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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轴共聚焦干涉式表面等离子体显微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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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表面等离子体(SPs)显微技术能够在纳米尺度上对材料折射率的局部变化以及材料的表
面形貌进行检测，这一特性使其在生物医疗及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有很大的应用。提出一种新型共轴共聚
焦干涉式表面等离子体技术，该技术可以定量地对折射率变化进行检测，而且具有实现简单、成本低、
对环境条件要求低、信噪比高等优点。采用压电陶瓷微纳米移动平台在显微物镜的焦面附近对样品进行
扫描，SPs 信号与参考光的相对相位会改变从而产生一个周期性的振荡信号即 V(z)曲线。同时该技术能
够通过控制样品的离焦距离来实现图像对比度的可控，而且这一举措不会显著地降低图像的分辨率及对
比度。最后，分别从理论仿真和实验结果上证明了该技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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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等离子体(SPs)是在介质表面传播的一
种物理波，因其对介质表面的微小变化（折射率、
厚度）非常敏感，从而成为这些年来纳米传感及
成像领域的一个热点。然而横向分辨率一直是表
面等离子体传感及成像技术的一个制约因素，常
用的基于 SPs 幅值检测的显微技术包括[1]中提到
的使用 Al 来替代纳米金，Kano 提出的应用高数
值孔径的油浸显微物镜替代[2]等使用的高折射率
棱镜来激发 SPs[3]，Moh 等提出的使用径向偏振
来代替传统的线性偏振[4]等技术都对表面等离子
体成像技术的横向分辨率进行了优化。文献[1]中
提到灰度型的表面等离子体显微技术的横向分辨
率与轴向分辨率相悖，即横向分辨率的优化会显
著降低轴向分辨率。针对这一问题，文献[5]中提
出并证明了采用油浸显微物镜的差分扫描干涉显
微镜可以用来进行高分辨率表面等离子体成像
[6-8]
，核心技术是当样品在显微物镜的焦面上移动
时，探测器探测到的输出信号包括两部分，一部
分来自表面等离子体，另一部分来自于参考光。
当样品在显微物镜的焦面附近移动即离焦时，这
两部分的相对相位会发生改变由此产生一个周期

性的振荡信号，即 V(z)曲线[9-10]。该振荡信号的
周期与表面等离子体波的激发角度相关[11]。从光
学结构来看，该差分扫面干涉的系统采用了双臂
干涉，包括信号臂及参考臂，同时采用了声光调
制及其他控制电路来实现 [5,12]。在扫描干涉系统
中，输出信号来自于信号臂（后焦面）与参考臂
（后焦面）的乘积。而在样品移动的过程中，参
考臂的信号几乎不变，因此输出信号与信号臂后
焦面成正比[13]。同理，共聚焦系统收集的信号也
是系统的后焦面。这一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显微物
镜在后焦平面和针孔平面之间起了一个傅立叶变
换的作用，即孔径处的信号即后焦面信号的傅里
叶变换的结果，从而使得孔径处收集到的信号与
后焦面的强度积分成正比，
而强度是场强的平方，
因此通过对探测到的信号开平方即可得到信号臂
的场强,而且该场强与系统的对比度成正比。基于
这一概念，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共聚焦系统的
SPs 显微成像方法及系统。该系统能够提供一种
比现有的灰度式非干渉型 SPs 技术具有更高横向
分辨率，比现有的双臂干涉型 SPs 技术成本低、
系统更简单更稳定，而且具有对环境和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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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较低，更方便与商用的显微镜兼容等优点。

1 共聚焦干涉式 SPs 显微成像方法
共聚焦干涉式SPs显微成像技术的系统原理
示意图如图1所示。
样品由宽角度范围的入射光进
行照明，探测器探测到的信号主要来自光路P1和
P2。光路P1包含与入射光非常接近的入射光和反
射光，光路P2包含激发表面等离子体角度的入射
光，这发生在表面等离子体的“a”点；这两种光
在所有位置返回，然而，在共焦系统中只有来自
焦点的光（相当于从“b”点发射）穿过了针孔。
表面等离子体(SPs)激发于“b”
，在纳米金的表面
进行传播，其中部分SPs在“a”点再辐射回显微
物镜，通过光路P2被探测器探测并与P1光路进行
干涉。

面被扫描到的点（ 1.22 / NA ）经过两级放大系统
（ 100  20 ）共放大 2000 倍，这样点扩散函数即
焦点的相在 CCD1 上占据大约 100 个像素。系统
中我们采用“虚拟针孔”的技术，即仅使用 CCD
上一部分像素上的信号，其余像素设为 0。一是
可以方便的定位焦点和针孔的相对位置；二是方
便对“针孔”的大小快速地定义；三是方便取平
均效应避免了由于个别像素过饱和的问题。样品
安装在一个由压电陶瓷驱动平台组成的三维微纳
米操控平台上。三维微纳米操控平台和两台 CCD
相机由基于 LABWIEW 编写的软件控制，图像处
理算法基于 MATLAB 平台。

图 2 简化的光学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2 Simplified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focal setup
based SPs optical system

图 1 SPs 共聚焦系统的原理示意图
Fig.1 Principle concept of the confocal setup based

SPs system
共聚焦干涉式 SPs 显微成像技术的光学系统
结构简化示意图如图 2 所示。该光学系统主要包
括两部分，分别为照射光路和成像光路。其中照
射光路采用 632.8 nm 氦-氖激光(Coherent, 10 mW)
作为照明光源。光束扩束器用来扩充光束以充满
物镜的通光孔径（满足 SPs 的激发），本系统采用
10 倍扩束光路。薄膜分光器用来分开入射光路和
成像光路。该系统采用数值孔径(NA)为 1.25 的油
浸显微物镜(Olympus，100X，∞)来激发 SPs 并将
样品反射回来的信号通过薄膜分光器传到探测器
上。该系统共使用了 2 台电荷耦合器件(CCD)图
像传感器，一台用于对样品进行成像(CCD1，
Sony，像素大小为 7.4  m )，一台用于对物镜的
后焦面进行成像(CCD2，型号同 CCD1)。样品上
[键入文字]

该系统的样品采用 SPs 系统中典型的“三明
治”结构，即折射率为 1.52、厚度为 0.17-0.19 mm
的玻片（材料为 BK7，厚度型号为 1.5）上镀一
层 50 nm 的金薄膜，样品放在金的上面（如图 3
所示）
。实验中为了避免纳米金层脱落，通常在会
在玻片和金之间镀 1-2 nm 的 Cr 或 Ti，起粘附作
用。仿真及实验结果都说明 Cr 或 Ti 的粘附层的
厚度在 1-2 nm 时，SPs 效应不会有明显的减弱[14]。

图 3 样品结构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sample structures

2 V(z)理论及仿真
带有针孔的共轴共焦干涉仪的输出信号如公
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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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co(z)是关于离焦距离 z 的输出信号。
V(z)是测量的场强，在系统中通过对“虚拟孔径”
中的强度叠加后取平方根得到。 Pin 和 Pout 分别是
瞳孔函数的输入和输出复振幅。rp(s)和 rs(s)是对
应的 P 和 S 偏振方向上的复振幅反射系数。
和作为方位角的函数对应 P 和 S 偏振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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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的变化比例。对于入射光为线偏振的情况，

图 4 不同虚拟孔径下的 V(z)归一化仿真曲线图。

()=cos2()，()=sin2()，其中=1，=0。

Fig.4 Simulated V(z) curves for different pinhole radii.

n 是油浸显微物镜上使用的油的折射率，k=2/λ，

Substrate was coated with 50 nm bare gold. Environment
was air (n=1).

其中 λ 是光在真空中的波长。

z 





2n 1  cos  p



(2)

式中: θp是表面等离子体的最佳激发角。该公
式可以通过计算垂直入射的光路（图1中的P1）
和用于激发SPs的光线（图1中的P2）之间的相位
差进行推算出来。采用光线追踪的方法对P1和P2
分别进行追踪同样可以得到该公式。需要注意的
是在使用光线追踪的方法时，
必须将SPs作为一个
具有传播特性的向量进行考虑。
图4表明当虚拟孔径变大时，由于其他非SPs
激发角的反射光也能被探测到，受此影响使得V(z)
上的波纹变小。当虚拟孔径继续变大超出共聚焦
的孔径范围（大于艾里斑）时，波纹消失。

3 实验结果
3.1 虚拟孔径大小对 V(z)效应的影响
样品为玻片上镀有 2 nm 的铬和 50 nm 金薄
膜时所对应的实验 V(z)曲线图如图 5 所示。当虚
拟孔径大于等于艾里斑时（图中标注为 1 对应的
曲线），该系统等同于非共焦的扫描显微系统，
V(z)曲线上不出现信号干涉波纹，与图 4 中的仿
真结果一致。当虚拟孔径非常小（图中所示为艾
里斑直径的 1%，图中标注为 0.01 对应的曲线）
时，干涉波纹虽然存在，但是由于 CCD 探测的
光非常微弱因此信噪比极低。因此在实验中，选
择虚拟孔径在 0.1-0.5 之间较为合适，这一结论与
传统的非 SPs 共聚焦成像系统取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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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焦干涉系统在不同孔径大小下的仿真结
果图如图 4 所示，图中对应的样品为 50 nm 裸金
即金上面无镀层，环境为空气。为了更清楚地展
示仿真结果，每一条曲线归一化后分别上移 0.1
以示区分。虚拟孔径大小通过艾里斑的半径
(0.61/NA) 成比例地进行定义。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离焦距离为负（样品离物镜更近的这一侧），且
虚拟孔径较小时（如图中标注为 0.1 的曲线）
。图
1 所示的 P1 和 P2 之间发生了干涉并产生周期性
的变化曲线。对于图 1 的 P2 光路，SPs 在位置‘a’
激发并在位置‘b’反射回显微物镜（反之亦然）。
很明显 SPs 在样品表面进行了传播，然而由于针
孔的存在意味着只有那些来自焦点附近的光才能
通过针孔并被像面上的 CCD1 检测到，由此产生
一个独特的带有周期特性的干涉曲线即 V(z)，其
周期 Δz 由下面的公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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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虚拟孔径下的 V(z)仿真曲线图，对应的样品为
50 nm 裸金，环境为空气
Fig.5 Experiment V(z) curves on substrate (BK7,
n=1.518) coated with 50 nm gold sample for different
pinhole radii, Environment was air(n=1).

3.2 V(z)显微成像技术
V(z)技术可以用于传感，也可以用于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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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该技术在厚度在纳米尺度下的薄膜
结构上的应用。为了证明共轴共聚焦 SPs 系统可
以用于纳米结构的成像，这里使用一种由牛血清
蛋白(BSA)组成的蛋白质光栅结构验证。BSA 是
一种典型的生物蛋白，在金表面的有效折射率约
为 1.4。BSA 置于镀有 50 nm 金的盖玻片上（折
射率 1.52）
，光栅阵列间隔 25 um，其中 BSA 占
据 10 um。AFM 测量结果显示光栅的厚度约为 10
nm。图 6 分别给出了当离焦距离分别为-1.25 um
（左上），-1.8 um（右上）和在焦平面（左下）
时，BSA 光栅的一维轨迹。可以看到离焦距离为
-1.25 um 和-1.85 um 时图像的对比度是相反的。
这一现象在右下图实验扫描中得到的 V(z)曲线很
容易理解，
当离焦距离不同时
（位置 A 与位置 B）
，
有 BSA 和没 BSA 样品（裸金）的 V(z)的值相反，
因此对比度翻转。而在焦平面上光栅对比非常微
弱。应注意的是在焦平面，强度比样品离焦是大
得多。为了在离焦时得到更好的值的比较，通过
增加入射光的能量来使聚焦时的信号趋于 CCD
饱和状态，而离焦距离为 0 的图像是在聚焦分布
未饱和的低亮度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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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离焦距离下的光栅样品的一维实验扫描图
Fig.6 BSA grating surface profiles for different defocus

对比度。对于非常小的针孔直径如 0.01，虽然成
像的对比度仍然在可接受范围，但是与图 5 的结
论一致，即由于能通过小孔并被探测到的总光强
太弱从而信噪比较差。我们可以看到共聚焦共轴
干涉 SPs 成像技术能够对厚度在 10 nm 左右的薄
膜结构进行成像，且能提供很好的对比度和成像
质量。在本系统中，照射光的偏振方向与 BSA 蛋
白质光栅结构的边缘平行。
不同孔径大小下的BSA蛋白质光栅结构一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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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孔径大小下的 BSA 蛋白质光栅结构一维图像
（离焦距离为-1.25 微米）
Fig.7 1D BSA grating images for different pinhole radii with
defocus distance of −1.25 μm

综上我们介绍了共轴共聚焦干涉的技术及实
验结果，表 1 给出了灰度式成像、双臂干涉式成
像以及本文提出的共轴共聚焦干涉式成像技术参
数的比较。通过技术参数的对比，可以看出三种
技术的轴向分辨率都维持在亚纳米量级；而灰度
式成像技术的横向分辨率可优化至 1 μm 左右[3]，
双臂干涉式和共聚焦干涉式成像的横向分辨率则
可以达到衍射极限即半波长以下。在系统架构上，
共聚焦干涉技术采用单轴系统，而且不需要双轴
干涉技术中的频率调制等相关器件，系统更为简
洁，且成本更低。

distance in micron. Experimental V(z) curves on sample

表 1 三种成像技术的参数比较

(BK7 substrate/ 50 nm gold/ BSA(10 μm): air(15 μm)) are

Table1 Specifications of the imaging techniques
灰度式

双臂干涉

共聚焦干涉

成像

式成像

式成像

轴向分辨率

Sub-nm

Sub-nm

Sub-nm

横向分辨率

>1

/2

/2

频率调制器件

X

√

X

系统架构

单轴

双轴

单轴

振动隔离平台

X

√

X

shown in bottom right.

在不同针孔半径下 BSA 蛋白质光栅的一维
图像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到虚拟孔径的大小对成
像对比度的影响。当针孔半径为艾里斑半径的 2
倍时，也就是与普通的扫描显微镜相当时，探测
到的光栅形状近乎消失；当虚拟针孔的半径缩小
至艾里斑的 0.8 倍时，光栅形状基本可以显现出
来但是对比度仍然较低；当该半径继续减小至艾
里斑的 0.1 或者 0.01 倍时，图像可以得到更好的
[键入文字]

4 结论

m

张蓓，等：共轴共聚焦干涉式表面等离子体显微成像技术

本论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共轴共聚焦干涉表
面等离子体显微技术：
1) 分别从理论和实验上验证了使用本文提
出的共轴共聚焦结构实现SPs干涉显微技术的可
能性，
提供了一种更加简便和稳定的SPs干涉成像
方法。
2) 使用该技术可以得到与双轴差分干涉系
统类似的V(z)曲线效应，并用其来检测局部表面
等离子体的传播；
3) 应用该技术实现了10纳米的薄膜结构的
成像，而且对比度可控；
4) 相比较于文献中提到的双轴差分共模干
涉技术，本系统具有系统简单、成本低、与传统
的光学显微系统例如共聚焦显微技术等完全兼
容、对环境和实验要求低等优点。
5) 我们将继续研究入射光的偏振状态 [15] 对
于成像对比度和分辨率的影响。同时使用超材料
人工纳米金结构来替代本系统的纳米金薄膜以进
一步提高对比度和分辨率也是本课题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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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rface Plasmon microscopy can measure local changes of refractive index on the micron scale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biomedical or semiconductor material fields. Here, we propose and
develop a novel common-path confocal-setup based interferometric SPs microscopy. This technique delivers
quantitative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sensitive to refractive index and offer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r and more
stable alternative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two-arm based heterodyne interferometer. The so-called V(z)
effect is investigated and obtained by scanning the sample along the optical axis (z direction) with a
Piezo-electric stage and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image contract can be controlled by varying the sample
defocus without substantially degrading spatial resolution. We also verify the technique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Key words: Microscopy; Confocal interference; Surface Plasmon; Imaging systems; Nano-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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