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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ＴＨｚ波段获得ＴＥ波下的可调谐吸收频谱，采用全波仿真的方法，设计了一款基于二氧化钒材料的可
调谐ＴＨｚ吸波器，对该吸波器的吸收频谱、电场图、表面电流图以及能量损耗图进行分析，并讨论了结构参量 ｈ４，ｋ以及
入射角度θ对吸收频域和吸收带宽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外部温控的方式改变二氧化钒谐振单元的物理特性可以获
得可调谐的吸收频谱并改善吸波器的吸收性能，该吸波器在温度 Ｔ≥６８℃时，可以实现在２．７０ＴＨｚ～３．３６ＴＨｚ频段的宽
带吸收（吸收率在９０％以上），相对带宽达到２１．８％；在Ｔ＜６８℃时，可以实现多个单频点的吸收；改变结构参量ｈ４，ｋ可
以改变吸收频点的位置以及吸收带宽，改变入射角度θ可以影响吸波器的吸收效果。该研究对可调谐太赫兹器件的进
一步探究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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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超材料是指具有一些超常物理特性的人工媒质，

其单元尺寸远小于工作波长，通过合理的结构和参量

设计，可以获得常规材料不具有的电磁特性［１２］，因而

得到了广泛关注。随着对超材料研究的不断推进，超

材料在微波器件［３］、隐身技术［４］、电磁吸波［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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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价值也被逐渐发现。现阶段广泛研究的超材料

主要包括电超材料［６］、磁超材料、光子晶体［７８］、左手

材料［９１０］、等离子体超材料［１１１２］等。从ＬＡＮＤＹ等人首
次提出“完美吸波器”，在窄带范围内实现了接近

１００％的吸收［１３］以后，超材料吸波器发展迅速，在频点

增加［１４］、带宽展宽［１５１６］、可调谐［１７１８］等多个方面都取

得了巨大进展。目前，吸波器的调谐大多是通过对其

结构参量的改变进行调控，属于被动调控，制备之后其

吸波性能无法改变，缺乏普适性。用二氧化钒（ＶＯ２）
等相变材料与电磁超材料来构建吸波器，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改变光强、温度、电场等外部环境

条件对吸波器的吸收性能进行调控。

二氧化钒是一种室温相变材料，具有绝缘体金属
相变特征，相变温度为６８℃［１９２２］。在其相变过程中，

其电导率迅速增大，且这个过程是可逆的，且相变速度

快。由于二氧化钒这种特殊的性质，近年来被越来越

多地应用于微电子、光电子领域。ＤＵＭＡＳＢＯＵＣＨＩＡＴ
等人将基于ＶＯ２的微波开关集成到可调谐的带通滤波
器中，通过对 ＶＯ２的开关的电激活对其进行调控

［２３］。

ＨＡ等人将ＶＯ２集成到两端共面波导中，在ＶＯ２发生相
变后在１３．５ＧＨｚ的插入损耗为２．９５ｄＢ［２４］。ＳＥＯ等人
设计了ＶＯ２薄膜与纳米谐振器混合的太赫兹纳米天
线，其消光比超过１００００［２５］。ＬＩＵ等人用ＶＯ２和Ｗ设
计的可调谐吸波器，高低温之间的可调谐范围达到

７６．３６％［２６］。从现有的报道来看，将 ＶＯ２用于 ＴＨｚ宽
带吸波波器设计的报道还较为鲜见。

作者设计了一种工作在 ＴＨｚ频段的基于二氧化
钒材料和超材料的可调谐吸波器，通过对外界温度的

调控，改变二氧化钒谐振单元的电导率，从而实现对该

吸波器的动态调谐。当外界温度 Ｔ≥６８℃时，二氧化
钒谐振单元表现为金属特性，实现吸波器的宽带吸收，

而当外界温度Ｔ＜６８℃时，二氧化钒谐振单元表现为
介质特性，可以实现多个单频点的吸收。

１　吸波器模型设计

图１和图２是本文中提出的基于二氧化钒材料的
可调谐吸波器的单元结构示意图。图１是金属谐振单
元的示意图。图２是侧视图。由图可知，该结构单元
包括两种介质基板、两种谐振单元以及金属反射板，共

１０层。自下而上，第１层为金属反射板（材料为金，电
导率 σ＝４．５６１×１０７Ｓ／ｍ），第２层为 ＳｉＯ２介质基板
（相对介电常数ε＝３．９，无损耗），第３层、第５层、第７
层、第９层为Ｙ２Ｏ３（相对介电常数 ε＝３．０６，无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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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基板，第４层为金属谐振单元（材料为金），第６
层、第８层、第１０层为 ＶＯ２谐振单元。金属反射板的
边长ｐ＝７０μｍ，厚度 ｈ１＝０．１μｍ。ＳｉＯ２介质基板和第
３层Ｙ２Ｏ３介质基板的边长 ｐ＝７０μｍ，厚度 ｈ２，ｈ３分别
为２μｍ和１．８μｍ，第５层、第７层、第９层 Ｙ２Ｏ３介质
基板的尺寸分别是第２层介质基板尺寸的（１－ｋ）倍，
（１－２ｋ）倍，（１－３ｋ）倍（ｋ＝０．０１）。金属谐振单元和
ＶＯ２谐振单元形状相同、尺寸不同，都由一个蛇形线结
构、４个正方形谐振环和一个正方形谐振单元构成，第
６层、第８层、第１０层 ＶＯ２谐振单元尺寸分别是金属
谐振单元尺寸的（１－ｋ）倍，（１－２ｋ）倍，（１－３ｋ）倍。
金属谐振单元中，蛇形线的外边长 ａ＝６６μｍ，线宽和
线间距离ｂ＝２μｍ，缝隙ｇ＝１０μｍ，正方形谐振环的线
宽ｃ＝０．２μｍ，线间距离 ｄ＝３．８μｍ，由外至内，第１个
正方形谐振环的边长 ｅ＝６０．２μｍ，第２个正方形谐振
环的边长ｆ＝５６．４μｍ，第３个正方形谐振环的边长ｉ＝
５２．６μｍ，第 ４个 正 方 形 谐 振 环 的 边 长 ｊ＝
４８．８μｍ，正方形谐振单元的边长ｍ＝１０μｍ，厚度 ｈ４＝
１μｍ。其它结构参量如表１所示。电磁波波矢方向为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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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ｂ ｃ ｄ

ｖａｌｕｅ／μｍ ６６ ２ ０．２ ３．８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 ｆ ｇ ｉ

ｖａｌｕｅ／μｍ ６０．２ ５６．４ １０ ５２．６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ｊ ｋ ｍ ｐ

ｖａｌｕｅ／μｍ ４８．８ ０．０１ １０ ７０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ｖａｌｕｅ／μｍ ０．１ ２ １．８ １

沿－ｚ方向垂直入射。本文中将 ＴＥ波定义为：电场 Ｅ
平行于 ｙ轴，磁场 Ｈ平行 ｘ轴。吸波器的吸收率
Ａ（ω）可以表示为 Ａ（ω）＝１－Ｒ（ω）－Ｔ（ω）－Ｓ（ω），
其中Ｒ（ω）为反射率，Ｔ（ω）为透射率，Ｓ（ω）为散射率。
由于本文中设计的吸波器的最底层为金属反射板，所

以透射率Ｔ（ω）＝０，散射率Ｓ（ω）不考虑，那么吸收率
将写为Ａ（ω）＝１－Ｒ（ω）。

２　数据分析与讨论

图３是该吸波器不同温度时的吸收曲线。图３ａ
是高温状态下即温度Ｔ≥ ６８℃时（ＶＯ２谐振单元表现
为金属特性，电导率 σ＝１．５×１０５Ｓ／ｍ）的吸收曲线。
由图３ａ可以看出，该吸波器在频带范围 ２．７０ＴＨｚ～
３．３６ＴＨｚ的吸收率在９０％以上，绝对带宽为０．６６ＴＨｚ，
相对带宽达到 ２１．８％，其中有两个吸收峰值分别为
９３．０％和９７．５％，分别位于２．７７ＴＨｚ和３．１８ＴＨｚ处。
图３ｂ是低温状态下即温度Ｔ＜６８℃时（ＶＯ２谐振单元
　　

Ｆｉｇ３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表现为介质特性，电导率 σ＝０．７４Ｓ／ｍ）的吸收曲线。
由图 ３ｂ可以看出，该吸波器在频带 ３．３６ＴＨｚ到
３．５７ＴＨｚ的吸收率在９０％以上，其５个吸收峰值分别
为９１．６％，９９．６％，９９．９％，９９．７％，９９．６％，分别位于
１．２７ＴＨｚ，３．４０ＴＨｚ，３．５２ＴＨｚ，３．６８ＴＨｚ，４．０９ＴＨｚ。对
比图３ａ与图３ｂ的结果可知，在不同温度下，ＶＯ２谐振
单元表现为不同物理特性，该吸波器的吸收频点以及

吸收带宽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外部温度 Ｔ≥６８℃
时，该吸波器的吸收带宽由６．１％展宽到２１．８％。因
此，可以通过对外部温度的控制，改变二氧化钒谐振单

元的物理特性，以实现对该吸波器的动态调谐，改善该

吸波器的吸收性能。

图４是高温状态下（Ｔ≥６８℃）该吸波器在频点
２．７７ＴＨｚ和３．１８ＴＨｚ的电场分布图。图 ４ａ为该吸波
器在频率２．７７ＴＨｚ时的电场分布侧视图，图４ｂ为在
频率３．１８ＴＨｚ时的电场分布侧视图，图４ｃ为金属谐振
单元在频率２．７７ＴＨｚ处的电场分布图，图４ｄ为金属
谐振单元在频率３．１８ＴＨｚ处的电场分布图。由图４可
知，在这两个谐振峰在吸波器的不同位置出现电谐振，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ｓｉｄ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２．７７ＴＨｚ　ｂ—ｓｉｄ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３．１８ＴＨｚ　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ｒｅｓ
ｏｎａｎｔｕｎｉｔａｔ２．７７ＴＨｚ　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ｕｎｉｔａｔ
３．１８ＴＨｚ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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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ａ和图４ｃ可以看出，在２．７７ＴＨｚ时电场主要集
中在蛇形线的内圈；由图 ４ｂ和图 ４ｄ可以看出，在
３．１８ＴＨｚ时电场主要集中在正方形谐振单元的上下两
端（如图中“Ｏ”形区域所示），此时可以等效为金属谐
振单元上存在一个正电荷。图５是高温状态下（Ｔ≥
６８℃）该吸波器底层金属板在频点 ２．７７ＴＨｚ和
３．１８ＴＨｚ的表面电流图。图５ａ是频点２．７７ＴＨｚ处的
表面电流图，图５ｂ是频点３．１８ＴＨｚ处的表面电流图。
由图５ａ可知，频点２．７７ＴＨｚ处表面电流主要集中在正
方形谐振单元处，由图５ｂ可知，频点３．１８ＴＨｚ处表面
电流主要集中在蛇形线处（如图中“Ｏ”形区域所示），
其方向如黑色箭头所示。此时，可以等效为底层金属

反射板上存在一个负电荷。因此，吸波器在工作时，金

属底板与上层的金属谐振单元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偶极

子。即等效为在介质基板的上下表面形成反向流动的

电流，产生磁谐振，损耗电磁波能量，从而实现吸波器

的吸波性能。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ｍｅｔ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ａｔ２．７７ＴＨｚ　ｂ—ａｔ３．１８ＴＨｚ

图６是高温状态下（Ｔ≥６８℃）该吸波器在２．７７ＴＨｚ
和３．１８ＴＨｚ金属谐振单元和 ＳｉＯ２介质基板的能量损
耗图。图６ａ是金属谐振单元在２．７７ＴＨｚ的能量损耗
图，图６ｂ是金属谐振单元在３．１８ＴＨｚ的能量损耗图，
图６ｃ是ＳｉＯ２介质基板在２．７７ＴＨｚ的能量损耗图，图
６ｄ是ＳｉＯ２介质基板在３．１８ＴＨｚ的能量损耗图。由图
６ａ和图６ｂ可以看出，在两个不同频率下，入射电磁波
的能量主要消耗在金属谐振单元上；由图６ｃ和图６ｄ
可以看出，在介质基板上几乎没有能量损耗。因此，该

吸波器主要能量损耗是由谐振单元和底层金属反射板

　　

Ｆｉｇ６　Ｐｏｗｅｒｌｏｓｓ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ｍｅｔ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ｕｎｉｔａｔ２．７７ＴＨｚ　ｂ—ｍｅｔ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ｎｔｕｎｉｔａｔ３．１８ＴＨｚ　
ｃ—ＳｉＯ２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ａｔ２．７７ＴＨｚ　ｄ—ＳｉＯ２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ａｔ
３．１８ＴＨｚ

之间的磁谐振引起的，介质基板自身的介质损耗贡献

不大。

图７中给出了高温状态下（Ｔ≥６８℃）结构参量ｈ４
和ｋ对该吸波器吸收频谱的影响。图７ａ是其它参量
不变，结构参量 ｈ４（第３层 Ｙ２Ｏ３介质基板的厚度）分
别为１．４μｍ，１．６μｍ，１．８μｍ，２．０μｍ时该吸波器的吸
收曲线。当ｈ４＝１．４μｍ时，该吸波器有一个吸收率较
高的频点ｆ０位于３．３５ＴＨｚ，其吸收率为９８．６％，吸收
频带（吸收率大于 ９０％的频率范围）为 ２．９６ＴＨｚ～
３．５２ＴＨｚ，相对带宽为１７．３％；当 ｈ４＝１．６μｍ时，ｆ０位
于３．２７ＴＨｚ，其吸收率为９８．１％，吸收频带为２．８０ＴＨｚ～

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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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ＴＨｚ，相对带宽为２０．２％；ｈ４＝１．８μｍ时，ｆ０位于
３．１８ＴＨｚ，其吸收率为９７．５％，吸收频带为２．７０ＴＨｚ～
３．３６ＴＨｚ，相对带宽为２１．８％；ｈ４＝２．０μｍ时，ｆ０位于
３．１２ＴＨｚ，其吸收率为９６．７％，吸收频带为２．９８ＴＨｚ～
３．２９ＴＨｚ，相对带宽为９．９％。由上述可知，随着ｈ４的
逐渐增大，ｆ０的位置发生略微红移，其吸收率逐渐减
小，相对带宽先增大后减小，在 ｈ４＝１．８μｍ时达到最
大，此时该吸波器的吸收性能最好。图７ｂ是其它参量
不变、结构参量ｋ分别为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时该
吸波器的吸收曲线。ｋ＝０．０１时，该吸波器存在两个
吸收率较高的频点ｆ１，ｆ２分别位于２．７７ＴＨｚ，３．１８ＴＨｚ，
其吸收率分别为 ９３．０％和 ９７．５％，吸收频带为
２．７０ＴＨｚ～３．３６ＴＨｚ，相对带宽为２１．８％；ｋ＝０．０２时，
ｆ１，ｆ２分别位于 ２．８５ＴＨｚ，３．２９ＴＨｚ，其吸收率分别为
９１．０％和９９．５％，吸收频带为３．１１ＴＨｚ～３．５０ＴＨｚ，相
对带宽为 １１．８％；ｋ＝０．０３时，ｆ１，ｆ２ 分别位 于
２．７７ＴＨｚ，３．３０ＴＨｚ，其吸收率分别为 ９０．４％ 和
９９．９％，吸收频带为３．１７ＴＨｚ～３．５３ＴＨｚ，相对带宽为
１０．７％；ｋ＝０．０４时，ｆ１，ｆ２ 分 别位于 ２．７９ＴＨｚ，
３．３７ＴＨｚ，其吸收率分别为８８．４％和１００．０％，吸收频
带为３．２５ＴＨｚ～３．６０ＴＨｚ，相对带宽为 １０．２％。由此
可见，随着ｋ的逐渐增大，频率 ｆ１处的吸收率逐渐减
小，频率ｆ２处的吸收率逐渐增大，且 ｆ２的位置逐渐向
高频移动，该吸波器的吸收频带位置逐渐向高频移动，

相对带宽逐渐减小。所以，可以改变谐振单元的结构

（如改变ｈ４，ｋ的值）调控该吸波器的吸收率和相对带
　　

Ｆｉｇ７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ｈ４ａｎｄｋ

宽，从而实现吸波器的动态调谐。

图８中给出了高温状态下（Ｔ≥６８℃）入射角度 θ
分别为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时的吸收曲线。由图可
知，入射角度的大小对吸波器的吸收影响很大，该吸波

器的吸收曲线在入射角从０°增加到２０°时吸收曲线略
微下降，但总体变化不大，即该吸波器在入射角０°～
２０°有较好的吸收特性、角度稳定性。而入射角继续增
大的过程中，该吸波器的吸收带宽逐渐减小，吸收效果

逐渐变差。该吸波器大角度稳定性差是由于其结构不

具有对称性造成的。

Ｆｉｇ８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θ＝０°，２０°，４０°，
６０°，８０°

３　结　论

作者设计了一款基于二氧化钒材料的可调谐吸波

器，对该吸波器的吸收频谱、电场分布表面电流图、以

及能量损耗图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其结构参量 ｈ４，ｋ
以及入射角度θ对该吸波器吸收频域和吸收带宽的影
响。仿真结果表明，通过外部温控的方式可以获得可

调谐的吸收频谱并改善吸波器的吸收性能，在外部温

度Ｔ＜６８℃时，该吸波器可以实现多个单频点的吸收，
在外部温度Ｔ≥６８℃时，该吸波器可以实现在２．７０ＴＨｚ
到３．３６ＴＨｚ的宽带吸收，相对带宽达到２１．８％，其吸
波机理主要是通过电谐振和磁谐振损耗电磁波能量。

改变结构参量ｈ４，ｋ的值可以实现对该吸波器吸收频
域和吸收带宽的动态操控。随着ｈ４的增大，吸收频域
逐渐向低频移动，吸收带宽先增大后减小，在 ｈ４＝
１．８μｍ时吸收带宽达到最大。随着 ｋ的增大，第一吸
收峰ｆ１处的吸收率逐渐减小，第二吸收峰ｆ２处的吸收
率逐渐增大，且位置逐渐向高频移动，吸收带宽逐渐减

小，吸收频带逐渐向高频移动。随着θ的增大，吸收带
宽逐渐减小，吸收性能逐渐变差。因此，该吸波器可以

通过对外部温度的控制对吸收频谱的动态调谐，同时

可以改变其结构参量优化其吸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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