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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散射法测量大颗粒时使用衍射理论的误差 

张福根 博士 

荣跃龙 

程  路  

摘要 从实验数据、物理和几何光学的定性分析及 Mie 理论的严

格计算等三个方面证明了即使是远远大于光波长的颗粒的散射光场，

其实际光能分布与衍射理论给出的结果之间也有不可忽略的误差：表

现为较大散射角上实际的散射光能远大于衍射理论光能。按照衍射理

论的计算结果，这一误差等效于 1µm 左右的颗粒产生的光能分布。如

果颗粒对光具有吸收性，则误差将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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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激光散射测粒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较大颗粒（一般都指直径大

于 2µm 的颗粒）的光散射可以用该颗粒的投影圆片的衍射来描述。

然而作者在多年的激光测粒实际工作中，发现即便是直径大致为 

100~200µm 的颗粒，用衍射理论推算的分布与实测光能分布之间也存

在明显的差异。本文首先给出一组实测结果与衍射理论结果的比较， 

指出其差异，然后从物理光学、几何光学以及 Mie 理论等几个方面

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用衍射理论计算大颗粒的散射光

能分布在一般情况下是有很大误差的，并且这种误差会导致对被测

样品粒度分析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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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衍射理论光能与实测光能的差异 

笔者在用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公布的 GBW(E)12 系列标准粒

子（直径均大 2µm）校准激光粒度仪时，发现在较大散射角上实测

光能显著大于理论计算光能，如图 1 所示。 

 

在此各种光能分布都作了归一化处理，即把 1~32 单元上的总

光能规定为 1。从图中可以看出衍射理论光能与实测光能在 24 单

元以前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高度相差较大系归一化处理所致）。 

但 24 单元以后，衍射理论值越来越小，而实测值则越来越大。在此

把这种现象称作“翘尾”。 该现象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解释：(1)标准

粒子中混有相当数量的极细（＜1µm）粒子：（2）复散射，即入射光

经两次或两次以上散射：(3)理论计算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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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种解释，作者做了如下实验：先将盛放标物的小瓶摇晃多

次，使粒子均匀地悬浮在液体中。 然后将瓶子竖立放置， 瓶口朝上。 

观察到瓶内粒子大致已沉到瓶底时，再将瓶子慢慢倾斜， 至瓶内液

面略高于瓶口位置，挤出几滴液体到样品池中，测量光能分布。如果

液体中混有足够数量的细颗粒，那么摇匀后再与正常使用情况下测

得的结果基本一致。竖放瓶子时，大颗粒下沉快，小颗粒下沉慢，因

而按上述方法挤出的液体中细颗粒含量应大大高于正常方法挤出的

液体，故而“翘尾”将更加严重，但测量结果与正常使用情况下测得

的结果基本一致。所以本实验证明细颗粒不是造成 “翘尾” 的主

要原因。 

为检验第二种解释，我们对同一种标样取 3%~20%之间和各种遮

光比（对应于不同的粒子浓度）进行测量，发现测得的光能分布基本

相同。如果“翘尾”是复散射所致，那么浓度越高“翘尾”就越严

重。因此该实验证明在遮光比小于 20%的范围内，没有明显的复散现

象。 

最后，只能把“翘尾”解释为衍射理论在较大散射角上的不准

确。 

图 1 所示，光能分布对应的标准粒子编号为 GBW(E)120006,遮

光比 9%。标称的库尔特计数器测定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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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能得到更详细的粒度分布，作理论计算时只取了三个代表

粒径，即 18.08µm/20%,20.93µm/50%,22.78µm/30%粒度分布不同计算

得到的光能分布细节也有不同，但总体趋势不会变。 

粒度仪的光学系统 

如图 2 所示，付里叶透镜焦距 f = 60mm，探测器参数如表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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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颗粒光散射的物理和几何光学分析 

2.1 光学衍射理论的近似性 

衍射实际上泛指光线偏离直线传播规则的现象。光被颗粒散射显

然也属于这种现象，但是习惯上衍射特指可以用衍射公式描述的非直

线传播现象。 

光的衍射公式可以避开光的本质特征而仅仅根据波动现象的基

本规律——Huygens 原理推导出。然而光是一种电磁波，应遵守 

Maxwell方程组。但是如果想从 Maxwell 方程组出发推导衍射公式，

则必须作如下假定（见图 3(a)): 

(1）在通光孔内，各点的 U 和𝜕U/𝜕n 与没有衍射屏时完全相同。 

(2）除通光孔外，屏上各点的 U=𝜕U/𝜕n=O，其中 U 和𝜕U/𝜕n 表示

光振幅及其对积分面法线的方向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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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电磁场理论，在衍射屏和周围介质之间的界面上，电场

的切线分量连续，法线分量的变化则跟表面电荷有关，所以不可能由

入射时的强度突变到零。这就是衍射理论的不严格之处。不过实践证

明，当孔的尺寸远远大于光波长时，衍射公式基本正确。 

根据光学互补原理，一个形状和尺寸都与通光孔相同的挡光片

产生的衍射场与通光孔的衍射场位相相反，振幅相同，因此强度相

同（见图 3(b) )。 

 

 

2.2 对衍射机制的表象化理解 

从前面的讨论得知，光的衍射理论实际上不涉及光的本质特征。

当入射光为平行光，且观察点离衍射屏无限远时，衍射公式可以写为： 

𝑈(𝑝) = 𝐶∬ ⅇ𝑥𝑝[−𝑖𝑘(𝛼𝑥 + 𝛽𝑦] 𝑑𝑥𝑑𝑦           (1) 

这类衍射又称 Fraunhoff 衍射，其中𝑈(𝑝)表示观察点𝑝上的光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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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是与入射场强度及位相有关的常数，γ和β表示 P 点相对于挡光片

（或通光孔）的方向角，A 表示挡光片截面 R=2π/λ，λ表示光波长，

x 和 y 表示截面内的直角坐标。（1）式表明，衍射场式被遮挡入射

波前的付里叶变换，它同挡光片的光学特性无关。因此衍射可以理解

成“入射波钱受缺损时产生的新波场”。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衍射

场的总能量等于投射到挡光片上的总能量。 

 

2.3 几何光学的影响 

当一球形颗粒被置于平行光场中时，该颗粒一方面使原光场的

波前受缺损，从而产生衍射；另一方面使投射到其上的光产生反射

和折射（见图 4）。因此颗粒的光散射可以理解成衍射光和折射、反

射光的叠加。颗粒越大，则这种近似描述越准确。 

 

如图 5 所示，一条投射到圆球上的光线首先被反射（见 0 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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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进入球体内部的折射光线再次投射到球体与环境之间的界面

上时，一部分折射出来（见 l 号光线）成为散射光的一部分，另一

部分反射回球体内部。由此证明，几何散射光的总能量等于投射到

其上的光的总能量，且主要集中在 l 号光线上，0 号光线的出射角范

围为 0~180°, 1 号光线则为 0~2cos−1( 1 /𝑛)。𝑛表示球跟周围介质

的相对折射率。 

 

2.4 衍射和几何散射的比较 

从上面的讨论已经知道，衍射和几何散射光的总能量相等。但是

衍射光的角范围比较窄。因而在小散射角上强度很高，几何散射则比

较均匀地分布在一个较大的立体角内。 

由（1）式可以得出，直径为 D 的圆片的衍射光强为： 

𝐼(θ) = 𝑞4J1
 2(𝑞 sin θ) ∕ (𝑞 sin θ)2             (2)

                 
 

式中 q=Dπ／λ，θ为散射角,J1 为一阶 Bessel 函数。 当 qsinθ 

=1.22π 时，𝐼(θ) =0，此时衍射光强第一次达到最小，对应的衍射角

为： 

                   θ = sin−1 (1.22π q⁄  ) ≈ 1.22π q⁄                             (3) 

数学证明 83.8%的衍射光能都集中在此角范围之内。(3)式表明，该角

大小与折射率无关，只同球的几何尺寸及波长有关，而几何散射的散

射角只同球体与周围介质之间相对折射率有关。与其几何尺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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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直径 30µm 的小水珠处在空气中，激光波长为 0.63µm，那么衍

射的第一极小散射角为： 

θd = 1.22π(30π 0.63⁄ ) = 0.02562 = 1. 470 

几何散射的 l 号光线最大角为 ： 

θG = cos−1( 1 /𝑛) = 82.50 

作为数量级的估计，不妨认为衍射光能都集中在 O~θd之间，而几何散

射光则集中在 O~θG之间，因此： 

衍射光平均强度

几何散射光平均强度
 = (θG/  θd )2   =3.1 × 103 

由此可见，从光强考虑，几何散射光远比往衍射光弱，甚至可以

忽略不计。但是衍射光的分布范围窄，它只能被探测器的内环接收。

几何散射光则可被探测器的所有单元接收。当然在内环上两种光叠加

在一起，主要是衍射光起作用：而在外环上，则主要是几何散射光在

起作用。从表 2 可以看出最内环同最外环的接收面积之比为

0.0258/69.51=3.7×10
－ 4
。 因此二者接收的能量之比为 3.1×

10
3
×3.7×10

－4  
= 1.1。可见外环上的光能具有同一数量级，所以几

何散射不能忽略。前述“翘 尾”现象即由此所引起。 

上面所讨论的主要是透明颗粒。对吸收性的颗粒，光线经球体内

部后再折射出来时强度衰减为入射时的 exp(-2kn’p),其中 n’表示

折射率的虚部，p 为光线在球体内走过的光程。例如，对钢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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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1.51-l.63i，故 kn’＝2π×1.63/(0.63/1.51)= 24.5µm
－1
。 对

1 号光线，P≈D。设 D = lOµm ，则 exp(-2kn’p) = exp(-2×24.5

×10) = 0。故而几何散射的主要能量被吸收，只有 0 号光线仍对散

射光场有贡献，但其强度远比透明颗粒情况下的 1 号光线弱。 

 

3. 大颗粒光散射的 Mie 理论计算 

Mie 理论是描述球形颗粒光散射的严格理论。它只需假定颗粒材

料是光学均匀，且各向同性，就可以由 Maxwell 方程组及边界条件推

导而出。因此它适用于描述任何尺寸的球形颗粒的光散射。 但是 Mie

理论在数学表达上极其复杂，到目前为止只见较小颗粒（q~10）的光

散射用 Mie 理论计算的报导。我们经努力，最终以数学技巧解决了大 

颗粒（q 值可达 1000 以上）的 Mie 理论计算问题。  

图 l 中的虚线表示 GBW(E)120006 标物的 Mie 理论计算结果。与

实测值比较可知，除细节外总体趋势完全一致。细节的不一致可解释

为探测器的误差和标物粒度分布的标称值不够详尽和准确所致。 

q=1OO, n=l.52/1.33=1.44（相当于玻璃珠在水中）时的散射光 

Mie 理论结果和衍射理论结果如图 6 所示。图 6(a）表示光的强度分

布，其中实线表示 Mie 理论，虚线表示衍射理论。由该图可以看出，

两种理论的计算结果在前面两个峰上一性很好，从第三个峰开始 Mie

理论结果比衍射结果大，10
°
散射角以后前者比后者大 10 倍以上。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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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差异可认为是前一节所说的几何散射所致。不过就按相对较大的

Mie理论结果看，第三个峰的极大也比第一个峰的极大小 100倍左右，

后面的各个峰小得就更多了。如果主要关心的是强度分布，那么后面

各个峰可以不予考虑，这样两种理论的结果就基本一致了。也许这就

是人们认为的大颗粒散射可以用衍射理论描述的原因。但是在激光粒

度仪中，置于大角度上的探测单元对应的散射角范围比小角度上的要

大得多。因而后面各单元接收到的总能量未必比前面的单元少。 

 

图 6(b)表示图 2 所示的光学系统接收到的光的能量分布，其中

粗线表示 Mie 理论结果，细线表示衍射结果。由图中可以看出，主峰

上两种理论结果基本一致，以后则是 Mie 结果越来越大于衍射结果。

可见衍射并没有把散射光场的所有能量都考虑在内（可以直观地认为

漏掉了几何散射部分）。 

图 7 表示各种折射率下的 Mie 理论光能分布， 其中 q=100（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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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为 0.63µm，粒子被置于水中，则此值相当于 15.lµm 的粒子）。

虚线表示 Mie 理论值，实线表示衍射理论值，光强数值均经过归一

化处理。（a）~（c）分别表示折射率为 1.14（在水中）、1.33（水

珠）、1.52（玻璃球）时的能量分布。 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折射率

的增大，“翘尾”现象越来越不明显。这是因为折射率增大使得几

何散射角范围增大，从而使几何散射的平均强度减弱。 图（d）表

示折射率为 n=l.14-0.5i（相当于碳质小球置于水中）时的光能分

布。结果表明 Mie 理论分布与衍射理论分布相比除尾部有稍抬外，

已基本趋于一致。这与上一节用几何光学方法对吸收球的分析结果

相吻合。以上结果还表明，即使是大颗粒，散射光的分布也同折射

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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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用衍射理论的后果 

除了吸收性颗粒外，散射光能分布的“翘尾”现象是正常的。而

衍射理论却反映不出这种事实。根据衍射理论的计算结果，“翘尾” 

相当于一个 lµm 左右的小粒子产的散射（见图 8）。 

 

这样当我们用衍射理论去分析一个较大颗粒（例如 20µm）的散射

光能分布时，会得出被测样品由 20µm 和 lµm，两种尺寸粒子所组成

的结论（如果仪器能进行多峰分析）。这里 lµm 的粒子显然是“无中

生有”。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实验表明，即便是对远远大于光波长的颗粒，用衍射理

论计算的散射光能分布仍有严重的误差。理论分析认为，当颗粒同波

长相比大很多时，衍射公式本身有相当高的精确性；但是置于光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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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颗粒除了具有衍射作用外，还有由几何光学的反射和折射引起的几

何散射作用。后者就强度而言远小于前者，但总的能量不相上下。用

衍射理论计算散射光能分布显然忽视了几何散射，因而有较大误差。

Mie 理论是描述颗粒光散射的严格理论。计算结果表明，对吸收性颗

粒而言，Mie 理论诸结果同衍射理论结果基本一致，对非吸收性颗粒

而言，颗粒相对于周围介质的相对折射率越大，则衍射与 Mie 理论的

结果越相近。这也说明大颗粒的光散射也同折射率有关。对非吸收性

颗粒，用衍射理论去分析散射光能时，将会“无中生有”地认为在仪

器的测量下限附近有小粒子（如果仪器有进行多峰分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