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21913.7

(22)申请日 2018.02.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17311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15

(73)专利权人 山东大学

地址 250199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南

路27号

(72)发明人 李洵　李俣　刘连鹿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金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219

代理人 杨树云

(51)Int.Cl.

H01S 5/125(2006.01)

H01S 5/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022206 A,2007.08.22,

CN 1578023 A,2005.02.09,

CN 106129806 A,2016.11.16,

CN 1341986 A,2002.03.27,

CN 104756331 A,2015.07.01,

CN 103746288 A,2014.04.23,

US 6141370 A,2000.10.31,

WO 2005124951 A1,2005.12.29,

CN 103066494 A,2013.04.24,

张欣婷 等.基于压电陶瓷的激光频率调谐

技术.《应用光学》.2015,第36卷(第6期),

审查员 秦岳飞

 

(54)发明名称

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及其工作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

器及其工作方法，包括生长在同一衬底上的调谐

区、相位区、有源区，调谐区、相位区、有源区依次

耦合，调谐区包括Moire光栅，Moire光栅包括生

长在同一衬底上的两个光栅周期相近的基本光

栅A1、基本光栅A2。本发明通过作用于调谐区的

电流I3的调谐可实现对光栅周期的控制，从而使

Moire光栅周期发生变化，进而实现对布拉格波

长的调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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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生长在同一衬底上的调谐区、

相位区、有源区，所述调谐区、所述相位区、所述有源区依次耦合，所述调谐区包括Moire光

栅，所述Moire光栅包括生长在同一衬底上的并排放置的基本光栅A1、基本光栅A2；

设定基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为Λ1，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为Λ2，则Moire光栅的光栅

周期为Λ＝Λ1Λ2/(Λ1-Λ2)，Λ的取值范围为λB/(2neff)±50nm，λB为Moire光栅的布拉格

波长，neff为Moire光栅的平均有效折射率；

通过改变基本光栅A1或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Λ1或Λ2，使Λ发生明显变化，进而实现

布拉格波长的宽带调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当λB＝1550nm 

neff＝3.2时，Λ≈240nm；当λB＝1310nm  neff＝3.2时，Λ≈204n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本光

栅A1或所述基本光栅A2上设置有一层压电系数d33＞20pC/N的压电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本光

栅A1或所述基本光栅A2上设置有一层压电系数d33＝476.6pC/N的PLZT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电材

料的厚度大于100n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本光

栅A1、所述基本光栅A2的材料为磷化铟或弹性系数s12≥1*10-12Pa-1的透光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本光

栅A1、所述基本光栅A2的材料折射率的取值范围为1.5至3.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本光

栅A1、所述基本光栅A2的材料折射率均为3.2。

9.一种根据权利要求3、5任一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的工作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注入电流I3作用到所述压电材料上；I3≥10mA，所述压电材料在电流I3方向

上发生形变，所述压电材料的形变对其覆盖下的所述基本光栅A1或所述基本光栅A2在纵向

方向上进行挤压，所述压电材料覆盖下的所述基本光栅A1或所述基本光栅A2在横向方向上

发生膨胀，则所述压电材料覆盖下的所述基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Λ1或所述基本光栅A2光

栅周期Λ2增加，引起所述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发生变化，所述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

的变化导致布拉格波长λB的变化，实现布拉格波长的宽带调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的变化导致布拉格波长λB的变化，变化公式如式(Ⅰ)所示：

2neffΛ＝λB    (Ⅰ)

式(Ⅰ)中，neff为Moire光栅的平均有效折射率，Λ为光栅周期，λB为布拉格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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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及其工作方法，属于激光器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光通信速度与容量的快速发展，光网络越来越复杂。半导体激光器作为通信

的光源，面临着巨大的升级需要。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是针对于固定波长的激光器提出的，

一般可以通过电流注入、温度调节或者机械控制等方式实现波长的调谐。它的出现已经成

为密集波分复用系统的重要光源。目前，主要有四种可调谐激光器：DBR型可调激光器、可调

谐垂直腔面激光器、可调谐外腔激光器和DFB激光器阵列。

[0003] DBR型可调激光器的调谐特性是通过电流对折射率的影响进而控制布拉格波长，

这种调谐方式能够使系统在很短时间内稳定下来，一般是纳秒级别。普通的单段DBR型可调

激光器，由于电流变化范围的限制，折射率变化dn/n有限，调谐范围一般小于10nm。利用游

标效应(即Vernier效应)的双段DBR取样光栅调谐，虽然调谐范围大大增加，但是其调谐电

流多而复杂且不连续，同时导致调谐稳定时间长，并且整个器件的腔长大大增加，对于高速

直调十分不利。可调谐垂直腔面激光器通过MEMS技术控制两个反射端面之间的距离，改变

腔长进而实现波长调谐。由于腔长很短，通常为了保持高增益，出射面需要有高反射率，这

就导致这种激光器出射功率小，限制了其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可调谐外腔激光器通过机

械转动光栅来改变波长，这种调谐方式响应速率慢，封装难度大。DFB激光器阵列一般通过

温度调节实现波长相邻的各DFB激光器之间的连续可调，可靠性能高但是制作过程相当复

杂，器件尺寸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

[000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Moire光栅激光器的工作方法；

[0006] 本发明基于DBR型半导体激光器的结构，在调谐区并排放置两个周期相近的基本

光栅Λ1,Λ2(Λ1>Λ2)，通过Moire效应，即一个光栅对另一个光栅的调制，呈现出一个大周

期光栅Λ。通过改变其中一个光栅的周期，Λ会发生明显变化，进而实现布拉格波长的宽带

调谐，并且，调谐过程简单连续，整个器件简单紧凑。

[0007] 术语解释：

[0008] 1、游标效应，即Vernier效应，是指两个具有相近周期光栅的空间串联叠加，其折

射率分布函数是两个基本光栅折射率分布函数的求和，其光谱通过三角函数的和差化积公

式，实现Vernier效应下的波长调谐。

[0009] 2、Moire光栅是指两个相近周期光栅的空间并联耦合，呈现出Moire效应。与

Vernier效应不同的是，其折射率分布函数是两个基本光栅折射率分布函数的乘积，通过三

角函数的积化和差公式，得到Moire光栅的周期。其周期特点是其中一个光栅周期发生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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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Moire光栅周期会发生大范围的变化。

[0010] 3、基本光栅，即普通光栅，在激光器中的作用是对有源区的宽谱光进行选频。

[0011] 4、PLZT，即透明光电功能陶瓷。PLZT(透明光电功能陶瓷)具有以下优点；a、压电系

数大，压电系数d33＝476.6pC/N；b、具有高度的光学透明性，透光范围从紫外波段到红外波

段；c、晶格常数为4.041埃，与半导体材料晶格常数相近。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13] 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包括生长在同一衬底上的调谐区、相位区、有

源区，所述调谐区、所述相位区、所述有源区依次耦合，所述调谐区包括Moire光栅，所述

Moire光栅包括生长在同一衬底上的并排放置的基本光栅A1、基本光栅A2；

[0014] 设定基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为Λ1，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为Λ2(Λ1>Λ2)，两个

基本光栅的空间并联耦合，其折射率分布函数是两个基本光栅折射率分布函数的乘积，通

过三角函数的积化和差公式可以分拆为两项，其中一项取决于Λ＝Λ1Λ2/(Λ1-Λ2)，而另

一项取决于Λ'＝Λ1Λ2/(Λ1+Λ2)。由于Λ随基本周期变化比Λ'更为明显，且Λ远大于

Λ'(即对应两个完全不同的布拉格波长)，可以通过将有源材料的增益谱与Λ对应的布拉

格波长位置对齐，同时远离Λ'的波长位置，从而去掉Λ'的影响，实现通过Λ来大范围调谐

波长的作用。

[0015] 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为Λ＝Λ1Λ2/(Λ1-Λ2)，Λ的取值范围为λB/(2neff)±

50nm，λB为Moire光栅的布拉格波长，neff为Moire光栅的平均有效折射率。

[0016] 通过改变基本光栅A1或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Λ会发生明显变化，进而实现布

拉格波长的宽带调谐，而且调谐过程简单连续，整个器件简单紧凑，基本光栅周期Λ1，Λ2相

差越小，其对Λ的调谐越明显。

[0017] 进一步优选的，当λB＝1550nm、neff＝3.2时，Λ＝240nm；当λB＝1310nm、neff＝3.2

时，Λ＝204nm。

[0018]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基本光栅A1或所述基本光栅A2上设置有一层压电系数d33

＞20pC/N的压电材料。

[001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基本光栅A1或所述基本光栅A2上设置有一层压电系数d33＝

476.6pC/N的PLZT材料。

[0020] 有源区通过注入电流I1产生宽谱的光场模式，相位区注入电流I2可实现对布拉格

波长的微调，在压电材料上注入电流I3后，由于逆压电效应会使压电材料在x方向上发生形

变(扩张)，上层材料的扩张对另一基本光栅A1或基本光栅A2产生挤压作用，使Moire光栅在

z方向发生形变，光栅周期得以改变，通过I3的调谐可实现对光栅周期的控制，进而实现对

布拉格波长的调谐。其中，x方向为衬底生长的方向，即结构高度；y方向为激光器横向方向，

即结构宽度；z方向为激光器纵向出光方向，即结构长度。

[0021]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压电材料的厚度大于100nm。

[0022] 压电材料的厚度越厚，对下层光栅的挤压越明显，具体厚度应与实际制作器件尺

寸有关。

[0023]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基本光栅A1、所述基本光栅A2的材料为磷化铟(InP)或弹

性系数s12≥1*10-12Pa-1的透光材料。

[0024]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基本光栅A1、所述基本光栅A2的材料折射率为1.5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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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选光栅的材料决定。

[002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基本光栅A1、所述基本光栅A2的材料折射率为3.2。所选光栅

材料的折射率越高，所需刻蚀的光栅区长度越短，总腔长越短。

[0026] 上述Moire光栅激光器的工作方法，包括：注入电流I3作用到所述压电材料上；I3≥

10mA，由于压电材料的强逆压电效应，加电后会引起到所述压电材料在电流I3方向上发生

形变，所述压电材料的形变对其覆盖下的所述基本光栅A1或所述基本光栅A2在纵向方向上

进行挤压，因为磷化铟(InP)本身具有弹性效应，所述压电材料覆盖下的所述基本光栅A1或

所述基本光栅A2在横向方向上发生膨胀，则所述压电材料覆盖下的所述基本光栅A1的光栅

周期Λ1或所述基本光栅A2光栅周期Λ2增加，引起所述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发生变化，

所述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的变化导致布拉格波长的变化，实现布拉格波长的宽带调谐。

[0027]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所述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的变化导致布拉格波长λB的变

化，变化公式如式(Ⅰ)所示：

[0028] 2neffΛ＝λB(Ⅰ)

[0029] 式(Ⅰ)中，neff为Moire光栅的平均有效折射率，Λ为光栅周期，λB为布拉格波长。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1] 本发明通过作用于调谐区的电流I3的调谐可实现对一侧光栅周期的控制，从而使

Moire光栅周期发生明显变化，进而实现对布拉格波长的宽带调谐。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基本光栅A1、基本光栅A2、Moire光栅折射率分布示意图；

[0034] 图3为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Λ2与布拉格波长的关系示意图；

[0035] 图4为基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Λ1与布拉格波长的关系示意图；

[0036] 图5为通过Lumerical  FDTD对本发明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中光栅区的仿

真建模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为选用的基模TE模式光源图像示意图；

[0038] 图7为Λ1＝80nm,Λ2＝60nm时FDTD仿真反射谱域，与Λ1＝80nm,Λ2＝61nm时FDTD

仿真反射谱的比对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限定，但不限于此。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如图1所示，包括生长在同一衬底上的调谐区、

相位区、有源区，调谐区、相位区、有源区依次耦合，调谐区包括Moire光栅，Moire光栅包括

生长在同一衬底上的并排放置的基本光栅A1、基本光栅A2；

[0042] 基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为Λ1＝80nm，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为Λ2＝60nm，Moire

光栅的光栅周期Λ为Λ＝Λ1Λ2/(Λ1-Λ2)，Λ＝240nm。

[0043] 通过改变基本光栅A1或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Λ会发生明显变化，进而实现布

拉格波长的宽带调谐，基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为Λ1＝80nm固定不变，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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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Λ2与布拉格波长λ0的关系如图3所示；基本光栅A2的光栅周期为Λ2＝60nm固定不变，基

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Λ1与布拉格波长λ0的关系如图4所示；而且调谐过程简单连续，整个器

件简单紧凑，基本光栅周期Λ1，Λ2相差越小，其对Λ的调谐越明显。

[0044] 实施例2

[0045]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通过Lumerical  FDTD对宽

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仿真建模的结构如图5所示，光栅即折射率周期交替的结构，n1、

n2分别为光栅基底材料的折射率和基底被刻蚀后填充材料的折射率。0.23μm是单侧光栅的

横向宽度值；FDTD仿真所用基模TE模式光源如图6所示，因为通信用半导体激光器中一般需

要保证只有TE基模存在，所以仿真时也选用此模式；基本光栅A1、基本光栅A2的材料均为磷

化铟(InP)。基本光栅A1、基本光栅A2的材料折射率neff为3.2。基本光栅A1、基本光栅A2、

Moire光栅折射率分布如图2所示。

[0046] 基本光栅A1或基本光栅A2上设置有一层压电系数d33为476 .6pC/N的PLZT材料。

PLZT材料的厚度为100nm，PLZT材料的厚度越厚，对下层光栅的挤压越明显，具体厚度应与

实际制作器件尺寸有关。

[0047] PLZT材料(透明光电功能陶瓷)具有以下优点；a、压电系数大，压电系数d33＝

476 .6pC/N；b、具有高度的光学透明性，透光范围从紫外波段到红外波段；c、晶格常数为

4.041埃，与半导体材料晶格常数相近。

[0048] 有源区通过注入电流I1产生宽谱的光场模式，相位区注入电流I2可实现对布拉格

波长的微调，在压电材料上注入电流I3后，由于逆压电效应会使压电材料在x方向上发生形

变(扩张)，上层材料的扩张对另一基本光栅A1或基本光栅A2产生挤压作用，使Moire光栅在

z方向发生形变，光栅周期得以改变，通过I3的调谐可实现对光栅周期的控制，进而实现对

布拉格波长的调谐。x方向为衬底生长的方向，即结构高度；y方向为激光器横向方向，即结

构宽度；z方向为激光器纵向出光方向，即结构长度。

[0049] 实施例3

[0050] 实施例2所述的一种宽带可调谐Moire光栅激光器的工作方法，包括：注入电流I3

作用到压电材料上；I3的取值为10mA，由于压电材料的强逆压电效应，加电后会引起到压电

材料在电流I3方向上发生形变，压电材料的形变对其覆盖下的基本光栅A1或基本光栅A2在

纵向方向上进行挤压，因为磷化铟(InP)本身具有弹性效应，压电材料覆盖下的基本光栅A1

或基本光栅A2在横向方向上发生膨胀，则压电材料覆盖下的基本光栅A1的光栅周期Λ1或

基本光栅A2光栅周期Λ2增加，引起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发生变化，Moire光栅的光栅周

期Λ的变化导致布拉格波长的变化，实现布拉格波长的宽带调谐。

[0051] Moire光栅的光栅周期Λ的变化导致布拉格波长λB的变化，变化公式如式(Ⅰ)所

示：

[0052] 2neffΛ＝λB   (Ⅰ)。

[0053] 图7为Λ1＝80nm,Λ2＝60nm时FDTD仿真反射谱域，与Λ1＝80nm,Λ2＝61nm时FDTD

仿真反射谱的比对图。图7为Lumerical  FDTD对Moire光栅可调特性的二维仿真结果，与图

3、图4一维仿真结果相比，从更复杂的结构得出了与简单结构一致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

Moire光栅具有波长宽带连续可调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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