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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脉冲激光抽运、微波分立场共振和自由感应微波辐射或者光吸收检测方案（ＰＯＰ）的铷原子钟进行

了理论和实验研究。理论研究表明，ＰＯＰ原子钟，可以消除光频移，有效地减小腔牵引频移，从而有利于提高

原子钟的稳定度；且微波脉冲面积为π／２时，微波Ｒａｍｓｅｙ条纹的线宽为传统Ｒａｍｓｅｙ条纹的一半，从而提高

了原子品质因数。实验获得了ＰＯＰ铷原子钟的原子自感应微波辐射Ｒａｍｓｅｙ信号和光学Ｒａｍｓｅｙ信号，线宽

分别为６５Ｈｚ和１５０Ｈｚ左右；实现了原子钟原理样机的闭环锁定，短期稳定度１．２×１０－１２τ－１
／２（τ＝１０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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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原子钟是引力波测试、基本物理常数

测定（如原子精细结构常数、里德堡常数）和物理

理论（如量子电动力学、相对论等）检验的必要精

密测量工具［１，２，３］。铷原子钟具有功耗低、体积

小、重量轻、寿命长、可靠性高等特点［４５］。影响传

统铷原子钟稳定度的主要因素有光频移、微波腔

牵引频移和光电探测噪声。其中，光抽运铷钟的

光频移为１０－１０量级，被认为是目前限制光抽运铷

原子钟稳定度最主要的因素之一［６１０］。腔牵引频

移是由微波腔谐振频率与原子跃迁频率间的失谐

引起的，主要诱因是温度的变化［１１］。传统铷原子

钟采用光电探测方法，应用铷灯抽运光作为检测

光，有相对较强的抽运光背景，信噪比低，且铷灯

抽运光功率噪声较大，影响了原子钟短期稳定度。

采用光抽运、微波共振及钟跃迁探测３者在

时间上相互分离的方案可以很好解决上述限制传

统铷钟稳定度提高的３个主要问题。

脉冲光抽运（ｐｕｌｓ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ｐｕｍｐｅｄ，ＰＯＰ）

思想首先由Ａｌｌｅｙ
［１２］在１９６０年提出，后来在１９６４

年，Ａｒｄｉｔｉ和Ｃａｒｖｅｒ
［１３］将其引入原子钟领域。原

子与微波相互作用时，没有抽运光场的存在，原子

为二能级系统，理论上可消除原子钟的光频

移［１４］，提高原子钟的中长期稳定度。由于技术的

原因，这一思想并未取得好的实验结果而被搁置。

近年意大利国家计量科学研究院（ＩＮＲＩＭ）在欧

洲空间局（ＥＳＡ）资助下，开展了ＰＯＰＲｂ
［１５１８］原

子钟研制工作。

１　实验装置

整体实验装置分为以下３大部分（图１）：

① 光学部分；② 物理部分；③ 电子线路部分。

图１　ＰＯＰ铷原子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ｏｆＰＯＰ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经饱和吸收稳频的外腔半导体激光器（波长

７９５ｎｍ，线宽＜１ＭＨｚ），频率锁定到
８７Ｒｂ原子的

２犛１／２，犉＝２－２犘１／２，犉＝１跃迁频率上。输出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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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过声光调制器 ＡＯＭ 后，产生的脉冲入射到

原子钟的物理部分，实现脉冲激光对８７Ｒｂ原子的

抽运。驱动ＡＯＭ的脉冲射频信号的宽度为光抽

运时间狋狆，其频率值可用于调节抽运光的失谐量，

实验中 ＡＯＭ 将入射激光红移１６０ＭＨｚ。物理

部分中，石英铷泡介质损耗小，充有缓冲气体放置

在温控和磁屏蔽的微波腔（谐振频率为６．８ＧＨｚ，

工作模式 ＴＥ０１１）内。所需的静磁场由绕在微波

腔外的螺线管产生，为２０ｍＧ左右。晶振的１０

ＭＨｚ信号经频率倍频综合器产生６．８ＧＨｚ的微

波激励信号，经环型耦合器馈入微波腔中。该信号

的强度受ＡＭ方波信号调制，其频率受ＦＭ方波信

号调制。与微波作用后，原子辐射的自由感应衰变

信号或光吸收信号经低噪声放大器及外差探测器

后，与ＦＭ方波信号在ｌｏｃｋｉｎ系统中形成误差信

号，再经数字频率伺服单元控制晶振频率。

在本方案中，原子钟是按时序周期运行的，其

时序结构如图２所示。上述的整个时序由单片机

同步分路控制得到。在一个周期犜犆内，抽运激光

脉冲结束时，基态犉＝２的铷原子被抽运到犉＝１

的三个塞曼子能级上。在第二个微波脉冲激励

后，原子辐射的自感应衰变信号或吸收光信号在

探测窗口开启时被探测。

图２　ＰＯＰ原子钟工作时序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ＰＯＰ

２　实验进展

２．１　理论分析

在我们的实验中，原子气体温度为６５℃～

７５℃，缓冲气体Ａｒ和Ｎ２气的气压比为１∶１．５，

总的气压为２４．５Ｔｏｒｒ。结合实验情况对ＰＯＰ铷

原子钟特性和物理量对原子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

计算和数值模拟。

１）不同微波脉冲面积时，原子自感应微波辐

射信号Ｒａｍｓｅｙ条纹。

以原子的三能级系统为模型，考虑原子系统

的实际光学长度，采用旋转波近似，以文献［１５，

１８］表示原子系统演化的密度矩阵方程组为出发

点，得到原子自感应微波辐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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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狋、犜 为图２中所标注的微波脉冲时间和

Ｒａｍｓｅｙ时间；犫犲 为探寻微波的Ｒａｂｉ频率；Ω狌 为

微波相对于原子共振频率的失谐；γ１ 为基态两超

精细能级的原子数差衰减率，γ２ 为基态两超精细

能级间的相干衰减率；δ犻 表示原子系统基态两能

级相干的虚部，δ狉表示实部；ξ＝ 犫２犲＋Ω
２

槡 狌，θ＝犫犲狋。

对不同微波脉冲面积时的Ｒａｍｓｅｙ条纹进行

了理论模拟，模拟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原子自感应微波辐射信号强度与微波

失谐的关系，即Ｒａｍｓｅｙ条纹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ＲａｍｓｅｙＦｒｉ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Ｄｏｍａｉｎ（Ｆｒｅ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ａｙＳｉｇｎａｌ）

从上述理论结果可以看出，当微波脉冲面积

为π／２时，在原子中心频率处，原子自感应微波辐

射Ｒａｍｓｅｙ信号的线宽为 Δν＝１／４犜，为传统

Ｒａｍｓｅｙ条纹线宽的１／２，原子的品质因子（犙＝

ω０

Δν
）提高了一倍，从而提高了原子钟的短期稳定

度。且当Ｒａｍｓｅｙ微波脉冲面积为π／２时，整个

Ｒａｍｓｅｙ条纹的幅度较大，而且中间Ｒａｂｉ振荡的

幅度与两侧两个Ｒａｂｉ振荡的比例也不同。该理

论计算可用于指导实验，便于在实验中寻找合适

的微波脉冲功率，其次可以通过调节两个 Ｒａｍ

ｓｅｙ微波脉冲的时间间隔犜而灵活地改变原子钟

的线宽，进而提高原子钟的稳定度。

２）微波脉冲面积为π／２时，各物理参量对原

子钟影响的理论研究。

７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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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频移研究

考虑微波腔对原子系统反馈及原子系统光学

长度的条件下，理论计算了脉冲激光参量与光频

移量及钟跃迁信号强度的关系。在铷原子钟中，

缓冲气体导致铷原子的光学吸收谱线宽从 ＭＨｚ

量级展宽到ＧＨｚ量级，而实验中所用的半导体激

光器的线宽在百ｋＨｚ量级，所以抽运激光的线宽

和频率失谐对抽运效率和原子钟的影响非常小，

可以忽略。但是抽运激光的强度即抽运率，起到

消除上个相邻周期剩余原子相干的作用，对原子

钟输出信号的强度以及原子钟的中心频率有较大

的影响。

原子中心频率与激光抽运率的关系为［１８］：

Δν
ν狌狌′

＝
２ε
π犙犪

（２Δ０
Γ

－
Γ
２ω狌狌′

）Γ狆狋狆

１＋ｃｏｓ犺［γ犜犮＋Γ狆狋狆］
（２）

第一个微波脉冲后的原子自感应微波强度与抽运

激光抽运率表达式为：

δ
２
＝ －

１

２
ｓｉｎ［θ］（犲

狋犘
（－γ－Γ

狆
）
－
（１－犲

狋犘
（－γ－Γ

狆
））

γ＋Γ狆（ ））
２

（３）

式中，Γ为激发态的衰减率；γ为基态的衰减率；

犙犪为原子品质因数；Δ０ 为激光失谐；Γ犘 为激光抽

运率；ε为微波脉冲偏离π／２的微扰。

理论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ａ）表明，激

光功率越大，微波信号的强度越大，但是到了一定

的激光强度后，微波信号的强度达到饱和；图（ｂ）

说明，激光功率带来的剩余光频移在１０－１３量级，

比传统铷原子钟小３个量级，因而在ＰＯＰ铷原子

钟中，可以忽略剩余光频移。犜犆＝３．５×１０
－３狊，γ

＝１０００ｓ－１，狋狆＝２．６×１０
－３狊，θ＝π／２，Δ０＝０，ε＝

－０．０６，犙犪＝１．０×１０
８，Γ＝１×１０

９ Ｈｚ，ω狌狌′＝

６．８×１０９ＧＨｚ。

图４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② 微波腔牵引频移

理论研究微波腔失谐、微波脉冲面积与腔牵

引频移的关系，给出微波脉冲面积以及微波腔失

谐范围的要求。在Ｒａｍｓｅｙ微波脉冲间隔时间犜

内，由微波腔反馈引起的腔牵引效应可以表示

为［１８］：

Δω
ω
＝－２犙犔

Δω犆

ω
２犜
ｌｏｇ［ｃｏｓ犺［犽′（１－犲－γ

犜）］＋

ｃｏｓ［θ］ｓｉｎ犺［犽′（１－犲－γ
犜）］］

（４）

零腔牵引频移时，微波脉冲面积与Ｒａｍｓｅｙ周期

犜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１８］：

θ＝
Ａｒｃｃｏｓ［ｔａｎｈ［犽′（１－犲－γ

犜）／２］］

π／２
（５）

　　模拟计算结果如图５所示。从图５（ａ）可以

看出，不同腔反馈条件下，当微波脉冲面积接近

π／２时，腔牵引频移最小。图５（ｂ）为零腔牵引频

移时，微波脉冲面积与Ｒａｍｓｅｙ周期的关系，当腔

的反馈系数越大，在一定的周期下，微波脉冲面积

越偏离π／２；在一定的微波腔反馈系数时，Ｒａｍ

ｓｅｙ周期越长，微波脉冲面积越偏离π／２。对微波

腔失谐引起腔牵引频移理论分析表明，为了获得

１０－１４量级的中长期稳定度，微波腔的失谐需要控

制在±１００Ｈｚ的范围内。

图５　实际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２．２　实验结果

图６是在谱仪上观测到的ＰＯＰ铷原子钟微

波腔输出的原子自感应衰变微波信号，第二个周

期的光脉冲使微波辐射信号减小了约６ｄＢ，可以

有效消除第一个周期残留的原子相干。图中两个

微波脉冲之间的衰减是由铷原子与缓冲气体的碰

撞以及辐射衰减引起的。放大３０ｄＢ后，最大输

出功率为－８１ｄＢｍ，与国外相比差２０ｄＢ，信噪比

为１５０左右。

图７（ａ）是测量到的微波Ｒａｍｓｅｙ条纹，即微

波频率在原子钟中心频率附近扫描时，原子钟的

微波输出功率的变化。微波脉冲面积为π／２，

Ｒａｍｓｅｙ微波信号的原子谱线线宽接近８５Ｈｚ，对

应的原子品质因数犙犪＝８．０×１０７，Ｒａｍｓｅｙ时间

犜＝２．５ｍｓ，原子钟的中心频率为６．８３４６８１６５５

ＧＨｚ，铷泡温度为６５℃。在原子钟锁频实验中，

为了提高短期稳定度，Ｒａｍｓｅｙ时间犜＝３．５ｍｓ，

８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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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谱线线宽为６５Ｈｚ。

图７（ｂ）是当微波脉冲面积为π／２０时的微波

Ｒａｍｓｅｙ信号，Ｒａｍｓｅｙ时间犜为３．５ｍｓ，中心线

宽为１３０Ｈｚ，中心频率处的微波辐射信号强度最

大；而当微波脉冲面积为π／２时，中心频率处的微

波辐射信号强度最小。图８为光吸收信号的

Ｒａｍｓｅｙ图形，中心线宽为１５０Ｈｚ，Ｒａｍｓｅｙ时间

犜为３．５８ｍｓ。

　　

图６　原子自感应微波信号

Ｆｉｇ．６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Ｆｒｅ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ａｙ

　 　　

图７　Ｒａｍｓｅｙ微波信号

Ｆｉｇ．７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ｍｓｅｙＦｒｉｎｇｅ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笔者改用自行研制的外差微波接收机和频率

综合器，利用微波探测的方法，实现了原子钟桌面

系统的闭环锁定。用Ｓｙｍｅｔｒｉｃｏｍ５１２５Ａ对锁定

后的１０ＭＨｚ信号与氢钟进行比对，锁定后的短

期频率稳定度如图９所示，１ｓ稳定度１．２×

１０－１２，１００ｓ稳定度为１．１×１０－１３，与意大利国家

计量研究院的短期稳定度相当，目前在改善原子

钟的中长期稳定度。

图８　当θ＝犫犲狋＝π／２时，Ｒａｍｓｅｙ光吸收信号

Ｆｉｇ．８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ｍｓｅｙＦｒｉｎｇｅｓ

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ｏｍａｉｎθ＝π／２

图９　ＰＯＰ原子钟的频率稳定度

Ｆｉｇ．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Ｃｌｏｃｋ

３　结　语

本文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ＰＯＰ

铷原子钟在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在

实验中获得了原子自感应微波辐射和光吸收信号

的Ｒａｍｓｅｙ条纹，在微波脉冲面积为π／２时，原子

自感应微波辐射信号的线宽为１／４犜，为传统

Ｒａｍｓｅｙ条纹１／２犜的一半，提高了原子的品质因

数，与理论相符。对剩余光频移和腔牵引频移进

行了理论计算，比传统铷原子钟小３个量级。实

现了ＰＯＰ铷原子钟桌面系统的闭环锁定，锁定后

的短期稳定度为１．２×１０－１２。目前正在优化系

统，期望得到较好的长期稳定度，同时进行原子钟

的小型化设计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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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ｕｌｓ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ｐｕｍｐ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ｈｉｆｔ；ｃａｖｉｔｙｐｕｌｌｉｎｇｓｈｉｆｔ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ＤＵＺｈｉｊｉ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Ｐ８７Ｒ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ａｉｌ：ｄｕｚｊ＠ｎｔｓｃ．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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