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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并实现了频差为９．２ＧＨｚ的两束光在三镜环形腔内的双共振频率锁定及输出两束光的空间分离。当

腔长精确控制为３９１．３ｍｍ时，频差９．２ＧＨｚ的两束光在三镜环形腔内达到双共振。与此同时，利用不等臂马赫

曾德尔（ＭＺ）干涉仪，在两臂光程差为８１．５ｍｍ且相位差为π／２时，实现了对两束光的空间分离。该装置为实现

腔内原子相干效应介质中的光量子态交换奠定了实验基础。

关键词　原子与分子物理；双共振；不等臂马赫曾德尔干涉仪；原子相干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Ｏ４３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犱狅犻：１０．３７８８／犆犑犔２０１４４１．０４１８００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犇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狉犪犮犪狏犻狋狔犇狅狌犫犾犲犚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犳狅狉

９．２犌犎狕犉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犔犻犵犺狋犪狀犱犐狋狊犛狆犪狋犻犪犾犛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犕犪犚狅狀犵
１
　犔犻犢狌犪狀

１，２
　犉犲狀犵犑犻狀犵犾犻犪狀犵

３
　犣犺犪狀犵犑狌狀狓犻犪狀犵

１

１犛狋犪狋犲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犙狌犪狀狋狌犿犗狆狋犻犮狊犪狀犱犙狌犪狀狋狌犿犗狆狋犻犮狊犇犲狏犻犮犲狊，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犗狆狋狅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

犛犺犪狀狓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犜犪犻狔狌犪狀，犛犺犪狀狓犻０３０００６，犆犺犻狀犪

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犃狆狆犾犻犲犱犘犺狔狊犻犮狊，犎犲犳犲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犎犲犳犲犻，犃狀犺狌犻２３０００９，犆犺犻狀犪

３犛狋犪狋犲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犛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狅狆狔，犈犪狊狋犆犺犻狀犪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２０００６２，

烄

烆

烌

烎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犺犲犾狅犮犽狅犳犱狅狌犫犾犲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狀犱狊狆犪狋犻犪犾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狑狅犾犻犵犺狋狊狑犻狋犺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

９．２犌犎狕犻狀犪狋犺狉犲犲犿犻狉狉狅狉狉犻狀犵犮犪狏犻狋狔犪狀犱犕犪犮犺犣犲犺狀犱犲狉（犕犣）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犿犲狋犲狉犪狉犲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犪狀犱犮狅狀犳犻狉犿犲犱．犜犺犲

犱狅狌犫犾犲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犳狅狉狋犺犲狋狑狅犾犻犵犺狋狊犻狊犪犮犮狅犿狆犾犻狊犺犲犱狑犺犲狀犮犪狏犻狋狔犾犲狀犵狋犺犻狊３９１．３犿犿，犪狀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狊

９．２犌犎狕．犃狀犱狋犺犲狀，狋犺犲狋狑狅犫犲犪犿狊犪狉犲狊狆犪狋犻犪犾狊犲狆犪狉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犕犣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犿犲狋犲狉狑犺狅狊犲狋狑狅犪狉犿狊狅狆狋犻犮犪犾

狆犪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狊８１．５犿犿犪狀犱狆犺犪狊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狊π／２．犜犺犲犱犲狏犻犮犲犾犪狔狊犪狀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犳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狉犲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狅犳狋犺犲狅狆狋犻犮犪犾狇狌犪狀狋狌犿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狑犻狋犺犪犮狅犺犲狉犲狀狋犪狋狅犿犻犮犿犲犱犻狌犿犻狀犪狀狅狆狋犻犮犪犾犮犪狏犻狋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犪狋狅犿犻犮犪狀犱犿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狆犺狔狊犻犮狊；犱狅狌犫犾犲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犕犪犮犺犣犲犺狀犱犲狉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犿犲狋犲狉；犪狋狅犿犻犮

犮狅犺犲狉犲狀犮犲犲犳犳犲犮狋

犗犆犐犛犮狅犱犲狊　０２０．１３３５；０２０．１６７０；０３０．４０７０；２７０．６５７０；３００．１０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０６；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２７４２１０，６１１０８００３）、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课题（２０１０ＣＢ９２３１０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创新群体项目（６１１２１０６４）

作者简介：马　荣（１９８７－），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量子光学与激光光谱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ｏｎｇ７２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导师简介：张俊香（１９６６－），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量子光学、原子物理和激光光谱等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ｊｕｎｘｉａｎｇ＠ｓｘｕ．ｅｄｕ．ｃｎ（通信联系人）

本文电子版彩色效果请详见中国光学期刊网ｗｗｗ．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１　引　　言

在量子网络和量子通信中，光子作为量子信息

的理想载体［１］，对其量子态的操控是实现量子信息

过程的核心。近年来，量子光学系统在量子信息领

域得到广泛的应用［２－４］。光学谐振腔和原子系统作

为量子网络的基本工具，为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提

供了光与原子有效耦合的接口［５］。光学谐振腔可以

提高原子的有效光学厚度［６］，增强腔模与原子的相

０４１８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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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相互作用［７］。早在１９９８年Ｌｕｋｉｎ等
［８］已经基于

腔量子电动力学（ＣＱＥＤ）理论对腔内原子相干效应

之一电磁诱导透明（ＥＩＴ）给出了理论分析。２００７年

至２０１１年，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等
［９－１１］分别在冷原子和热原

子系统中实现了基于腔内ＥＩＴ的简正模式分裂，并

理论分析了ＥＩＴ内腔色散特性对简正模式分裂的

作用。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７年，Ｄａｎｔａｎ等
［１２－１３］从理论上

提出在腔内ＥＩＴ介质中准理想压缩可以在压缩真

空场和原子自旋态之间转换，从而可以实现记忆型

量子操控。２０１２年，Ｄａｎｔａｎ
［１４］又在理论上提出了

在腔中同时共振的两束光与原子相互作用后可以实

现量子态的完全交换。对于频率相同的两光场间的

量子交换，实验上可通过线性光学元件和分束器得

以实现。然而频率不同的两光场间的量子交换，在

实验上却具有很大的困难［１５］，如分别作用于铯原子

Ｄ１线６２Ｓ１／２，犉＝３→６
２Ｐ１／２，犉′＝４和６

２Ｓ１／２，犉＝４→

６２Ｐ１／２，犉′＝４跃迁能级上的两束光（犉代表能级），其

频率相差为９．２ＧＨｚ
［１６－１７］，尽管利用两束频率独立

锁定的激光分别作用于二跃迁能级，形成相干布居数

俘获（ＣＰＴ）效应，从而实现频率不同的两束光场间量

子态的交换。为了提高量子态转换效率，通过光学谐

振腔［１７］增强光场与ＣＰＴ介质的相互作用是有利途径

之一。为此本文在实验上实现了频差为９．２ＧＨｚ（对

应于铯原子Ｄ１线的基态之间的频率差）的两束光在

三镜环形腔内的双共振。当三镜环形腔中心的腔长

精确调节为３９１．３ｍｍ时，频差９．２ＧＨｚ的两束光在

三镜环形腔内达到双共振。此时，与腔内的ＣＰＴ介

质相互作用的两束光场经过该三镜环形腔后，在空间

上完全重合。进一步通过不等臂马赫曾德尔（ＭＺ）

干涉仪实现了两束光的空间分离。当不等臂 ＭＺ干

涉仪的两臂光程差为８１．５ｍｍ且相位差为π／２时，

这两束光经过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的第二个分束器

（ＢＳ）后分别被反射和透射出来，从而实现了频差为

９．２ＧＨｚ的两束光的空间分离。

２　理论分析

当两束光在光学环形腔内沿轴线方向传播时，

光多次循环后干涉叠加形成多光束干涉。由多光束

干涉理论可知腔透射谱表达式为

犛（ω）＝
犜２

１＋犚
２
κ
２
－２犚κｃｏｓ｛［Δ＋χ′ω犾／（２犔）］犔／犮｝

，

（１）

式中犜（犚）为腔的透射率（反射率），κ和χ′分别表示

原子的吸收和色散，犔为腔长，犾为原子长度，Δ为光

的频率失谐，犮为真空中的光速。（１）式得到的理论

图像与实验测量的透射谱相一致，并且腔的谐振频

率与有效腔长有关［８］。用ΔΦ表示光在腔内往返一

周后的相位延迟，发生相长干涉的条件为

ΔΦ＝
２π犔υ
犮

＝２π狇， （２）

式中υ为光的频率，狇为正整数，表征腔内激光的纵

模分布。腔的谐振频率为υ＝狇犮／犔。当频率分别为υ

和υ′的两束光进入同一光学谐振腔时，

υ＝狇犮／犔狇，　υ′＝狇′犮／′犔狇． （３）

　　 由犔狇 ＝犔′，Δυ＝υ－υ′＝９．２ＧＨｚ可得（狇－

狇′）犮／犔＝９．２ＧＨｚ，结合腔的稳区条件及实验中铯

原子泡的长度（约为１００ｍｍ），取狇－狇′＝１２，则两

束光在谐振腔中双共振时腔长需满足

犔＝３９１．３ｍｍ． （４）

　　具有一定频差的两束光通过选择特定的腔长可

以实现这两束光在谐振腔中的双共振，进而基于原

子的相干性进行量子态交换。然而，这两束光经过

谐振腔后在空间上完全重合，因此需要对这两束光

进行空间上的分离。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能够实现

频率不同的两束光的空间分离，图１为不等臂干涉

仪的原理图，不等臂的 ＭＺ干涉仪中的分束器均为

５０％的透射率。

图１ 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的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ＭＺ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在海森堡绘景中，随时间变化的场可以写为

犃^（狋）＝

犃＋δ^犃（狋）和犃^（狋）


＝

犃
＋δ^犃（狋）

，在这

里场的稳态相干振幅记为 犃，其起伏部分由算符

δ^犃（狋）描述。分束棱镜输出光束与输入光束之间满

足［１８－１９］

　

δ犃ｒ（狋）

δ犃ｔ（狋
［ ］）＝

１

槡２

ｉ １［ ］
１ ｉ

δ犃ｉｎ（狋）

δ犃ｕ（狋
［ ］） ，

δ犃１（狋）

δ犃２（狋
［ ］）＝

１

槡２

ｉ １［ ］
１ ｉ

δ犃ｒ（狋－τ）ｅｘｐ（ｉΦ）

δ犃ｔ（狋
［ ］）

，

（５）

式中湮灭算符δ犃ｉｎ（狋）和δ犃ｕ（狋）［δ犃１（狋）和δ犃２（狋）］

表示不等臂的 ＭＺ干涉仪的输入场（输出场）。两

束光在第二个分束器耦合发生干涉时，二者之间存

０４１８００１２



马　荣等：　实验实现频差９．２ＧＨｚ两束光在同一腔中的双共振与空间分离

在延时τ，因此δ犃ｒ（狋）→δ犃ｒ（狋－τ）ｅｘｐ（ｉΦ），Φ为微 观扫描相移［２０］。由（５）式得输入输出关系为

δ犃１（狋）＝
１

２
－δ犃ｉｎ（狋－τ）ｅｘｐ（ｉΦ）＋ｉδ犃ｕ（狋－τ）ｅｘｐ（ｉΦ）＋δ犃ｉｎ（狋）＋ｉδ犃ｕ（狋［ ］）， （６）

δ犃２（狋）＝
１

２
ｉδ犃ｉｎ（狋－τ）ｅｘｐ（ｉΦ）＋δ犃ｕ（狋－τ）ｅｘｐ（ｉΦ）＋ｉδ犃ｉｎ（狋）－δ犃ｕ（狋［ ］）， （７）

利用关系式δ^犃（狋）→δ^犃（ω），得到了在傅里叶空间中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的输出场的湮灭算符

δ犃１，（ω）＝
１

２
｛ｉδ犃ｉｎ（ω）［１－ｅｘｐ（ｉΦ）ｅｘｐ（ｉωτ）］＋ｉδ犃ｕ（ω）［１＋ｅｘｐ（ｉΦ）ｅｘｐ（ｉωτ）］｝， （８）

δ犃２，（ω）＝
１

２
｛ｉδ犃ｉｎ（ω）［１＋ｅｘｐ（ｉΦ）ｅｘｐ（ｉωτ）］－δ犃ｕ（ω）［１－ｅｘｐ（ｉΦ）ｅｘｐ（ｉωτ）］｝， （９）

在相对于载频ω０频移ω的傅里叶频率处，不等臂ＭＺ干涉仪的输入场（输出场）的湮灭算符记为δ犃ｉｎ（ω）和

δ犃ｕ（ω）［δ犃１（ω）和δ犃２（ω）］。当载频为ω０ 的光场通过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后的微观扫描相移为Φ＝２犿π＋

ω０τ＝（２狀＋１）π／２，同时频移ω满足ωτ＝ （２狀＋１）π／２时，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的两个输出光场将变为

δ犃１，π／２（ω）＝δ犃ｉｎ（ω）， δ犃１，π／２（－ω）＝ｉδ犃ｕ（－ω），

δ犃２，π／２（－ω）＝ｉδ犃ｉｎ（－ω）， δ犃２，π／２（ω）＝－δ犃ｕ（ω）．

（１０）

（１１）

图２ 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此时输入场的正负边带部分（频率分别为ω０＋ω、

ω０－ω）可以被分离为空间独立的两束光。如果不等

臂ＭＺ干涉仪的微观扫描相移Φ＝－（２狀＋１）π／２，

同时ωτ＝－（２狀＋１）π／２，两输出端的输出场将被

调换过来，这种行为已经被实验证实［２１］。

对于上述条件，可以得知相对载频频移ω的两

边带（频率分别为ω０＋ω、ω０－ω）被分离的条件为

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的两臂光程差Δ犚满足

Δ犚＝ （２狀＋１）π犮／（２ω）．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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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２所示。激光器采用钛

宝石激光器，三镜环形腔由两个透射率为３％的平

面镜 Ｍ１、Ｍ２和一个曲率半径为３００ｍｍ的凹面

高反镜 Ｍ３组成，凹面高反镜 Ｍ３装有用于扫腔和

锁腔压电陶瓷（ＰＺＴ），匹配透镜的焦距犳分别为

１５０ｍｍ和３００ｍｍ。ＥＯＭ为电光调制器，ＰＩＤ为

比例积分放大器，ＨＶ为高压放大器，ＯＣＳ为示波

器，Ｄ１为交直流探测器，Ｄ２、Ｄ３和Ｄ４为光电探测

器，ＨＷＰ为半波片，ＰＢＳ为偏振分束棱镜，ＨＲ为高

反镜，ＦＰ腔为法布里珀罗腔。铯原子室外包有三

层用来屏蔽外磁场的高磁导率合金（μｍｅｔａｌ），屏蔽

后剩余磁场约为１０ｍＧ。图中实线表示电路部分，

点线表示光路部分。

Ｌａｓｅｒ１输出的光锁定到铯原子Ｄ１线６２Ｓ１／２，

犉＝３→６
２Ｐ１／２，犉′＝４的跃迁线上，Ｌａｓｅｒ２输出的

光锁定到６２Ｓ１／２，犉＝４→６
２Ｐ１／２，犉′＝４的跃迁线

上，此时两束光频差为９．２ＧＨｚ。这两束光先经过

５０／５０分束器耦合进光纤，然后用两个透镜与环形

腔相匹配（光束的腰斑大小为ω０＝５０５．６μｍ，环形

腔的腰斑大小为ω０＝２３３．６μｍ）。中心腔长精确

到０．１ｍｍ量级需要对其进行精确调节。实验中

先粗调中心腔长约为３９０ｍｍ，再改变两束光的频

率差使得两束光在腔内双共振（此时两束光的频率

差不为９．２ＧＨｚ）。然后通过 Ｍ１、Ｍ２微调中心腔

长，在示波器上观察到两束光的透射峰分离，再改

变两束光的频差，使两束光重新在腔内双共振。如

此反复，让两束光的频率差逐步接近９．２ＧＨｚ，直

到达到９．２ＧＨｚ且两束光在腔内双共振，则中心

腔长精确为３９１．３ｍｍ。

为了使两腔模可以同时与光学谐振腔内的相

干原子介质相互作用，并对完成相互作用后的两束

光分别进行探测，要求将腔锁定，并在腔后对双共

振的两束光再进行分离。将正弦信号发生器产生

的调制信号输入ＥＯＭ
［２２］产生调制边带，调制光经

过 Ｍ１反射后被自制的交直流探测器探测，探测到

的交流信号和正弦信号发生器产生的调制信号经

过混频器（带宽０．５～５００ＭＨｚ）混频后通过低通

滤波器滤掉其高频部分，然后将信号输入 ＰＩＤ

（ＳＩＭ９６０ａｎａｌｏｇ）产生误差信号。调节正弦信号发生

器的输出频率和调制强度，得到较好的鉴频信

号［２３］，然后将ＰＩＤ的误差信号反馈回光学环形腔的

ＰＺＴ，从而实现腔的锁定。含有两种频率的光通过

不等臂ＭＺ干涉仪（两臂光程差为Δ犔＝８１．５ｍｍ，

锁定相位到Φ＝π／２）后被分离，用ＦＰ腔分别监视

输出场的光谱。最后将分离后的两束光场分别作

为耦合光场，并与一束探针场形成ＥＩＴ监视这两

束光场的频率差是否为９．２ＧＨｚ。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３为光学谐振腔的透射谱。当中心腔长约

为３９１．３ｍｍ时，出现两个不重合的透射峰，分别为

两束光的透射谱，如图３（ａ）所示；当中心腔长精确

为３９１．３ｍｍ时，两透射峰重合并且强度相叠加，

如图３（ｂ）所示，此时频差为９．２ＧＨｚ的两束光与

三镜环形腔达到了双共振。腔的精细度为８０．５４，

腔模线宽为９．４４ＭＨｚ。图４为采用ＰＩＤ锁腔后，

运转３００ｓ时典型的残余频率起伏约为３．７ＭＨｚ。

锁定后腔的透射率为７０％。

图３ 光学谐振腔的透射谱。（ａ）中心腔长约为３９１．３ｍｍ；（ｂ）中心腔长为３９１．３ｍｍ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ａ）Ｃａｖｉｔｙｌｅｎｇｔｈｉｓａｂｏｕｔ３９１．３ｍｍ；（ｂ）ｃａｖｉｔｙｌｅｎｇｔｈｉｓ３９１．３ｍｍ

　　图５为经过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后的两束光通

过ＦＰ腔的透射谱。图５（ａ）、（ｂ）为Ｄ３探测器探测

到的ＦＰ腔的透射谱，图５（ｃ）为Ｄ４探测器探测到

的ＦＰ腔的透射谱。图５（ａ）中Φ≠（２狀＋１）π／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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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光学环形腔利用ＰＩＤ锁定后运转３００ｓ的

典型的残余频率起伏

Ｆｉｇ．４ 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ｂｅｉｎｇ

ｌｏｃｋｅｄｂｙＰＩＤｗｉｔｈｉｎ３００ｓ

图５ 经过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后的两束光通过ＦＰ腔的

透射谱。（ａ）Φ≠（２狀＋１）π／２时Ｄ３探测器探测到

的ＦＰ腔的透射谱；（ｂ）Φ＝（２狀＋１）π／２时Ｄ３探测

器探测到的ＦＰ腔的透射谱；（ｃ）Φ＝（２狀＋１）π／２

时Ｄ４探测器探测到的ＦＰ腔的透射谱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ＦＰｃａｖｉｔｙｏｆｔｗｏ

ｂｅａ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ＭＺ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ＦＰｃａｖｉｔｙｂｙ

Ｄ３ｗｈｅｎΦ≠ （２狀＋１）π／２；（ｂ）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ＦＰｃａｖｉｔｙｂｙＤ３ｗｈｅｎΦ＝（２狀＋

１）π／２；（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ｔｈｅＦＰ

ｃａｖｉｔｙｂｙＤ４ｗｈｅｎΦ＝（２狀＋１）π／２

于没有满足相位关系，Ｄ３探测器这一路两束光都存

在，没有达到分光效果。图５（ｂ）和图５（ｃ）为Φ＝

（２狀＋１）π／２时探测器Ｄ３和Ｄ４探测到的ＦＰ腔的

透射谱，此时两束光被明显地分离。光学谐振腔透

射的腔模有两种频率，分别对应铯原子Ｄ１线的两

个跃迁能级（频差为９．２ＧＨｚ）。把两束光作为上述

理论中的边带项ω和－ω，则ω＝２πΔν／２＝２π×

４．６ＧＨｚ（Δν＝９．２ＧＨｚ），取ωτ＝５π／２，则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有８１．５ｍｍ的臂长差和９８％ 的干涉可

见度。当扫描相移为Φ＝（２狀＋１）π／２时，示波器观

察到频差９．２ＧＨｚ的两束光被明显地分离。两束

光被分离的程度除了与相位Φ 有关，还与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的干涉度有关，干涉度越大，分光效果

越好。

图６为分离后的两束光场分别作为耦合光与一

束探针场形成的ＥＩＴ光谱，探针光在铯原子Ｄ１线

６２Ｓ１／２，犉＝３→６
２Ｐ１／２，犉′＝４的跃迁频率附近扫描。

黑色曲线为探针场的饱和吸收光谱。可以看出，其

中一束光与探针场形成简并二能级系统中的ＥＩＴ

（红色曲线），共振中心处的尖峰为探针光和与探针

光偏振相同的耦合光（这部分耦合光是由于偏振分

束器分光不纯而引入探测器的）之间由于机械振动

等形成的随机干涉，可以作为标定光频率的一种方

法；另一束光场与探针场形成ｌａｍｂｄａ型三能级系统

中的ＥＩＴ（蓝色曲线），两束光频差为９．２ＧＨｚ。

图６ 分离后的两束光场分别作为耦合光的ＥＩＴ光谱

Ｆｉｇ．６ ＥＩ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ｂｅａｍｓ

５　结　　论

实验上实现了频差为９．２ＧＨｚ的两束光与三镜

环形腔的双共振，并用不等臂 ＭＺ干涉仪将两束光

分离，通过ＦＰ腔监视透射谱，证明实验得到了较好

的分光效果。这为实现频率不同的两束光场在含有

相干原子介质的光学谐振腔内的光量子交换提供了

必要的实验基础。然而，根据Ｄａｎｔａｎ
［１４］的理论计算，

光量子交换必须在分析频率介于ＣＰＴ线宽和空腔线

宽范围内发生，而且腔的有效线宽主要由腔内原子的

密度决定。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通过改变腔内

原子的温度，基于相干原子线性、非线性色散的竞争，

研究腔的有效线宽对光量子交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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