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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分析了当抽运激光具有高于标准量子极限的经典噪声时, 在单共振条件下, 由倍频腔输出的 532 nm 绿光

光场的强度噪声起伏,并从实验上获得稳定的强度噪声低于散粒噪声极限的绿光压缩光,实测的绿光最高强度噪

声压缩度为 20%(考虑到探测器效率及光路损耗,实际压缩度达 30%) .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PACC:4250;4265

1　引 言

由实验产生的压缩态光场,可将某一可观测量

的噪声降低至标准量子极限以下,在高精度光学测

量 、高分辨率激光光谱及光学通讯等领域有着重要

的应用前景.

二阶非线性过程是一种产生光场压缩态的最有

效途径,大多数实验集中在光学参量振荡腔( OPO)

中,利用光学参量下转换过程产生正交压缩真空

态
[ 1, 2]
及强度相关的孪生光子对

[ 3, 4]
.现在利用其相

反过程即二次谐波产生过程产生强度压缩光也逐渐

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是由于利用二次谐波过程不仅

可以使由倍频腔反射的抽运红外激光的强度噪声得

到压缩,还可以使产生的绿光激光的强度噪声得到

压缩,使压缩光的光谱范围向短波长扩展,而且产生

高于阈值的强度压缩光的实验装置简单可靠, 有利

于获得长期稳定和可供实用的压缩态光场.Pereira

等[ 5]首先在实验上利用二次谐波产生过程观测到

由倍频腔反射的抽运基频光的强度噪声低于标准量

子极限 13%的强度压缩光.文献[ 6, 7] 中的实验利

用双共振单块倍频腔得到低于标准量子极限 40%

的谐波绿光压缩光, 由于双共振系统极难稳定,实验

结果只能瞬态测量, 因此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应用.最

近, Paschot ta等
[ 8]
利用单共振系统, 即在倍频腔中

只有基频光谐振,倍频光一次穿过,在实验上得到稳

定的强度噪声低于标准量子极限 30%的压缩绿光.

由于 Pascho tta 等
[ 8]
没有考虑抽运激光具有高

于标准量子极限的经典噪声, 因此实验结果与理论

预测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中我们首先给出考虑

到抽运激光具有高于标准量子极限的经典噪声, 在

单共振系统中利用二次谐波产生过程产生强度压缩

光的理论模型;并利用自己研制的全固化非平面单

频 Nd∶YAG 环形激光器[ 9] 抽运单共振 MgO∶Li-

NbO3 倍频腔,通过二次谐波产生过程,在实验上得

到稳定的 532 nm绿光压缩光,强度噪声低于散粒噪

声极限 30%.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特别

是产生压缩光的光学系统全固体化,装置稳定可靠 、

更利于实用化.

2　二次谐波产生过程产生强度压缩光
的理论

　　我们考虑一个单端输出谐波场的倍频腔.在倍

频腔中,基波模与谐波模通过 χ
( 2)
非线性介质相互

耦合.当倍频腔中只有基波共振(即单共振) ,且没有

谐波注入场的情况下,通过绝热近似, 可将系统的运

动方程写为[ 8]

a
·
=-μa

+
a
2
-ka + 2kin A in

+ 2klA l +2 μa+B in,
(1)

其中 a 为腔内基波模的湮没算符;A in为基波抽运

场;B in是与谐波有关的注入真空起伏;A l为基波模

由于内腔其他损耗引入的真空起伏场;k in, k l 分别

为基波模由于输入耦合镜 、内腔损耗引起的衰减速

率;k 为基波模总的衰减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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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kin +k l, (2)

μ为双光子衰减速率, 表示由于基波模转化为谐波

模而引起的非线性损耗, 可以通过腔内倍频转换系

数 γSHG推出
[ 8]

Pg =γSHGP
2
c =

2μτ2

 ω1
P
2
c , (3)

P g是倍频光输出功率, Pc 是腔内基波循环功率, τ

是腔内光子往返时间,  ω1 是基波光子能量, γSHG依

赖于非线性晶体的性质及倍频腔的结构[ 10] .

该系统的边界条件为

A refl = 2kina -A in, 　Bout = μa
2
-B in,

(4)

A ref为通过输入耦合镜反射的基波场, B out为谐波输

出场.我们可以通过求方程(1)的半经典方程的稳态

解

-μα
3
-kα+ 2kin < A in >=0 (5)

来得到 a的期望值, α=<a>.注意到 B in, A l 的期

望值<B in>=<A l >=0.不失一般性, 我们认为

<A in>及 α均为实数.由此可以求出输出谐波光场

的期望值

<B out >= μα
2
. (6)

　　引入起伏算符

δa =a -<a >, (7)

输入场与输出场的波动算符类似上述定义.则方程

(1)可在稳态解附近作线性微扰处理,得到

δa
·
=-2μα

2
δa -μα

2
δa
+
-kδa + 2k inδA in

+ 2klδA l +2 μαδB in. (8)

　　引入腔内基波场的正交相位振幅分量算符

Xa =a
++a, (9)

则在频率空间正交相位振幅分量的起伏可以写为

δ X a =
2k inδ X A in + 2klδ X Al +2 μαδ XB in

k +3μα2 -iω
.

(10)

将边界条件(4)式在稳态解附近作线性微扰处理且

进行傅里叶变换,并代入上式可以得到输出绿光场

的正交相位振幅分量起伏

δ X Bout =
2α 2μk inδ X A in +2α 2μk lδ X Al

k +3μα2 -iω

+
(3α2μ-k +iω)δ X B in

k +3μα2 -iω
. (11)

由此可以得到归一化的输出绿光场强度噪声谱

VXBout =1+8μα
2 k in( VXA in -1) -μα

2

( k +3μα2) 2 +ω2
.(12)

V=1为标准量子噪声极限.因此 VXAl =VXB in=1,

VXA in为抽运基频光的强度噪声.

理想情况下, 认为抽运激光处于相干态,其噪声

为标准量子噪声极限即 VXA in=1, 输出绿光场的强

度起伏的最佳值可达标准量子噪声极限的 1/9.但

实际上抽运激光并非真正的相干态光场, 特别是在

几兆频率附近存在远高于标准量子极限的弛豫振荡

噪声,因此 Paschot ta等[ 8]理论预测与实验结果相比

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实验中所用的基频光抽运源 ———全固化单

频 Nd∶YAG激光器的强度噪声特性在文献[ 11] 中

已详细描述.为了在实验上得到最佳的绿光强度压

缩光,我们先利用(12)式及文献[ 11]中的结果在理

论上分析和讨论在现有的实验条件下可以获得的绿

光强度压缩光的压缩度.在图 1 至图 3中所取的数

值与文献[ 11]一致,内腔损耗为 0.8%(相当于 k l=

5.9×108 s-1) ,双光子衰减速率 μ为 0.039 s-1.

图 1是当基频光注入功率 P in为 120 mW, 分析

频率 ω为 20 MHz时,由倍频腔输出的倍频绿光的

归一化强度噪声及倍频转换效率 η随输入耦合镜

透射率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输入耦合镜透射率

T in为 0.6%,倍频转换效率 η为 26%时,绿光的强

度噪声降至最低, 最大压缩度为 36%.随着输入耦

合镜透射率 T in增大, 倍频腔达“阻抗匹配”,倍频转

换效率提高, 绿光强度噪声的压缩度反而降低.这可

以理解为非线性转换达到一定程度,绿光的强度噪

声降至最低, 超过这一最佳值,绿光的强度压缩度将

由于非线性转换损耗增大而变差.

图 1　倍频绿光的归一化强度噪声及倍频转换效率 η随输入

耦合镜透射率T in的变化曲线　Normalized noise pow er 为绿光

的强度噪声功率与对应的散粒噪声功率之比, 1为散粒噪声

极限, 0为 100%的压缩

　　图 2是当输入耦合镜透射率 T in为 1.5%,分析

频率 ω为 20 MHz时,由倍频腔输出的倍频绿光的

归一化强度噪声及倍频转换效率 η随基频光注入

功率P in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绿光强度噪声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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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度在一定范围内随基频光注入功率增大而增大,

但倍频转换效率变化比较平缓.

图 2　倍频绿光的归一化强度噪声及倍频转换效率 η随基频

光注入功率P in的变化曲线　图注同图 1

图 3是当输入耦合镜透射率 T in为 1.5%, 基频

光的注入功率 P in为 120 mW, 并考虑到探测系统的

效率为 65%情况下,由倍频腔输出的倍频绿光的归

一化强度噪声谱.图 3曲线 a 为假定抽运基频光的

噪声为标准量子极限, 曲线 b 为考虑到由全固化单

频激光器输出的基频光具有高于散粒噪声的经典噪

声.在分析频率 20 MHz处, 绿光强度噪声约有 20%

的压缩.可以看出,由于基频抽运光的经典噪声的影

响,在 DC 为 12 MHz的分析频率范围内, 绿光的强

度噪声不仅没有得到压缩, 反而远高于散粒噪声极

限.因此要在此范围压缩绿光的强度噪声,进一步提

高绿光强度噪声的压缩度, 必须使用光电负反馈等

技术来降低由全固化单频激光器输出的基频光的经

典噪声,使之达到或接近散粒噪声极限.

图 3　倍频绿光的归一化强度噪声谱　曲线 a 为假定

抽运基频光的噪声为标准量子极限;曲线 b 为考虑到

基频光具有高于散粒噪声的经典噪声;SNL 为散粒噪

声极限( short noise limit ) ;图注同图 1

3　实验装置和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装置如图 4所示.

用全固化非平面单频 Nd∶YAG 环形激光器[ 9]

作为基频光抽运源,其单频输出功率为 500 mW, 频

率稳定性优于 100 kHz.用 I-5-YAG 型法拉第隔离

器 F-I 隔离由倍频腔反射的基频抽运光, 以防止反

射的基频光反馈到激光器中,影响激光器单频运转,

隔离器的隔离比大于 40 dB.焦距为 100 mm 的匹配

透镜用于激光器与倍频腔之间的模式匹配, 通过调

节透镜的位置使激光器与倍频腔达模式匹配.选择

温度匹配的 MgO∶LiNbO3晶体作为倍频晶体, 晶体

长度为 l=10 mm, 置于自制的控温炉中,用自制的

控温仪精确控制晶体的匹配温度, 控温仪的精度为

0.01℃.

图 4　利用二次谐波过程产生绿光强度压缩光的实验装置

D 1, D2 和 D3 为探测器;M1, M 2 为耦合镜;M 3 为双色镜;

M4, M 5 和 M6 为反射镜;M7 为 50%分数镜;F-I 为法拉第

隔离器

倍频腔的输入耦合镜 M 1 的曲率半径为 r1 =

30 mm, 对基频光的透射率为 1.5%,对倍频光的反

射率大于 99.5%,输出耦合镜 M 2 的曲率半径为 r2

=30mm, 对基频光的反射率大于 99.8%,对倍频光

的透射率大于 98%.通过测量倍频腔的精细度, 可

以推测出内腔损耗为 0.8%.调节倍频晶体的匹配

温度来控制倍频转换效率, 以使输出绿光的压缩度

达到最大.

用由 M 2透射的,并由双色镜 M 3( 1.064μm 高

反, 0.532μm 高透)分离出的基频光作为反馈信号

来锁定倍频腔.将调制信号 ( 40 kHz)加在固定 M 1

的压电陶瓷上,通过锁相放大同步检波得到微分信

号, 经伺服电路滤波高压放大后, 反馈到固定 M 2 的

压电陶瓷上,将倍频腔锁定在抽运激光器的中心频

率上.从而使倍频腔中基波达到谐振增强(倍频光一

次通过) .

由倍频腔输出的倍频绿光经双色镜 M 3 ( 1.064

μm高透, 0.532μm 45°全反)滤掉由倍频腔漏出的

基频光后,进入平衡探测系统探测其强度噪声谱.通

过实验测的两个探测器平衡度优于 0.05 dB,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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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的光电流之差即为散粒噪声基准, 光电流之和

则是输出光场的强度噪声.实际测量的探测系统的

效率为( 65±3) %,其中包括 FND-100 探测器的效

率及探测光路中光学元件的损耗.

当抽运基频光功率为 120 mW, 输出绿光为 50

mW时,用平衡探测系统测量到输出绿光的强度噪

声谱如图 5所示.

图 5　实测的输出绿光的强度噪声谱　曲线 a 为输出绿光的

强度噪声;曲线 b 为散粒噪声极限;曲线 c 为电子学噪声基

准;dBm=10 log( mW)

分析频率范围为 16—21MHz.图 5曲线 a 是探

测系统光电流噪声之和, 即输出绿光的强度噪声, 曲

线 b是探测系统光电流噪声之差, 即散粒噪声极

限,曲线 c 是探测系统的电子学噪声基准, 它是在

当所有系统都运转的状态下, 挡掉输入光得到的噪

声谱.可以看到,当分析频率为 20 MHz, 实测的最大

的压缩为( 1.0±0.1) dB.

为了使检测探测系统处于正常状态, 我们在输

出绿光的光路中插入一个中性 50%衰减片来探测

其强度噪声谱.输出绿光的散粒噪声极限及压缩度

均为不加衰减片的二分之一, 说明探测系统正常工

作,也证明确实获得了量子噪声压缩.

图 6　归一化后的实测绿光强度噪声谱　图注同图 1

图 6是利用图 5将噪声功率从对数形式转化为

线性形式,纠正了电子学噪声,用散粒噪声极限归一

化后得到的强度噪声谱,以及图 3曲线 b 中 16—21

MHz理论计算的强度噪声谱.在 200MHz附近绿光

的强度噪声低于散粒噪声水平 20%, 考虑到探测器

效率及光路损耗, 输出绿光的实际压缩度为 30%.

从图 6中看出, 在 20 MHz处实际测量结果与

理论计算结果符合得很好.这是因为我们的平衡零

拍探测系统是在 20 MHz处进行调试, 而在较低频

段两臂平衡较差, 从而引入经典噪声使测量结果与

理论计算的压缩度有较大误差.此外, 从图 3和图 6

中看出, 由于基频抽运光的经典噪声的影响, 在 DC

为 16 MHz的分析频率范围内,绿光的强度噪声不

仅没有得到压缩, 反而远高于散粒噪声极限.因此要

在低频处获得高的绿光强度噪声压缩,必须使用光

电负反馈等技术降低由全固化单频激光器输出的基

频光的经典噪声, 使之达到或接近散粒噪声极限.

4　结 论

理论上分析了考虑到抽运激光具有高于标准量

子极限的经典噪声时,在单共振条件下,由倍频腔输

出的绿光光场的强度噪声起伏, 发现在现有实验条

件下,当倍频转换效率为 26%时,输出绿光的强度

噪声的压缩度最大,而且绿光强度噪声的压缩度随

抽运功率的增大而增大.并在实验上产生了稳定的

强度噪声低于散粒噪声的绿光压缩光,实测的绿光

强度噪声压缩度为 20%,考虑到探测器效率及光路

损耗,实际压缩度达 30%.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基

本一致, 通过分析发现在较低的分析频率范围, 限制

绿光强度噪声压缩度的主要因素是抽运基频光的经

典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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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EARCHON GENERATION OF INTENSITY

SQUEEZED LIGHT AT 532 nm BY SHG
 

ZHANG KUAN-SHOU　ZHANG JING　XIE CHANG-DE　PENG KUN-CHI

( Inst itute of Opto-Electron ics, Shanxi Universi ty, Taiyuan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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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RACT

Considering the noi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mp source, the noise spectra of output harmonic field from the singly

resonant frequency doubler is derived by means of the motion equations for SHG.The intensity noise squeezing of 20%

has been measured f rom the stable SH wave output.( It is in accordence with the squeezing of 30% if the efficiency of de-

tection system i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maximum squeezing measured experimentally is in agreement with the theoreti-

cal pre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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