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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 了在 20 TW fs激光器上采用电子磁谱仪和光学 CCD积分成像相机分别对激光一固体 

靶相互作用在靶背方向产生的超热电子能谱及其光学渡越辐射进行的测量。能谱测量结果显示：超 

热电子能谱呈双温类一麦克斯韦分布，拟合的温度分别为 90和 280 keV，平均温度为 185 keV，这 

与已知的温度定标率较好地吻合。光学渡越辐射测量结果显示：光学渡越辐射是由于超热电子输运 

穿越 固体靶所致，而辐射区域呈圆盘状、有发散角、有光强分布。如果考虑超热电子的产生和加热 

机制，则 占主导地位的加热机制是共振吸收对 电子的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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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研究超热电子在固体密度等离子体 

中传播具有显著的潜在应用，因为它关系到包括惯 

性约束聚变(ICF)基础上的“快点火”方案以及固态 

物质中超热电子的产生和输运l】 。“快点火”概念 

又是建立在超短超强激光束与稠密等离子体相互作 

用而产生的相对论电子基础上[4j，超热 电子在临界 

物质中输运，最终将它们的能量沉积在装有核燃料 

的区域而达到加热点火 。理鳃超热电子的产生机制 

及研究它输运穿越固体靶背向辐射，对于“快点火” 

方案的成功是致关重要的。 

超短超强激光脉冲与固体靶相互作用在临界密 

度 n 附近产生 的电子束的能量可达几十 MeV，超 

热电 子 可 达 到 10”量 级，温 度 为 几 百 keV一2 

MeV[5]，超热电子在固体靶内输运穿越固体靶在靶 

背引起明显不同程度的辐射。我们就是要在靶背方 

向通过对辐射信号的诊断，来刻画超热电子输运穿 

越固态物质而引起的能量分布，以及由此而引起的 

自发光，即光学渡越辐射。 

2 实验设置 

实验是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CAEP)激光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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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研究中心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20 TW 掺钛蓝宝石激光器上进行。该激光器采用标 

准啁啾脉冲放大技术(CPA)，其技术指标为 ：激光 

能量 600 mJ(压缩前)，波长 800 nm，脉冲宽度 60 

fs，重复频率 10 Hz，光束直径 70 mm，激光能量波 

动在 2 以内。采用 自相关技术测得激光脉冲对 比 

度约为 1：10 (在主脉冲到达前 2 ns)。靶室的真 

空度为 1．6×10_。Pa。 

实验布局如图 1。采用 f／5离轴抛物面镜将能 

量为 270 mJ(靶面)，光束直径为 70 mm 的激光聚 

焦在厚度为 20肚m铜靶上。激光垂直靶法线方向入 

射。P偏振。靶架 由一个五维步进 电机控制 ，确保 

每发激光能够打在靶面的不同位置上。抛物面镜架 

由另一个三维步进 电机控制，用于调节激光的聚焦。 

图 l 实验布局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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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室外设置一台长焦距显微镜 ，用于监测激光聚焦 

状态 。 

采用针孔配合 X射线 的时间积分成像 (CCD) 

相机测量激光焦斑 ，典型的测量结果如图 2所示。 

所测焦斑直径约为 31．8 tim(FWHM)，这样给出靶 

面激光峰值功率密度约为 5．8×10”W／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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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针孔相机测量的激光焦斑 

在靶背方向先后放置电子磁谱仪和 CCD相机 ， 

分别 用 于 测 量 超 热 电子 能 谱 和 光 学 渡 越 辐 射 

(OTR)。电子磁谱仪的磁感应强度为 0．06 T，对应 

的量程约为 70—1 250 keY。用高斯计测量谱仪 的 

磁场均匀性 好于 2 。电子 谱 仪的探 头采 用 I iF 

(Mg，Cu，P)热释光探测器 (TI D)进行探测 ，其 

规格为 3．2 mm×3．2 mm×0．38 mm，这样能量分 

辨率可达到 2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 ，对 I iF TI D 

进行了逐片刻度 ]。为了减小电子的散射 ，在谱仪 

准直孔前未加滤片过滤 。电子磁谱仪收集立体角约 

为 1．55×10_ sr。 

3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是在激光能量为 270 mJ(靶面)、脉宽 

为 60 fs、波长为 800 nm 和对比度 1：10 的条件 

下 ，激光垂直靶法线方 向人射 ，P偏振 ，靶 面激光 

峰值功率密度约为 5．8×10”W／cm ，无预脉 冲， 

靶为 20／．tm 铜靶 ，电子磁谱仪和 CCD相机分先后 

两次放置靶背方向，且各 自是在连续打靶和单发打 

靶条件下获得的(其它条件完全一致)。 

图 3给出了靶背方向所测超热电子能谱 (连续 

打靶条件下)。该能谱为双温类一麦克斯韦分布，在 

大约 150 keV处，超热电子注量达到 6．8×10 elec— 

trons／(keV ·cm )的峰值 ；然后 ，随着能量 的增 

加 ，超热电子注量逐渐 减少 ，在约 1 100 keV处 ， 

超热 电子 注量 仍 达 4．5× 10 electrons／(keV · 

cm )，大于本底信号(本底信号 的注量最多不超过 

10 electrons／(keY ·cm ))，故 可以忽略本 底信 

号。而在约 700 keV处 ，则是两种温度 的分界处。 

根据超热电子麦克斯韦分布函数 foc e⋯  。。 “，利 

用数学计算程序 ORIGIN对 电子磁谱仪探测器测 

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对实验曲线进行线性拟合 ，结 

果得出的温度分别为 90和 280 keV。 

图 3 靶背方 向超热电子能谱 

图 4为靶背方向所测超热电子输运穿越 固体靶 

而引起的 ()TR图(单发打靶条件下)。该图是用光 

学 CCD相机在光学波段(含一倍频光 1cu和二倍频 

光 2cu)所测 结 果。该 结 果显 示 ，()TR 图呈 圆盘 型 ， 

CCD相机所成的像的放大倍数为 10，那么 ()TR区 

域仍 具有一定 的范围 (圆盘半径 R是可测 的)，表 明 

光辐射存在发散角 ；而强度分布大致呈高斯形式， 

一 倍频光 1cu和二倍频光 2cu(对应 400和 800 nm波 

长)对 OTR都有贡献，但 贡献最大的则是 800 nm 

波长附近的光。 

Pixel 

图 4 实验靶背方向 OTR图谱(CCD相机) 

4 分析与讨论 

激光一等离子体相互作用过程中，超热 电子可 

以通过不同的吸收或加热机制产生，而吸收或加热 

机制敏感地依赖于激光参数 ，因为等离子体许多基 

本的性质是受强激光场的控制而不是受它本身密度 

．

鲁u l10扫8 0 J3 鲁：Z 

http://www.cqvip.com


原 子 核 物 理 评 论 第22卷 

和温度的控制口]。在激光参数中，激光对 比度直接 

决定预等离子体的密度标长 L一[(1／n)(dn／dx]一， 

而密度标长又强烈地影响超热电子加热机制_8]。所 

以，为了确定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超热电子的加速 

机制，首先需要确定预等离子体的密度标长。根据 

同类实验的流体力学模拟_8]，典型的预等离子体密 

度标长约为 L一(1—2) ， 为激光波长。 

沿着靶背法线方向发射的超热电子可能由共振 

吸收或真空加热机制产生。为了判断哪种机制占主 

导地位，首先计算激光电场的振幅 

Eo(73／m)一 ／ 一2．75×10。 ， (1) 
V e oc’ 

式中，73为速度， 为质量，J为激光强度，￡0为真 

空介电常数，f为光速。将 J一5．8×10”W／cm 代 

人上式可得 Eo一2．3×10” ／ 。这样，电子抖动振 

幅为 

X 一 ≈ 0．1 ， (2) 
m P 0 

式中，e为电子电量， 为 电子静止质量， 。一 

2 c／A为激光圆频率。 

由于真空加热要求 L≈X。 ，共振吸收要求 L 

》X⋯。对于我们的实验条件，等离子体标长 L一 

(1—2) ，或 L一(1O一2O)X⋯。因此，共振吸收是 

主要的加热机制。按照超热电子的温度定标率 

丁 一n(黔w ／cm ) 。“ ， (3) 
其中，n 为激光 的规格化强度，单位为 w m ／ 

crn ；n为与脉冲宽度相关的常数，对长脉冲取 3o． 

对短脉冲取 100。当激光的规格化强度 J > 1O 

W m ／cm 时，指数接近 1／2[ 。实验中，激光为 

短脉冲(60 fs)，其规格化强度约为 3．712×1O” 

W／tm ／cm 。因此，n取 100，指数取 1／3，按照(3) 

式，超热电子的有效温度为 155 keV。而根据图 3 

超热电子能谱拟合的平均温度约为 185 keV，原因 

在于真空加热机制可能加速了少部分电子使超热电 

子的有效温度偏高。正如上文提到的，预等离子体 

的标长 L一(1O一2O)X⋯，它还不完全满足 L》 

X。 ，同时该标长仅大于电子抖动振幅 X⋯1个量 

级，不能排除真空加热机制扮演次要角色的可能。 

如果在(3)式中指数取 1／2，则给出 194 keV的超热 

电子有效温度，这与 由能谱拟合的平均温度更接 

近。实际上，正如文献E93指出的，指数从 1／3增加 

到 1／2反映了超热电子加热机制的变化。 

根据 Jian Zheng等_l叩对 fs激光固体相互作用 

中产生的超热电子连续渡越辐射的研究可知，铜金 

属靶背表面光辐射是由于共振吸收机制中产生的超 

热电子引起的，连续渡越辐射强度依赖靶厚度和超 

热电子温度。根据 Santos等 1]对受辐照固体物质 

中快电子的产生和输运靶背方向 自发辐射的诊断研 

究可知，()TR强度依赖于超热电子能量分布，而超 

热电子能量分布又与超热电子温度有关。根据 San— 

tos理论[3 ，初始的超热电子能量分布为一维相对 

论麦克斯韦分布函数： 

， 、 

(r，￡)OC：exp{一 [(1+ 一1]}， 
(4) 

其中，P是电子动量，单位是 c，E 一511 keV， 

丁 (r，t)是超热电子有效 温度。又根据 Santos理 

论Il ，OTR能量由下表达式给出： 

E2 OC：N }P(2co)} ， (5) 

其中，N是超热电子束内部的电子总数 ，}P(2co)} 

是电子动量，依赖于靶厚度和超热电子能量分布。 

根据文献[3]报道的结果，光辐射方向与超热 

电子束散射方向相接近，辐射大约是 17。半角的圆 

锥范围．这与我们的实验 OTR区域存在发散角相 

一 致。这个发散角分布与相互作用轴有关，也 由文 

献[-33给出： 

dr(0)OC：e一 sin0d0。 (6) 

()TR区域存在发散角足以说明超热电子具有 

散射角，散射角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超热电子输运 

过程中的碰撞效应，按电子输运理论将产生一个均 

方角展宽。 

文献[11]报道，使用 1 054 DID_的激光脉冲，对 

渡越辐射光强贡献最大的是 530 nm(二倍频光 2co) 

附近波长的光。而我们的实验结果是 800 DID-附近 

波长的光学渡越辐射光强贡献最大，原因很可能是 

光辐射信号中包含杂散光、冲击波发光及热波辐射 

发光等成分，如何去区分这些成分的发光，还必须 

借助于带有时间分辨的条纹相机来做深入研究。 

但在一些发次中也观测到渡越辐射的非圆盘形 

状，这可能与靶背形成的鞘电场及高能质子环形分 

布有关，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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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用电子磁谱仪和光学 CCD相机首次在 2O Tw 

fs激光器上完成了激光一固体靶相互作用过程中在 

靶背方向产生的超热 电子 的能谱和光学渡越辐射 

(()TR)的测量结果。测量结果指出，靶背方向产生 

的超热电子的加热机制为共振吸收；超热电子输运 

穿越固体靶引起 ()TR。由于 2O Tw fs激光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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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reports hot electron energy spectrum measured with electron spectrometer，and()D— 

tical Transition Radiation measured with optical time——integrated image of CCD during the interaction of la—— 

ser—solid target in targets at the rear—side radiation of laser on 20 Terawatt femtosecond laser facilitv
．
It 

shows that hot electron energy spectrum can be fitted with two—temperature like—M axwellian distribution。 

with T≈ 9O and 280 keV ，but average temperature of hot electrons T≈ l85 keV ，which accorded with the 

known temperature scaling law． Because ()pticaI Transition Radiation is produced by the hot electro1"1s 

transport through solid targets，region of Optical Transition Radiation has lager radiation angle and optical 

intensity distribution． The main acceleration of hot electron conies from resonance absorption
． 

Key words：femtosecond laser；solid target；hot electron；energy spectrum；optical transition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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