。用凸面镜将入射激光
束聚焦到点火位置以击穿空气产生火花点火，未被吸

收的激光能量则穿过点火位置进入到锥形腔内形成锥

形腔点火。实验中用的激光源仍为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
器，脉宽７ｎｓ，最大脉冲能量３６０ｍＪ。研究结果表明，激
光诱导两点点火的火焰生成时间相比单点点火缩短了

４５％～６９％左右。火焰生成时间的缩短能够减少稀燃
条件下发动机的循环变动问题，对提高发动机的性能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激光诱导两点点火的总

燃烧时间（３３ｍｓ～８０ｍｓ）相比单点点火（６０ｍｓ～
１１０ｍｓ）降低了２８％～４５％。研究结果表明，激光诱导
两点点火能够缩短火焰核的传播距离，大大降低火焰

生成时间和总燃烧时间。

图３　两点点火机理和锥形腔内的多重反射示意图

２００３年，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ＭＯＲＳＹ等人［２７］利

用两个锥形腔分别实现了激光诱导两点点火和激光诱

导三点点火。研究人员将两个锥形腔安装在燃烧室的

内壁上，并与激光光束对齐，其中一个锥形腔在顶部有

一个开口。在激光诱导两点点火实验中，如图 ４ａ所
示，进入第１个锥形腔的部分激光能量在腔中产生激
光诱导锥形腔点火，未被吸收的激光能量通过开口进

入第２个锥形腔并再次引发激光诱导锥形腔点火。在
激光诱导三点点火实验中，如图４ｂ所示，激光能量首
先进入第１个锥形腔，产生激光诱导锥形腔点火。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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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多点点火原理示意图

ａ—两点点火　ｂ—三点点火

被吸收的部分激光能量穿过开口并被聚焦在主燃烧室

中心，产生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剩余的激光能量射入

第２个锥形腔，再次形成激光诱导锥形腔点火。调 Ｑ
Ｎｄ∶ＹＡＧ激光器被用来作为激光源，产生一个点火用
的单脉冲。脉宽７ｎｓ，最大脉冲能量３６０ｍＪ。实验中采
用氢气空气预混合物作为燃料。研究结果表明，可以
用单脉冲激光在不同的位置同时成功点燃可燃气体混

合物。另外，与激光诱导单点点火相比，激光诱导多点

点火大大地缩短了燃烧时间，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为了进一步提高燃烧效率，２００９年，ＲＹＵ等人［２８］

采用预燃室、锥形腔和喷气孔，在５个不同位置成功实
现了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实验中采用的特殊设计的燃

烧室由预燃室和一个圆盘状主燃烧室组成（见图５），
主燃烧室壁上有一个锥形腔，预燃室壁上有一个锥形

腔和两个喷气孔。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被用于产生一
个单脉冲。脉冲宽度７ｎｓ，最大脉冲能量３００ｍＪ。实验
中采用甲烷空气混合物燃料，点火脉冲能量固定在
８０ｍＪ。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点火手段极大地缩短了火
　　

图５　ａ—燃烧室、预燃室、锥形腔和喷气孔　ｂ—锥形腔中的多重反射

和光束聚焦示意图　ｃ—不同测试条件下的光路

焰生成时间和总燃烧时间，与 ＭＯＲＳＹ等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

２．２　利用分束器实现多点点火
锥形腔多点点火对激光能量的利用效率高，但存在

两个缺点。首先，锥形腔多点点火只能在固定位置实现

点火。锥形腔的位置一旦固定，点火位置便不能改变。

其次，锥形腔的存在会影响火焰核的形成，不利于火焰

核的发展。因而难以在实际的内燃机中得到应用。

降低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系统大小和成本的方

法之二是直接将高功率 ＤＰＳＳＬ光源发出的光束用分
束器将其分成多束，并将其聚焦到多个点火位置，以实

现多点点火。利用空间光调制器和衍射透镜等其它分

束元件实现的多点激光诱导离子体点火不存在影响火

焰核的结构，并且能够灵活地调整点火位置。

２００５年，ＷＥＩＮＲＯＴＴＥＲ等人［２９］研究了稀燃条件

下甲烷氢气空气混合物的激光诱导火花单点、两点
和三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光源为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
器，脉宽５ｎｓ。为实现两点点火，用一个５０％分束器将
光源分成两束，每个聚焦点的脉冲能量均为８ｍＪ。为
实现三点点火（见图６）研究人员使用一个衍射透镜将
一束激光分别聚焦于 ３点，产生等离子体间距为
５ｍｍ。研究发现，通过两点点火，燃烧室压力到达峰值
的时间缩短了５０％，峰值压力提高了７％。但与两点
点火相比，三点点火的燃烧特性如燃烧时间和燃烧压

力并没有明显改善。

图６　利用衍射透镜产生３个等离子的示意图和实物图（脉冲总能量为

２４ｍＪ；焦距为６２ｍｍ；等离子体之间的距离为５ｍｍ）

光栅和透镜组也可以用来对高能激光进行分束。

２０１４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 ＬＹＯＮ等人［１８］分别利用

光栅和透镜组设计成空间光调制器（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ｕ
ｌａｔｏｒ，ＳＬＭ），第１次成功用单光束实现了多点激光诱
导火花点火。所用的激光源为闪灯抽运的调 Ｑ
Ｎｄ∶ＹＡＧ激光器，脉宽１０ｎｓ。他们利用以光栅为基础
的空间光调制器成功获得多个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均

位于同一个平面上（见图７）。同时利用以透镜组、光
栅为基础的空间光调制器成功获得多个等离子体，等

离子体成线性排列（见图８）。研究表明，该火花塞可用
于内燃机的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２０１７年，ＫＵ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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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空气击穿火花示意图　ｂ—同一平面的多个等离子体

图８　通过轴变换获得的３个空气击穿火花

图９　不同横向间距的两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

等人［３０］将这套点火系统用于实际发动机的激光多点

点火实验并与单点激光点火的发动机性能进行了对

比。ＳＬＭ能够承受的最大激光能量为６０ｍＪ。研究了
两点火点之间的距离对点火性能的影响（见图９），两
个点火点之间的距离最大为４ｍｍ。实验表明，与单点
激光点火相比，两点激光点火的燃烧更稳定，发动机的

输出功率更高，且能点燃更加稀薄的燃气混合物。

稀燃混合物所需的最小点火能量高、火焰速度低，

高压下易出现火花核局部猝灭。近距离（ｄ＜１ｍｍ）多
点点火能够减少激光点火过程中的能量耗散，抑制稀

燃条件下的火花核的局部猝灭。２０１６年，日本学者
ＮＡＫＡＹＡ等人［２０］开发出来一种近距离两点激光诱导

点火技术。研究人员分别在０．１ＭＰａ和１ＭＰａ条件下
于恒容燃烧室中对甲烷空气混合物进行了两点点火
实验。光源为调 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脉宽６ｎｓ～１０ｎｓ，
最大脉冲能量３００ｍＪ。为实现两点点火，用一个半反
镜将一束激光能量分成两束（见图１０）。然后用双色
镜分别反射两束光线，并通过透镜进行聚焦。通过改

变两个光束之间的入射角来调整两个击穿点之间的距

　　

图１０　实验装置示意图

离。研究发现，在当量比Φ≥０．６０时，１ＭＰａ下的最小
点火能量小于０．１ＭＰａ下的点火能量。但是当当量比
接近稀燃极限时，１ＭＰａ下的最小点火能量远高于于
０．１ＭＰａ下的点火能量，这是由于高压下稀薄燃烧的局
部猝灭现象比较明显。研究还发现，尽管近距离两点

点火所需的最小点火能量与单点点火所需的最小点火

能量并无很大不同，但是近距离两点点火能极大抑制

高压条件下的局部猝灭现象从而提高火焰核生长速

度。而随着两点之间距离的增加，对局部猝灭的抑制

作用逐渐减弱。

３　多光束输出微片激光器研究进展

利用锥形腔或者分束器直接对高能激光进行分束

存在一些应用方面的挑战。首先，所用的光路系统比

较复杂［３１］。其次，高能量密度的激光辐射和热效应会

破坏吸收介质和光学涂层，减少激光点火系统的寿

命［３１］。

另一个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方法是利用

多光束输出的微片激光器实现多点点火。微片激光器

体积小、结构简单，可产生兆瓦量级峰值功率的激光，

广泛用于激光诱导火花点火［３２３４］。为缩小系统体积，

提高能量转换效率，微片激光器通常采用半导体激光

器作为抽运源［３５３６］。为提高脉冲峰值功率，微片激光

器通常采用调Ｑ技术缩短脉宽并提高脉冲能量［３７３８］。

国内学者 ＹＡＮＧ［３９］和 ＭＡ［４０］等人对用于激光火花点
火的激光光源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用于激光等离

子体诱导点火的微片激光器通常采用 Ｎｄ∶ＹＡＧ或
Ｙｂ∶ＹＡＧ晶体作为增益介质［３９］。此外，可用于激光点

火的基于复合材料的被动调 Ｑ固体激光器亦受到研
究人员的广泛重视［４１］。为了产生多束激光，多点点火

用微片激光器通常采用多束抽运光抽运同一个增益晶

体［３１］。这种方法可降低光路的复杂性并提高激光多

点点火系统的寿命。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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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束抽运光可来自多个独立的抽运源。２０１１年，
ＮＩＣＯＬＡＩＥ等人［４２］开发了一种两光束输出的峰值功率

为几个兆瓦的被动调 Ｑ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微片激光
器。图１１和图 １２分别为双光束输出的被动调 Ｑ
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微片激光器示意图和实物图。研究
人员采用多个抽运线路和一个复合陶瓷的 Ｎｄ∶ＹＡＧ／
Ｃｒ４＋∶ＹＡＧ微片结构实现了两光束输出，这种方法减少
了单位体积的热积累，同时简化了光路。与之前多采用

分离的Ｎｄ∶ＹＡＧ和Ｃｒ∶ＹＡＧ晶体的微片激光器不同，这
台激光器中的Ｎｄ∶ＹＡＧ和Ｃｒ∶ＹＡＧ均为陶瓷且通过一定
工艺将其键合在一起。Ｃｒ∶ＹＡＧ饱和吸收体的初始透过
率为３０％。抽运能量为２６．２ｍＪ时，输出脉宽为８００ｐｓ，
脉冲能量为２．５ｍＪ，产生了空气击穿现象。将抽运光的
重复频率升高到１００Ｈｚ时，仍可实现稳定的脉冲输出。

图１１　两光束输出全陶瓷被动调ＱＮｄ∶ＹＡＧ／Ｃｒ４＋∶ＹＡＧ复合微片激光

器示意图

图１２　双光束输出全陶瓷被动调ＱＮｄ∶ＹＡＧ／Ｃｒ４＋∶ＹＡＧ微片激光器实
物图

同年，ＮＩＣＯＬＡＩＥ等人［４３］搭建了一个三光束输出

的被动调Ｑ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微片激光器。该微片激
光器可用于内燃机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图１３和
图１４为三光束输出的被动调 Ｑ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微
片激光器示意图和实物图。研究人员用３个独立的抽
运源抽运一个复合全陶瓷 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谐振腔以
产生多光束输出。Ｃｒ∶ＹＡＧ饱和吸收体的初始透过率
为３０％。输出激光的脉冲能量为 ２．４ｍＪ，峰值功率
２．８ＭＷ，重复频率５Ｈｚ。如图１４所示，激光器成功实
现空气击穿。与高能激光分束法相比，这种方法避免

了高能激光对光学元件的损害且降低了光路的复杂

性。但是需要用到多个独立的抽运源，因而增加了系

统的成本。

图１３　ａ—三光束输出全陶瓷被动调ＱＮｄ∶ＹＡＧ／Ｃｒ４＋∶ＹＡＧ复合微片激

光器示意图　ｂ—复合介质实物图

图１４　三光束输出全陶瓷被动调ＱＮｄ∶ＹＡＧ／Ｃｒ４＋∶ＹＡＧ微片激光器实

物图

多束抽运光亦可来自同一个抽运源。２０１４年，
ＷＡＮＧ等人［４４］将激光二极管抽运的单片固体激光器

与达曼光栅组合，开发出一种阵列抽运多光束输出的

被动调ＱＮｄ∶ＹＶＯ４激光器。如图１５所示，使用一个
达曼光栅将８０８ｎｍ激光二极管发出的抽运光衍射为
一个２×２的抽运光束阵列，然后用抽运光抽运一个单
片Ｎｄ∶ＹＶＯ４激光晶体，最终产生２×２阵列的多光束
输出。Ｃｒ∶ＹＡＧ饱和晶体对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的初始透过
率为９５％。研究发现，当抽运功率为７．４４Ｗ时，微片
激光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为 ３６６ｍＷ。激光器脉宽为
１５５ｎｓ～１７５ｎｓ，重复频率为８０ｋＨｚ～３００ｋＨｚ，脉冲能量
范围为０．２μＪ～０．５μＪ，脉冲峰值功率１Ｗ～２Ｗ。此前
学者的研究发现在空气中产生击穿现象的激光能量密

度需达到１００ＧＷ／ｃｍ２数量级。由于没有足够的峰值
功率，此台激光器尚且不能用于内燃机的激光诱导点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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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用达曼光栅进行２×２阵列抽运的被动调ＱＮｄ∶ＹＶＯ４激光器

火。但是他们的研究为小体积低成本激光多点点火点

火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达曼光栅可被用于对

抽运光进行分束，从而减少抽运源数目，进一步缩小系

统体积降低成本。

２０１５年，ＭＡ等人［４５］开发出一种用２×２微透镜
阵列进行抽运的４光束多脉冲输出的Ｎｄ∶ＹＡＧ陶瓷激
光器。与Ｎｄ∶ＹＡＧ单晶相比，Ｎｄ∶ＹＡＧ陶瓷具有成本
低、尺寸大和易于加工的优点。如图１６所示，研究人
员用波长为８０８ｎｍ的光纤耦合脉冲激光二极管作为
抽运源，然后用一个２×２微透镜阵列将抽运光分为４
束进行抽运。Ｃｒ∶ＹＡＧ饱和吸收体对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的
初始透过率为８０％。４束激光包含的脉冲数目分别为
５个、３个、２个和３个。４束激光的总脉冲能量分别为
０．７０ｍＪ，０．４５ｍＪ，０．３１ｍＪ和０．５５ｍＪ。对应的频率分别
为１０．８ｋＨｚ，７．２ｋＨｚ，６．８ｋＨｚ和５．２ｋＨｚ。单个脉冲能
量为０．１２ｍＪ～０．２２ｍＪ，脉宽宽度为１０．５ｎｓ～１１．５ｎｓ。
这套微片激光器激光点火系统体积小、成本低，非常适

合用于激光诱导火花点火。

图１６　多光束脉冲串输出被动调ＱＮｄ∶ＹＡＧ陶瓷激光器

表１中总结了过去２０年中出现的多点激光诱导
火花点火方法。由表中可以看出，研究人员普遍采用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作为系统的光源。这种激光器具
有较高的脉冲能量和纳秒级的脉宽，能够击穿空气，产

生等离子体并点燃可燃气体混合物。甲烷空气混合物

和氢气空气混合物是点火实验中常见的两种可燃气体

混合物。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人员实现了激光单点、

两点和多点点火。实现激光多点点火的方法包括利用

锥形腔收集剩余激光能量，利用喷射孔实现二次点火，

利用分束器、光栅、衍射透镜、空间光调制器对单束点

火激光进行分束以实现多点点火。利用锥形腔和喷射

孔实现的激光多点点火系统，光路简单，但需要改变现

有发动机的燃烧室结构。利用对点火激光进行分束的

方法能够实现多点激光点火，尤其是基于空间光调制

器实现的多点激光点火系统已在实际的发动机中经过

了测试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实验结果，但是这种方法

需要较为复杂的光路系统。

表２中总结了可用于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多
光束输出微片激光器的研究进展。Ｔ０为可饱和吸收
　　表１　基于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的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方法

年份 光源 脉宽／ｎｓ 脉冲能量／ｍＪ 混合气体 方法 激光点火 点火距离／ｍｍ 参考文献

１９９９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７ ８０ 甲烷空气 铝锥形腔 单点 — ［２５］

２０００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５．５ １８．５ 甲烷空气，氢气空气 两个光源 两点 ３７．５ ［２４］

２００１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７ ８０ 甲烷空气 锥形腔 两点 １０ ［２６］

２００３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７ ８０ 氢气空气 锥形腔 三点 — ［２７］

２００５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５ ２４ 氢气空气 ５０％ 分束器 两点 １８４ ［２９］

２００５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５ ２４ 氢气空气 衍射透镜 三点 ５ ［２９］

２００９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７ ８０ 甲烷空气 喷射孔和锥形腔 五点 ２０ ［２８］

２０１４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１０ — — ＳＬＭ 七点 ５ ［１５］

２０１６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６～１０ １００ 甲烷空气 分束器 两点 ５ ［１７］

２０１７ 调ＱＮｄ∶ＹＡＧ激光器 １０ ６０ 汽油空气 ＳＬＭ 两点 ４ ［３０］

表２　可用于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微片激光器

年份 增益介质 Ｔ０／％ 脉冲能量 脉宽／ｎｓ 峰值功率 光束数目 方法 参考文献

２０１１ 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陶瓷 ３０ ２．５ｍＪ ０．８ ３．１３ＭＷ ２ 两条抽运线 ［４２］

２０１１ 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陶瓷 ３０ ２．４ｍＪ ０．８６ ２．８ＭＷ ２ 三条抽运线 ［４３］

２０１４ Ｎｄ∶ＹＶＯ４／Ｃｒ∶ＹＡＧ晶体 ９５ ０．２μＪ～０．５μＪ １５５～１７５ １Ｗ～２Ｗ ４ 达曼光栅 ［４４］

２０１５ Ｎｄ∶ＹＡＧ／Ｃｒ∶ＹＡＧ陶瓷 ８０ ０．１２ｍＪ～０．２２ｍＪ １０．５～１１．５ １１Ｗ～２１Ｗ ４ 微透镜阵列 ［４５］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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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Ｃｒ∶ＹＡＧ的初始透过率。由表２可以看出，多光束
输出微片激光器多采用Ｎｄ∶ＹＡＧ陶瓷材料作为增益介
质。较低的Ｃｒ∶ＹＡＧ可饱和吸收体初始透过率可以实
现高脉冲能量短脉宽的激光输出。实现微片激光器多

光束输出的方法包括利用多条抽运线、利用达曼光栅

和利用微透镜阵列。其中利用多条抽运线实现的多光

束微片激光器输出的激光脉冲，脉冲能量达到几个毫

焦，脉宽为纳秒量级，达到了击穿空气并产生等离子体

的要求。利用达曼光栅和微透镜阵列实现的多光束输

出微片激光器由于采用了较高初始透过率的可饱和吸

收体，输出脉冲的峰值功率较低。

４　结束语

激光诱导火花点火技术因其在内燃机点火方面的

巨大优势，在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为了提高激光能

量的利用率并解决稀薄燃烧条件下激光点火存在的问

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技术。多

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缩短了火焰的传播距离，能够提

高激光点火的能量利用率，增强点火可靠性，并且能够

极大地提高燃烧速度并增大燃烧室压力，非常适用于

内燃机的稀薄燃烧和高速燃烧。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

花点火技术的关键在于开发出一种体积小成本低的多

点激光点火系统。本文中介绍的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

花点火的技术途径有：利用锥形腔实现多点点火、利用

分束器实现多点点火和利用多光束输出微片激光器实

现多点点火。

锥形腔多点点火技术利用锥形腔的聚焦效应收集

未被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吸收的激光能量，从而实现多

点同时点火。这种方法结合了普通的激光诱导火花点

火和锥形腔点火的优势，能够同时实现中心点火和壁

点火。利用锥形腔和喷射孔，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实现

了激光五点点火。但锥形腔激光多点点火技术在实际

应用方面存在几个缺点：（１）基于锥形腔的激光诱导
等离子体点火技术需要额外的锥形腔用来收集剩余的

激光能量，这在现有的内燃机结构下难以实现；（２）利
用锥形腔实现的多点点火系统的点火位置固定，无法

根据实际的燃料混合情况灵活调整点火位置；（３）锥
形腔的特殊几何结构会对火焰核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

响；（４）锥形腔本身为导热良好的金属材料，会降低点
火能量的利用率。因此，基于锥形腔的激光多点点火

技术多用于实验室的恒容燃烧实验中，而难以用在实

际的内燃机激光多点点火系统中。

利用分束器可直接对单一光源发出的高能激光进

行分束从而实现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降低了点火

系统的成本。用于实现激光多点点火的分束器通常包

括空间光调制器、光栅和衍射透镜。它们均能够提高

激光能量的利用率、实现多点点火并加速燃烧，但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利用半反镜实现的激光多点

点火系统需要特殊设计的光路对点火激光脉冲进行分

束，因此系统的结构较复杂，难以实现小型化、集成化，

但基于衍射透镜和光栅实现的空间光调制器光路较为

简单，有望应用于实际的内燃机激光多点点火系统中。

其次，基于光分束器实现的多点激光点火系统往往涉

及高能激光束的传输。一方面，高能光束容易损坏激

光多点点火系统中的镀膜反射镜等光学器件，降低系

统使用寿命；另一方面，高能光束对传输光纤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硅光纤光损伤阈值较低，不能满

足内燃机点火用激光脉冲的传输要求。光子晶体光纤

的损伤阈值较高，但价格昂贵。因此，目前基于光分束

器的激光多点点火系统多利用开放光路进行激光点火

实验。目前，限制基于光分束器的激光多点点火系统

实际应用的技术瓶颈在于具有高可靠性、高效率、低成

本的高能光束传输系统的开发。

另外，过去的基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多点激光点火

系统采用的均为传统的调 Ｑ固体激光器，系统体积
大、结构复杂、成本高。而利用多光束输出的微片激光

器实现多点点火具有体积小、光路简单、能量利用效率

高的优点，非常适合用于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目

前，基于多条抽运线的多光束输出微片激光器的性能

已经达到了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的要求，并在实验室条

件下进行了内燃机的激光多点点火实验。但由于需要

多个抽运源，因而该系统成本较高而不适合商业化应

用。另外，基于达曼光栅和微透镜阵列的多光束输出

微片激光器受分束元件损伤阈值较低的限制，输出激

光脉冲的性能尚不能满足产生激光诱导等离子体的要

求。

因此未来的多点激光诱导火花点火系统有两个发

展方向：一方面，继续研究多光束输出的微片激光器，

提高其输出脉冲的脉冲能量并缩短脉宽，为多点激光

诱导火花点火提供合适的光源；另一方面，可将高功率

单光束输出微片激光器技术与光分束技术结合起来，

以缩小多点激光点火系统的体积、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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