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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 激光晶体制备及其
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作为红外波段固体激
光器的增益介质的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 倍半
氧化物激光晶体，
涉及激光晶体增益材料技术领
域。该晶体可通过熔体法生长出优质单晶 ，
且具
‑1
有较低的声子能量(452cm 和较宽的荧光光谱
(～100nm) ，
掺入Yb3+ 、Tm3+ 、Ho3+等稀土激活离子
后有望实现1μm和2μm波段高功率、
可调谐连续
激光及超短脉冲激光输出。本发明提供的晶体生
长方法可生长出高质量的单晶，
所制作的全固态
红外波段激光器具有波长可调谐、
脉宽超短等特
点，
在激光精密加工、激光医疗，
军事，
遥感等方
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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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 激光晶体，
其特征在于：
该晶体的化学式为：
A x By Gd 1-x当y＝0，
0 .001≤x≤0 .2，
A为Yb、
Ho或Tm；
当0 .001≤y≤0 .2，
0 .001≤x≤0 .2时，
A为Tm，
yScO3 ，
B为Ho。
2 .权利要求1所述的该种离子掺杂的GdScO3激光晶体的生长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生长
方法主要包括下列步骤：
S1、将纯度为4N的A2O 3 、B2O 3 、Gd 2O 3 和Sc 2O 3 作为原料，
配料时[A2O 3]+[B2O 3]+[Gd 2O 3]和
[Sc2O3]摩尔比为1:1，
其中A3+ 和B3+离子的掺入量均为0 .1～20at .％，
原料经研混均匀后压
块，
在马弗炉高温烧结获得陶瓷饼料；
S2、将上述陶瓷饼料装入铱坩埚中，用高纯氮气或者惰性气体完全置换单晶炉内的空
气，
采用中频感应加热，
使用GdScO3晶体作为籽晶；
晶体炉升温至2050～2150℃，
晶体提拉
速度为0 .5～3mm/h，
转速为3～15r/min；
按照引晶、缩颈、
放肩、
等径、
收尾的程序生长该种
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
S3、
晶体生长结束后，
以速率10～60℃/h缓慢降至室温。将生长出的晶体在空气中退
火，
退火温度为1200-1500℃，
保温时间10～30小时。
3 .权利要求1所述的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激光晶体在1μm和2μm波段获得连续、
可调谐
和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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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激光晶体制备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激光晶体增益材料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激
光晶体制备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红外波段激光在光通信、
超快光子学、
光电对抗、
医疗、
科研等领域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用于该波段的稀土离子掺杂的激光晶体基质商用材料主要以钇铝石榴石(YAG)
和氟化物为主。然而，
YAG 晶体存在吸收带宽窄 ,最大声子能量大 ,热导率受掺杂的影响大
等基质本征缺陷 ,对实现红外波段激光输出不利。而氟化物晶体虽然最大声子能量低，
但其
化学稳定性和机械强度较差，
实际应用较为困难。这使得以上述材料为增益介质的激光器
存在效率低，
泵浦阈值高，
泵浦波长选择性差，
难以实现高功率等问题。
以氧化镥为代表的
倍半氧化物晶体因具有低声子能量、
高热导率、
高损伤阈值、
高量子效率等优势 ,是优质激
光晶体的理想选择之一。然而 ,氧化镥氧化钇等晶体生长熔点可达2400℃ ,晶体生长条件要
求苛刻 ,设备要求极高。
[0003] 同为倍半氧化物的GdScO 3晶体，
属于正交晶系，
声子能量较低，
约452cm-1 ，
其熔点
约2150℃，
更易通过熔体法生长。在掺入 Yb3+ ,Tm3+ ,Ho3+离子的GdScO3晶体中，
掺杂离子取
3+
代Gd 格位，
处在八个Sc与O原子构成的八面体中心，
该种掺稀土离子的激光晶体存在较强
的电偶极子发光跃迁，
可实现高效的红外波段激光输出。
[0004] 就激活离子而言，
Yb3+由于电子能级结构简单相较于Nd3+离子不存在激发态吸收，
上转换效应等，
在1μm波段备受关注。
掺Yb3+的激光晶体的吸收发射谱更宽，
更容易实现超短
脉冲激光和可调谐激光输出。其离子半径小，
容易实现高浓度掺杂，
荧光寿命长，
有利于激
3+
光脉宽压窄，
且其量子亏损较小，
仅为11％，
较Nd 的30～40％更利于实现更大斜效率的激
光输出。
[0005]
利用半导体激光或者光纤激光泵浦掺Tm3+ ，
Ho3+激活离子的激光晶体，
是直接获得
2μm波段激光最有效的途径。2μm波段激光与许多气态污染物的特征吸收光谱对应，
可以被
水分子或其他生物组织强烈吸收，
在医疗、
大气监测、
分子光谱和激光雷达等领域具有重要
应用。
由于大部分非线性光学晶体在该波段吸收较小，
该波段激光可作为3-10μm波段中远
红外激光抽运源，
广泛应用于激光定向红外干扰、
激光制导等军事领域。
[0006] 因此研究面向红外波段全固体激光器的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
晶体对发展红外波段的激光输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国内外未见有掺Yb3+ ,Tm 3+ ,Ho 3+的
GdScO3激光晶体的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
体生长方法与应用，
为全固态红外激光器提供一种新型的氧化物工作物质 ,该晶体在激光
精密加工、
医疗、
军事及科研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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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0009]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激光晶体，
该晶体的化学式为：AxByGd1-x-yScO3 ，
当y＝
0时，
A为Yb、
Ho或Tm，
0 .001≤x≤0 .2；
当 0 .001≤y≤0 .2时，
A为Tm，
B为Ho ,0 .001≤x≤0 .2。
[0010] 上述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的生长方法，
包括下列步骤：
[0011] S1、
将纯度为4N的A2O3、B2O3、
Gd 2O3 和Sc2O3作为原料，
配料时[A2O3]+[B2O3]+[Gd 2O3]
3+
3+
和[Sc2O3]摩尔比为1:1，
其中A 和B 离子的掺入量均为0 .1～20at .％，
原料经研混均匀后
压块，
在马弗炉高温烧结获得陶瓷饼料；
[0012] S2、
将上述陶瓷饼料装入铱坩埚中，用高纯氮气或者惰性气体完全置换单晶炉内
的空气，
采用中频感应加热，
使用GdScO3晶体作为籽晶；
晶体炉升温至2050～2150℃，
晶体
提拉速度为0 .5～3mm/h，
转速为3～15r/min；
按照引晶、缩颈、
放肩、
等径、
收尾的程序生长
该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
[0013] S3、
晶体生长结束后，
以速率10～60℃/h缓慢降至室温。将生长出的晶体在空气中
退火，
退火温度为1200-1500℃，
保温时间10～30 小时。
[0014] 所述的步骤S1具体过程如下：
[0015] 将纯度为4N的A2O3、
B2O3、
Gd2O3和Sc2O3按照用料配比混合，
然后在混料机中混合5个
小时以上；
[0016] 在0 .5-5GPa的压力下将原料压成圆柱状的料饼；
[0017] 将料饼放入马弗炉中，
5～10个小时升温至1200～1600℃，
在此温度烧结20～30小
时，
用10～15个小时降至室温，
使混料充分发生固相反应，
即可得到生长该种稀土离子掺杂
的GdScO3晶体的陶瓷料饼。
也可不经过烧结，
将压好的料饼直接用于晶体生长。
[0018] 所述的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激光晶体在红外波段激光输出的应用：
[0019] A1、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红外波段激光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泵浦源、
聚焦系统、
激光谐振腔和YbxGd1-xScO3激光增益晶体(其中0 .001≤
x≤0 .2，
优选的x值为 0 .03)。所述泵浦源为发射波长970-980nm的激光二极管激光器，
发出
的泵浦光经聚焦系统准直聚焦后，
通过输入腔镜注入到 YbxGd1-xScO3晶体中，
激光在输入和
输出腔镜之间来回振荡，
通过2F7/2→2F5/2能级间受激辐射跃迁在输出端输出1 .0～1 .1μm激
光。在腔镜中加入调谐元件(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
可实现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20] A2、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2μm 波段激光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泵浦源、
聚焦系统、
激光谐振腔和TmxGd1-xScO3激光增益晶体(其中0 .001≤
x≤0 .2，
优选的x值为 0 .02)。所述泵浦源为输出激光波长为790nm的激光二极管激光器，
发
出的泵浦光经聚焦系统准直聚焦后，
通过输入腔镜注入到 TmxGd1-xScO3晶体中，
激光在输入
3
3
和输出腔镜之间来回振荡，
通过 F4→ H6能级间受激辐射在输出端输出1 .9-2 .1μm激光。在
腔镜中加入调谐元件(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可实现
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21] A3、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2μm 波段激光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泵浦源、
聚焦系统、
激光谐振腔和HoxGd1-xScO3激光增益晶体(其中0 .001≤
x≤0 .2，
优选的x值为 0 .02)。所述泵浦源为激光波长为1 .9μm的光纤激光器，
发出的泵浦光
经聚焦系统准直聚焦后，
通过输入腔镜注入到HoxGd1-xScO3晶体中，
激光在输入和输出腔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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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来回振荡，
通过5I7→5I8能级间受激辐射在输出端输出2 .0-2 .2μm激光。在腔镜中加入
调谐元件(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可实现超短脉冲激
光输出。
[0022] A4、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2μm 波段激光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泵浦源、聚焦系统、激光谐振腔和Tm x Ho y Gd 1-x-y ScO 3 激光增益晶体(其中
0 .001≤x≤0 .2，
0 .001≤y ≤0 .2，
优选的x值为0 .05，
优选的y值为0 .005)。所述激光波长为
790nm的激光二极管激光器，
发出的泵浦光经聚焦系统准直聚焦后，
通过输入腔镜注入到
TmxHoyGd1-x-yScO3晶体中，
激光在输入和输出腔镜之间来回振荡，
通过Tm3+的 3H6→3H4跃迁通
道，
将电子激发到3H4激发态，
由于Tm3+的 3F4能级与Ho3+的 5I7能级接近，
Ho3+可以通过共振过
程获得Tm3+传递的能量，
在5I7上能级聚集，
实现粒子数反转后，
通过5I7→5I8能级间的受激辐
射跃迁在输出端输出2 .0-2 .2μm 激光。在腔镜中加入调谐元件(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
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可实现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生长出的3at％Yb3+:GdScO3晶体。
[0024] 图2为3at％Yb3+:GdScO3晶体的荧光光谱
[0025] 图3为3at％Yb3+:GdScO3晶体的激光装置示意图
[0026] 图4为生长出的2at％Tm3+:GdScO3晶体
[0027] 图5为生长出的2at％Tm3+:GdScO3晶体的发射光谱
[0028] 图6为生长出的0 .5at％Ho3+ ,5at％Tm3+:GdScO3晶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实施例1
[0031] 3at％Yb3+ :GdScO 3晶体生长及其在激光装置中的应用。
选取商业购买的纯度为4N
的Gd 2O3 ,Sc2O3 和Yb2O3粉末，
按照Yb0 .03Gd0 .97ScO3这一化学式配料，
混合均匀，
压片，
烧结，
得
3+
到多晶块料。采用提拉法晶体生长工艺，
初步生长出掺Yb 的GdScO3晶体，
如附图1所示。将
3
该晶体加工成3×3×1mm 的晶体样品，
进行光谱性能测试。
附图2为该晶体的荧光光谱，
使
-20
2
用970nm的激光二极管激发，
该晶体的发射截面为0 .56×10 cm ，
半峰宽为80nm。可以看
出，
该晶体发射截面较小，
发射光谱极宽，
在超快激光方面有着重要的前景。
[0032]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红外激光的方法，
其激光实
验的装置如附图3所示，
由泵浦源1、激光聚焦系统2、输入镜3、
晶体4和输出镜5沿光路顺序
排列而成；
其中，
泵浦源1为970nm波长的激光二极管；
激光聚焦系统2为2个焦距为3cm的聚
焦镜；
输入镜3为平平镜，
且通光端面上镀以对900-980nm 高透过、
对1000-1100nm波段高反
3+
射的介质膜，
晶体4是3at％ Yb :GdScO 3晶体，
镱离子有效分凝系数为74％，
通光长度为
2
8mm，
通光面为3*3mm 的正方形，
输出镜5镀以对900-980nm高反射、对 1000-1100nm部分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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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介质膜，
透过率为1-10％，
优选的透过率为 5％的介质膜。在该装置腔镜中加入调谐元
件(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可实现超短脉冲激光输
出。
[0033] 本实施例中公开的新型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能够用于实
现1 .0-1 .1微米波段连续、
可调谐以及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34] 实施例2
[0035] 2at％Tm3+ :GdScO 3晶体生长及其在激光装置中的应用。
选取商业购买的纯度为4N
的Gd 2O3 ,Sc2O3 和Tm2O3粉末，
按照Tm0 .02Gd0 .98ScO3这一化学式配料，
混合均匀，
压片，
烧结，
得
3+
到多晶块料。采用提拉法晶体生长工艺，
初步生长出掺Tm 的GdScO3晶体，
如附图4所示。将
该晶体加工成3×3×1mm3的晶体样品，
进行光谱性能测试。
附图5为该晶体的荧光光谱，
使
用790nm的激光二极管激发 ,可以看出，
该晶体发射光谱极宽，
在超快激光方面有着重要的
前景。
[0036]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红外激光的方法，
其激光实
验的装置与实施例1附图3所示激光装置相似，
由泵浦源1、激光聚焦系统2、输入镜3、
晶体4
和输出镜5沿光路顺序排列而成；
其中，
泵浦源1为790nm波长的激光二极管；
激光聚焦系统2
为2个焦距为3cm的聚焦镜；
输入镜3为平平镜，
且通光端面上镀以对750-850nm高透过、对
1900-2100nm波段高反射的介质膜，
所述晶体4是2at％Tm3+:GdScO3晶体，
通光长度为8mm，
通
2
光面为3*3mm 的正方形，
输出镜5镀以对750-850nm高反射、及对 1900-2100nm部分透过的
介质膜，
透过率为1-10％，
优选的透过率为 5％的介质膜。在该装置腔镜中加入调谐元件
(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可实现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37] 本实施例中公开的新型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能够用于实
现1 .9-2 .1微米波段连续、
可调谐以及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38] 实施例3
[0039] Ho 3+ :GdScO 3 晶体生长及其在激光装置中的应用。
选取商业购买的纯度为4N的
Gd 2O3 ,Sc2O3 和Ho2O3粉末，
按照Ho0 .02Gd0 .98ScO3这一化学式配料，
混合均匀，
压片，
烧结，
得到
多晶块料。采用提拉法晶体生长工艺，
成功生长出掺Ho3+的GdScO3晶体。
[0040]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红外激光的方法，
其激光实
验的装置与实施例1附图3所示激光装置相似，
由泵浦源1、激光聚焦系统2、输入镜3、
晶体4
和输出镜5沿光路顺序排列而成；
其中，
泵浦源1为1940nm波长的光纤激光器；
激光聚焦系统
2为2个焦距为3cm的聚焦镜；
输入镜3为平平镜，
且通光端面上镀以对1900-1980nm高透过、
对2000-2200nm波段高反射的介质膜，
所述晶体4是2at％Ho3+:GdScO3晶体，
通光长度为8mm，
2
通光面为3*3mm 的正方形，
输出镜5镀以对1900-1980nm高反射、
及对2000-2200nm部分透过
的介质膜，
透过率为1-10％，
优选的透过率为5％的介质膜。在该装置腔镜中加入调谐元件
(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可实现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41] 本实施例中公开的新型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能够用于实
现2 .0-2 .2微米波段连续、
可调谐以及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42] 实施例4
[0043] Tm3+ ,Ho3+:GdScO3晶体生长及其在激光装置中的应用。
选取商业购买的纯度为4N的
Gd 2O3 ,Sc2O3 ,Tm2O3 和Ho2O3粉末，
按照 Tm0 .05Ho0 .005Gd 0 .92ScO3这一化学式配料，
混合均匀，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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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烧结，
得到多晶块料。采用提拉法晶体生长工艺，
成功生长出掺Tm3+ ,Ho3+的 GdScO3晶体，
如附图6所示。
[0044] 一种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实现红外激光的方法，
其激光实
验的装置与实施例1附图3所示激光装置相似，
由泵浦源1、激光聚焦系统2、输入镜3、
晶体4
和输出镜5沿光路顺序排列而成；
其中，
泵浦源1为790nm波长的激光二极管；
激光聚焦系统2
为2个焦距为3cm的聚焦镜；
输入镜3为平平镜，
且通光端面上镀以对750-850nm高透过、对
2000-2200nm波段高反射的介质膜，
所述晶体4是2at％Tm3+:GdScO3晶体，
通光长度为8mm，
通
2
光面为3*3mm 的正方形，
输出镜5镀以对750-850nm高反射、及对 2000-2200nm部分透过的
介质膜，
透过率为1-10％，
优选的透过率为 5％的介质膜。在该装置腔镜中加入调谐元件
(棱镜等)可实现调谐激光输出，
加入可饱和吸收体(石墨烯等)可实现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45] 本实施例中公开的新型稀土离子掺杂的GdScO 3倍半氧化物激光晶体能够用于实
现2 .0-2 .2微米波段连续、
可调谐以及超短脉冲激光输出。
[0046] 上述实施例1-4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
例的限制，
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
修饰、
替代、
组合、
简
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
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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