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
SCIENTIA SINICA Phys, Mech & Astron

2011 年

第 41 卷

www.scichina.com

第 1 期: 2 ~ 5

《中国科学》杂志社
SCIENCE CHINA PRESS

phys.scichina.com

上海光源专题

上海光源真空内波荡器性能的优化
张伟*, 周巧根, 王宏飞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201800
*E-mail: teaman@sinap.ac.cn
收稿日期: 2010-07-05; 接受日期: 2010-08-08

摘要

介绍了上海光源一期工程两台真空内波荡器的磁铁设计、磁场测量和性能优化的方法和结果. 通过

调整波荡器各磁极的高度来减小各磁极附近半周期磁场积分的差异, 优化电子运动轨迹和辐射相位分布, 使
各个周期的辐射相位误差达到最小, 从而增加各个周期内产生的辐射的相干性以获得高亮度的高次谐波辐
射. 光束线实验也测到了 11 次谐波辐射, 并且从测到的辐射光谱推算得到的两台波荡器的均方根相位误差分
别在 4°和 3°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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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能电子束通过波荡器时将产生高亮度的同步
辐射光, 辐射光的波长和波荡器的周期长度成正比,
和电子束的能量平方成反比[1]:

λn =

λu (1 + K 2 / 2 + γ 2θ 2 )
,
2nγ 2

(1)

其中为 λu 波荡器周期长度, γ 为以电子静止能量为
单位的电子束能量, θ 为观察角, n 为辐射光谐波次
数, K = 93.4 B0 [T ]λu [ m] 为一无量纲参数, B0 为波荡
器磁场峰值. 由于电子束在波荡器各个周期内产生
的辐射互相干涉, 辐射光将集中在一个很小的锥角
内. 上海光源的电子束能量为 3.5 GeV, 波荡器周期
长度为 25 mm 时, 基波辐射光的波长为 10−10 m 量级.
由(1)式可知, 辐射光波长还与谐波次数成反比, 因
此利用高能电子束在短周期波荡器中产生的高次谐
波辐射, 可以获得超短波长的硬 X 射线同步辐射光.
上海光源一期工程建造了 7 条光束线站, 其中两条光

束线采用了周期长度为 25 mm 的短周期小间隙真空
内波荡器 IVU25, 以获得硬 X 射线同步辐射光用以生
物大分子晶体学和硬 X 射线微聚焦的研究, 利用波荡
器产生的高次谐波辐射, 可获得能量为数十千电子
伏的高亮度同步辐射光.
为获得高亮度的高次谐波同步辐射光, 要求电
子束在波荡器各周期内产生的同步辐射基本上完全
相干. 高次谐波辐射强度按相位误差和谐波次数乘
积平方的指数规律减弱[2],
I n = I n0 e

− ( nσ ϕ )2

,

(2)

其中 σ ϕ 为各个周期相位误差的均方根值, n 为谐波
次数. 5°的均方根相位误差将使 5 次谐波的辐射强度
降低近 20%. 因此对波荡器磁场做相位垫补以降低
相位误差对提高高次谐波辐射的强度具有重要意义.

2

磁铁设计
两台波荡器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设计, 周期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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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两侧的两块厚度分别为 7.2 和 3.06 mm 的端部永
磁体. 这些端部磁体之间设计有一定的间隙, 以保证
电子束通过波荡器时有最小的位置偏移. 在端部磁
体的外侧还设计有安装小永磁柱“Magic Fingers”的
组件, 用于校正磁场的一、二积分及其多极分量.

为 25 mm, 80 个周期, 总长度为 2.05 m, 工作气隙为
7~18 mm, 最大峰值磁场为 0.95T. IVU25 采用了标准
的混合型磁铁结构, 上下两个磁排列由 Sm2Co17 永磁
体和 DT4 纯铁磁极相间周期性排列而成, 在气隙内
产生近似正弦分布的周期性磁场. Sm2Co17 永磁体为
日本 Shin-Etsu 公司生产的 R32HS 型号, 表面镀镍以
减小出气率. 在 20℃温度下, 该永磁体的平均剩磁为

3

1.15 T. 和钕铁硼永磁体相比, Sm2Co17 永磁体虽然剩

磁场的测量和垫补
利用高精度霍尔探头对波荡器在不同气隙下做

磁较低, 但有较强的抗辐射能力和较高的内禀矫顽

中心轴线上磁场的扫描测量, 扫描间隔为 0.5 mm.

力, 温度系数也较小, 适合 120℃高温下的真空室烘烤.

为了计算电子束在各个周期内的辐射相位, 需要先计

利用三维磁场计算软件 OPERA-3D[3] 对磁铁的

算电子束在波荡器内的运动轨迹. 辐射相位定义为

尺寸做优化设计, 使在最小永磁体体积下获得最大

⎛ n ⋅ r (t ) ⎞
,
(3)
c ⎟⎠
⎝
其中 r (t ) 为电子束的运动轨迹, t 为电子束达到各磁

ϕ (t ) = ω ⎜ t −

的有效峰值磁场. 优化得到的永磁体尺寸为 25 mm
高、65 mm 宽, 厚度为 9 mm. 4 个顶角各有 4×45°的
倒角, 用于方便安装固定, 而长边 1×45°的倒角则是

极中心位置处的时间, n 为电子位置到辐射观察点的

为了减小永磁体内部的退磁场. 磁极高度为 21 mm,

单位矢径, ω 为辐射光的角频率, c 为光速. 但是辐

厚度为 3.5 mm, 磁极宽度为 43 mm, 两边 3×45°的倒
角可以减小磁极极尖处的磁饱和. 在磁极的根部有

射相位的分布并不能直接反映各周期内磁场的畸变,

两个突起是为了磁极的安装. 图 1(a)为利用 OPERA-

因此也无法做磁场垫补. 为此我们通过减小波荡器
的各磁极附近半周期磁场积分值的不一致性, 对电

3D 软件计算 1/4 周期的三维磁场的计算模型, 图 1(b)

子运动轨迹和辐射相位分布进行优化. 定义磁场半

为计算得到的气隙为 7 mm 时中心平面上的磁场分布,

周期积分:

计算得到峰值磁场为 0.9613 T. 对中心轴线上的磁场

Ii = ∫

分布做傅立叶分析得到的 1, 3 和 5 次谐波分量分别为
0.9145, 0.0447 和 0.001 T, 有效峰值磁场为 0.9146 T.

zi + λu / 4
zi − λu / 4

By ( z )dz,

(4)

以及磁场半周期积分偏差:

IVU25 的磁排列采用反对称结构, 以保证电子

ΔI i = I i − I i ,

束通过波荡器时有最小的偏角. 每台波荡器共有标

其中 zi 为第 i 个磁极中心的纵向坐标,

准尺寸的永磁体 318 块, 标准尺寸的磁极 320 个. 在
磁排列的两端采用了厚度为 1.75 mm 的端部磁极以

(5)
I i 为所有

I i 的平均值. 通过调整波荡器各磁极的高度改变各

图1
(a) 三维场计算模型; (b) 1/4 周期内中心平面上的磁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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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磁场半周期积分, 使磁场半周期积分偏差的平方
和达到最小. Tanaka 等人[4]的研究结果表明, 相位误
差随磁极的分布和磁场半周期积分偏差的累积
n

En = ∑ ΔI i 的分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使磁场半周
i =1

期积分偏差最小化就可以使相位误差达到最小.
图 2 为其中一台 IVU25 在磁场垫补前后气隙为
10 mm 时各磁极中心处的相位误差分布, 均方根相
位误差从垫补前的 14.6°下降到 2.2°, 而各磁极高度
的调整量不超过(±0.2) mm. 磁场垫补后, 两台
图4

IVU25 在各个气隙下的均方根相位误差如图 3 所示.

两台波荡器在气隙为 10 mm 时电子的运动轨迹

两台波荡器的最大相位误差均在气隙为 10 mm 时最
大, 分别为 3.1°和 2.2°. 图 4 为波荡器气隙为 10 mm
时电子的运动轨迹, 轨迹偏离小于 1 μm. 表 1 列出了

表 1 不同气隙下测量得到的峰值磁场及相应的基波辐射
光波长和能量

不同气隙下测量得到的峰值磁场和有效峰值磁场,
以及相对应的基波辐射光波长和能量.

4

气隙
(mm)

峰值磁场
(T)

有效峰值
磁场(T)

基波光波长
(Am)

基波光能量
(keV)

7

0.9531

0.9114

8.69

1.43

8

0.8110

0.7840

7.12

1.74

10

0.6012

0.5897

5.19

2.39

12

0.4553

0.4502

4.13

3.00

14

0.3489

0.3467

3.54

3.51

18

0.2084

0.2080

2.98

4.16

辐射光通量的模拟计算

利用磁场测量得到的磁场分布, 通过数值模拟
计算可以得到电子束通过波荡器时辐射光的光通量.
图2

一台波荡器在磁场垫补前后气隙为 10 mm 时的相位
误差分布

电子束在单位立体角内辐射的带宽为

Δω

ω

的光子通

量可用下列公式计算[1]:
dF αω 2 I b Δω
=
⋅
dΩ
4 π2 e ω

2

∞

∫ {n × (n × β )} e
t

iϕ ( t )

dt ,

(6)

−∞

其中 φ (t ) 为辐射相位, 如(3)式表示, β 为电子的运动
速度与光速比, I b 为束流强度, e 为电子电荷量, α

图3

4

两台波荡器在不同磁隙下的均方根相位误差

为精细结构常数. 将上式在辐射锥角内积分, 便可得
到电子束的辐射光通量.
表 2 列出了在气隙为 10 mm 时两台波荡器的辐
射光通量模拟计算值和理论值的比较, 计算时取束
流强度为 300 mA. 可以看出模拟计算得到的 7 次谐
波的光通量超过理论值的 90%, 而 11 次谐波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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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测磁场计算得到的气隙 10 mm 时光通量与理论值对比(单位: Photons/s/0.1%bw)

n

IVU25-1
模拟计算值
1.14×1015
3.42×1014
1.23×1014
4.47×1013
1.63×1013
5.87×1012

理论值
1.14×1015
3.56×1014
1.30×1014
4.90×1013
1.89×1013
7.28×1012

1
3
5
7
9
11

比值(%)
99.8
96.1
94.6
91.2
86.2
80.6

通量超过理论值的 80%. 图 5 为模拟计算得到的光通
量谱.

图5

IVU25 模拟计算得到的光通量谱

理论值
1.13×1015
3.43×1014
1.21×1014
4.45×1013
1.65×1013
6.20×1012

5

IVU25-2
模拟计算值
1.12×1015
3.28×1014
1.15×1014
4.07×1013
1.46×1013
5.20×1012

比值(%)
99.1
95.6
95.0
91.5
88.5
83.9

结论

短周期小气隙真空内波荡器为国内首次研制.
本文通过调整波荡器各磁极的高度对上海光源两台
周期长度为 25 mm 的真空内波荡器进行磁场垫补和
性能优化, 实现了辐射相位误差的最小化, 极大地提
高了波荡器高次谐波辐射的强度. 光束线实验也测
到了 11 次谐波辐射, 从测到的辐射光谱推算得到的
两台波荡器的均方根相位误差分别在 4°和 3°以内,
和由磁场测量结果计算得到的值有很好的吻合. 储
存环的运行也表明, 两台波荡器对束流轨道影响很
小, 随波荡器气隙的变化很容易得到了校正, 并且对
储存环工作点几乎没有影响. 两台真空内波荡器已
运行一年多, 目前运行状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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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for two in-vacuum
undulators in S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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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net design and the magnetic field measurement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for two in-vacuum
undulators of SSRF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By adjusting the pole heights of the undulator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alf-period field integrals are minimized and the electron trajectories and the RMS phase errors are optimized.
The interferences between radiations from each period are reinforced and the intensities of the higher harmonics
radiation are increased effectively. The 11th harmonics radiations are measured from the beamline experiments and
the RMS phase errors obtained from the measured spectra of two undulators are less than 4° and 3°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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