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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变量量子态的光学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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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　量子态的光学操控是指在光场的传输、存储和频率变换等过程中用光学方法对光场的量子态进行操作与控

制。量子态操控是量子通讯及量子态制备和应用的基础。在简要介绍连续变量多组份纠缠态光场制备的基础上，

概述基于多组份纠缠态光场的连续变量量子通讯网络及在执行压缩态和纠缠态光场操控方面的实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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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非经典光场（如压缩态，纠缠态）的研究是近几

十年来科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之一。非经典光场是

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的重要资源，人们可以利用它

在信息与通讯领域完成经典物理不可能完成的工

作［１，２］。随着量子信息科学应用的发展，由多于两

个子系统构成的量子纠缠态，即多组份量子纠缠态

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它是进行量子计算和量子

网络通讯的基础。现已发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多组

份量子纠缠态，它们具有不同的物理结构和特性。

目前已经实验实现的连续变量多组份纠缠态有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ＨｏｒｎｅＺｅｉｌｉｎｇｅｒ （ＧＨＺ）纠 缠 态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纠缠态
［４］、权重Ｇｒａｐｈ纠缠态

［５］等。根据多

组份纠缠态的多样性，可以应用它们进行不同需求

的量子信息课题的科学研究。通过对压缩态光场或

者两组份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ＰｏｄｏｌｓｋｙＲｏｓｅｎ（ＥＰＲ）纠缠态

光场进行有序的分束器分束组合，可制备出各种不

同类型的连续变量多组份纠缠态光场。

为了实现高质量的信息传递和远距离量子通讯

及提高多组份纠缠态光场的关联度，人们必须首先

提高压缩态光场的压缩度及纠缠态光场的关联度。

自从１９８５年Ｓｌｕｓｈｅｒ等
［６］首次实验制备压缩态光

场后，人们一直为提高压缩态光场的压缩度而努力。

２０１０年 Ｍｅｈｍｅｔ等
［７］获得了１１．５ｄＢ压缩度的真

空压缩态光场，这是目前达到的最好指标。对于纠

缠态光场，１９９２年Ｏｕ等
［８］首次从实验上实现了具

０９００１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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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４ｄＢ量子关联的ＥＰＲ纠缠态光场。山西大学光

电研究所在２０１０年利用Ⅱ类ＫＴＰ晶体获得了正交

振幅与正交相位关联分别为６．０ｄＢ的ＥＰＲ纠缠态

光场［９］。目前除了设法直接提高获得的各种非经典

光场的压缩度和关联度外，还可以利用量子操控的

方法提高光场的压缩度和纠缠态光场的关联度，而

且通过操控，还可以按照不同的应用要求操控光场

的压缩及纠缠特性。

利用分束器、平衡零拍测量等线性光学变换的手

段对压缩态及纠缠态光场进行线性光学操控，可以制

备各种连续变量多组份纠缠态光场［１０～１５］，并以此为

基础执行一些量子逻辑操作［１６～１９］。利用相敏放大器

等非线性光学操控的手段，可以提高光场的压缩度和

纠缠态光场的关联度，而且通过操控，还可以按照不

同的应用要求操控光场的压缩及纠缠特性［２０～２３］。

本文先简要介绍６．０ｄＢ连续变量ＥＰＲ纠缠态

光场的实验产生，然后介绍利用压缩态光场及ＥＰＲ

纠缠态光场在分束器上干涉耦合获得连续变量多组

份纠缠态光场的实验进展，讨论利用完全三组份关

联（ＴＴＰＣ）纠缠态光场去实现量子通讯网络，最后

介绍压缩态光场及ＥＰＲ纠缠态光场的增强及操控

的研究进展。

２　６．０ｄＢ连续变量ＥＰＲ纠缠态光场

的实验产生

理论和实验证明，非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

（ＮＯＰＡ）是产生高质量纠缠态光场最理想的方法之

一［２４，２５］。１９９２年，Ｏｕ等
［８］首次从实验上证明了运

转于阈值以下的 ＮＯＰＡ输出的两个下转换真空模

具有ＥＰＲ量子关联特性。为了获得便于应用的明

亮ＥＰＲ光束，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从理论上计算了

注入场平均值不为零时 ＮＯＰＡ输出场的特性
［２５］，

尔后在实验上通过运转于参变放大和反放大状态的

ＮＯＰＡ分别获得了具有振幅正关联、相位反关联和

振幅反关联、相位正关联的两类明亮ＥＰＲ纠缠光束

对。最近，利用高精细度的光学模清洁器将抽运

ＮＯＰＡ光束的正交振幅和正交相位分量的噪声压

制到量子噪声极限水平，即抽运光为完全相干光。

其次，所有锁定系统的相位噪声都被严格控制在

１．８°之内
［９］。

测量所产生ＥＰＲ纠缠态光束的正交振幅和与

正交相位差的噪声功率谱如图１所示
［９］。用两台谱

仪同时测量其２ ＭＨｚ频率处的量子噪声极限

（ＱＮＬ），关联噪声和电子学噪声。图中曲线１为

ＱＮＬ。图１（ａ），（ｂ）分别为测量得到的正交振幅反

关 联 〈δ
２（犡ａ＋犡ｂ）〉和 正 交 相 位 正 关 联

〈δ
２（犢ａ－犢ｂ）〉的关联噪声起伏，它们分别低于相应

的ＱＮＬ（６．０８±０．１８）ｄＢ和（６．２２±０．１６）ｄＢ。探

测器的电子学噪声比ＱＮＬ低大约１１ｄＢ。考虑电子

学噪声的影响，得到实际的量子关联起伏分别为

〈δ
２（犡ａ＋犡ｂ）〉＝ （７．３０±０．１８）ｄＢ，

〈δ
２（犢ａ－犢ｂ）〉＝（７．５０±０．１６）ｄＢ。

所产 生 ＥＰＲ 纠 缠 态 光 束 满 足 不 可 分 判 据

〈δ
２（犡ａ＋犡ｂ）〉＋〈δ

２（犢ａ－犢ｂ）〉＝０．４８５＜２。

图１ ＥＰＲ关联噪声功率谱。（ａ）正交振幅和噪声功率；（ｂ）正交相位差噪声功率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ｐｏｗｅｒｓｏｆＥＰＲｂｅａｍｓ．（ａ）Ｎｏｉｓ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ｕｍ；（ｂ）ｎｏｉｓｅ

ｐｏｗｅｒｏｆ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　利用线性光学操控制备连续变量多

组份纠缠态光场

多组份纠缠态是实现连续变量量子信息网络与

量子计算的基本资源。多组份纠缠态是相对于

ＥＰＲ纠缠态而言的，它是指纠缠由两个以上的子系

统共享的纠缠态。目前已经从实验上分别获得了四

光子Ｃｌｕｓｔｅｒ纠缠态，五光子ＧＨＺ偏振纠缠态，六

０９００１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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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ＧＨＺ纠缠态和Ｃｌｕｓｔｅｒ纠缠态以及八光子薛

定谔猫态，并利用四光子Ｃｌｕｓｔｅｒ态演示了单向量

子计算［２６～２９］。在连续变量方面，利用光学分束器等

线性光学变换手段，对单模压缩态光场进行线性光

学操控，即可获得各种连续变量多组份纠缠态光场。

几个研究组已产生了连续变量三组份纠缠态，并将

它们成功地应用于受控密集编码量子通讯，量子离

物传送网络和量子秘密共享等［１０，１１］。２００７年山西

大学光电研究所设计了利用正交压缩态光场产生连

续变量四组份纠缠态光场的实验系统，并从实验上

获得了四组份ＧＨＺ和Ｃｌｕｓｔｅｒ纠缠态，实验结果满

足连续变量多组份纠缠的完全不可分判据［１３］。

２００８年Ｙｕｋａｗａ等
［１４］制备了线性及 Ｔ型Ｃｌｕｓｔｅｒ

纠缠态光场。同年，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提出了一

种新型的四组份纠缠态，其纠缠特性不同于普通的

ＧＨＺ态和Ｃｌｕｓｔｅｒ态，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

的量子比特表达方式。它的纠缠判据不等式中，每

个不等式都包含有四个纠缠模式中三组份的正交振

幅和正交相位组合，因此称之为连续变量ＴＴＰＣ纠

缠态［１５］，其结构如图２所示。

制备连续变量四组份ＴＴＰＣ纠缠态光场的实验

图２ 连续变量四组份ＴＴＰＣ纠缠态

Ｆｉｇ．２ Ｆｏｕｒｐａｒｔｉｔｅ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ＴＰＣ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装置如图３所示。Ｎｄ∶ＹＡＰ／ＫＴＰ激光器输出的

５４０ｎｍ的绿光和１０８０ｎｍ的红外光分别注入两个

非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ＮＯＰＡ１和 ＮＯＰＡ２）作为

抽运场和注入信号场。当非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运

转于参变反放大状态时，输出场信号模与闲置模之

间具有振幅反关联、相位正关联的ＥＰＲ纠缠特性

（分别由犪１，犪２，犪３ 和犪４ 表示），然后犪２ 和犪３ 以π／２

的相位差在一个５０∶５０分束器上耦合，则输出光场

犫１，犫２，犫３ 和犫４ 为四组份ＴＴＰＣ纠缠态光场。它们

满足相应的纠缠不可分判据［１９，３０］：

犞（槡２犡犫２＋犢犫３＋犵１犡犫１）＋犞（犢犫２＋槡２犡犫３－犵４犢犫４）＝１．１１±０．０１＜槡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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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产生ＴＴＰＣ态的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ＴＰＣ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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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ＴＴＰＣ纠缠态光场的量子通

讯网络

经典信息传输系统中，信息被编译为０或１的二

进制数据串。如果想传递２ｂｉｔ信息，通讯双方必须完

成两次信息传递过程。随着量子信息概念的提出，研

究者们开始考虑如何利用量子力学的原理提高传输信

道容量。１９９２年，Ｂｅｎｎｅｔｔ等
［３１］提出通过纠缠粒子的引

入可以突破经典限制，进而提高信息传输容量，即量子

密集编码［３１］。它是指通过操控量子纠缠系统中的某一

子系统实现２ｂｉｔ信息的传递过程。１９９６年，Ｍａｔｔｌｅ

等［３２］首先实现了分离变量的量子密集编码。之后，

Ｂｒａｕｓｔｅｉｎ等
［３３］将量子密集编码扩展到连续变量领域，

提出了相应的实验方案。２０００年，山西大学光电研究

所利用明亮的ＥＰＲ纠缠光束首次在实验上实现了连

续变量量子密集编码［３４］。结果表明，基于量子纠缠的

量子密集编码在通讯过程中可以增加信道容量，提高

信息传输效率。在此基础上本课题组提出一个基于

ＴＴＰＣ纠缠态的四站量子密集编码通讯网络方案
［３５］，

首先将ＴＴＰＣ纠缠态光场的四个子模犫１，犫２，犫３ 和犫４

分发到四个相距很远的通讯用户Ａｌｉｃｅ，Ｂｏｂ，Ｃｌａｉｒｅ和

Ｄａｉｓｙ。图４（ａ）表示两个相邻用户（Ａｌｉｃｅ和Ｂｏｂ）之间

通讯的情况，Ａｌｉｃｅ将要传递的信息分别利用振幅调制

器与相位调制器调至在他拥有的子模犫１ 上，随后将其

发送给Ｂｏｂ，由于ＴＴＰＣ纠缠态光场需要至少三个参

与者才能解调信息，所以Ｂｏｂ为了获得Ａｌｉｃｅ所传递的

信息，必须获得Ｃｌａｉｒｅ和Ｄａｉｓｙ的帮助。图４（ｂ）表示两

个对角用户（Ａｌｉｃｅ和Ｃｌａｉｒｅ）之间通讯的情况，Ａｌｉｃｅ将

要传递的信息分别利用振幅调制器与相位调制器调至

在他拥有的子模犫１ 上，随后将其发送给Ｃｌａｉｒｅ，Ｃｌａｉｒｅ

必须将Ｂｏｂ或者Ｄａｉｓｙ传递给他的子模与自己所拥有

的子模耦合，然后对其进行联合测量，才能得到Ａｌｉｃｅ

所传递的信息。

图４ 基于ＴＴＰＣ纠缠态光场的量子通讯网络。（ａ）相邻用户之间的通讯原理示意图；（ｂ）对角用户之间的

通讯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ＴＰＣ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ｕｓｅｒｓ；（ｂ）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图５显示的是他们之间的信道容量随平均光子

数的变化情况，图５（ａ）描述了两个相邻用户之间通

讯时的情况，图５（ｂ）则描述了两个对角用户之间通

讯时的情况，其中曲线１代表没有其他用户帮助的

情况，曲线２代表其他两个用户同时帮助的情况，曲

线３代表一个用户帮助的情况。可以看出对于两个

相邻用户之间的通讯，对于某一给定的平均光子数，

一个用户帮助是各种通讯网络中信道容量最高的一

种结构，也就是说，使用单一控制者参与的通讯方案

可获得最高的信道容量。对于两个对角用户之间的

通讯，由两个控制者参与的情况和单一控制者参与

情况，信道容量基本相同，仅从信道容量的角度来

看，这两种通讯网络传输信息的能力基本相同。

５　压缩态光场及纠缠态光场的非线性

操控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发现通过光学参变

过程，不但能够产生各种非经典光场，而且通过控制

参变过程还能实现非经典光场的放大与操控。１９９７

年，Ｂｒｕｃｋｍｅｉｅｒ等
［３６］在实验上使用振幅压缩光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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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量子通讯网络信道容量随平均光子数的变化情况。（ａ）相邻用户之间的通讯；（ｂ）对角用户之间的通讯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ｈｏｔ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ｕｓｅｒｓ；

（ｂ）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到光学参变振荡器输入端口的方法实现了对量子非

破坏测量的改进。２００５年，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
［３７］首先实

现了相干态光场的非相敏放大。而通过控制相敏放

大器的工作状态，可以实现任意非经典光场的放大。

２００６年，Ａｇａｒｗａｌ
［３８］从理论上研究了阈值以下运转

的光学参变放大器对于注入量子态的作用，证明了

通过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ＤＯＰＡ）可以对压缩态光

场实现放大与操控，并预言注入场和下转换谐波场

的干涉作用会导致光谱的分裂。随后，山西大学光

电研究所从实验上研究了相敏ＤＯＰＡ对于注入的

压缩真空态的操控，实现了对真空压缩光的量子干

涉［２０，２１］，如图６所示。当注入抽运光和信号光之间

的相位差为＝０且在腔失谐为零时，反射光场振幅

方向（即犡分量）上的噪声起伏对注入压缩态光场

有放大作用，而且随着抽运光的强度增大，放大作用

的强度也随之增大，如图６（ａ）所示。当注入抽运光

和信号光之间的相位差为＝π／２时，反射光场相位

方向（即犢 分量）上噪声起伏在腔失谐为零时，量子

干涉作用导致的放大作用使犡 分量噪声变大到散

粒噪声基准（ＳＮＬ）之上，而犢 分量噪声减小至散粒

噪声基准之下，如图６（ｂ）所示。

５．１　压缩态光场的非线性操控

利用三共振简并光学参变放大腔对真空压缩态

的操控的实验光路如图７所示，采用山西大学光电

研究所自行研制的双波长输出单频稳频 Ｎｄ∶

ＹＶＯ４／ＫＴＰ固体激光器作为抽运源
［３９，４０］，从激光

器出来后分为５３２和１０６４ｎｍ两束光，１０６４ｎｍ的光

射入模清洁器并锁定，出射的１０６４ｎｍ 光分为两

束，分别用作本振光和匹配所需要的模拟光，

５３２ｎｍ光场分别作为光学参变放大器（ＯＰＡ）和光

学参变振荡器（ＯＰＯ）的抽运光。将ＯＰＯ产生的真

空压缩光注入ＯＰＡ中研究其对真空压缩光的增强

图６ 真空压缩光场增强及操控示意图。（ａ）压缩

增强；（ｂ）压缩操控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ａ）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ｂ）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ｅｅｚ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

图７ 真空压缩态操控实验方案图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

及操控，ＯＰＡ腔输出光送入平衡零拍探测器进行采

集和分析，实验结果如图８所示。图８（ｂ）是将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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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态光场注入到没有抽运光注入的 ＯＰＡ腔中，

测量犡分量量子噪声的结果。这时可以测量ＯＰＯ

腔输出的压缩真空态光场的压缩度，其噪声低于散

粒噪声基准约０．８ｄＢ。图８（ｅ）是测量犢 分量量子

噪声的结果。图８（ａ）是将真空压缩态光场注入到

ＯＰＡ腔中，并在ＯＰＡ腔的另一端口注入抽运光且

使得ＯＰＡ腔中压缩方向与压缩真空态光场的压缩

分量（即犡 分量）一致，测量犡 分量量子噪声的结

果。可以看到与图８（ｂ）相比，在无失谐ＯＰＡ 腔完

全共振时，测量到的压缩度并没有减小，而是相比于

远失谐时压缩度有所增加；同时由于干涉所形成的

双峰高度也相应增大。图８（ｄ）是测量犢 分量量子

噪声的结果，与图８（ｂ）相比，在无失谐ＯＰＡ腔完全

共振时，测量到的噪声相比于远失谐时噪声略有增

大。因此可以知道在这种条件下注入的压缩真空态

光场被进一步压缩，犡 分量的噪声被进一步压缩到

更低的水平，而犢 分量噪声明显增加。图８（ｃ）是将

真空压缩态光场注入到ＯＰＡ腔中，并在ＯＰＡ腔的

另一端口注入抽运光且使得ＯＰＡ 腔中压缩方向与

压缩真空态光场的压缩分量相正交，测量犡 分量量

子噪声的结果。与图８（ｂ）相比，在无失谐ＯＰＡ 腔

完全共振时，测量到的噪声不再低于散粒噪声基准。

图８（ｆ）是测量犢 分量量子噪声的结果，与图８（ｅ）相

比，在无失谐ＯＰＡ腔完全共振时，测量到的噪声低

于散粒噪声基准。因此可以知道在这种条件下注入

的压缩真空态光场被反向压缩，犢 分量被压缩成为

压缩分量，而原来的压缩分量犡不再压缩。

图８ 利用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对真空压缩态进行操控的实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

５．２　纠缠态光场的非线性操控

除压缩态光场外，纠缠态光场也可以由运转于阈

值以下的Ⅱ类非简并光学参变过程进行操控。首先从

理论上证明了通过一个运转于阈值以下的非简并光

学参变放大器可以对其注入的具有ＥＰＲ纠缠特性的

纠缠态光场进行纠缠增强与操控［２２］，随后从实验上

证实利用非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可以对输入的纠缠

态光场实现纠缠增强与操控［２３］。在实验中使用两个

非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一个用于产生初始ＥＰＲ纠

缠光束，另一个用于对注入的纠缠光束进行纠缠增强

与操控。当两个非简并光学参变放大器都工作于参

变反放大状态时，输出纠缠态光场的纠缠度由初始的

４．０ｄＢ左右提高到５．５ｄＢ；当工作状态不同时，由初

始的振幅反关联、相位正关联的纠缠态光场变成了振

幅反关联、相位正关联的纠缠态光场，纠缠关系发生

了明显改变。实验光路如图９所示，采用的是自行研

制的双波长输出单频稳频Ｎｄ∶ＹＡＰ／ＫＴＰ固体激光

器。５４０ｎｍ的绿光和１０８０ｎｍ的红外光分别作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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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ＥＰＲ纠缠态光场操控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Ｐ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

运光，信号光和平衡零拍探测系统的本地光。

首先用一个对１０８０ｎｍ红外光高透并对５４０ｎｍ

绿光全反的分束片 Ｍ５把激光器输出的红外光和绿

光分成两路。红外光通过模清洁器（ＭＣ）后被分为

两束，一束用作光学参变放大器的注入信号光，另一

束用作平衡零拍探测系统的本地光。输出的绿光也

由分束片 Ｍ６分为两束，分别用作两个光学参变放

大器的抽运光。从ＮＯＰＡ１输出的纠缠光作为信号

光注入到ＮＯＰＡ２中。从ＮＯＰＡ２输出的信号光和

闲置光由偏振分束棱镜（ＰＢＳ）分开后，分别进入一

套平衡零拍探测系统测量其正交分量噪声，再通过

加减法器后输入到频谱分析仪（ＳＡ），就可以测量输

出信号场和闲置场的正交振幅和正交相位的关联噪

声。首先，锁定抽运场和注入到 ＮＯＰＡ１的信号场

之间的相对相位为π，即使 ＮＯＰＡ１工作于参变反

放大状态，这时，ＮＯＰＡ１输出的是正交振幅反关联

与正交相位正关联的纠缠光束。当系统稳定运转

时，产生的ＥＰＲ纠缠光束的功率为５０μＷ。在分析

频率为３ＭＨｚ时，测量得到的 ＮＯＰＡ１输出ＥＰＲ

纠缠态光场的正交振幅和与正交相位差的关联噪声

谱分别如图１０（ａ），（ｂ）所示，其中曲线１为ＳＮＬ，曲

线２分别为正交振幅和与正交相位差的关联噪声，

可以看出它们分别低于相应的ＳＮＬ（４．０±０．２）ｄＢ

和（３．９±０．２）ｄＢ。

图１０ ＥＰＲ纠缠态光场增强实验结果。初始ＥＰＲ纠缠态光场的正交振幅和（ａ）及正交相位差（ｂ）的关联噪声谱

Ｆｉｇ．１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Ｐ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ｏｉｓｅｐｏｗ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ＰＲｂｅａｍｓ（ａ）ｆｏｒ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ｕｍａｎｄ（ｂ）ｆｏｒ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１１ ＥＰＲ纠缠态光场操控实验结果。ＮＯＰＡ２输出的纠缠态光场的正交振幅和（ａ）及正交相位差（ｂ）的关联噪声谱

Ｆｉｇ．１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Ｒ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ｏｉｓｅｐｏｗ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ｂｅａｍｓｆｒｏｍＮＯＰＡ２（ａ）ｆｏｒ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ｕｍａｎｄ（ｂ）ｆｏｒ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接下来测量经 ＮＯＰＡ２放大以后输出的ＥＰＲ

纠缠态光场的关联度。取出腔中的挡光片使得

ＮＯＰＡ１输出的 ＥＰＲ 纠缠态光场可以耦合 进

ＮＯＰＡ２。同时打开 ＮＯＰＡ２的抽运光（功率约为

０９００１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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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ｍＷ），同样将注入光与抽运光之间的相对相位

锁定为π，即ＮＯＰＡ２同样工作于参变反放大状态。

ＮＯＰＡ２输出的信号光与闲置光的振幅和与相位差

分量在３ＭＨｚ分析频率处的关联噪声谱分别如

图１１（ａ），（ｂ）所示。图中曲线２为ＮＯＰＡ２锁定与

注入光共振时实验测得的正交振幅和及正交相位差

关联噪声，曲线１为相应的ＳＮＬ。可以看出，输出

光束的振幅和与相位差噪声分别低于ＳＮＬ（５．６±

０．２）ｄＢ和（５．５±０．２）ｄＢ。与原始ＥＰＲ纠缠态光

场相比有较大提高。

６　总　　结

简要介绍了通过量子态的线性和非线性光学操

控，制备连续变量多组份纠缠态光场，构建量子通信

网络操作，提高光场的压缩度和纠缠度的实验研究

进展。利用参变放大器对压缩态光场及纠缠态光场

进行增强是提高其压缩度及关联度的一个有效方

法，而且通过操控，还能够按照不同的应用要求改变

压缩态光场的压缩分量及纠缠态光场的关联类型。

随着多组份连续变量量子纠缠产生系统的日趋完善

以及各类量子通讯网络和量子计算理论设计方案的

问世，量子信息科学研究必将向实用化目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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