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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光纤通信及精密测量等领域，激光光源的频率噪声特性会极大的影响系统的性能，对激光频率噪

声的准确表征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基于频谱分析仪分析拍频信号的激光线宽测量方法受到激光器低频噪

声以及频谱仪扫描工作方式的限制，导致测量线宽加宽、误差较大，无法实现傅立叶极限分辨率的线宽测

量。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分辨及傅立叶变换测量激光线宽的方法，其分辨率仅受限于傅立叶极限。在

实验上通过时间分辨方法测量了半导体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的线宽，并与频谱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对

两种激光器不同积分时间下线宽测量证明，这种傅立叶极限线宽测量的方法相比于频谱分析的方法具有更

小的测量误差，通过时间分辨方法获取频谱信息具有实时采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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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s of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and precision measurement, the frequency noise 

characteristic of laser light source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Limited by the low frequency 

noise of the laser and the working way of sweeping RF spectrum analyzer, the traditional laser linewidth 

measurement method can’t achieve the Fourier limit resolution, which will widen the measurement linewidth and 

increase the measurement error. In this paper, a method of measuring laser linewidth at Fourier limit based on time-

resolved method and Fourier transform is presented. By comparing the measurement linewidths of fiber 

(semiconductor) lasers of the time-resolved method and traditional RF spectrum method, it is proved that this time-

resolved method of Fourier limit resolution has smaller measurement error than that of RF spectrum analyzer,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pectrum information by time-resolved metho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al-tim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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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窄线宽激光器因其具有极好的单色性，在超高精度和超远距离激光测距
[1]
、光纤传感

[2]
、

卫星及光纤通信
[3]
、精密测量

[4]
、精密光谱

[5]
等领域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激光器的噪声特

性将会显著影响系统的性能，而低噪声电源的发展使得现在商用激光器的强度噪声接近散粒

噪声极限
[6]
。与之相比，激光器的频率稳定性相对较差，所以其频率噪声特性成为了衡量激

光器优劣最重要的性能指标。因此研究不同积分时间下的激光频率噪声特性，以表征光源噪

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7]
。 

常用的表征激光器频率噪声特性的方法主要有激光器频率噪声谱密度
[8]
、阿伦方差

[9]
以

及激光器线宽
[10]

。其中，激光线宽能够直观反映激光器频率噪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11]

，准确

测量不同积分时间下的激光线宽，便可以精确预计在一定测量时间下激光器频率噪声对探测

系统性能的影响。为了实现激光线宽的测量，首先需要将未知激光的频率信息转化为电子学

器件可测量的频率信号。目前激光线宽测量的主要方法有延时自外差法
[12-13]

以及差拍测量法

[14-15]
，其中延时自外差法测量较窄的激光线宽时，需要较长的延时光纤，其通常适用的线宽

测量的范围在 kHz量级
[16-17]

。而使用差拍测量的方法则需要将未知的激光器与噪声相对更小

的参考激光器拍频，理论上最小的线宽测量极限取决于参考激光器的线宽，是目前针对窄线

宽激光器主要的线宽测量方法。 

在传统的测量手段中，参考激光与被测激光的拍频信号由频谱分析仪（Spectrum 

Analyzer, SA）进行采集并分析，进而获得激光线宽。频谱分析仪的扫描工作方式导致其单

次测量时间远大于由分辨率带宽决定的积分时间，因此在单次测量过程中，会受到积分时间

以外的激光频率噪声影响，从而降低了频谱测量的精度。另外，在实际测量中，往往会通过

平均的方式减小测量误差。但是多次平均使得测量时间进一步增加，导致激光器低频噪声对

测量结果的影响更加严重。由于上述原因，使用频谱分析仪对拍频信号进行分析，往往无法

做到傅立叶极限
[18]

的频谱分辨能力。 

时间间隔分析仪(Time Interval Analyzer，TIA)可以以皮秒量级的精度实时采集并记

录信号到达的时间，这种高精度时间分辨测量方法包含了信号的频率信息，可以通过傅立叶

变换进行提取
[19]

。通过时间分辨测量方法结合傅立叶变换获取频谱信息具有实时采集的特

点，有效地避免了因频谱仪扫描方式所引入的积分时间外噪声的影响。本文中，我们通过使

用时间分辨方法测量了光纤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在不同积分时间下的线宽，并与传统频谱

仪测量的方法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基于时间分辨方法的线宽测量分辨率仅受限于傅立



叶极限，获得的线宽更接近标称线宽，并具有更小的误差。 

 

2 实验原理 

频谱分析仪与时间分辨方法分析拍频信号原理 

由于频谱仪的扫描工作方式，其扫描时间 sweepT 由以下公式确定 

2sweep
fT

B
∆

=  

其中 f∆ 为频率测量范围， B 为分辨率带宽。为完成完整的频谱测量， f∆ 通常比 B 大一个

量级以上，因此频谱仪的单次测量时间远大于达到傅里叶极限分辨率所需的测量时间

1.77fT B= 。此时，在使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测量时，积分时间以外的激光器频率噪声将

会极大的影响频谱仪测量的确定积分时间下线宽的准确性，使其无法达到傅立叶极限的频

率分辨能力。 

 
图 1 时间分辨方法测量激光线宽原理图 

Fig. 1 The schematic of laser linewidth measurement based on time-resolved method. 

图 1 展示了基于时间分辨方法测量激光线宽原理示意图。如图 1 中所示，总测量时间

为 T，单次测量积分时间τ 下，TIA 长时间（T ≫ τ）实时记录拍频信号上升沿穿过阈值电

平的时刻 kjt ，所获的时域信号为原始数据。之后，按照积分时间τ ，从原始数据中选出 n

段子样本,每个样本点包含 tm τ= 个数据点，并依次将每个样本进行傅立叶变换获取积分

时间τ 下的拍频信号的频谱图。其中傅立叶变换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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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频谱图之后，对其进行中心频率归零，以移除积分时间以外的频率漂移对线宽测量

的影响。最后对频谱图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将 n 个子样本频谱图平均以减小误差。在实际

实验中，为了可以和频谱测量的结果同等比较，平均的次数 n 设置为 10 次。时间分辨方法

保证了单次频谱测量时间和积分时间相同，可以实现傅立叶极限分辨率的线宽测量。 

 

3 实验装置 

 
图 2 基于时间分辨方法的傅里叶极限分辨率激光线宽测量实验装置图。a. 拍频测量实验装置。b. 10Hz

量级线宽相干光场产生光路。c. 光纤激光器光路。DL pro：半导体激光器，PZT：压电陶瓷，PM OI：保

偏光隔离器；CP1、CP2：（1×2，50:50）保偏光纤分束器，CP3：（2×2，50:50）保偏光纤分束器，EOM：

保偏电光相位调制器，PM CIR：保偏光纤环形器，PD：光电探测器，DBM：双平衡混频器，PID：比例积分

微分控制器，M：PID 主输出，A：PID 辅助输出，VCO：压控振荡器，RPD：阻性电子学功率分束器，Power 

AMP：射频功率放大器，ULE Cavity：超低热膨胀材料 FP 腔（超稳腔），FG：函数发生器，Fiber Laser：

光纤激光器，LP：低通滤波器，REF Cavity：参考 FP 腔，BD：平衡探测器，AMP：射频运算放大器，

TIA：时间间隔分析仪，SA：频谱分析仪 

Fig. 2 Experiment setup. DL pro: diode laser, PZT: piezoelectric transducer, PM OI: polarization-maintaining fiber 

isolator, CP1, CP2: (1×2 50:50)polarization-maintaining fiber coupler, CP3: (2×2 50:50) polarization-maintaining 

fiber coupler, EOM: polarization-maintaining electro-optic phase modulator, PM CIR: polarization-maintaining 

fiber circulator, PD: photodetector, DBM: double-balanced mixer, PID: proportion–integration–differentiation 

controller, M: PID main servo output, A: PID auxiliary servo output, VCO: 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 RPD: 

resistive electronic power splitter, Power AMP: RF power amplifier, ULE Cavity: ultra-low thermal expansion 

material FP cavity, FG: function generator, LP: low-pass filter, REF Cavity: reference cavity, BD: balanced detector, 

AMP: RF operational amplifier, TIA: time interval analyzer, SA: spectrum analyzer. 

图 2 为基于时间分辨方法线宽测量的实验装置示意图。实验中，我们分别使用传统频谱



分析仪和运行在时间分辨模式下的 TIA 对拍频信号进行了采集、处理，以获得待测激光器

的线宽，从而对两种方法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为了全面的展示两种测量线宽方法的特征，

待表征的激光器分为两种，分别为光纤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他们的线宽由其自身与另外

一束锁定在超稳腔的窄线宽激光（线宽约为 18 Hz）拍频获得。 

半导体激光器输出的激光经过保偏光纤光隔离器，从而防止反射激光影响激光器输出模

式。激光经过光隔离后，通过保偏分束器（CP1）分为两束，其中一束作为待测线宽的半导

体激光器光源（ diodeL ）；另外一束使用外调制稳频技术锁定到超稳腔的共振频率上，从而降

低其频率噪声，获得 10 Hz 量级线宽（受限于腔体的热噪声）的相干光场[20]，作为参考光

（ refL ）用于和半导体激光器以及光纤激光器进行拍频。 

refL 具体产生方法如图 2 中 b 部分所示：经过 CP1 的一束激光由保偏光纤 EOM 产生调

制边带。该 EOM 边带的调制信号包含两部分，分别为由一个高调谐带宽的 VCO 产生的约

150 MHz 正弦信号以及由函数发生器提供的 30 MHz 正弦信号。两个信号通过阻性电子学功

率分束器合束，并经由功率放大器放大后输出到EOM调制端口，从而获得合适的调制深度，

以使一阶边带最强。EOM 调制产生的 150 MHz 边带将与超稳腔共振，产生 refL ，而 30 MHz

边带则用于产生 PDH 鉴频信号[21]，以实现 150 MHz 边带相对于超稳腔的锁定。EOM 输出

的激光经过保偏环形器注入到超稳腔中，反射光场经由环形器导入到光电探测器中进行探

测。光电探测器的输出输入到双平衡混频器的 RF 端口，以 30 MHz 为基频进行解调以获取

PDH 鉴频信号，并将该信号输入到 PID 中，通过 PID 进行反馈控制以抑制激光器噪声。PID

具有两路输出，其中主输出反馈到 VCO 的电压调节端口(Vtune)以通过 EOM 实现高带宽

(>MHz)的噪声抑制，使得经过 EOM 之后，与腔共振的 150 MHz 激光边带具有 10 Hz 量级

的较窄线宽。经过超稳腔选模后，滤去主峰和另外一个边带频率的激光，便可获得窄线宽的

refL 。PID 的辅助输出以较小的反馈带宽(10 Hz)作用在半导体激光器的压电陶瓷上,用来抑

制激光器缓慢而幅度较大的漂移,以实现稳定的锁定。由于反馈到半导体激光器压电陶瓷的

反馈带宽较小，因此该反馈对 diodeL 的噪声特性影响可以忽略， diodeL 基本保持了自身的噪声

特性。实验中用到的超稳腔，其中心波长为 1550 nm，线宽约为 41 kHz，放置于真空度为

810− mbar 的真空腔室中以减小空气折射率改变对腔共振频率的影响，温度控制在其零膨胀

温度（38.68 0C ）以减小热噪声对频率的影响。 



图 2 中 c 部分为用于拍频的光纤激光器光路，为了减小光纤激光器波长长时间漂移，以

保证拍频信号频率较为稳定，实验中通过与半导体激光器相同的 PDH 反馈回路将光纤激光

器锁定到了参考 FP 腔上。同时为了尽可能不影响光纤激光器自身噪声特性，反馈回路的带

宽通过低通滤波限制在 3 Hz 以下。实验中使用到的参考 FP 腔线宽约为 2 MHz，处在常温

常压环境中。经过处理后的 diodeL 和光纤激光器光源（ fiberL ）依次分别输入到 CP3 的同一端

口中，与从另一端口输入的 refL 拍频，分束器的两个输出端口分别输入到平衡探测器的两个

探测窗口，以抑制额外噪声，提高拍频信噪比。平衡探测器输出经过双平衡混频器混频到 20 

MHz，并经过以 20 MHz 为中心频率的带通滤波器（未在图中体现）滤波，经过运算放大器

放大到合适幅值，输入到 TIA 以及 SA 中进行分析。使用频谱仪采集拍频信号时，频谱仪分

别设置不同的分辨率带宽，从而设置单次测量积分时间。单个频谱数据经过谱仪十次平均，

线宽信息直接从频谱数据中读取-3 dB 宽度获得。使用 TIA 进行测量时,TIA 触发阈值设置为

0 V，触发方式为上升沿触发，从而记录拍频信号每次以上升沿穿过零点的时间信息，测得

的数据经过后期处理获得线宽信息。 

 

4 结果与分析 

 

 
图 3 频谱仪测量、时间分辨测量方法分别测量半导体、光纤激光器线宽实验结果图 



Fig. 1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linewidth of diode laser and fiber laser based on time-resolved method and 

spectrum analyzer method. 

图 3 展示了使用频谱仪测量、时间分辨测量方法分别对半导体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在

不同积分时间下线宽测量的结果。每个积分时间下进行了十次测量并进行统计，以获得测量

的误差分布。实验中使用的半导体激光器（Toptica Photonics, DL Pro）标称线宽小于 100 kHz，

光纤激光器（Orbits Lightwave, Model ETH）在 0.4 ms 积分时间下，根据频率噪声谱密度理

论估算线宽约为 1 kHz。实验中，我们研究了从 0.00156 ms 到 102.4 ms 范围内，以两倍为步

长，不同单次采集积分时间下频谱仪测量与时间分辨测量获得的激光线宽测量结果。实验结

果表明，随着积分时间由小到大，两种方法测量的线宽都具有由大变小再变大的趋势，分别

受限于傅立叶极限以及激光器逐渐增加的低频噪声[22-23]。从半导体激光器的实验结果来看，

在积分时间较短时（<0.01 ms）两种测量方法均受限于傅立叶极限（红色虚线）。在 0.01 ms

到 0.04 ms 的范围内，使用频谱仪的测量结果（深灰色虚线）明显大于傅立叶极限，而时间

分辨测量方法的结果（灰色实线）依旧受限于傅立叶极限。这主要由于使用频谱仪进行测量

时，其工作方式为扫描式测量，因此单次测量时间远大于由分辨率带宽所决定的积分时间，

积分时间外的激光器低频噪声对测量结果产生了影响。而时间分辨测量方法的实时测量的工

作原理保证了它可以完全免疫积分时间外的低频噪声影响，从而实现傅立叶极限分辨率的线

宽测量。在 0.04 ms 到 70 ms 积分时间范围内，时间分辨测量方法偏离傅立叶极限，这是由

于积分时间以内的激光器低频噪声已经大于了傅立叶极限分辨率，测量结果受到了激光器自

身线宽的影响。此时频谱测量的方法由于受到了积分时间以外的激光器噪声影响，其测量结

果大于时间分辨方法的测量结果。在 70 ms 以上的积分时间下，频谱仪和时间分辨方法的测

量结果基本相同，这是由于在更长的时间下，激光器自身的频率漂移逐渐收敛于最大值，积

分时间增加对线宽测量的影响逐渐减小，从而频谱测量受到积分时间外的影响减小。从测量

结果的误差可以看出，在 0.01 ms 到 70 ms 范围内半导体激光器由于受到积分时间外低频噪

声的随机影响，测量结果具有较大的误差，而时间分辨测量方法则具有更高的精确度。在所

有积分时间下，半导体激光器的线宽测量结果均小于 100 kHz，满足其标称线宽的要求。光

纤激光器的测量结果也展现出了与半导体激光器相同的趋势。由于光纤激光器噪声较小，频

谱测量方法的结果（深蓝色虚线）偏离傅立叶极限的积分时间（>0.07 ms）相较于半导体激

光器（0.01 ms）向长时间移动，同时两种方法不再产生区别的积分时间（<10 ms）向短积分

时间移动。从时间分辨测量结果（蓝色实线）中可以看出，在 0.4 ms 积分时间下，光纤激光

器线宽约为 2 kHz，接近于其理论估算线宽，而频谱测量的方法获得的线宽（6 kHz）则远大



于标称线宽。综上所述，在使用时间分别的方法进行激光器线宽测量时，在任意积分时间下，

其分辨率仅受限于傅立叶极限。从图 3 中十次实验结果统计获得的标准差（误差条）可以看

出，该方法具有更小的测量误差（小于 8%）。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傅里叶极限分辨率的线宽测量方法。实验中通过使用该方法对半导体激

光器以及光纤激光器在不同积分时间下分别进行了线宽测量，并与传统频谱仪测量结果进行

比较。实验结果证明，使用时间分辨方法测量激光线宽时其测量结果仅受限于傅立叶极限，

其测量精度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测量误差小于 8%）。该方法可以准确表征在确定积分时间

下的激光器线宽，从而可以精确估计激光器噪声在实际测量时间内对信号的影响，在基于单

频激光器的精密测量、精密光谱、激光通信等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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