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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极化度的定义 

每一个电子都有其自旋态z．z可由自旋 

算子 §=s +s， +s 在直 角坐标系下 

表 示．自旋 算子 与Pauli算 子 的关 系为 一 

( ／2) ．任一自旋状 态 可以用两个独立的 

自旋态表示 ： 

= ㈥～( ) ( )=aia+a 2 

其中 =㈦ ㈦ 即 和 为算子 
的两个本征函数 ，其本征值分别为 +l和一1． 

我们称 态为 自旋 向上的态， 为 自旋向下 

的态．每一个 自由电子总是处于某一自由自 

旋态 z，其 中自旋 向上的几率为 I 。I ，自旋 

向下 的几率为 { zl2．假设 态是归一化了 

的，即 f I I + I 2I =1． 

对于每个 电子来说 ，可定义其极化度 P 

为 Pauli算符 a对 态的平均值 ： 

P一 (zI l )= P ：+ Pt + P ． 

(2) 

假设存在 N 个 电子 ，这 Ⅳ 个 电子的极化统 

计值为 

= ． ㈤  

如果选择该 N个电子的极化方向P在 

屯方向，即 P 0一 P，。 = 0．此时 

P = 一 1 s 

I 一 

若 N+和 N‘分别代表在 N 个 电子中 自旋平 

行于 z轴方 向和 自旋反平行于 z轴方向的电 

子数目，则有 

N十=∑ 。I N·一∑ I ． 

(5) 

而 N一Ⅳ++Ⅳ‘，所以该 N 个电子的总极化 

度为 

P = P 龟 = t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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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电子束极化度的定义． 

极化度是一矢量 ，若选择一量子化轴 ， 

沿此方向极化度取极大值，则称此方向为极 

化矢量的方向．例如，若多数电子 自旋沿正 

轴方 向，显然沿此方向投影时 ，极 化度取极 

大值．正 轴方向就是极化矢量的方向． 

下面将从原理和实验角度集中讨论砷化 

镓晶体极化电子源． 

3 砷化锿晶体中极化电子产生的原理 

3．1 砷化檬的结构 

首先讨论普通砷化镓的能级结构，在布 

里渊区域内，沿着两个主要对称轴[儿1]轴及 

[100]轴的能级曲线见图l，对称点 r定义为 

布里渊区的中心 ( =0)．在这点上砷化镓的 

导带和价带的能量差为极小值．0 K时 一 

＼  

叼 

0．22 e 

1．58 eV；室温条件下 ；一1．42 ev．我们知 

道，价带在 r附近的波函数呈 P型，而导带 

的波函数呈 s型．利用砷化镓 晶体产生极化 

电子的根本点在于 自旋一轨道的相互作用将 P 

型的价带能级 简并消除 ，使其分离成为 P 

能级和 P- 能级．其 中 P 能级是 四重简并 

的( =一3／2，一1／2，1／2，3／2)，Pm能级 

上是 二重简并 的(m一一1／2，1／2)，P 3／z和 

P 的同距为 A=0．34 eV．当用左旋 圆偏振 

光使电子从价带激发到导带时 ，根据跃迁选 

择定则 Am一+1，有 3种可能跃迁 ：跃迁1对 

应 于 P"。(m= ～ 3／2)一 sⅢ (m= 一 1／2)； 

跃迁2对应于PⅢ( 一一1／2)一 ／2(m=+ 

l／2)；跃迁3对应于 P 3 (m=一1／2)一 (m 

=+1／2)．这3种跃迁的几率比为：跃迁1：跃 

迁2：跃迁3—3；2：l(见图1)． 

L [儿1]axis 

／,J(1，1．1) 

， [1oo]axis 

(0，0，0) k 

缮毒 

图l GaAs单晶沿布里渊区[1儿]和[1Oo]轴的能带 

室温下的禁带宽度为 I：1．42 eV．由于自旋一轨道耦台造成 P 和 PI，=带在 ，点有0．34 eV的分裂 

当激发光的能量 轴 ≥ +A时 ，跃迁1、 

2和3都能实现．而当光子能量 +A≥ ≥ 

口 时 ，P 态的电子不 可能跃 迁到导带 ，只 

有跃迁1和3才能实现．在此，量子化轴方向 

为激光波矢的方向．于是，在 s型的导带，m 
— 一 【／2态上的电子 自旋向下( )，即反平行 

于激光传输方向． =+1／2态上的电子自旋 

向上 (十)，即平行于激光传输方向．当使用 

能量为 +△≥ ≥ 的激光时，跃迁1所 

激发的 自旋向下 ，电子数 目为跃迁3所激发的 

自旋向上的电子数 目的3倍 在导带上激发电 

子的净极化度为(一3+1)／(3+1)=一50 ， 

这里负值代表极化方 向反平行于激光波矢方 

向．若所有这些导带电子都能发射到真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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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电子的极化度就为50 ．这就是砷化镓极 

化电子源的理论极化度． 

3．2 光 电子从砷化镓 表面脱离 

一 般情况下，被激光激发至导带低部的 

电子是无法从砷化镓晶体表面脱离而成为 自 

由电子的．因为表面清洁的砷化镓晶体的 电 

子亲台势约为+4 eV．也就是说 ，真空 能 级 

：： 

2 同表面处理情况 F P型 

GaAs晶体表面的能带 

a)清洁 GaAs表面，具有正的电子亲台势的势 

X； b)表面镀 Cs后 ，电子亲合势接近零； c) 

表面形成一层 CsO层后，产生负电子亲台势． 

比激发 电子能量高出约 eV(见图2)．为 

了使被激发 的电子脱离砷化镓晶体表面而成 

为 自由电子，必须对砷化镓 晶体表面进行处 

理，以降低真空能级 ，使其表面从正电子 

亲台势 (PEA)变为负电子亲合势(NEA)．这 

种砷化镓晶体的表面处理叉称为砷化镓表面 

的活化．空穴载流子注入的砷化镓晶体 ，其 

[11 0]、[1 0ol和[111]表 面都可以进行 NEA 

活化． 

Scheer等[1 发现通过对砷化镓表面加上 

cs，可使其真空能级 降为零(见图3)．如 

果在砷化镓表 面镀上一层 Cs O，真空能级 

口 将进一步降低而产生 NEA表面．当 NEA 

表面形成后 ，导带上的极化电子将很容易脱 

离晶体表面而成为 自由电子．当形成 NEA 

后，在离表面一个扩散长度内被激光激发到 

导带底 的电子都可能会扩散到接近表面发射 

出来．如果投有形成 NEA表面，只有在离表 

面一个高能电子散射长度内激发的高能电子 

(电子能量高于真空中的电子能级)才能发射 

出来．在半导体 中，热载流子的扩散长度比 

高能电子的散射长度 大得 多．这就是 NEA 

表面能大大提高电子发射率的原因． 

图3 用于SLAC高能加速器的极化电子源及其注入装置 l8] 

4 产生极化电子束的实验方法 

基于上述原理 ，各实验室根据各 自的要 

求 ，设计 了不同类型的极化 电子源．图3为 

SLAC设计的用于高能加速器的极化 电子源 

示意图 ，图 为清华大学拟用于原子散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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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化电子源的初步设计．这些设计虽然结 方向． 

构各不相同·，日有一 要求是相同的· t
． 3 极化电子束的传输 

GaAs光阴极 

d 清华大学拟用于原子散射 

实验的极化电子源 

4．1 真空要求 

用砷化镓作为极化电子源时 ，需要对 晶 

体表面进行处理．另外，对 电子源真空度的 

要求 也十分严格 ，要 求真空度达到 1．33x 

lO ～1．33×10一 Pa．为此，对设计好 的系 

统，先用涡轮分子泵抽到1．33×l0 Pa以 

上 ，再用离子泵和钛升华泵实现超高真空． 

4．2 光 源要求 

为了实现砷化镓晶体的极化 电子激发 ， 

激发光频率应符合 +△≥ ≥ 的要求． 

通常使用的波长为780～850 i1_ii1，GaAIAs半 

导体激光器或钛宝石激光常用来作为砷化镓 

光阴极的激发光源． 

偏振激光可通过一个线偏片(LP1)和一 

个四分之一波长() ／4)片来实现．当四分之一 

波片旋转时，出射激光的偏振度由右旋圆偏 

振变为左旋圆偏振 ，从而可改变 电子的极化 

从砷化镓晶体获得极化电子之后 ，很重 

要的一点是如何将光电子转化成 电子柬，并 

按所需的电子能量将其入射到应用系统中． 

由于不同的实验用途 ，电子光学部分的设计 

可以很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 ，为了获得横 

向极化的电子柬，也为了使电子束发射方 向 

避开激光的入射方向，将一90。球偏转装置插 

入极化电子柬中，使电子运动方 向改变gO。， 

而电子的自旋方向保持不变．在进入90。球偏 

转装置之前 ，电子极化方 向是纵 向极化的， 

即电子自旋平行于电子的运动方 向．而在离 

开90。球偏转装置时，电子的极化方向垂直于 

柬流方向，从而变为横向极化．90。球偏转装 

置之后的 电子光学装置起两个作用；增加 电 

子能量和形成平行电子柬．设计 电子光学的 

简单构想与光学的相似．这里不再仔细讨论． 

4．4 进一步提高极化电子源的极化度 

基于普通砷化镓晶体的结构，在 r对称 

点附近 用100 圆偏振光产生的极化 电子的 

极化度为 ≤50 ．无论实验上如何改进， 

就普通砷化镓 晶体而 言，5O％这个极限却是 

不可突破的．那是 因为在普通的砷化镓 晶体 

中，在布里渊区的中心 r，价带能级呈对称 

性．就 我们感兴趣的 P 一 能带来说，它的子 

能带、重空穴能带和轻空穴能带呈能级简并． 

如果能对砷化镓 晶体结构作进一步改进而使 

重空穴消除，则有可能进一步提高极化度． 

最常用的提高极化度的方法是所谓的应变晶 

格 方 法． 例 如，在 GaAs衬 底 上 生 长 

GaP As 一 ．由于两种晶体的晶格常数不同 ， 

会对晶体产生一定的应力，这种应力会破坏 

晶体的对称性 ，从而消除不 同能级的简并． 

然后选 择某一些激光频率使电子从价带到导 

带 的跃迁只发生在某一选择的子能带上，这 

样就可以突破50 这个极限 ，而达到l00 的 

理想值．Maruyama等[19]首次在实验上通过 

对晶体表面的特殊处理而消除价带能级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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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穴和轻空穴的能级简并，使极化电子源的 

极 化 度 达 到 70 以 上．Nakanish[ -和 A1一 

lay口 已获得86 的极化度．此外 ，也可用超 

晶格的方法来打破晶格对称，消除能级简并 

获得高的极化度．Omori等[ ：用这一方法已 

获得7l 的极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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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and Exper imental Study of Source 

、 of Polar ized Electr ons 

Shang Regcheng Gao Junfang Xiao Yuan Pang W ennlng Deng Jingkang 

(Laboralorg of Polarized Phy＆cs，DepargTne~t of Pbysica， 

singhua Univ~sity， Be 100084) 

Abstract The getting of polarized electrons was briefly introduced，that is the s0urce of 

polarized electrons·The m easurement of polarization in future，the application of polar ized 

electrons in atom ic and m olecular physics，condensed physics，biological physi~ ，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w 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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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time Quantum Transport Theory 

Zhuang Pengfei 

( 印artment Phy西∞， ~nghua Unioer~ty， Beijing l 00084) 

Abstract In general quantum case the equal—time kinetic hierarchies for the ener8y mo— 

nlents of the covariant W igner function were establ／shed． The transport an d constraint equa— 

tions for the physical densitie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lower—order mom ents w ere extracted 

from the hierarchies’and it is also proved that the hisher-order mom ents can  be expressed in 

term s of these low er—order m om 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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