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光子/声子晶体的发展历史尚不足２０年,是一种新概念人工结构功能材料,
通过设计可以人为调控经典波的传输.

本书的内容主要介绍了作者领导的课题组五年来的研究进展,在理论和应用

的系统性方面也兼顾他人的观点和结论,选择其中较为成熟和最重要的成果,以

作为科研领域参考之用,算是作者对同行的一点贡献.
本书共分５章.第１章介绍光子/声子晶体概念的产生,并描述作者对光子/

声子晶体概念的基本理解和对当前领域研究动态的基本把握.第２章采用固体物

理、晶格动力学、弹性动力学和群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晶体对称性的角度,
对光子/声子晶体的结构、波方程进行讨论,对光子/声子晶体的晶格结构、能带

结构、禁带机理、缺陷模式、物理效应 (负折射、超色散、超准直现象等)展开

统一论述,作为后续章节的理论先导.围绕声子晶体弹性波禁带的机理和谐振机

理的详细论述在第３章中进行,包括晶格声场特征描述、缺陷态分析、表面波禁

带及其仿真分析方法等.第４章将针对光波光子晶体材料与器件的基本原理、效

应、分析方法、相应的周期微结构的物理刻蚀制备和化学模板制备工艺做详细的

介绍,内容包括:光子晶体介质全反镜、光子晶体光纤、基于缺陷结构的光学器

件以及平板二维光子晶体等.最后,第５章将围绕微波光子晶体传输系统、微带

结构微波光子晶体、高阻表面型微波光子晶体、光子晶体天线展开论述,包括微

波光子晶体材料与器件的结构、物理原理、仿真与测试等基础内容.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课题组的曾淳、袁乃昌、谢凯、袁晓东教授,叶卫

民、刘耀宗和付云起三位副教授及部分在读和已毕业的研究生也参与了书稿的讨

论,在此向他们致谢.
热忱希望读者对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指正.

国家 “９７３”“光子/声子晶体基础研究”项目技术首席

温熙森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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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光子/声子晶体概论

材料、能源、信息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三大支柱.
光子/声子晶体是一种新型的人工结构功能材料,通过设计可以人为调控经典

波的传输.借用固体物理中晶体的结构思想,将固体能带理论推广到介观尺度和

宏观尺度用于考察经典波(如电磁波和声波)辐射与人工晶格的耦合作用,力图实

现对经典波传输的控制,这是关于光子/声子晶体在物理学领域的基础问题.从大

约１７年前光子晶体的概念提出以来,光子/声子晶体的研究在光学物理、凝聚态物

理、电磁波、信息技术、声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光子晶体的概念从硅晶体的

概念类比得来,硅晶体的开发利用在２０世纪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１,２],有人大胆预

言光子晶体的研究有可能在２１世纪推动信息技术产生新的突破.

１１　光子/声子晶体的基本概念

辐射场与材料耦合作用是自然界动力学过程的最基本形式,它的物理学基础

被划分为经典电磁波和量子电动力学两大领域.对辐射场与材料耦合作用的研究

似乎是纯基础的和一般性的.当代人工材料光学性能的研究发现这种相互耦合作

用是可控的.正是这一发现成了近３０年来光学物理研究的强大动力.光子/声子

晶体就是既能够控制其内部辐射模式,又对外部激励场具有特殊响应的人工晶体

材料.

１１１　光子晶体

１９８７年,美国Bell实验室的E．Yablonovitch和Princeton大学的S．John分

别在讨论如何抑制自发辐射和无序电介质材料中的光子局域时,各自独立地提出

了“光子晶体”(photoniccrystal)这一新概念[３,４].１９９０年美国Iowa州立大学

Ames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K．M．Ho等通过计算验证金刚石存在光子禁带.
根据 Ames研究小组的理论设计思路,１９９１年 Yablonovitch自己制作出第一

个具有全方位光子带隙的结构[５],光子带隙为１０G~１３GHz,理论计算和实验测量

的结果吻合得非常好,进而首先在微波波段用试验验证了光子禁带的存在.众所

周知,在半导体材料中由于周期势场作用,电子会形成能带结构,带与带之间可能

有能隙[１].光子晶体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如果将具有不同折射系数的介质在空间

按一定的周期排列,当空间周期与光波长相当时,由于周期性所带来的布拉格散

射,它能够在一定频率范围内产生“光子禁带”(photonicbandgap,PBG).如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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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能量落入光子禁带频率范围内,则不能在介质中传播.这种具有光子禁带的

周期性电介质结构即光子晶体,如图１１１所示.

图１１１　光子晶体及其禁带结构

如果光子晶体的折射率在周期结构中出现了点缺陷,如突然缺了一个应该出

现的低折射率介质区域;或者在正常的周期中突然多了一个高折射率介质区域,就
会导致光子晶体缺陷态的出现.这时点缺陷中产生的光子就会被局域在这个点缺

陷附近,其行为就像一个微谐振腔.如果形成的是线缺陷,其行为类似于光波导.
直线缺陷波导的导光并不奇怪.实验发现,当线缺陷９０°转折时理论上可以接近

１００％导光.如果形成的是面缺陷,则可得到理想的反射面,理论上可反射所有入

射方向的光,反射率接近１００％.这些性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光子晶

体微腔可做成微腔激光器,将来可用于光计算和光存储;光子晶体波导可用于光集

成和光互联[２~４].
在微波波段,光子晶体由不同介电常数的周期性电介质材料组成,同样可以设

计各种低损耗的波导、微腔、微带传输线、高阻表面(人工磁导体)、微带天线等,可
用于制造各种高品质的微波集成器件和高效天线.

最初人们认为光子晶体只能是人工结构,后来发现自然界中也存在光子晶体,
如蛋白石[６]、蝴蝶翅膀[７]、孔雀羽毛[８]、海老鼠毛[９]等.蛋白石在不同的观察角表

现出不同的色彩图案、蝴蝶翅膀和孔雀羽毛所具有的斑斓的色彩、海老鼠毛在岸上

和水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等都是由其特殊的内在的周期性三维微结构决定的.

１１２　声子晶体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声波频段也有类似的具有禁带效应的周期性结构“晶体”,
即声子晶体(acousticcrystal,soniccrystal,phononiccrystal),由弹性性质不同的

周期性材料组成,可用于声波和振动的控制[１０~１８].
对弹性波在层状介质中传播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声子晶体概念的提

出及对声子晶体相关理论的研究却只有十余年的历史.１９９２年,M．M．Sigalas和

E．N．Economou第一次在理论上证明球形材料埋入某一基体材料中形成三维周

期性点阵结构具有弹性波禁带特征[１０].１９９３年,M．S．Kushwaha等类比光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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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声子晶体概念[１１],并对镍柱在铝合金基体中形成的复合介质采用

平面波方法计算获得了在剪切极化方向的弹性波禁带.１９９５年,R．MartinezＧSala
等在对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座２００多年前制作的雕塑“流动的旋律”进行声学特性研

究时,第一次从实验角度证实了弹性波禁带的存在[１６].
声子晶体同光子晶体有着相似的基本特征:当弹性波频率落在禁带范围内时,

弹性波被禁止传播;当存在点缺陷或线缺陷时,弹性波会被局域在点缺陷处,或只

能沿线缺陷传播.同样,通过对声子晶体周期结构及其缺陷的设计,可以人为地调

控弹性波的流动.

１１３　光子/声子晶体概念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光子晶体、声子晶体均是由电子晶体类比外推得来的

概念.

１９９３年,M．S．Kushwaha等第一次提出声子晶体概念时就对(电子)晶体、光
子晶体及声子晶体的有关特性进行了比较[１１],如表１１１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

三者具有惊人的、广泛的、深刻的相似性.

表１１１　三类晶体的比较

性质 (电子)晶体 光子晶体 声子晶体

结构 结晶体(自然的或生长的)
由两种(或以上)介电材料构

成的周期性结构

由两种(或以上)弹性材料构

成的周期性结构

调控对象
电子的输运行为

费米子

电磁波的传播

玻色子

机械波的传播

玻色子

参量
普适常数

原子数
各组元的介电常数

各组元的质量密度ρ、声波

波速ct,cl

晶格常数 １~５Å(微观) １μm~１cm １mm~１m

尺度 原子尺度 电磁波波长 声波波长

波 德布罗意波(电子)
电磁波(光子)

Δ

D＝０
机械波(声波)

偏振 自旋↑,↓ 横波 (

Δ

E≠０)
横波与纵波耦合

(

Δ

U≠０;

Δ

×U≠０)

波动方程

薛定谔方程

－ћ２

２m

Δ

２ψ＋Vψ＝iћ
∂ψ
∂t

麦克斯韦方程组

Δ

２E－

Δ

(

Δ

E)＝μrεr

c２
０

∂２E
∂t２

弹性波波动方程

(λ＋２μ)

Δ

(

Δ

u)－μ

Δ

×

Δ

×u＋ρω２u＝０

特征 电子禁带,缺陷态,表面态 光子禁带,局域模式,表面态 声子禁带,局域模式,表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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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质 (电子)晶体 光子晶体 声子晶体

带隙
随着晶体势函数的增加而增

大,没有电子态

随介 电 常 数 差 εa－εb 的

增大而增大,无光子、光 波

存在

随质量密度差增大而增大,

无振动无声波存在

频率范围
无线电波、微 波、光 波 和 X
射线

电磁波 声波

光子/声子晶体的基本概念可以概括为:光子/声子晶体是具有电磁波/弹性波

禁带的周期性结构功能材料.
光子/声子晶体材料内部具有周期性结构,其组分介电常数/弹性常数周期性

变化,具有电磁波/弹性波禁带,使其能操控电磁波/弹性波流动.禁带内的电磁

波/弹性波只能沿光子/声子晶体缺陷传播.通过缺陷的设计可以人为调控电磁

波/弹性波的传输.
光子/声子晶体的基本行为特征可以概括为:
(１)具有周期性结构;
(２)具有低损耗高反射性能;
(３)具有相空间压缩性能;
(４)具有禁带特性,落在禁带中的电磁波/弹性波被禁止传播;
(５)当周期性结构中存在点缺陷和线缺陷时,电磁波/弹性波会被局域在点缺

陷处,或只能沿线缺陷方向传播.
近年来有专家提出光子/声子晶体的概念可进一步推广到更宽的范围,如地震

波,并将具有禁带特性和对应尺度的周期性结构称为波晶体.另外,无序结构也受

到相当的关注,M．M．Sigalas等人的研究工作表明,在一定的填充条件下,无序

结构也可以产生光子/声子禁带[１７].

１２　光子/声子晶体研究动态

光子/声子晶体概念的明确提出不过十余年.由于与传统的光、电磁和声学材

料相比有截然不同的功能特点和优势,在通信、探测、微机电、环保等领域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光子/声子晶体材

料已成为当今物理学、光电子学、电磁场理论、材料科学、纳米技术、微机电等领域

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
目前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工作阶段,包括周期性微结构及其缺陷的制备工艺

技术,光子/声子晶体及其缺陷控制电磁波/声波(或振动)产生、传播的物理机理,
以及光子/声子晶体材料与器件的测试与表征及其应用原理的探索.能否得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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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禁带的光子/声子晶体与其周期性结构、介质的连通性、介质常数反差和填充比

等有关,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制作具有完全禁带的光子/声子晶体,无论在理论、技
术和检测表征上都是一项挑战.

从光子晶体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到得到试验验证这个简短的历史过程,已经暗

示了光子晶体后续发展所具有的基础和即将面临的挑战:周期结构中的电磁波理

论以及性能仿真手段是相对成熟的,而光波波段由于波长的介观微纳米尺度,导致

光波光子晶体的加工制备及其测试表征都正面临着挑战,而微波波段正是由于波

长的宏观尺度,微波光子晶体的加工制备及其测试表征都相对成熟,这也是微波光

子晶体能够迅速用于开展应用原理开发的根本原因.声子晶体中声波辐射场研究

的特殊性则在于连续固体介质中纵波与横波的耦合以及非均匀介质界面纵波与横

波的相互激励导致声子晶体禁带机理研究成为重点和难点.此外,声子晶体通常

的固体界面对入射空气声的耦合系数过小,使得声子晶体禁带性能的测试技术成

为另一个难点.

１２１　红外及可见光波段光子晶体研究动态

光子晶体的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１９９６年以来先后研制成功了光子

晶体直角波导、光子晶体光纤、光子晶体超棱镜、光子晶体反射镜、二维光子晶体微

腔激光器、光子晶体天线和光子晶体滤波器等.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科学»杂志都

将光子晶体研究成果列入当年的十大研究进展[１９~２１].
红外及可见光波段的光子晶体研究主要涉及光通信、光信息处理、光传感和控

制领域.１９９８年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采用多层沉积/刻蚀方法,制作出PBG为

１０~１４５μm的用于红外探测器的多晶硅材料三维光子晶体,最终制作成１cm×
１cm的光子晶体探测头,可以大大提高探测的灵敏度,同时缩小设备体积.在此基

础上,该实验室研制出周期尺寸更小(１８０nm)的可见光波段光子晶体,这是现有尺

寸最小的三维光子晶体.

１９９９年,美国 MIT 研制出光子晶体反射镜,在特定波长范围具有全反射功

能;美国 MIT和英国Bath大学制备的光子晶体光纤光缆,传输的能量或信息成倍

增加,理论上能够无损耗远距离传输,并且能够传输高功率激光.
英国的St．Androws大学后来居上,光子晶体研究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迅速

发展,其光子晶体的制备与测试表征水平一跃进入世界前列.２００２年,St．AndＧ
rows大学制备的离子刻蚀半导体基光子晶体,利用光子晶体超色散效应研制的光

子晶体波分复用器件具有非常高的品质.
南京大学对具有特殊光学效应和禁带的离子型声子晶体与光子晶体激光器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近年来英国 Glasgow大学合成出人工蛋白石等尺度球,并用这种蛋白石球排

列成面心立方晶体,理论和实验发现这种晶体的带隙宽到足以覆盖整个可见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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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４００~６００nm).２００２ 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制备的 SiO２ 微球直径覆盖了

５６０nm、４７０nm、２１７nm、１３０nm、６５nm,尺寸散度小于３％,制备的SiO２ 人工蛋白

石结构光子晶体表面呈浅粉色,如图１２１所示.

图１２１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的SiO２ 微球及其模板

从２００４年３月日本京都召开的光子晶体国际例会 PECSＧV (International
SymposiumonPhotonicandElectromagneticCrystalStructuresV)[２２]来看,目前

光波频段光子晶体的研究呈现如下趋势:
(１)追求材料与器件的低损耗:日本NTT公司和IBM 瑞士公司等利用高精度

微加工技术研制出平面异构结构和平面渐变结构光子晶体,使光子晶体波导的损

耗水平从２００２年的６dB/mm降到(０６~０７)dB/mm.
(２)追求光子晶体激光器的高Q 值:加州工学院(Caltech)和韩国先进科学与

技术研究院(KAIST),大多采用量子点材料,其实验测得Q 值达到２×１０４,而调制

速度达１００GHz,理论上设计出Q 值高达１０６ 的激光器;另外,MIT研究的２D与

３Dopal相结合构成的空气波导可能是获得更高Q 值的一个方向.
(３)从单元器件向集成光路的研制迈进:会议报告提出了基于光偏振效应的光

信息处理、光子晶体集成光隔离器、光子晶体生物分子传感器、设计速度达４０GHz
的光子晶体全光开关等.FESTA 公司计划研制的全光集成电路:NEC 公司的

HIＧSMZ(HybridIntegratedSymmetricMachＧZehnder)外形为３cm,设想采用光

子晶体将其缩小为１０~１００μm,最后集成的全光电路外形约为１cm.
(４)世界著名的光电子公司对光子晶体的研究十分重视:IBM,NEC,NTT,

Konica,Fujitsu,Toyota,TDK,ROHM,Hitachi,ALPS,Sumitomo,Alcatel,

Matsushita,Mitsubishi,Agilent,Nippon,PhotonicLatticeInc等１７家公司提

供报告５５份,超过大会报告总数的２０％.

１２２　微波波段光子晶体研究动态

１９９１年 Yablonovitch等制作出的第一块光子晶体,其禁带就位于微波波段.
此后微波光子晶体的研究在应用原理探索方面迅速取得了突破[５].

１９９３年美国研制出反射率接近１００％的光子晶体偶极子天线,使得天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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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并于１９９５年申请了专利.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Qian和 Coccioli、Kesler等相继研制出光子晶体微带贴片天

线,抑制了谐振模式,有效地消除了表面波的影响,提高了天线效率;同时研究发现

由光子晶体支撑的微带天线阵,天线之间的隔离度可提高１０dB,而且具有比较小

的后向辐射[２３~２７].

１９９９年Conexant国际公司利用光子晶体对禁带内电磁波的强反射性能研制

出光子晶体人体防护天线,证实其对电磁辐射有真正的防护作用.

１９９９年Raytheon公司研制出能与飞行器表面共形的圆柱形微波光子晶体天

线阵列,实验室测量结果显示出很好的应用前景.美国加州大学还报道了高阻表

面光子晶体的研究成果,并且已经在振子天线、微带天线等方面得到了应用.
英国 Glasgow大学利用微机械、刻蚀等工艺制成木堆结构的三维光子晶体并

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最后制成与设备结构表面集成共形的天线,其禁带中心频率在

５００GHz(TeraＧHertz范围内).
在微波电路方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取得了很多成果.Qian等在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相继报道了二维光子晶体微带传输线,验证了微波信号在传输

过程中存在频率禁带[２３~２７].１９９８年 Vesna等制作出光子晶体宽带放大器,在增

益、带宽上都获得了改善.另外 Rumsey利用光子晶体结构在微带电路中实现了

宽频带的滤波功能[２８,２９].接下来的几年中,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适合于微带电路

的光子晶体结构,经实验验证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１９９９年Itoh等又报道了单面

紧凑型光子晶体结构[２５],并且得到了 TEM 波导、高性能微波天线等,大大降低了

加工制作的难度.

图１２２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高阻接地面圆波导介质天线和开口天线

此外,光子晶体先进集成天线系统的研究为微波天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

迅速的工程技术领域,在环境监测、可视化气象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近两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３０~３５]在光子晶体微波天线研究方面取得了阶段性

进展.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具有分形特征的光子晶体微带传输线能抑制天线

的伪辐射、提高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光子晶体微带天线二次谐波小;光子晶体宽带

滤波器(多周期串联光子晶体结构)可实现４~１２GHz宽带滤波;光子晶体微波高

阻表面能实现３３~５６GHz范围内的表面波抑制;高阻接地面圆波导介质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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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瓣降低了８~１０dB,３dB波束宽度压缩了２５°左右,方向系数增大,天线的增益提

高了２~３dB;高阻接地面圆波导开口天线,背瓣降低了１０dB左右,天线的增益提

高了１５~２dB,如图１２２所示.

１２３　声子晶体研究动态

类比光子晶体的概念和禁带机理,声子晶体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似乎是十分清

楚的,但是十余年来声子晶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关于测试技术的争议仍未停

止,针对可能的工程应用的原理探索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

概念产生以来,声子晶体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布拉格和谐振两个禁带机理方面.

１９９２年Sigalas等采用传递矩阵方法研究了弹性波在两种不同材料组成的周

期性多层结构中的传播特点,分析了纵波与横波的耦合效应,同时还对周期性结构

中引入缺陷形成声波通道后的声滤波机理进行了研究[１６,３６,３７].１９９９年 Kafesaki
等研究了弹性波与具有三维周期性结构的材料相互作用形成带隙的机理,认为材

料的密度和声速显著地影响着带隙的形成和带宽[３８,３９].Kee等研究了组成材料

的阻抗对声波带隙形成的影响,认为各组分阻抗差别越大,声带隙越宽.
声子晶体声带隙的测试和实验验证也获得一定进展.１９９８年SanchezＧPerez

等将直径为１~４cm的钢棒按三角形周期阵列排列在空气中,形成二维周期性结

构,测试出频率为１~３kHz的声波带隙[４０].１９９４年 Vasseur等则研究了碳纤维

或细碳棒与环氧树脂、铝与树脂、钨与铝组成的材料体系,也获得了较宽的声带

隙[１５].１９９５年Sigalas等对由不同金属,如钼、铁、铅等,与树脂基体形成的材料体

系的声传播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合适的材料选择和结构设计,可以获得

声波带隙[１７].１９９７年 Kushwaha等[４１~４３]对多种周期性材料体系进行了实验研

究,如按立方排列于空气中的金属或液体柱等都被证实具有完全的声带隙;同时采

用带隙频率不同的周期性材料串联起来还可以形成超宽频带的声子晶体,对于隔

声、降噪等工程实践具有很大意义.

２０００年香港科技大学刘正猷教授[４４,４５]研制出局域共振型三维三组元周期结

构的声子晶体,其晶格尺寸比禁带内声波波长小１~２个数量级,成功地实现了小

尺寸材料控制大波长声波传播的目标,在隔声、降噪、环保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２００２年欧洲科学家F．Cervera用金属棒设计出了二维声子晶体声波透镜[４６],
具有通常的棱镜的外形,能够将１~３kHz范围内的声波进行聚焦.当然,这种设

计仅仅是一种初步的设计,真正的声子晶体透镜利用通带超色散效应不需要传统

棱镜的外形,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形状,并能实现大角度声波扫描、聚焦等功能.

２００４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二维二组元声子晶体也具有局域

谐振特性[４７].
总的来说,目前光子/声子晶体研究已涉及:量子光学、电磁学、固体能带论、半
８



导体器件物理、纳米结构、固体物理、分子生物、微机电工程和材料科学等领域.世

界各著名高校、通信和光电子公司均积极介入光子/声子晶体的研究利用.
英国五所著名大学和七家公司组建超快光子学研究联合体(UPC),由英国工

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出资１２５０万英镑,计划六年时间开发未来数

据通信器件,光子晶体为五大关键技术(有机发光、量子点阵、飞秒激光、光开关、光
子晶体)之一.

欧洲信息社会技术(IST)研究委员会２０００年３月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光子晶

体光子集成“电路”计划(photonicintegratedcircuitsusingphotoniccrystalopＧ
tics,PICCO),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材料与制备、设计与模拟、测试与表征.

ASI(AdvancedStudyInstitute),自１９９２年起定期组织光子晶体学术研讨

会.光子晶体国际例会PECS自２００４年起改每两年一次为每年一次.
日本在CREST的资助下制定了至２０１０年以后的中长期技术开发规划(techＧ

nologyroadmapforphotoniccrystals),以KyotoUniversity,RIKEN,NTTBasＧ
icResearchLabs．,AIST,FESTA为代表的日本研究机构,拥有当今世界光子晶

体微结构制备的最高技术水平.
在国内,１９９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光子晶体研究方面资助两项课题;２０００

年资助６项课题;２００１年的指南中已列为重点研究项目,所资助的领域涉及光子

晶体的理论研究、制备表征和应用等多个方向;２００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重大

基础研究项目中对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光子晶体)进行了重点资助(１０００万人民

币).

参　考　文　献

１　黄昆著,韩汝琦改编．固体物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　JoannopoulosJD,MeadeRD,WinnJN．Photoniccrystals．PrincetonUniv．Press,１９９５

３　YablonovitchE．InhibitedspontaneousemissioninsolidＧstatephysicsandelectronics．PhysicalReview

Letters．１９８７,５８(２０):２０５９~２０６２

４　JohnS．Stronglocalizationofphotonsincertaindisordereddielectricsuperlattices．PhysicalReviewLetＧ

ters．１９８７,５８(２０):２４８６~２４８９

５　YablonovitchE,GmitterTJ,LeungK M．Photonicbandstructure:thefaceＧcenteredcubiccaseemploying

nonsphericalatoms．PhysicalReviewLetters,１９９１,６７:２２９５~２２９８

６　RickCSchroden,NagalingamBalakrishnan．InverseOpalPhotonicCrystals—ALaboratoryGuide．The

UniversityofMinnesotaMaterialsResearchScienceandEngineeringCenter,２００１

７　BiróLPetal．RoleofphotonicＧcrystalＧtypestructuresinthethermalregulationofalycaenidbutterfly

sisterspeciespair;Phys．Rev．E,２００３,６７:０２１９０７

８　JianZi,XindiYuetal．Colorationstrategiesinpeacockfeathers．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

theUSA,２００３,１００(２２):１２５７６~１２５７８

９　McPhedranRC,NicoroviciN A,BottenLC．LearningOpticsinNaturesSchool,Aust．Opt．Soc．

NEWS,２００１,１５(２/３):７~９

９



１０　SigalasM M,EconomouEN．Elasticandacousticwavebandstructure．JournalofSoundandVibraＧ

tion,１９９２,１５８(２):３７７~３８２

１１　KushwahaMS,HaleviP,DobrzynsiL．Acousticbandstructureofperiodicelasticcomposites．Physical

ReviewLetters,１９９３,７１(１３):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１２　EconomouEN,SigalasM M．Classicalwavepropagationinperiodicstructures:Cermetversusnetwork

topology．PhysicalReviewB,１９９３,４８(１８):１３４３４~１３４３８

１３　KushwahaMSetal．Theoryofacousticbandstructureofperiodicelasticcomposites．PhysicalReview

B,１９９４,４９(４):２３１３~２３２２

１４　MunjalML．ResponseofamutiＧlayeredinfiniteplatetoanobliqueplanewavebymeansoftransfermaＧ

trices．JournalofSoundandVibration,１９９３,１６２(２):３３３~３４３

１５　VasseurJOetal．Completeacousticbandgapsinperiodicfiberreinforcedcompositematerials:thecarＧ

bon/epoxycompositeandsomemetallicsystems．JournalofPhysics:Condensed Matter,１９９４,６:

８７５９~８７７０　

１６　MartinezＧSalaR,SanchoJ,SanchezJVetal．Soundattenuationbysculpture．Nature,１９９５,３７８:２４１

１７　SigalasM M,SoukoulisC M．ElasticＧwavepropagationthroughdisorderedand/orabsorptivelayered

systems．PhysicalReviewB,１９９５,５１(５):２７８０~２７８９

１８　KafesakiM,EconomouEN．InterpretationofthebandＧstructureresultsforelasticandacousticwaves

byanalogywiththeLACOapproach．PhysicalReviewB,１９９５,５２(１８):１３３１７~１３３３１

１９　FinkY,WinnJN,FanSetal．Science．１９９８,２８２:１９７９

２０　CreganRF,ManganBJ,KnightJCetal．Science,１９９９,２８５:１５３７

２１　PainterOetal．Science,１９９９,２８４:１８１９

２２　TechnicalDigestofPECS－V(InternationalSymposiumonPhotonicandElectromagneticCrystalStrucＧ

turesV),March７~１１,２００４,Kyoto,Japan,２００４

２３　RadisicVetal．Novel２ＧDphotonicbandgapstructureformicrostriplines．IEEE MicrowaveGuided

WaveLetters,１９９８,１８(２):６９~７１

２４　RobertoCocciolietal．AperturecoupledpatchantennaonUCＧPBGsubstrate,IEEETransonMicroＧ

waveTheoryandTechniques,１９９９,４７:２１２３~２１３０

２５　QianY,Itohetal．AmicrostrippatchantennausingnovelphotonicbandＧgapstructures,MicrowaveJ．,

１９９９,４２(１):６６~７６

２６　KeslerMP,MaloneyJG,ShirleyBL．Antennadesignwiththeuseofphotonicbandgapmaterialsasall

dielectricplanarreflectors．MicrowaveOptTechLett,１９９６,１１(３):１６９~１７４

２７　RadisicV,QianY,ItohT．Broadbandpoweramplifierusingdielectricphotonicbandgapstructure．

IEEEMicrowaveGuidedWaveLett,１９９８,８(１):１３~１４

２８　IanRumsey,MelindaPiketＧMay,PKeithKelly．Photonicbandgapstructureusedasfiltersinmicrostrip

circuits．IEEEMicrowaveGuidedWaveLett,１９９８,８(１０):３３６~３３９

２９　KeithKellyPetal．Investigationofscanblindnessmitigationusingphotonicbandgapstructureinphased

arrays．SPIE,１９９８,３４３６:２３９~２４７

３０　YunqiFu,GuohuaZhang,NaichangYuan．AnovelPBGcoplanarwaveguide．IEEE Microwaveand

WirelessComponentsLetters,２００１,１１:４４７~４４９

３１　GuoＧhuaZhangetal．AnovelPBGstructureformicrostriplines．The３rd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MicrowaveandMillimeterWaveTechnology,２００２

３２　YunＧQiFu,NaiＧChangYuan,GuoＧHuaZhang．AnovelfractalPBGmicrostripstructures．Microwave

andOpticalTechnologyLetters,２００２,３２(２):１３６~１３８

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