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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扫描激光频率腔衰荡对超低损耗镜片的测量

李志刚 张玉驰 张鹏飞 李 园 李 刚 王军民 张天才
(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光电研究所山西大学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 超低损耗光学镜片(超镜)是构建高品质光学腔和进行许多光学测量的重要器件，对损耗在百万分之一水平

的高质量镜片的测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在扫描腔长的情况下调节腔的起振模式，然后在腔的TEM。，模式附

近扫描激光频率实现了注入激光和腔的TEM。。模的有效匹配I以迟滞比较电路触发下的光开关控制注入光场的方

式获得了连续激光光腔衰荡信号；实验中完成了同一批损耗在10“量级的超高反射宰镜片的批量测最．实测最高

反射率镜片的反射率为(99．99914±O．oo004)％，测量精度优于10～．结果表明对于同一批相同工艺生产以及相同

存储环境存放的超镜，其损耗也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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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Ultra—Low Loss Mirrors by Cavity Ring-Down

Technique with Laser Frequency Sw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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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tract UItra—low Ioss mirror(super·mirmr)is an important optical element for high-quality optical cavity and

optical sensitive measurements in many fields，and the measurement of mirror losses on 10-6 level is an important

issue．We have effectively mode—matched the incident beam to the TEMoo mode of caVity by scanning caVity length

and sweeping laser frequency near the TEMoo mode of cavity．An optical switch triggered by a hysteresis comparator

、张s employed to cut off the incident laser beam and the cavity ring—down(CRD)signal was obtained． We tIave

measured a batch of super．mirror with 10sses on 10-6 level．The precision of this system is better than 10一，and the

highest reflectivity is(99．99914土O．00004)％．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sses of super-mirrors are diver靶

even if the supe卜mirrors are from the same batch and stored in the铋me environment．

Key words laser technique；cavity ring-down；ultra-low loSs mirror}reflectiVity measurement

1 引 言
超低损耗镜片(超镜，Supe卜mirror)反射率通

常可达0．9999以上，在高精度光学测量‘1|、光谱分

析‘2|、量子光学‘31和引力波探测‘43中有广泛应用。

而对于损耗在10-6量级的超镜反射率的精确标定

是进行各种精确测量和研究的基础。由于超镜在镀

膜过程中微小的工艺差别以及存放环境的不同都会

造成超镜损耗的改变，即使同一批经过相同工艺制

作的镜片，其损耗也存在微小差异。因此设计一种

便捷精确的测量超低损耗镜片的方法无论对镜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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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商提高镀膜工艺还是对使用者高效使用镜片都是

十分必要的。

对于镜片损耗的测量国内外已有若干小组发展

了一系列的测量方法[5~13|，其中光腔衰荡法(Cavity

ringdown，CRD)[1钉由于其对光源功率起伏不灵敏

以及衰荡特征时间与待测光学腔损耗(光学镜片)成

反比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特别对于连续激光光腔

衰荡法可以实现对待测光学腔单个模式的高效匹

配，获得较高的信噪比[11|，从而被广泛用来测量腔

内损耗。Anderson等人将激光光源注入光学腔并

利用电光调制器(Pockels’cell)瞬时关断光场，由光

场在腔内的寿命确定了腔镜反射率，其测量精度为

5×10_5[7]。但此方法无法判断激光模式与光腔本

征模式的匹配程度[7“1。，可能对腔高阶模式进行测

量。Rempe等人采用压电陶瓷(PZT)调节腔长，通

过测量光腔衰减信号可以确定101的腔镜损耗，并

得出对应于高阶横模的腔内损耗比相应的TEM。。

模高40％[5]。Romanini等人提出了基于压电陶瓷

调制的腔信号用于腔损耗测量的方法，研究了精细

度在104量级的光学腔，指出压电陶瓷的非线性响

应会引入1％左右的误差。本课题组采用不同扫描

速度下的腔衰减振荡信号研究了精细度在105量级

的光学腔，得到了腔的损耗为30×10_6[1引。

Dotsenko采用连续激光光强衰荡的方法系统研究

损耗小于1×10_6的超镜给出了镜片透射损耗、吸

收散射损耗、并研究了镜片双折射导致正交方向上

损耗的差异[15|。谭中奇等人对模式失配对连续波

腔衰荡技术测量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到当腔

的菲涅耳数较大时，模式失配主要影响无源腔出射

光功率的大小，而对其衰荡特征影响不大的结

论[16]。同年Haifeng Huang等人分析得到了腔衰

荡谱的噪声来源于模式匹配中不同模式之间相互干

涉‘1川。

为实现激光模式与光腔本征TEM。。模式高效

匹配并消除压电陶瓷非线性响应对测量精度的影

响，本文通过在扫描腔长的情况下调节腔的起振模

式，然后在腔的TEM。。模式附近扫描激光频率避免

激发腔的高阶模式实现了注人激光和腔的TEMoo

的有效匹配；以迟滞比较电路触发下的光开关控制

注入光场的方式获得了连续激光光腔衰荡信号，测

量精度达到1×10一。通过测量不同镜片组成的光

学腔的损耗确定了同一批超镜中不同镜片各自的损

耗，结果表明对于同一批相同工艺生产以及相同存

储环境存放的超镜，其损耗也存在明显差异。

2实验原理和实验设计
假设待测光学法布里一珀罗(F．P)腔两腔镜的反

射率分别为R。、R：，腔长为d，腔内空气的吸收损耗

系数为口。当光学腔和入射光场耦合并且入射光场

与待测腔共振时，入射光场在腔内相干叠加建立起

腔内光场。此时如果瞬时关断入射光，腔内光功率

的衰减可表示为[7]

J(￡)一Joexp(一￡／r)， (1)

其中J。为关断入射光时刻腔内的光功率，r为腔场

的寿命，r可表示为

r=尉／(耵)， (2)

其中f为光在腔中的传播速率、d为腔的长度、F为

光腔的精细度。精细度F有如下关系：F=等畿嚣． ㈣1

1一[R1R2exp(一甜)]1／2‘
“7

由此可见如果实验中可精确测定腔场的寿命，

即可确定腔的损耗。而腔场的寿命可以通过分析腔

衰荡信号获得，故实验中获得真实的腔衰荡信号是

测量的关键所在。对于由光开关和有限带宽的探测

器构成的测量系统，光开关系统的响应时间要远小

于腔场的寿命以保证输出的光场衰荡信号是无补给

的腔场的单一指数衰竭信号，也就是腔输出信号可

以用式(1)表示；用于探测腔衰荡信号的探测系统的

响应时间会直接影响信号探测的精准度。在考虑探

测系统的响应时间的情况下，探测系统输出的信号

可以表示为[19]

J(￡)一A[exp(一￡／r)一旦exp(一￡／功)]+Ao，

(4)

其中r表示腔场的寿命，ro表示探测系统的响应时

间，A为振幅因子，A。表示腔衰荡信号中的直流偏

置。

由(4)式可知，要获得真实的腔衰荡信号探测系

统的响应时间应该r0远小于腔场的寿命r。也就是

说，只有当腔的寿命远大于测量过程中使用的仪器

的响应时间时，实验中得到的腔衰荡(CRD)信号才

能用单一指数拟合。

实验中设计的光开关系统的响应时间和延迟时

间分别为15 ns和400 ns、探测系统的响应时间小

于10 ns(探头带宽50 MHz、使用的存储示波器的

带宽500 MHz)。基于上面的分析，实验中搭建了

长度为10 mm的光学腔其对应衰荡时间为4．2肚s。

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系统满足上面提到的开关和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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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响应时间的要求，实验装置如图1所示。

lells F—P detectc肾

cavi够

图1实验装置图：SC，激光频率扫描控制系统；TiS，

钛宝石单模单频激光器；AOM，声光调制器；

LNA。低噪声前置放大器；VRer，参考电压

Fig．1 Experiment setup for cavity ring—down with a

frequency．s、^陀ep laser．SC，scanning controller；

TiS，Ti：sapphire laser；AOM，the acousto_optic

modulator；lens，the opticallens for mode

nmtching；LNA，the lo妒noise锄plifier；

VR盯，refereIlce voltage

实验中，待测镜片为Research Electr旷()ptics提

供。其中心波长在852 nm，设计的标称透射率丁一

8×10一、凹面曲率半径p一50 mm、直径7．8 mm和厚

度为4 mm。利用两片超镜组成光学腔，其中一片

超镜固定在压电陶瓷上构成几何长度为d一10 mm

的F—P腔，连续钛宝石单频单模激光器输出的

852 nm的激光经声光调制器产生的+1级光，经焦

距，=80 mm的透镜耦合注入待测腔，光场和光学

腔的TEM∞模式匹配效率高于85％。声光调制器

和迟滞比较电路组成光开关，可以由腔输出信号触

发迅速关断入射光。腔的透射光场由快速探测器

(PerkinElmer，C30659—900—R8A)接收，探测器输出

电信号分成两路：一路输入数字存储示波器

(Aglient，54810A)记录，另一路经低噪声前置放大

器(Stanford Research Systems，SR560)放大后输

入比较电路控制声光调制器。

为提高镜片测量精度，待测腔体采用殷钢材料

的整体结构，放置在经过空气净化的环境中。在调

节腔与激光模式匹配过程中，用以监视腔匹配情况

的透射信号通过扫描压电陶瓷获得。在扫描压电微

位移器(PZT)实现光场和光学腔的TEM。。模式匹

配效率高于85％后，以扫描周期为5 s的频率在

10 GHz范围扫描激光频率用TEM。。模的透射峰触

发开关系统的方法获得腔的透射衰荡信号，此处

10 GHz的扫描范围是实验中仅观测到TEM。。所允

许的最大扫描范围。

在调节匹配的过程中，还采用CCD观测腔的出

射光斑的方法以确定腔共振的模式是TEM。。模式。

实验中如果将光场匹配到了腔的某个高阶模式上，

由于高阶模式在镜面上的光斑比TEM。。模式的光

斑大，故衍射损耗较大从而损耗增加[s]。另外如果

光场匹配不当导致腔内TEM。。模式和其他模式的

幅度相当，腔内共存的多个模式之间将发生明显干

涉引起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u 8|。但由于实验以

TEM。。模的透射峰触发开关故不存在高阶模对测量

结果的影响，匹配效率高于85％仅是为了保证有足

够强的TEM。。信号用以触发开关，实验中也将模式

匹配到高于95％后进行过测试，发现和模式匹配到

85％测量的结果没有区别。

在光腔与激光模式匹配效率高于85％时，切换

扫描方式至扫描激光频率同时把开关系统打开即可

获得到的激光光腔衰荡信号，如图2所示。当入射

光的频率经过扫描靠近待测光腔的TEM。。模式本

征频率时，腔TEM。。模与输入光场近共振，腔内光

子数迅速增加。由于输出镜透射率一定，输出光场

经快速探测器转换的电信号也呈现增加趋势

(A区)；当入射光频率靠近腔的TEM。。共振中心频

率，使得输入开关系统的触发信号大于迟滞比较电

路工作的上门限电压时，控制输入声光调制器

(AOM)的射频信号切断，此时输入光也被关断。由

于光腔的损耗不为零且腔外无补给光子的入射光，

此时腔内光子数随时间呈指数衰减，输出场经快速

探测器转换的电信号也呈指数衰减(B区)。图中C

区为输出场经快速探测器转换的电信号输入光开关

系统的触发信号小于迟滞比较电路的下门限电压

时，控制AOM射频信号的TTL信号切换至高电平

图2实验中观测到的透射的腔衰荡信号。其中．TTL为迟

滞比较电路输出控制声光调制器的触发信号、CRD

为透射的腔衰荡信号、nT为指数衰减理论拟合结果

Fig．2 The result of transmission signal from the cavity；

CRD．TTL，the trigger signal for switch of(on)

the input beam；FlT，fiting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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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由于输入光场与腔仍处于近共振区域而出现

的连续光场腔衰荡信号。通过调节低噪声前置放大

器(I。NA)的放大倍数和参考电压，可控制输出透射信

号中A、B、C区的比例。当I。NA工作在使输入光开

关系统始终小于上门限电压时，透射信号仅由A和C

组成。同样也可实现透射信号仅由A和B组成。此

处选A、B和C同时存在是为了呈现整个过程，且在

数据拟合时更方便确定范围(如FIT所示)。根据上

述结果，实验的测量拟合误差小于1％。

3实验结果和误差分析
在腔镜损耗L；一1一R；远小于以1且不区分镜

片损耗来源(镜片损耗主要包括表面缺陷导致的散

射、镜片的衍射和透射损耗)待测腔的精细度F可

近似为

F一警， (5)

L—Li+Li—Li．j， (6)

其中L代表两片腔镜损耗之和，Li、L，分别为两腔

镜各自的损耗。

通过测量不同腔镜组合的光学腔内光场的寿

命，可得到两腔镜的损耗之和。实验对8片待测超

镜(编号为1—8)两两组合进行测量，步骤如下：选定

编号为1、7、8的三片超镜，两两组合可得此3片镜

片损耗的三元组合方程组。并由此确定各个镜片的

损耗。其次，以镜片1为参考镜片(在暗场显微镜下

观测发现镜片1的表面缺陷较少)，其他编号镜片与

其组合进行测量。特别地，腔内光场寿命取10次测

量结果指数拟合的平均值，如表1所示。

表1不同标号超镜组合下光腔测量的结果

Table l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cavities consisted with

different super_mirrors

Klng Cavlty nUmDer上Jarameter—
l一2 l一3 l一4 l一5 l一6 1—7 1—8 7—8

r／“s 3．18 2．55 2．94 2．71 3．41 3．64 3．36 3．58

F／104 30．O 24．O 27．7 25．5 32．1 34．3 31．7 33．8

乞篇8 21．o 26．2 22．7 z4．6 19．6 18．3 19．8 18．6

(△r／r)／％1．9 1．O 1．5 O．9 O．6 2．O 1．7 1．4

由式(5)和(6)可得镜片损耗表达式如下

Ll=(L1．8+L1．7一L7．8)／2， (7)

L。=L州一Ll， 咒=2，3，4，5，6． (8)

实验中根据组合误差分析‘201可知，由于实验中

实验数据通过采用相同仪器在相同的条件下测量所

得，故测量结果误差以系统误差为主，各个量的误差

可视为整体关联的情况，有

△L1=I△Ll，8+△L1．7一△L7。8 I／2， (9)

△L。=J△L。．】一△L1 l， (10)

其中腔总损耗的绝对误差由下式给出：

△L：f坐+掣1×L． (11)
、r 口，

腔长的误差△d由游标卡尺测量的精度决定。

实验中游标卡尺引入的误差小于O．1 mm，对应于

腔长相对误差小于1％，该长度测量的精度可以通

过光学测量的方法大大提高[12~13]。将表1的结果

代人(7)一(11)式可得1—8号超镜的损耗如图3所

示。根据测量结果，编号为7的镜片损耗最小，为

L=8．6×10～，对应的反射率为(99．99914±

O．00004)％。测量精度对于所有镜片都优于10一。

分析测量误差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长度测量

采用了机械测量，这种测量的精度不够高，误差在

O．1 mm(通过调整入射光的方向可以保证光斑中心

位于镜片中心不大于3 mm的区域，从而已经考虑

了两镜凹面上光斑中心位置之间的距离)，导致对损

耗的精度影响在1％。当然，实验中如果用光学方

法，包括干涉或者边带调制等，可以把腔长的相对误

差减小到o．01％，在前期微光学腔测量中使用过光

学测量的方法[13。，希望在后续50～100 mm的腔上

采用光学方法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其次镜面上不

同部分的损耗存在差异，而实验中无法保证每次测

量时光斑在镜片的同一部分从而导致系统误差；第

三，虽然短的腔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系统对外界

震动的敏感以及降低了模式匹配的难度，但腔长选

取比较短而导致衰荡时间不够长制约了测量精度的

提高，寻求合适的腔长以达到稳定性和长的腔衰荡

时间，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实验测量

精度不是实验测量值和镜片标称值比较得出来的，

而采用了一些国外研究组报道的方法[5~7’9~1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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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8片超镜损耗测量结果

Fig．3 The losses of super-mirrors from No．1to 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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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是镜片生产商提供的标称值只能作为参考，

供应商也不能确定其准确性，镜片在存放中和清洁

时造成的损伤也会导致损耗的变化．所以此处以多

次实测损耗的平均值作为镜片的“真实值”，而测量

值相对于平均值的起伏作为测量精度。

4 结 论
采用在腔的TEM。。模式附近扫描激光频率，通

过自行设计的触发光开关控制连续激光，利用光腔

衰荡法测量一组超镜的损耗，测量精度高于lO一。

实测超镜的最高反射率为(99．99914±O．00004)％。

结果表明对于同一批相同工艺生产以及相同存储环

境存放的超镜，其损耗也存在明显差异。该实验测

试方法可用于批量低损耗镜片的筛选工作，可以快

速地确定损耗在10-6量级的低损耗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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