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机床业市场萎缩又大量进口国外设备的原因

之一 ,就是因为这方面的技术没有得到推广应用。

为此需要高速、多通道激光干涉仪:测量速度在

60 m /min以上 ,采样速度在 5000次 /s以上 ,以

适应热误差和几何误差测量的需要。 空气折射率

实时测量应该达到水平 2× 10- 7 ,其测量结果和

长度测量结果同步进入计算机 ,即依靠引进信息

技术和测量技术求得技术创新。 台湾的数控机床

稍优于大陆的原因就在于此。同时使主轴转速提

高到 2000 r /min以上。目前国内开展的工作不少

是落后于国外的。

( 8)运行和制造过程的监控和在线检测技术

　综合运用图像、频谱、光谱、光纤以及其他光和

物质相互作用原理的传感器 ,有非接触、高灵敏

度、高柔性、应用范围广的优点。 在这个领域的综

合创新的天地十分广阔 ,例如振动、粗糙度、污染

物、含水量、加工尺寸、相互位置等。

( 9)配合信息产业和生命科学的技术创新　

为了在开放环境下求得生存空间 ,没有自主创新

技术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应该根据有专利权、有技

术含量、有市场等原则选择一些项目予以支持 ,根

据当前发展 ,信息、生命医学、环保、农业等领域需

要的产品应给予优先支持。例如 ,医学中的介入治

疗精密仪器设备 ,电子工业中的超分辨光刻、封

装、清洁方法和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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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世纪的双频激光及相关测量科学技术

张书练　教授

张书练　李　岩

　　　　摘要:预测 21世纪初几种重要激光计量仪器的发展水平:双频激光可输

出近零赫兹到百吉赫兹的频差 ,频差的稳定性将达到 10
- 7
,从而使相对测量

干涉仪的测量速度获得提高 ;高精度、长距离的绝对测量得以实现 ;双频激光

的发展使建立新的可溯源到光波长的波片测量基准成为可能 ;产生一种可直

接传感位移的激光器 ,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电感测微仪 ;产生一种测角仪 ,可

在几十度范围内达到 0. 01′分辨率 ;产生一种惯性振动测量仪器 ,分辨率达到

纳米。

关键词: 双频激光 ;位移测量 ;传感激光器 ;角度测量

中图分类号: TN24; TG8　　文献标识码: A

　　国内外的双频激光干涉仪都使用塞曼激光器

作为光源。双频激光干涉仪测量速度越高 ,所需激

光器频差越大。尽管人们做了不懈努力 ,现在纵向

塞曼激光器的频差仍然不能超过 3 M Hz。为了解

收稿日期: 2000— 01— 23

决塞曼双频激光器频差小这一问题 ,我们进行了

用腔内晶体石英片或电光晶体或腔内应力双折射

产生激光频率分裂的实验研究。 在驻波氦氖激光

器 (管 )内部置入晶体石英或光电元件 ,利用自然

双折射效应、光电双折射效应、应力双折射效应均

实现将激光频率一分为二 ,且两频率之差可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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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电压的改变加以控制
[1～ 3 ]

,从而实现大频差 ,

频差可达 40 M Hz～ 1000 M Hz。

激光器的频率输出对腔长改变的敏感性早为

人所知。对于 633 nm HeNe激光器 ,频率变化为

10
- 9

Hz。如能以赫兹为单位测出Δν的改变 ,将会

诞生具有无可比拟的分辨率的位移传感器。其难

点在于如何测出这种频率的改变。很直观的办法

是 ,将频率改变和一个频率高度稳定的激光器混

频取拍。沿此思路 ,人们研究过不少方法 ,但大多

或因结构太复杂 ,或因频率不稳 ,或因动态范围太

小而难以获得实际应用。进一步思考 ,如果位移所

引起的不是一个频率的移动 ,而是一个激光器的

2个频率之差的改变 ,就不再需要使用一个频率

高度稳定的激光器作为参考频率取拍 ,使技术变

得简单可行。 按这种“双频”的思路 ,有望在 21世

纪初产生出基于双频激光器的计量技术和几种相

关仪器。

1　面向 21世纪的双频激光器

1. 1　中频差双频激光器

双频激光器是微纳米干涉计量不可缺少的部

件。使用了 30年的塞曼双频激光器频差不能大于

3 M Hz(可称其为小频差 ) ,频差小 ,进行干涉计量

时测量速度慢。我们研究了频差大于 40 M Hz的

双折射双频激光器 (可称其为大频差 ) ,因存在模

竞争引起的频差闭锁效应 ,它不能产生 40 MHz

以下频差。于是 ,在塞曼双频激光器和我们研究的

双折射双频激光器之间 (即 3 M Hz～ 40 MHz,不

妨称其为中频差 )存在一个“死区”。但这是较为理

想的频差段 ,具有最佳性能价格比。研究频差 3

MHz～ 40 M Hz之间的双频激光器就成为重要的

课题。我们已开始了这一研究 ,并有了初步的但令

人兴奋的结果。

我们认为双折射双频激光器不能产生小于

40 MHz的频差 ,是因为寻常光 ( o光 )和非寻常光

( e光 )在激光器毛细管内沿同一光路行进 ,和同

一空间内的 Ne原子相互作用 ,争夺增益。频差越

小 ,竞争越强。 HeNe激光属于以多普勒展宽为主

的综合加宽 ,双频激光器两频率均在增益线上烧

孔 (孔的宽度约为 350 M Hz) ,因此间隔小于 700

MHz的两频率的烧孔就会发生重迭。 频差越小 ,

重迭越多。 我们一般使用的频差往往小于 700

MHz,两频率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当频差小于 40

MHz时 ,强烈的模竞争效应使一种光熄灭 ,双频

激光又退回到单频激光 ,因此 ,消除闭锁的惟一方

法是消除频率之间的模竞争。

有了对闭锁原因的清楚认识 ,就可找到解决

问题的思路:设法让双频激光的 o光和 e光分别

占据一群放大介质的原子 ,以避免这 2个频率对

放大介质原子群的相互竞争 ,消除闭锁 ,即可得到

小于 40 M Hz的 2个频率。

按上述思路 ,有 2种方案可用。第一种方案是

将 o光和 e光在毛细管内空间分离 ,各走各的路

径 ,各自使用各自行进路径上的放大介质原子。第

二种方案是使用外加横向磁场 ,将放大介质原子

分成两类 ,一类只放大 o光 ,一类只放大 e光 ,同

样避免了 o光和 e光的模竞争。

( 1)方案一　由 o光、 e光在激光毛细管内空

间分离且平行传播 ,消除频差闭锁。在激光谐振腔

内放入了 1片双面镀增透膜的方解石和 1片弱双

折射元件。

在激光器腔内放入方解石晶体的目的是实现

o光、 e光的空间分离。由于方解石晶体的双折射

效应很大 (大约是石英晶体的 18倍 ) ,当激光腔内

的光通过它时 ,将被分解为 o光和 e光 ,且由于它

们的折射率差别很大 ,从而导致 e光进入方解石

晶体有比 o光大得多的折射角 ,从方解石晶体出

射后比 e光有更大的平移 ,即与 o光分离且平行

地在激光毛细管中传播。 由于 HeNe激光器的毛

细管内径仅有 1mm左右 , o光、 e光分离过大将使

e光 (或 o光 )过分接近毛细管内壁 ,增益下降且

引入过大损耗 ,分离太小又不能避开模的竞争 ,因

此要通过理论和实验得到 o光、 e光最佳的空间

分离量、相应的方解石晶体的厚度及切割角度等

参数。

方解石造成了 o光、 e光的空间分离 ,消除了

模竞争 ,但由于它的双折射太强 ,其晶轴与光线夹

角的微小改变会引起频差的较大改变 ,要通过旋

转它得到精度在 1 M Hz之内的频差是不可能的 ,

因此应在 HeNe激光器内再放入一个弱双折射元

件细调频差。这一元件可以是应力双折射元件或

晶体石英片。

( 2)方案二　方案二是将激光介质分成 o光

增益原子群和 e光增益原子群 ,消除频差闭锁。

首先制成人为应力双折射双频激光器 (光弹

效应 ,在激光窗片或反射镜上加力 ) ,然后在其上

加横向磁场。磁场的方向与激光窗片或反射镜上

加力的方向平行或垂直。

在横向磁场的作用下 ,增益线将分成 π增益

线和σ增益线 (其中使用 π增益线的光偏振方向

平行于磁场 ,使用σ增益线的光偏振方向垂直于

磁场 ) ,两曲线中心频差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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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ν)m= 1. 8H ( 1)

式中 , H为磁场强度。

π增益线和σ增益线仅对与它们偏振方向相

同的光有放大作用 ,即在激光器内行进的光中 ,偏

振方向与磁场方向相同的光 ,在 π增益线上烧孔

被放大 ,而垂直于磁场方向振动的光在σ增益线

上烧孔被放大 ,但平行于磁场方向振动的光不能

被σ增益线放大。同样 ,垂直于磁场方向振动的光

不能被 π增益线放大。

当在双折射双频激光器腔内的光学元件上平

行或垂直于磁场方向施加外力时 ,在激光谐振腔

内形成偏振方向分别平行或垂直于磁场方向的两

正交线偏振光。这两线偏振光各自被对应于 π增

益线和σ增益线的增益原子放大而互不影响。 不

存在激光模的竞争 ,两频率不再相互争夺增益原

子 ,也就不存在优胜频率和失败频率 ,两者都可稳

定振荡 ,即闭锁效应被排除了 ,激光器可以产生 1

至几百兆赫兹的频差。

综上所述 ,两频率的产生及频差是由在腔内

双折射元件所加力给定的 ,而磁场的作用是消除

激光器两频率间隔较小时相互之间的强模竞争 ,

使 2个频率都稳定振荡 ,激光器成为无频差闭锁

的双频激光器 ,产生出从近于零赫兹到几百兆赫

兹的频差。

在这里 ,磁场的作用与已有的塞曼双频激光

器中的磁场的作用完全不同 ,后者主要是用于形

成几百千赫兹频差的两正交偏振光 ,而我们主要

是将激光增益原子分裂成 2类。在磁场的作用下 ,

一类激活原子发射偏振方向与磁场方向平行的

光 ,另一同等数量的原子发射偏振方向与磁场垂

直的光 (简称 π成分和σ成分 )。

1. 2　巨大频差双频激光器

当一小石英晶体楔插入外腔的 LD泵浦

YAG激光器腔内时 , Y AG激光的 1个频率会变

成 2个 ,频差随晶体石英在 YAG激光器腔内的

微小位移而改变。 由于 YAG激光器腔长可以很

短且光谱线很宽 ,改变量可以从数十千赫兹到数

十吉赫兹 ,这使新的高精度、绝对测长成为可能。

2　与双频激光相关的面向 21世纪的测量

技术和仪器

2. 1　新一代的测微仪: 位移自传感氦氖激光器

(系统 )

现有的电感、电容位移传感器都有原理上的

非线性。以电感测微仪为例 ,由于非线性的影响 ,

分辨率 0. 1μm的范围仅几微米。激光干涉仪性

能优良 ,但结构复杂 ,很昂贵。

在激光物理中 ,有一种现象 ,称之为“激光腔

长改变半个波长 ,激光频率移动一个纵模间隔” ,

而腔长的改变可由移动激光器的反射镜来实现。

我们也可以说“激光腔镜移动半个波长 ,激光器频

率移动一个纵模间隔”。这一现象可作为位移测量

的潜在基础 ,但自激光出现 30年来却未被成功利

用 ,关键是要找到判定位移方向的方法。通过对

“双折射双频激光器功率调谐特性:三稳态”可以

使梦成真。

以下是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的三稳态现象:

如果用压电陶瓷移动 1个双折射双频激光腔镜时

(腔长调谐 ) ,由于模竞争引入的抑制作用 ,激光出

光带宽将被分成 3个部分: o光区、 o光+ e光区、

e光区。如果用 1个渥拉斯顿棱镜 (或偏振分光

镜 )将 o光、 e光分开并照射到一个屏上的 2点 ,

在移动 1个激光腔镜时 ,可顺序看到屏上 1点被

照亮、 2点同时被照亮、另 1点被照亮 ,如此反复。

进一步实验证明 ,这 3个区域的宽度可以由激光

分裂的大小 (两频率之差 )控制 ,可以说激光器输

出了 3个稳态。

o光区和 e光区的产生是模竞争引起的。 在

腔调谐时 , e光先进入出光带宽 ,它占据了所有增

益。后进入增益带宽的 o光被抑制而不能振荡 ,直

到两光很接近增益线中心频率 ,总增益变大到足

够供给两频率振荡时 , o光才开始振荡。 而一旦 o

光振荡占据了一定增益 , e光功率立即下降。抑制

宽度可达到几百兆赫兹。

( 1)位移自传感 HeNe激光器方案　①在单

频 HeNe激光器内加入双折射元件 ,使激光频率

分裂 ,单频激光变成双频激光 ;②选择激光增益管

长度 (控制增益 )和激光腔长 (控制激光纵模间

隔 ) ,使出光带宽和纵模间隔之比为 3∶ 4;③选择

频率分裂大小 ,使出光带宽分为 3个宽度相等的

区域: o光振荡区、 o光和 e光共同振荡区、 e光振

荡区 ;④在一个激光反射镜由被测物推动产生位

移时 ,得到 4个宽度相等的区域: o光振荡区、 o光

和 e光共同振荡区、 e光振荡区、无光区域。 每个

区域对应反射镜移动 1 /8波长的位移 ,即 0. 079

μm,从而实现了位移测量 ;⑤判向可通过判断 4

个区间内光的不同偏振状态来实现。

( 2)位移自传感 HeNe激光器特点　由于位

移自传感 HeNe激光器的突出优点 ,它很可能在

相当程度上取代电感测微移。 位移自传感 HeNe

激光器特点如下: ①激光干涉仪利用干涉现象 ,以

波长作为位移测量的单位基准。而位移自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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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e激光器系统不使用干涉现象 ,是以“激光腔

镜移动半波长 ,激光频率移动一个纵模间隔”为工

作原理的。这类似于激光干涉仪中的“半波长位移

出现一个干涉条纹”。 因此 ,激光位移自传感器也

可作为计量标准使用。 ②激光器自身变成了位移

传感器 (由此我们叫它位移自传感 HeNe激光

器 ) ,不利用干涉现象 ,但以波长做尺子 ,比激光干

涉仪简单得多 ,造价低得多。③有较高的分辨率和

精度。 ④线性度好。因为“激光腔镜移动半波长 ,

频率移动一个纵模间隔”的规律在任何激光腔长

下都成立 ,在任何测量范围内都成立 ,它没有原理

上的非线性。 ⑤它不经 A /D转换即是数字输出 ,

易于和被测物体的加工控制机构结合。

2. 2　氦氖激光纳米位移自传感器 (系统 )

更进一步 ,将一支频率分裂亚微米精度的位

移传感激光器变成一支自传感的纳米精度的位移

测量激光器 ,但仍保有微米测量时的几毫米乃至

十几毫米的线性测量范围。

2. 3　频率分裂光学波片测量和溯源激光系统

使用双频激光技术 ,可制成具有自然属性的

波片计量基准。目前 ,长度已有波长做基准 ,时间

有原子钟做基准等 ,使用激光频率分裂技术 ,可以

证明 ,半波片分裂 1个纵模间隔 , 1 /4波片分裂半

个纵模间隔 ( 400 M Hz)。 读出时以赫兹为单位。

激光在光学谐振腔内振荡 ,放大输出。当在光

学谐振腔内放入双折射元件 (即位相板或波片 )

后 ,激光器内的振荡光束将包含 e光和 o光两种

成分 ,且两种光有不同的频率 ,频差可表示为

Δν= (ν/L )W ( 2)

式中 ,ν为激光中心频率 ; L为激光谐振腔长 ;W为

放入激光器内双折射元件的光程差。

我们称激光频率随光程差改变而改变的现象

为激光频率分裂。 当光程差由零变到非零的过程

中 , 1个纵模频率变成了 2个 ,而 2个频率的间隔

因光程差改变而改变。波片即为一双折射元件 ,其

光程差可从比例关系 ,由频率分裂的频差求得。

将镀增透膜的待测波片放在 HeNe激光谐振

腔内 ,则激光的 1个频率分裂成 2个 ,两频率具有

互相正交的偏振态 ,两频率之差由式 ( 2)给出。 激

光纵模间隔为

Δ= C /( 2L ) ( 3)

将式 ( 2)与式 ( 3)相除 ,得波片光程差为

W= Δνλ/( 2Δ ) ( 4)

式 ( 4)即作为波片测量的基本公式。由式 ( 4)

知 ,要测W,必须先测出Δν和 Δ。这里 ,在实际测量

中式 ( 4)的Δν/Δ应理解为频率分裂量被Δ除后的

小数部分。实际上 ,我们对波片的测量也仅需要这

一小数部分。如一个 1 /4波片厚度数毫米 ,但真正

有效的部分 ( 1 /4波片造成的光程差 )仅是一个波

片光程差被 1 /4波片厚度除后的余数。

如果使用标准 1 /4波片 ,即W= λ/4,代入式

( 4) ,有

Δν/Δ = λ/2

即波片频率分裂造成的间隔是激光纵模间隔的一

半。当 1 /4波片有误差时 ,即W≠λ/4,波片频率分

裂造成的间隔为偏离激光纵模间隔的一半 ,通过

测量 Δν及 Δ,可得W值。

用这样的仪器 ,我们可以标定双折射片 (包括

波片 ) ,再以这种双折射片作为传递标准 ,去标定

现有波片测量仪器。

2. 4　激光频率分裂纳米分辨率振动测量

把惯性系统与激光频率分裂技术结合在一

起 ,实现惯性系统纳米分辨率振动测量 ,主要思路

是在惯性系统上加一个双折射元件 ,使激光频率

分裂 ,分裂的大小正比于振幅瞬时值。

3　结束语

由于我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 ,留给我们从提

出原理、发展成实用技术并享有完全独立的知识

产权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所讨论的课题则具有这

样的性质。 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能够列

入新的计划 ,为我国的学术地位提高和科学技术

进步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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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nt roduced briefly that some ma jo r

concern questions in the r esea rch of super pr ecision

measuring technique and instr ument engineering .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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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se ma jo r concern questions rev ea ls the development

tr end o f super precision measuring techniqu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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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rdian kn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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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pro spectiv e precision inspec tion

techniques fo r advanced manufacture technolog y a 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y include: the measuring and

contr olling in the zer o defect production, vision

inspec tion tech no lo gy , a v a rie ty of measurement

methods, th e mea suring fo r the larg e size o r small size-

nanomete r, the tracing to the source fo 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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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 　 　 YIN Chunyong ( T s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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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rumentation science and tech no lo gy has

contributed marvelously to the pr ocess of human

cognizing the wo rld and engag ing in production and

constr uction. It is th e foundation of pro g ress i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 log y. This paper , by ana ly zing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 t faced the subject, pr esented

that high precision, high velo city , high r eso lution and high

integ ra tion ar e still focuses o f competitio n. Explo ring in

these resear ching ar ea s and breaking through in the

essential points will bring the oppor tunity of

development. Acco rding to the evo lution o 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d 8 developing t rends

w or thy o f paying a ttention: nanometer measurement

technolog y and system s, non-guide-rail coo rdinates

tr acking systems, super-precision non-touch probe, giga-

her tz sampling rate vir tual instrument with univ er sal

inter face, innovation equipment o f numerical cont 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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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 rferometer s will be o f highe r measurem ent speed,

higher accuracy and larg er m ea sur ement r ange. A type of

displacement sensing laser s will be produced with

advantag es of self - ca libr ation, w hich will be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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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instrument will be developed with 0. 01

second resolution in tens o f deg rees measurement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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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 racteristics and the r oles of

instr um enta tion and measurement science ar e discussed.

It has tw o major functions: as too ls to pursue research of

the physical w o rld and a s to ols to serv e the industries and

so a s to our daily life. Th e areas o f fur th er development

in the 21 centur y in the field of nano- metr olog y, micr o
- inst rumentation, sur face metro log y, and tolerance

technolog y a re examined and their applica tions a 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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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This pape r ha s introduc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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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 rticle puts fo rwa rd a new concept

called Intellig ent vir tual contro ls ( IVC ) , which can be

activ ated by measuring functions. This sma ll“ Intellig ent
measurement inst rument unit ( IM IU )” , ca rr ying with

func tions of instr ument, can be fo rmed as diffe rent kinds

o f Intellig ent Vir tua l Instr ument ( IV I) Through piece

to gethe r as building blocks and sequentially be display ed

dir ec tly on th e com puter scr een. This is a new concept of

measuring instr ument, and a lso an impo 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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