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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si。n有限公司是 － 家英国的周期极化饵酸惶晶体
(PPLN）材料生产商， 包括掺镶周期极化锯酸鲤（MgO:PPLN
或PPMgO:LN）和未掺杂PPLNo

PPLN和MgO:PPLN是用于460nm"'5100nm冤围的高效波长
变换的非线性光学晶体。 我们在PPLN领域的专业加工，
提供了高精度的4.Sµm至33µm极化周期， 并且适用于大
批量制造。

我们提供现货晶体和定制晶体：从研发需要到大批量代
工生产设计（OEM）。 我们的PPLN工程师团队提供专业的技
术咨询和建议， 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应用的解决方案。

Coves ion的光学工程师设计了 一系列PPLN晶体夹、 炉
子、 温度控制帽和装配附件， 提供能够容易地结合到您
的光学装置中的全套PPLN系统。

无论您是在建立用于科学研究的还是用于样机开发的
PPLN系统， Covesion部提供全套PPLN解决方囊， 快速和
简单地应用到您的激光装置中。

tel: +44 (0)1794 521 638 
fax: +44 (0)8709 28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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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骨E酸惶申添加5%的氧化镶可显著提高晶体的光学损伤和光折变阁值，同时又保留高的非线性系数［1］。与类似的
未掺杂的晶体相比，可实现可见光波段和较低温度下运行的更稳定的性能。MgO:PPLN可在室温下运行，在某些情
况下，不帽要控制温度。从军温到200℃，与未掺杂的PPLN相比，MgO:PPLN可提供明显更宽的波长适用范围。

我们在PPLN领域的专业加工，提供了高精度的4.Sµm至33µm以上极化周期，尤且对于红．每．蓝光的产生和高功率中
红外波段的应用，可为OEM量产提供优质原材料。如下圄所示，极化贯穿整个MgO:PPLN样晶厚度，以提供最大的
光学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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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MgO:PPLN晶体设计得能够用于大
范围的常见激光波长。每个现货产晶都
包括多种周期，以应用于不同温度和波
长。MgO:PPLN具有30-200℃的大的运行
温度范围．

·抛光歪光洁度20-10伤痕／亮点
．平行度达到西’

·每个表面的lOOµm边缘缺口少于两个

·镀有多波段增遁眼
．优于70:30的占窒比
．平整庭〈ν4@633nm

用于短脉冲飞秒激光器的晶 体 长 度为
0.3mm-1mm，用于ns到连续激光系统的
为lOmm吨Omm。我们的标准晶体是现
货，装配在夹且上。也可根据要求定制
晶体长度、厚度、增遁院和周期设计。

λv 

PPLN示意圄。骤焦在PPLN上的激光转换为另 一 个擅长。可逼
迫合适的极化周期、晶体温度和z轴极化来实现。1、10、20和40mm援配在夹具上的MgO:PPLN

(1) NHigh-Beam-Quality Continuous Wave 3W Green-light Generation的Bulk Periodically Poled MgO:liNb03» 

H. Furuya, A. Morikawa， κ Mizuuchi， κ Yamaoto,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Vol. 45 No. 88 pp. 6704-670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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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产生绿光和蓝光
－科学和医疗
－频率梳稳定
－荧光显微镜

二次谱波（SHG)
．将虹外波段激光高效地倍颇为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
．可提供0.5mm和1.0mm孔径
·装配好的并具有两波段增造原

也霍董事
＋
 矗盒肇事

我们的用于SHG的MgO:PPLN晶体设计得能够用于大范围的常见激光波长。每个晶体都包括多种周期，以在不
同温度下实现相位E配。用于得到可见光波段的晶体包含5种周期，在30 ·c-110 U温度范围内可实现泵浦波长
相位E配。调到更高温度200℃可对更长的波长进行相位E配。

我们全部的产面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提供安装在夹具上的现货晶体。也可根据要求提供}E制的晶体长度、
厚度、增透膜和周期设计。

MSHG1064的温度随相佳]l!;臣波长变化的计算调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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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军浦光（nm）输出光（nm) 周翩（µm)
温匮调节 厚厦（mm} 标准·

范固（°C) 长度（mm)

MSHG976户。.5 976 488 5.17, 5.20, 5.23, 5.26, 5.29 30-110 0.5 l, 3, 5, 10, 20 (970-99 2) (485-496) (30-200)

MSHG1030.CJ.S 1030 515 6.16, 6.19, 6.23, 6.26, 6.29 30-110 0.5 1, 3, 5, 10, 20, 40 (10 2 4-1036) (512-518) (30-200)

MSHGl”，7.CJ.S 1047 523.5 6.48, 6.52, 6.55, 6.59, 6.62 30-110 0.5 l, 3, 5, 10, 20, 40 (1040-1064) (520-532) (30-200)

MSHGl侃4.CJ.S 1064 532 6.83, 6.86, 6.90, 6.93, 6.96 30-110 0.5 0.5, l, 3, 5, 
(10 58-1080) (529-540) (30-200) 10,20,40 

MSHGl侃4-1.0 1064 532 6.83, 6.86, 6.90, 6.93, 6.96 30-110 1.0 0.5, 1, 3, 5, 
(10 58-1080) (529-540) (30-200) 10,20,40 

MSHG1550-0.S 1530-1620 765-810 18.50, 18.80, 19.10, 19.40, 19.70, 30-200 0.5 0.3, 0.5, 1, 3, 
20.00, 20.30, 20.60, 20.90 5, 10,20,40 

MSHG1550-1.0 1545-1610 773-805 19.20, 19.50, 19.80, 20.10, 20.40 30-200 1.0 0.5, 1, 3, 5, 
10,20,40 

MSHG1650-0.S 1605-1720 803-860 20.90, 21.20, 21.50, 21.80, 22.10, 30-200 0.5 1, 3, 5, 10, 20, 40 22.40, 22. 70, 23.00, 23.30 

MSHG2100-0.S 1925-2250 963-1125 28.40, 29.00, 29.60, 30.20, 30.80, 30-200 0.5 1, 3, 5, 10, 20, 40 31.40, 32.00, 32.60, 33.20 

金可根据要求定嗣0.3mm歪4αnm的晶体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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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O:PPLN宽的道光范围和非临界是离角使其成为产生中红外波段激光的理想材料。基于我们的标准设计结构，用
于光学参量摄蒲（OPO）、差额（DFG）租和频（SFG）的MgO:PPLN晶体适用于普遍的泵浦波长1064nm，或者775nm和
1550nm。我们的OPO和DFG晶体覆盖宽的连续可调范围，从近红外到超过4.Sµm的申红外，罔时我们的SFG晶体设计
用于产生可调谐的锺光。

我们的晶体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可以提供现货。我们的晶体健有增遁膜，装配在夹具上，可与我们的炉子和温度
控制仪 －起使用。

光学参量振荡／产生（OPO归PG)
• 1064nm泵浦可产生大范围可调申红外＋
．也适用于DFG
• 30吃00 U的温度调节范围
．可提供O.Smm和1.0mm孔径
·装配好的并镀有三班段增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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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中红外光诺学
．环境监测
·激光雷达（LIDAR）和激光对抗

部件＃ 襄洒光（nm) 信号光（nm) 周期范围bun) 厚度（mm) 幢淮＊怅踵（mm)闲置光（nm)

MOPOl-0.5 1064 2128-4340 27.91, 28.28, 28.67,29.08, 29.52, 
29.98, 30.49, 31.02, 31.59 1410-2128 

MOPOl-1.0 1064 1480-2128 2128-3785 29.52, 29.98, 30.49, 31.02, 31.59 

＊可根噩噩求定制0.3mm歪40mm的矗体长度

0.5 1, 3, 5, 10, 20, 40 

1.0 1, 3, 5, 10, 20, 40 

差频（DFG�
• 1064nm和调诣的775nm泵浦嚣相互作用，

可在得调谐的2400"'3000nm 
• 30俑’200℃的温度调节范围
·可提供0.5mm和1.0mm孔径
·装配好的并镶有三波段糟透阻

§＝主
应用
·中红外光诅学
．环境监测
·激光霄达（LIDAR）和激光对抗

部件鼻 输出光（nm) 周期拖圄（µm) 厚匮（m叫 幅灌·妖fft(mm)

18.50, 18.80, 19.10, 19.40, 19.70, 0.5 5,20, 40 20.00, 20.30, 20.60, 20.90 

20.90, 21.20, 21.50, 21.80, 22.10, 0.5 5,20, 40 22.咽，22.70,23.00, 23.30

事浦光（nm)

MDFGl-0.5 737-786
&1064 2450-3000 

MDFG2-0.5 775-869
&1064 2853-4741 

·可根噩噩求量制0.3mm至40mmf6矗体长度

相频（SFG)
_• 1550nm利润诣的780nm或810nm泵浦嚣相互作用 a

可在得调谐的银光擅长
• 0.5mm孔径
．装配好的并罐有三波段增遗阻

＋
 ·辈辈，

ri r-z r,+12 

厚厦（mm) 幅灌·妖厦（mm)部件鼻 襄浦光（nm) 输出光（nm) 周期范圄（µm)

0.5 1, 3, 5, 10, 20, 40 MSFGl-0.S 775-840& 
1550 6.90, 7.10, 7.30, 7.50, 7.70 

·可根蟹要求定制0.3mm至4伽mf6矗体长度

51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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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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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si。n极化技术为独特的PPLN晶体的设计和生产提

供了多功能的基础。 我们的定制设计和制造凰务提供针

对特定应用的技术方案， 技术方囊具有专业的周期设计

和制造， 为您的目标激光系统提供特制的波长转换解决

方囊。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定制设计方案， 包括：

· －次性晶体

·代工生产（OEM）原型

．大批量生产

如果我们库存的晶体不满足您的要求， 我们的工程团队

可为您的应用寻找最佳的晶体解决方章。 我们的定制制

造服务涉及到与害户讨论整个周期结构设计、 掩膜设计、

晶片植化、 切块、 抛光和罐增遁阻。

您定制的晶体可设计具有标准的Covesion多周期结构，

以使您能继续使用我们的温度控制系统， 也可具有您自

E独特的设计以适用于您的代工生产的激光系统。

我们可生产小至＜1mm3的单个晶体以用于紧漠的腔内设

计， 或几毫米宽光栅孔径、 长度夜长的晶体用于高功率

激光应用。

为更精剧的应用提供掩酶版

像一粒篇一样小的M到：PPLN

每个晶体设计部具有自己的掩膜以形成锯酿惶晶体的圄案。根据害户的要求， 这些掩膜可用于生产更多的定制长

度和镀膜的晶体。有时我们的库存中会有一些这样的特制的晶体。

部件＃ 军浦光（nm)

MSHG1180 1170-1215 

MSFG612 
1550nm & 

1000-1025 

MSFG626 
1051& 

1550-1560 

MSFG637 
1070& 

1520-1590 

MSFG647 1550nm & 
1085-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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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光（nm) 周期范围（11m)

585-608 9.20-10.00 

608-607 10.40-11.00 

618-628 11.12-11.22 

628-640 11.60 - 11.80 

638-663 12.10-12.90 

tel: +44 (0)1794 521 638 
fax: +44 (0)8709 28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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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光学

量子光学

量子光学

量子光学



Coves ion的PPLN装置设计用于高效转换激光波长， 使您
能够获得常规固体激光器、 ＝极管激光器等不能藐得
的波长。

例如， 您可将PPLN用于：

·将1倒nm激光倍频到532nm， 这种技术用于绿色激光笔

·将1064nm转换到如m， 用于气体检测或显微成像技术

·产生针对－个特定的原子跃迁的窄线宽激光瘾， 用于
激光冷却和激光捕获。

作为 －种选择， PPLN经常用于将高功率可调的lSSOnm
光纤激光源倍频， 作为对Ti：宝石激光器的 一 种低成本

紧凑设计 的替代晶。 这样的光源可用于显微系统对活
细胞进行成像， 或用于太赫兹（terahe白）时域光谱学以
在国土安全应用中识到化学指纹。

PPLN常用在先参量振荡器中产生高功率申红外光。 可
调的申红外系统用于大范围的显微成像技术和环境成
傲的光谱学应用。脉冲能量超过lmJ的情况下， 这些
申红外源也作为激光对抗和激光霄达系统用于国防
工业。

我们的MgO:PPLN具有大范围的应用：

生物光子学飞秒激光器
·产生THz
．计量

·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散射谱（CARS）显微
．基于荧光的显微

·频率梳稳定

辑光激光器
·激光摄影仪
．海床勘测

国防
·激光对抗
·跟踪气体检测
．激光雷达

Copyright © 2013 Covesion Ltd 

• DNA测序

量子光学
·量子计算
·精确导航系统

航天
·环境监测
·遥感

·干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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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sion的光学工程师团队设计了 － 系列PPLN晶体夹
具、 炉子、 温度控制器和装配附件， 提供可容易地结合
到您的班学最置中的全套PPLN系统。

我们的PPLN夹具可采用自动定位针容易地装配到炉子
中。 这使得P PLN夹且可以换λ和换出而几乎不帽要再
调节光学系统。

炉子顶上的几个弹簧销牢固地将PPLN晶体夹具固定在
适当的位置。 那样炉子和PPLN晶体就能够装配在任何
方向， 以员活地适应您选择的光学装置。

Covesion推荐的OCl温度控制器用于士O.Ol°C的商热稳定。
可长期稳定的保持在介于30°C至200°C范围内的任－温度。

PV炉子系列

Covesion阿炉子系列的设计可为我们的PPLN晶体系统提供牢固的

最配和耐用的热稳定性。

部件骨 晶体最厦 炉子怅匾 PPLN夹具

PVlO lmm,lOmm 22mm PCl, PClO 

关键特征
PV20 20mm 32mm PC20 

·自动对准插λ自动定位销

PV40 �If 

。雪'I;=

PV40 40mm 52mm PC40 ·采用OCl控制器实现土0.01℃的温度稳定性

·可选择各种各样的提配

PPLN央真成套π件

“veslon PPLN央具成毒元件为我们的PPLN晶体提供牢固的装配。 强们所有

的晶体是以夹式装配供货的， 随时可在我们的炉子中使用。

部件＃ 晶体怅度

PCl 1 

PClO 10 

PC20 20 

PC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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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特征
·在PPLN炉子中的简单的销对准的装配

．均匀的温度分布

·弹簧央保证晶体最小的应力

·静电消散的ITO（氧化锢惕）罐膜玻璃

每个夹具成套元件包括：
． －个夹子主体

· －个ITO罐凰玻璃盖

． 一些弹簧和螺钉

tel: +44 (0)1794 521 638 
fax: +44 (0)8709 28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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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温度控制器

关键特征
·简单的按钮界面 ·最高温度200°C

·高稳定性PIO控制

Covesion OCl温度控制器是一种紧滇独立的台式装置，

与我们的PPLN妒子系列－块使用。 自动栓测特点提
供简便的、 即插即用功能。 用户可简单地输λ所要求
的温度， 使炉子到这最佳的稳定性。

0.04 

ζ0.02 
现自
乖0.00
刨
回-0.0

圄0.04

设定点在1so0c的OCl租PV40

0 6 

时间｛小时｝
24 

·设定点稳定性±O.Ol°C
．设定点分辨率O.Ol°C ·自动栓测特征可用于所有Covesion PPLN晶体炉子

部件＃ 控制措固 设定点分辨串 稳定性 可用1P型 输入

OCl 接近再现温度 o.01°c 士o.01°c PV10,PV20,PV40 90-240VAC
到2oo·c 50-60Hz

柱式安蟹底座

可与来自主要的光学器件供应商
部件＃ 描述 光学高度 的标准柱式安装兼容。

PVPl 柱式安装PVlO底座 25mm 

PVP2 柱式章提PV20和PV40底座 25mm 

移动平台安装底座

·与来自主要的光学器件供应商的标准移动平台和装配相兼窑
• PV炉子和适配器的班高度为调噩平台之上25mm。
• RP12.5座板将标准调整架的光学高度从12.Smm增加到25mm。

部件＃ 描述 光字高度

PVP1R 适用于移动平台去装的炉子PVlO的扉座 25mm 

PVP2R 适用于移动平台寰糙的炉子PV40的底座 25mm 

RP12.5 适用于移动平台支援的12.Smml!座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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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V10和PVP1的
PPLN安装例子

使用PV20、PVP2R和RP12.5的
PPLN装配例子



Covesion专门从事周期融化锯醋理（PPLN）晶体的制造， 例如

播氧化镜周期握他锦醋理（MgO:PPLN璋PPMgO:LN）租来梅森

的PPLN o 这些PPLN援置是用于非线性波长转换适程的高效

介质， 非线性波长转换冠程例如： ＝次谓波；差额；和

频；光参量振荡；和其它二阶非线性冠程。

原理

二阶非线性远程｛圈1）涉及到三个电磁波的混合， 某中晶体

的非雄性响应大小由系敢x(2）表示 ． 二次世班（SHG）或倍频

是利用非线性晶体的x(2）特性的最常见的应用． 在SHG申，

两个具有相同波长λp的泵浦光子逼迫 一 个非线性过程结

合． 产生波长为A.SHG＝λp/2的第三个光子。 与SHG类似， 和

频（SFG）是结合擅长为阳和b的两个输λ光子来产生一 个擅

长为ASFG的输出光子， A.SFG=(1/Ap+1/As)-1o 或者， 在差额

(DFG）中，两个擅长为λp和b的输入先子λ射到晶体，频率

较低的擅长为信号光子b激发泵浦光子忡， 发射－个擅长

为As的信号光子和一 个波长为Ai的闲置光子，Ai={l/Ap-1/A
s}-lo在这个边程中，两个信号光子和 一个闲置光子出射，

产生跟大的信号光场。 这被称为光学参量Iii大。 而且， 将

非线性晶体凰入 －个光学诣握瞌内可明显地提高效率，这

就是光学参量摄蔼幡（OPO｝。

＝汉诺放 和频 差额

西1. ＝阶非续性相互作用

相位匹配是指在两个或更多频率的光通过晶体传播时固定

这些光主间的相对相位。折射率随光的频率而变．因此，

随着光子在材料中传播，两个不同频率的光子主间的相位

关系将改变 ， 除非晶体对这些频率进行了相位匹配。为了

输λ光子的有效 的非雄性转换， 需要在整个晶体中保持输

λ光子和产生光子主间的相位关系。 如果 不是这种情况，

产生的光子相亘间将以E弦的方式在罔相 和异相 间变化，

限制从晶体中输出的光子数量．如固2所示， 传统的相位E

配要求光在－个特定的方向上在晶体申传播， 在这个方向

上晶体的自然双折射和产生先的折射率相匹配．息管这种

方式具有理想的捆住匹配， 但是限制了这些材料只能在小

擅长范圄内实现相位llE'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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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光子
的强光束

pp山是－种改变结构的准相位匹E材料． 改变结构是指周期性的

反转（撮化）锦酿鲤晶体的晶向。逼迫在每个E弦产生的峰值处

反转晶体的晶向， 可以避免光子间变得异相．结果是， 产生的光

子的数量将随着光湿湿pp川的传播而增加， 藏得由输λ光子到产

生光子的高转换效率｛圄2)o

晶体需要反转的周期 ｛极化周期）取决于相互作用的擅长和pp川的

温度。例如， －个扭化周期为6.6µm的PPLN晶体， 当晶体温度保

持在lOO"C时将有效地从10田nm光子中产生倍频光子． 坦坦将晶

体的温度提高到200飞， 同样的PPLN晶体将有效地从10回刷m擅

长的光子中产生倍频光子。因此， 改变晶体的温度， 即改变相位

匹配的条件， 就能够实现某些相亘作用擅长的调节．

pp川的应用例子

光，量掘蔼嚣：
’R焦遁镜 准直渥镜

图3. 一个。POfl<J爽噩示意图

PPLN最普遍的用途主一是光学参量握蒲幡（OPO｝。 一个OPO的示

意固如固3所示。普遍的布局使用一个1064nm聂浦油光器， 可

产生擅长长于轰浦光的信号光和阁E光。确切的波长由两个国

囊确定：能量转换和相位匹配。能量转换要求－个信号光子和
－个闲置光子的能量和必须等于－个泵浦光子的能量．因此可

产生的光子的组合是无限多的。然而， 将会有效产生的组合是

符合镜酸鲤极化周期产生准相位E配条件的组合。 因此， 准相

位匹配的震长的组合被称为运行擅长， 这种 组合是坦坦改变

PPLN温度或使用具有不同极化周期的PPLN来改变的o Nd:YAG景

浦的基于PPLN的OPO可有效地产生擅长在1.3µm和Sµm主间的可

调光， 甚至可产生更长擅长的光， 但效率较低． 用脉冲或连续

光器泵浦，PPLN OPO可产生几瓦的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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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遭波产生：

PPLN是用于倍獗的最有效晶体主－ ， 尤某是能高效产生绿
光和红光。PPLN － 直用于倍频脉冲光1064nm， 单次通过的
脉冲系统中转换效率高达80%[1] o 在连续光系统中腔内倍
频已实现坦坦50%的转换效率。

怎样使用PPLN

晶体长鑫：

当选择 －种晶体时， 晶体长庭是－个重要的因素 ． 对于 窄
带连续波光嚣， 我们的20mm到40mm的较长晶体长度将提
供最好的效率。然而， 对于脉冲光嚣， 长晶体对激光带宽
和脉冲宽度敏感性增加． 会 具有负面效应．对于纳秒脉冲．
我们通常推荐lOmm长度， 而最短的0.5mm到lmm的长度则
适用于飞秒脉冲系统．

摄化：

为了利用银酸惶的最高 非线性系数， 输入光 应该是e偏
握的， 即偏握态必须与晶体但极短ll!;j!2o 遇坦使光的偏摄
轴与晶体的厚度方向平行可实现这－点 ． 这可用于所有 非
线性相互作用。

光舍偏撮
a 占 PPLN.体 ＝汉语波舍偏摄

钊计，／ ♂ －钊令：咱
图4. 产生二友谊盖起震要z轴平行子’量噩主自

，民集和光学布局

由于PPLN是一种非线性材料， 当晶体中光子的强度最大时，
将获得从输入先子到产生光子的最高转换效率。这通常是通
过晶体的端面E人射， 将，R焦的光辑合到PPLN晶体的中心来
完成的． 对于 －种特定的激光束和 晶体， 存在 －种量佳的光
斑尺寸来实现最佳的转换效率。如果光斑尺寸过小， 束鹰的
强度就会较高， 但瑞利长度比晶体短的多． 因此， 在晶体输
人端的光束尺寸过 大， 导致在噩个 晶体长度上平均强度降
低， 就会降低转换效率。〕？好的经碰撞则是对于具有高斯
先柬分布的连蟆融光， 光斑尺寸E选睡在墙利长度为晶体妖
腥的－半时的犬，扣。光斑尺寸可满小 －定的 量 a 直到摸得最
高效率。PPLN具有高的折射率，在每个未镶膜的面上导致14%
的菲涅耳损耗． 为了增加晶体的遁坦率， 晶体的输入和输出
端面懂了增遣圃，从而将每个面的反射阵到1%以下．

温度和周期：

一个PPLN晶体的极化周期由使用的光的擅长决定。准相位匹
配擅长可通过改变晶体的温度来稍微调节。

Covesion库存的PPLN晶体， 每个系列都包括多种不同的极化
周期， 这些极化周期可在给定的晶体温度下使用不同的输入
波长． 我们的计算调节曲线对相位m;配所需的温度给出了很
好的参考。转换效率与温度的关系符合 一个sinc2函数， 描述
晶体温度撞曼带宽｛固5）。 晶体擅长． 接曼带宽越窄． 越敏
感。 在许多情况下， 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效率到温度的敏感在
几个摄氏度肉。

“圈
圈
里的 _jt_::1 

-4 -2 0 2 
温度补德（Ab)

画5 20mm士棚”：PPLN矗体
1064nm泵浦倒G强度与温重的关系

4 

逼迫将晶体加热到比计算温度稍高的温度， 例如高10飞， 然
后使 晶体冷却， 同时检测产生波长的输出功率 ， 可以确定最
佳温度。

臼阳，ionPP山炉子易于结合到一个光学装置中。官能够与臼晦ion
的OCl温度控制器配到， 将晶体温度保持在士O.Ol"C， 提供 非
常稳定的输出功率。

MgO:PPLN与无掺杂的PPLN比较

无掺杂的PPLN遇常在100℃到2oo·c主阔的温度操作． 以就小
光野蛮效应．光折变效应可损伤晶体， 引起输出光束变形．在
光谱的可见先部分出现较高能量时， 光折变效应在PPLN中是更
严重的， 仅在推荐的温度范围内使用晶体是尤莫重要的。

在锦酸锺中加入5%的MgO显著地增加晶体的光学损伤和光折
变阉值， 而又保留晶体高的非钱性系数 o MgO:PPLN具有段高
的损伤闹值，适合于高功率 应用． 它也可在从室温到2oo·c的
温度下操作， 显著地增加了 晶体的擅长调节能力。在革些
特殊情况下， MgO:PPLN可在室温下操作 ， 并且不需要温
度控制 ．

[1] Opt. Lett. 23(3) pp. 162-164但998) [2] Laser Phys. 20(7} pp. 1568-1571但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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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s ion的专业极化团队在现货、 定制和OEM用户的

PPLN制造中拥有15年以上的经验。 以 一 套全面的专利

技术为特色， 进行周期极化材料的设计 和制造，

Coves ion继承了由我们的母公司Stratophase在1999年

开始的质量和创新理念。

我们的PPLN工程师具有基于PPLN的红、 绿、 蓝和中

红外激光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方面的深厚知识底蕴。

以周期极化材料设计制造的专利和专业知识为特色，

c。vesion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投资， 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功能性产晶。

联系我们获得为您定制的波长转换方案

电话： ＋44(0)1794 521 638 

传真： ＋44(0)8709 289 714 

Email: sales@covesion.com 

www.coves1on.com 

更多产品
请您关注
www.dwphotonics.com

多维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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