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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激光器的强度和相位起伏一直是影响其应用的关键所在．在实验上研究了自由运转模式下半导体激光
器的强度噪声．采用自制的分辨率为０．Ｏｌ ｎｍ的光谱仪成功地分辨出数十个边模，并利用射频低噪声光电探测器系
统，分析了激光器的主模与边模之间以及各边模之间的强度噪声关联特性．从实验上证实了主模与边模之问的负
关联效应，同时观察到边模之间存在的周期性负关联．该结果对进一步认识半导体激光器噪声的产生机制及强度
压缩光的产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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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才可以看成是工作在单模振幅压缩状态，否则只

１．引

言

能认为噪声的压缩是多模负关联所致，是一种“多
模”光场总体上表现出的亚泊松统计特性．１９９８年，

半导体激光器（激光二极管，简称ＬＤ）因其小型

Ｂｅｃｈｅｒ等［１２１扩展了文献［１１］的模型，引入了非对称

化、高效率、长寿命等特点，已经在许多领域获得了

的非线性饱和增益（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现代通信、测量和基础科学研

鲥ｎ）项，成功地解释了边模强度噪声谱不对称以及

究方面¨＿３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ＬＤ较大的输

主模与边模关联不对称的现象．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ａｔｕｒａｂｌｅ

出线宽以及强度和相位起伏一直是限制其应用的关

尽管人们已经开展了很多研究，但对于ＬＤ在

键所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致力于ＬＤ噪声问题，特

不同条件下的噪声特性仍然缺乏完整清晰的理解．

别是强度量子起伏的研究．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１较早分析了

到目前为止，对于ＬＤ强度噪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ＬＤ噪声产生的机制，并利用远低于电子学散粒噪声

主模与边模强度噪声的关联上，采用的理论模型只

极限（ｓｈｏｔ

ｄＢ

考虑了主模与正负一级边模之问的强度起伏关联，

的强度压缩输出［４’５］．随后人们采用各种线窄技术

而边模间的关联特性及边模噪声分布特性对于ＬＤ

（１ｉｎｅ．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卜叫抑制ＬＤ的强度噪声，

的总强度噪声的影响却很少研究，这对于全面了解

如注入锁定（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ｋｉｎｇ）№＾１、光栅反馈（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Ｄ的强度噪声特性又是不可缺少的．为研究ＬＤ本

ｆｒｏｍ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ｒａｔｉｎｇ）＂’８Ｊ，法布里．珀罗腔反馈归Ｊ、平面

身固有的强度噪声特性，我们在实验上以自由运转

镜反馈Ｈ训等，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强度压缩和相位

模式下的量子阱Ｌ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分

噪声的抑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ＬＤ输出光场强度

辨率为０．０１ Ｈａ的光谱仪将微弱的数十个ＬＤ的输

噪声的抑制主要是通过压缩边模，进而抑制模式分

出纵模分开，通过灵敏的射频量子噪声探测装置系

配噪声（ｍｏｄｅ

ｎｏｉｓｅ

ｌｉｍｉｔ）的恒流源抽运ＬＤ，获得８．６

ｎｏｉｓｅ），最终达到降低ＬＤ的总

统地测量了主模与边模以及边模之间的噪声关联特

强度噪声．１９９５年，Ｍａｒｉｎ等¨１ ｏ就边模与主模的负关

性．研究发现，ＬＤ输出光场的纵模功率分布特性和

联对噪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只有在光栅

关联特性较文献［８，１２］报道的不同：边模功率不是

反馈的情况下，模间关联的作用才可以忽略，这时的

随着模式数的增大而单调递减，而是呈现有规律的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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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状起伏；对于那些运转于阈值附近的弱激发边
模而言，同一“波浪”覆盖的边模的强度起伏呈现明

３．实验结果及分析

显的负关联特性，而不同“波浪”所覆盖的边模之间
的强度起伏则未观察到明显的负关联特性．

在工作电流为１００ ｍＡ时，我们记录了ＬＤ典型
的纵模功率分布，如图２所示．图２（ａ）是利用电荷

２．实验装置

耦合器件（ＣＣＤ）摄像头拍摄的凹面反射镜ＣＭ焦平
面处到ＬＤ的主模与边模分布．将置于焦平面处的

实验装置如图ｌ所示．实验中使用的ＬＤ型号

狭缝宽度打开至边模间距的１／３，并沿水平方向扫

为ＳＤＬ－５４１２，其工作温度控制在（１６ ４－０．００１）℃，由

描，即得到各纵模的功率分布情况，如图２（ｂ）所示．

一台自制的噪声起伏远低于散粒噪声的恒流源驱

从图２（ｂ）可以看出，在自由运转条件下ＬＤ的边模

动．该激光器在上述温度下的阈值电流为２５ ｍＡ，工

功率通常小于主模式功率２５—４０ ｄＢ．在紧靠主模处

作波长在８４２ ｎｌｎ左右．ＬＤ的出射光经过镀有增透

由于光的漫射比较强烈，使得靠近主模的边模功率

膜的准直透镜后成为长短轴比约为４：１的椭圆光

的测量有些偏大．从各纵模功率分布曲线可以明显

束，经过整形棱镜对后成为一直径约为１ ｍｎｌ的近

看出，边模的功率分布存在周期性的波浪状起伏．每

圆形光束．为了避免来自后面的光学元器件的弱小

个“波浪”覆盖约８个纵模．实验表明，该周期性特点

反馈对ＬＤ的稳定性及噪声特性影响，我们使用了

来自激光器本身，与外部光学器件无关，并且在不同

两级光学隔离器（总隔离度大于６０ ｄＢ）．值得一提的

的工作温度和抽运强度下均存在．该特点与以前报

是，隔离器在这里还可以起到排除因正交偏振分量

道的结果幅’１２１不同，也正是这一特点给半导体激光

引起的虚假干涉效应ｕ３１的作用．图１中虚线包围的

的纵模强度关联特性带来了新的性质．我们在此基

部分即为自制的光谱仪．为了提高光谱仪的分辨能

础上研究了主模与边模的强度噪声关联特性以及边

力，通过隔离器输出的光被扩束到直径约为２５

模间的强度噪声关联特性．

ｍｍ．

光栅的刻划密度为１８００／ｍｍ，其一级衍射效率为
８５％，有效面积为５０

ｍｍ×５０

１１ＭＩＩ，置于近Ｌｉｔｔｒｏｗ结

构以保证最大的角分辨能力．在入射光束直径为２５
ｉｎｎｌ的情况下，光栅的分辨能力为０．０１ ｎｍ，足以
分离波长间距约为０．１２ ｎｍ的ＬＤ的各个纵模．经
过光栅后的光束由凹面反射镜ＣＭ会聚在焦平
面上．狭缝Ｓ置于凹面镜ＣＭ的焦平面处，用于选择
入射到低噪声探测器（Ｈａｍａｍａｔｓｕ—Ｃ５３３１．０３）的测量

鲁
＼

模式．狭缝Ｓ前面放置的孔径为５５ ｍｍ的透

脊
雷

镜￡的作用则是将通过狭缝的各个纵模聚集到探
测器的探头上．探测器输出的噪声信号由美国
模式序数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生产的４３９６Ｂ型频谱分析仪进行记录
分析．

图２凹面镜焦平面上的纵模功率分布

（ａ）为ＣＣＤ拍摄的

图像；（ｂ）为扫描狭缝得到的模式功率分布，主模功率为０曲，
横坐标为相对于主模（坐标为０）的模式序数，正方向为波长
增大的方向

．

以主模为中心向两侧对称打开狭缝，测量主模
与边模的强度噪声关联特性，测量频率为３０

ＭＨｚ．

图３给出的是不同抽运强度下噪声功率随模式序数
Ｃ为准直透镜，ＡＰｓ为整形棱镜对，０Ｉ

的变化（为方便比较，测量的噪声功率被归一化到１

为光学隔离器，￡为透镜，ｓ为狭缝，Ｇ为衍射光栅，ＣＭ为凹面

ｔｔＷ光功率对应的电子学噪声功率），两条曲线分别

图１实验装置示意图

镜。ＡＰＤ为雪崩光电探测器，ＳＡ为频谱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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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阈值附近（２５ ｍＡ）和高抽运强度（１００ ｍＡ）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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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随模式数变化的情况．从图３可以明显看出，随
着入射到探测器模式数量的增加，噪声功率总体上
都是减小的，这表明主模与边模之间存在负关联．比
较两条曲线可以看到，工作在阈值附近ＬＤ输出光
场的噪声功率随边模数的增大而降低的幅度要大得
多，这说明阈值附近的负关联明显高于高抽运强度
时的负关联．在阈值附近，主模刚被激发起来，光场
不足以使半导体的增益介质局部饱和，不会产生由
于非线性吸收饱和导致的主模与边模的损耗不均
匀，即整个工作介质（包括增益介质和包层）对于各
个纵模是比较均匀的（这种均匀性来源于不同的纵
模共用相同的、增益谱宽相对于纵模间距大得多的
增益介质），于是模问呈现较强的负关联．而在高抽
运强度时，主模的强光场使得模式自饱和与模间饱
和出现，导致增益介质的均匀性遭到破坏，加之此时
包层介质对于主模的吸收进入饱和区而对于边模的
吸收未饱和导致的边模损耗相对增大ｎ ４｜，从而使得
主模与边模间的负关联效应弱化．如图３中的内插
图所示，在高抽运强度时，负关联现象依然存在于主

５０厂■■—Ｔ—］。
｝

·

Ｉ

功率

】”

模和各边模之间，但只有邻近的两级边模呈现出与
主模间较为明显的负关联性质．从图３还可以看到，
阈值附近的噪声功率随边模数变化的曲线并不是单
调下降，而是被一类周期起伏所调制，与图２中的起
伏类似．

乇３０‰Ｔ Ｔ Ｔ Ｔ Ｔ Ｔ、Ｔ Ｔ Ｔ撅Ｔｒ涮三羹
。。【

………ｆ｜ｆ１１１ｆｆｆ ｊ枷

Ｏ
－１５－１０

－５

０

６

１０

１５

模式序数

兽

图４

、、

褂
雷
缸
群

ＬＤ各纵模的功率与噪声功率随模式数的变化主模功率

取为０ ｄＢ，散粒噪声基准取为０ ｄＢ，ＬＤ的抽运电流为１３０

ｍＡ

对于该周期关联特性，可以这样理解：ＬＤ各纵
模的强度起伏反映了激光器的工作介质的增益特
性，而此增益特性又决定着模式间的强度噪声关联
特性．未被抑制的或者抑制较小的增益导致更强的
模式数

负关联特性．不同抽运强度下的模间关联特性从图
３可以看出，由于阈值附近ＬＤ的边模增益相对于高

图３狭缝以主模为中心向两侧对称打开时，归一化的ＬＤ强度
噪声功率随模式数的变化
１００

散粒噪声基准对应０ ｄＢ．内插图为

ｍＡ时的强度噪声功率分布曲线的局部放大

抽运情况被抑制的程度要小得多，所以主模与边模
之间的负关联在阈值附近要强于高抽运时的情况．
即使相同抽运强度下的模间关联特性也具有如下两

为了进一步研究边模的噪声，我们在不同的抽

个特点：对于相同数量的边模而言，主模与长波长的

运强度下测量了ＬＤ各纵模的噪声功率分布特性，

边模的噪声功率要比其与短波长的边模的噪声功率

皆呈现相同的规律．为简单起见，我们只给出了抽运

低【Ｉ副，这是因为前者的负关联要强于后者，而这种

电流为１３０ ｍＡ时的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以

不对称的关联则是源于主模式对短波长方向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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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一＋９

＋５一＋１ｌ

一７－－一９

模式数

一１７一一１９

—５一一１１

模式数

一１５一一２１

模式数

图５以＋８级、一８级、一１８级边模为中心对称展开狭缝时，强度噪声功率随模式数的变化散粒噪声基准对应０ ｄＢ．（ａ）＋８
级边模，（ｂ）一８级边模，（ｃ）一１８级边模

抑制强于对于长波长方向的增益抑制；纵模之间存

点可以从主模波长随电流的变化特性得到印证，如

在明显的周期性负关联，即每一个增益峰值对应的

图６所示．从图６可以看出：增大抽运电流时，波长

纵模与其邻近的被同一“波浪”所覆盖的纵模间都有

在平稳线性上升一段后会出现台阶状的跳跃，右边

明显的负关联现象，这是由于输出增益的周期性变

显示的是相应的纵模数的变化．每次跳跃的间隔与

化使得“波峰”处的纵模增益相对于“波谷”处的纵模

功率起伏的模式间隔一致．减小抽运电流时，可以看

增益被抑制的程度小得多，因而呈现较强的周期性

到显著的回滞现象ｕ引，然而跳跃间隔依然是功率起

负关联．不难理解，位于增益峰值处的纵模在改变工

伏的模间距的整数倍．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造

作条件时会通过模式竞争成为主模式．实验上，这一

成此增益起伏的物理机制，问题的根源可能需要对
量子阱ＬＤ的内部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才能找到．

４．结
番

赫
佰
辎
靛
粤

＼
姒
鲻

论

本文在实验上对常温下自由运转的ＬＤ的纵模
噪声特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实验发现了ＬＤ纵模
强度以及其相应噪声的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
纵模间的强度和噪声功率存在周期性起伏．同时通
过自制的高分辨光栅干涉装置，观察到纵模间存在
的周期性局部负关联效应，并对这一现象的内在物

抽运电流／ｍＡ

图６

ＬＤ的主模波长随抽运电流的变化ＬＤ工作温度为１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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