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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低温下单模半导体量子阱激光器与准直透镜出现双折射效应, 导致输出光场偏振状态发生变化, 使单个

线偏模的光子数噪声增加.利用 λ/4 波片补偿双折射, 同时采用 λ/ 2 波片前后表面的同位相余反射光完成对激光

二极管激光器的弱反馈,在抽运电流为 34.65 mA时, 获得压缩度为 2.8 dB,输出功率约 24 mW 的光子数压缩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69837010)及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20001016)资助的课题.

关键词:噪声压缩, 弱反馈, 反关联

PACC:4250

1　引 言

随着光学测量及光学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

们对光信息在测量和传输过程中的灵敏度要求越来

越高.非经典光场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可极大地提高

测量信噪比和通讯容量.因而, 以非经典光场为“工

具”, 完成量子信息处理的研究受到极大关注, 产生

可供实际应用的非经典光场是发展量子信息学科的

重要技术基础之一.

自 Yamamoto等[ 1, 2]从理论上提出单模半导体

激光器( laser diode, 缩写为 LD)的输出光起伏在腔

带宽范围内可以通过抑制抽运起伏获得压缩以来,

人们从各方面采用不同形式对 LD的光场噪声特性

进行了研究.由于 LD系统体积小 、稳定度高 、能耗

低,是一种极具应用前景的非经典光源,通过各种手

段提高 LD输出光的压缩度并改善 LD 的输出特

性,将会进一步推进 LD 的应用.恒流源驱动下的

LD在常温下已经通过各种光学反馈技术得到强度

压缩光场[ 3, 4] , 但由于压缩度的获得受到 LD量子效

率的限制[ 2] , 致使常温下压缩度得不到很大的提

高.采用低温环境降低输出光的阈值来提高量子效

率,在自由运转情况下, 就可直接获得压缩[ 5, 6] .但

由于低温下 LD与准直透镜的双折射效应
[ 7, 8]

,导致

输出光的偏振特性发生改变, 其噪声起伏对偏振状

态具有一定的依赖关系.实验发现主偏振模与弱偏

振模的强度起伏之间存在反关联特性[ 8] , 如果外光

路中引入偏振元件,破坏了这种反关联,强度噪声将

会增大.Kilper等
[ 8]
在注入锁定的情况下, 用偏振保

留的平衡零拍探测法得到了 4.5dB的压缩, 但在压

缩光的应用研究中,光路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起偏

器件如光学隔离器等,造成输出光的噪声起伏增大.

我们用 λ/4波片补偿低温下的双折射效应,去除了

偏振状态变化对压缩的影响;并采用 λ/2波片外腔

同位相弱反馈实现了 LD 激光强度噪声压缩, 实验

技术简单,输出稳定.

2　理论分析

2.1　外腔反馈激光器降低输出量子噪声的理论

由于单模半导体激光器的线宽很宽[ 9] , 且位相

与振幅起伏之间存在强耦合[ 10] ,可以通过一定的外

腔反馈技术压窄激光器的模式线宽,降低位相起伏,

从而达到抑制强度噪声的目的.我们对单模半导体

激光器的强度噪声功率谱的理论分析过程与文献

[ 11]相同:在外腔弱反馈条件下, 由引入反馈项的激

光振荡模的运动方程及腔内受激载流子数密度的速

率方程,得到关于电磁场强度起伏 ΔI ( t )的演化方

程;加入由自发辐射噪声引起的朗之万随机项[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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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截断函数方法和傅里叶变换[ 13] , 最后计算出

归一化的功率谱密度 S ΔI ( Ψ) .图 1为外腔反馈激

光器的示意图.

图 1　外腔反馈半导体激光器的模型　R 1, R 2, R 3 分别为激

光器的前端面和后端面及外腔镜面的反射系数, l 为 LD的腔

长尺度, L 为外腔镜面与激光器的后端面间距

在外腔弱反馈条件下, 激光振荡模与载流子数

密度的运动方程为[ 11]

d
dt
{E( t) eiω0 t}= iωN ( n) +

1
2
[ G( n)

-Γ0] E( t) eiω0 t

+kE( t -τ)eiω0( t-τ) , (1a)

d
dtn =-γn -G( n) |E( t) |

2
+P, (1b)

其中 E ( t)为激光输出场的振幅算符;ω0 为激光场

的频率;ωN ( n) 为激光腔中第 N 个纵模的振荡频

率;ωN ( n ) =Nπc/ηl , 其中 N 为整数, c 为光速, η

为材料的折射率;G( n)为增益系数;Γ0 为腔的损耗

因子;n 为载流子密度;γ反比于受激粒子的自发辐

射寿命;P 正比于单位体积内的抽运率;τ为外腔循

环一周的时间, τ=2L/c, k 为反馈系数, k =
c
2ηl ( 1

-R 2) ( R3/ R 2)
1/ 2[ 14] .

考虑半导体内部的增益和折射率与载流子密度

有关,对 G( n)与 η( n )采用一阶近似给出

G( n ) =G0 +GnΔn, (2a)

η( n) =η0 +ηnΔn . (2b)

利用文献[ 11]的处理方法, 在引入朗之万起伏算符

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光子数噪声功率谱

S ΔI ( Ψ) =
R s

|Y |2
(2 I0 +1) |EH |2 +

|BH|2

2I 0

+|BF -CE |2 -2Re[ EH( BF

-CE )
＊
] , (3)

其中

A ={iΨ+k [ 1 -e-iΨτ]}cosω0τ,

B =2kI 0[ 1-e
-iΨτ] sinω0τ,

C =-( GnI0/ ΓV) ,

D =-( ka/2 I 0)[ 1 -e
-iΨτ] sinω0τ,

E ={iΨ+ka[ 1-e
-iΨτ
]}cosω0τ,

F =-( αGn/2ΓV ) ,

H =( iΨ+γe) , J = ΓG0,

Y =AEH -B ( DH -FJ ) -CEJ ,

γe =γ+( GnI0/ V) ,

α=-( ω0ηnυg/Gnc) ,

a =( υgη0/ c) ,

其中 Ψ为频谱分析频率, R s 为腔模的自发辐射速

率, υg为腔内的群速度, I0 为内腔场的平均光强.以

我们在实验中所使用的 SDL-5411-G1型半导体激

光器( R 1=0.95, R 2=0.04, l=750μm ,出光口径为

1μm×3μm, η=3.5, λ=815 nm )的参量确定取

值[ 4] :取 α=3,损耗系数 Γ=3.975, G0=4.3×10
11

s-1, Gn=8.3×10
-7cm3s-1, a =0.71, V =2.15×

10-9cm3
, Rs =5×10

11s-1, γ=109s-1, I 0=12.9×

105, ω0=2.31×10
10Hz.将参量带入( 2)式可以得

到归一化的功率谱密度 log[ SΔI ( Ψ) / I0] .图 2为 k

取不同值时对应的归一化光子数噪声功率谱.从图

2可以看出,在本文所研究的频段内(如20—35MHz

范围内) ,不存在反馈时, 也可以有压缩(零 dB为噪

声的标准量子极限,低于零表示噪声被压缩) ;如果

选择适当的位相 ω0τ及增大反馈 k , 可以获得更大

的压缩.但 k 的增大也会带来线宽增益因子α的增

大,所以 k 的取值最大限度不能大于 k2 =( 3/2) ×

[ τ( a
2
+α

2
)
1/2
]
-1
=0.486/τ

[ 11]
, 这就是本文在实

验中利用弱腔反馈来提高压缩度的理论推导.

图 2　归一化光子数噪声功率谱的理论模型　···为 k =0,

---为 kτ=0.1, ———为 kτ=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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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用 λ/ 2波片作外腔反馈元件的光子数起伏谱分析图　

···为由前表面反馈得到的强度噪声谱, ---为由后表面反馈

得到的强度噪声谱, ———为反馈量为 2k 的情形

2.2　以 λ/2波片作同位相弱反馈外腔元件的理论

分析

　　从上节的分析可知, 通过适当的外腔弱反馈可

以增大 LD强度噪声的压缩度.我们在实验中利用

λ/2波片作外腔反馈元件, 有以下两个优点:1.由

于光栅反馈和平面镜弱反馈[ 3]都带来损耗, 限制着

压缩度的进一步提高, 而光路中通常需要用 λ/2波

片调整光的偏振方向, 以 λ/2波片兼作外腔反馈元

件,可以减少其他插入损耗.2.λ/2波片前后表面的

两个反射光位相一致, 不会因位相差而引入附加噪

声.光路中所使用的波片包括作为反馈元件的 λ/2

波片在内, 均镀有双面增透膜, 且激光器的口径很

小,在外腔长 L 取 36 cm 左右时, λ/2波片反射回去

的光量满足 k <k 2, 因而我们实际上采用的是通过

λ/2波片同位相弱反馈压缩 LD 输出光的强度噪

声.取 τ=2.39×10-9 s-1 (对应 L 值为 35.85 cm )

时,外腔反馈可以获得较大的压缩值.图 3( a)和 3

(b)分别给出了以 λ/2波片和任一增透元件作外腔

反馈元件的强度噪声谱.假定前后表面的反射光反

馈量均为 k =0.2/τ, 前表面的反射光来回一周所用

时间为 τ,则 λ/2波片后表面的反射光来回一周所

用时间为 τ+360/ ω0s
-1

, 图 3为 λ/2波片作外腔反

馈元件的归一化强度噪声谱.从图 3可以看到,前后

表面反馈得到的强度噪声谱完全重合.这样相当于

λ/2波片表面反射回去的反馈量为 2k ,进一步降低

了光子数起伏.图 4为普通增透元件的起伏谱,此时

前后表面反射光不一定同位相,设后表面的反射光

来回一周所用时间为 τ+240/ ω0s
-1

, 与图 2中 k =

0的情况对比,光子数起伏明显增大.图 3和图 4表

明以 λ/2波片作为外腔反馈元件, 实现同位相弱反

馈可以较大地压缩 LD输出光的强度噪声.

图 4　任一增透元件作外腔反馈元件的光子数起伏谱分析图

———为前后表面共同反馈得到的强度噪声谱,其余图注同图 3

3　LD激光强度噪声压缩的实验研究

图 5为产生 LD光子数压缩态光的装置图.将

SDL-5411-G1型量子阱半导体激光器与准直透镜

( f =6.5mm)置于充满液氮的杜瓦瓶(温度为 77K

左右)中冷却, 用对 815 nm 增透镜将准直后的光从

杜瓦瓶中引出, 输出光的波长为 815 nm, 阈值电流

为 I th=2.5 mA.

图 5　λ/2波片同位相弱反馈实现 LD 强度噪声压缩的实验装

置图

当驱动电流为 Idr=34.65 mA时, LD远高于阈

值工作( Idr/ I th =13.9) , 此时 LD 发光的量子效率

为 58%.由于 LD的光子数压缩度受限于其量子效

率, 理论上可以获得的压缩度极限为 3.7dB.由于低

温环境引起准直透镜以及半导体激光器产生双折射

效应[ 7, 8] , LD输出光不再是线偏振光, 存在两个完

全正交的偏振分量:相应地称之为主偏振模及弱偏

振模,主偏振模与弱偏振模的噪声之间存在量子

(反)关联
[ 8]

, 叠加在一起使总光束强度噪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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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光路中引入偏振元件时, 由于主偏振模与弱偏振

模分离,两偏振模之间的反关联消失,会导致主偏振

模的噪声起伏增大, 称之为偏振噪声.为避免因反关

联效应被破坏而带来的偏振噪声,在引入偏振元件

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保留反关联,防止输出

光场强度压缩度降低.本文利用 λ/4波片补偿偏振

损耗, 将因双折射产生的椭圆偏振光补偿为线偏振

光,以抵消偏振噪声.我们在 LD输出光后面加一对

815 nm 的 λ/4波片和偏振棱镜 P 1.先调节 P1 使透

射光强最强, 然后旋转 λ/4波片,使得输出的椭圆

偏振光转变为线偏光(偏振消光比达到 100 以上) ,

这样既尽可能地保留了偏振分量之间的反关联,同

时也保证了压缩光的线偏振性.由于 LD 对外部光

学元件反射回的光极为敏感, 实验中要避免 λ/4波

片和棱镜 P1 表面在正入射情况下剩余反射光回到

激光器内,使得压缩度降低[ 15] .可以通过仔细调节

准直透镜与 LD的距离, 使得反射光在近 LD表面

的光斑很小,这样略微调偏波片与棱镜即可防止剩

余反射回到 LD中, 并且倾斜度很小(不到 1°) , 不会

造成波片与棱镜偏振特性的变化.我们将 P1 之后

的 λ/2波片用作 LD的外腔同位相弱反馈元件,附

于其上的 PZT 加直流扫描, 用于精确调节反馈光的

位相, 以获得最大压缩.当激光器运转于:Idr =

34.65 mA 时, 经平衡零拍探测(用两个完全相同的

DZT-A 探测器, 探测效率约为 80%) , 可以从谱仪

上观察到输出光从 25到35MHz范围内约 2dB的稳

定压缩,如图 6所示.扣除探测器和隔离器的损耗,

该半导体激光器的压缩度约为 2.8dB(47.6%) ,已

接近 LD的量子效率(η=58%) .

4　结 语

图 6　低温下采用偏振补偿和弱腔反馈获得的光子数噪声功率

谱　曲线 a 为散粒噪声基准,与白光校准值完全符合;曲线 b为

半导体激光器的光子数噪声　此时驱动电流 Idr=34.65 mA ,平

衡零拍探测器探测到的光电流 I PD1=I PD2=7.92 mA.谱仪分辨

率带宽为 1.0MHz , 视频带宽为 100Hz

　　由于 LD体积小 、稳定度高, 由它直接输出的光

子数压缩光是极具应用前景的非经典光源.目前光

子数压缩光已被用在众多光学测量中
[ 16]
.由于噪声

的降低可以增加光学通讯中的有用带宽, 光子数压

缩光的无噪声放大可以在光通讯中获得直接应

用
[ 17]

,与光电转换相结合可以实现量子非破坏测量

及量子窃听等[ 18, 19] .我们采用 λ/4波片混合低温下

LD输出光场的主偏振模与弱偏振模, 保持其强度

反关联, 并利用光路中的 λ/2波片兼作外腔弱反馈

元件,在尽可能减小插入损耗的情况下,获得了压缩

度为 2.8dB 的光子数压缩光场.该系统结构简单,

运转稳定,并能通过实现 LD输出光的频率调谐, 发

展成为一种适应于实际应用的非经典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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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NOISE SQUEEZING OF LASER DIODE WITH INPHASE

EXTERNAL WEAK FEEDBACK BY HALF WAVE PLATE
 

DONG RUI-FANG　ZHANG JUN-XIANG　ZHANG TIAN-CAI　ZHANG JING　XIE CHANG-DE　PENG KUN-CH I

( Inst itute of Opto-E lectron ics, Key Laboratory o f Quantum Op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 Shanxi Un iversi ty, Taiyuan　030006, Ch ina)

( Received 3 April 2000;revised manuscript received 25 August 2000)

ABST RACT

Due to the birefringence effect of the quantum well laser and the collimating lens in a low temperature cryostat,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output light was changed, therefore the photon number fluctuation of the output individual linearly po-

larized mode was increased.By compensating the biref ringence with a quarter wave plate, and utilizing an inphase exter-

nal weak feedback to laser diode laser by means of residuary reflection from the two surfaces of a half wave plate, we ob-

tained the output light of 24mW with the photon number fluctuation 2.8dB below the Standard Quantum Limit at the

pump current of 34.65mA.

Keywords:noise squeezing, weak external feedback, quantum anti-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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