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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

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与方法，在金刚石NV色心的

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的主光束中分出一束光，使

用声光调制器和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构成闭

环反馈系统，实现激光器功率稳定。本系统由激

光器、偏振分光棱镜、声光调制器、光电探测器、

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信号发生器和金刚石NV

色心的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组成，避免在金刚石

NV色心的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的主光路中引入

复杂光路，设备原理简单，体积小，光路稳定性

高，系统噪声低，受实验环境影响小，调节操作简

单，大幅提升金刚石NV色心的激光激发与荧光检

测系统的激光稳定性，进而提升NV色心系综传感

测量装置的灵敏度，且有助于装置实现小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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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激光器

（1）、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脉冲调制单元和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

所述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包括二向色镜（20）、变焦物镜（21）、金刚

石样品（22）、滤光片（25）和第二光电探测器（26）；

所述激光器产生的激光经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行功率稳定后，再经脉冲调制单元实现

激光的脉冲控制；经过功率稳定和脉冲控制的激光通过二向色镜（20）反射至变焦物镜

（21），经过变焦物镜（21）聚焦至金刚石样品（22）上，所述金刚石样品（22）的NV色心电子自

旋系综经过激光激发后发出荧光，所述荧光依次经过变焦物镜（21）、二向色镜（20）、滤光片

（25）至第二光电探测器（2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激光功率稳定单元包括光电隔离器（2）、1/2波片（3）、偏振分光棱镜（4）、第一

声光调制器（5）、第一孔径光阑（6）、1/4波片（7）、第一平凸透镜（8）、第一反射镜（9）、第二孔

径光阑（10）、分束镜（11）、第二平凸透镜（12）、第一光电探测器（13）、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器（14）、第一声光调制器驱动器（15）和信号发生器（27）；

所述激光器产生的激光进入激光功率稳定单元后，依次经过光电隔离器（2）、1/2波片

（3）、偏振分光棱镜（4）得到第一透射光和第一反射光，所述第一透射光经过第一声光调制

器（5）后发生衍射，得到0级和1级衍射光，所述0级衍射光被第一孔径光阑（6）阻挡，所述1级

衍射光经过第一孔径光阑（6）、1/4波片（7）、第一平凸透镜（8）至第一反射镜（9）后沿原路返

回，依次经过第一平凸透镜（8）、1/4波片（7）、第一孔径光阑（6）后回到第一声光调制器（5）

进行二次调制，二次调制后的激光经过经过偏振分光棱镜（4）得到第二透射光和第二反射

光，所述第二反射光经过分束镜（11）分束后得到第三透射光和第三反射光，所述第三透射

光经第二平凸透镜（12）会聚到第一光电探测器（13）；所述第三反射光离开激光功率稳定单

元进入脉冲调制单元；

所述第一声光调制器驱动器（15）与第一声光调制器（5）之间电性连接，用于调控第一

声光调制器（5）；所述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14）分别与第一光电探测器（13）、第一声光调

制器驱动器（15）相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脉冲调制单元包括第三平凸透镜（16）、第二声光调制器（17）、第四平凸透镜

（18）和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28）；

所述第三反射光离开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入脉冲调制单元后，经过第三平凸透镜（16）

至第二声光调制器（17）后发生衍射得到衍射光，所述衍射光经过第四平凸透镜（18）后离开

脉冲调制单元进入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

所述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28）与第二声光调制器（17）之间电性连接，用于调控第二

声光调制器（17）。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信号发生器（27），所述信号发生器（27）分别与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14）、

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28）之间电性连接，用于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及脉冲调制提供

波形。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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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所述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内还包括第三孔径光阑（19），所述第

三孔径光阑（19）位于二向色镜（20）之前，用于筛选经过第四平凸透镜（18）的衍射光。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内还包括第二反射镜（23）和第四孔径

光阑（24），所述第二反射镜（23）和第四孔径光阑（24）位于二向色镜（20）与滤光片（25）之

间，所述荧光经过二向色镜（20）后，再依次经过第二反射镜（23）、第四孔径光阑（24）滤光片

（25）至第二光电探测器（26）。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还包括光档（29），所述光档（29）位于第一反射光的光路上。

8.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

骤：

S1、激光器（1）产生的激光进入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行功率稳定；

S2、经过功率稳定后的激光进入脉冲调制单元进行脉冲控制；

S3、经过脉冲控制后的激光通过二向色镜（20）反射至变焦物镜（21），经过变焦物镜

（21）聚焦至金刚石样品（22）上；

S4、金刚石样品（22）的NV色心电子自旋系综经过激光激发后发出荧光，荧光依次经过

变焦物镜（21）、二向色镜（20）、滤光片（25）至第二光电探测器（26），在第二光电探测器（26）

上得到荧光检测电压信号，实现NV色心系综传感测量。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1具体包括如下子步骤：

S11、激光器（1）产生的激光经过光电隔离器（2）后，通过1/2波片（3）和偏振分光棱镜

（4）获得线偏振光；

S12、线偏振光通过偏振分光棱镜（4）得到第一透射光和第一反射光；

S13、第一透射光通过处于工作状态的第一声光调制器（5）后发生衍射，被分为0级和1

级衍射光；

S14、1级衍射光通过1/4波片（7）后经第一平凸透镜（8）会聚，将激光会聚到第一反射镜

（9）上并沿原路返回到第一声光调制器（5）进行二次声光调制；

S15、二次声光调制后的激光经过经过偏振分光棱镜（4）得到第二透射光和第二反射

光；

S16、第二反射光经过分束镜（11）分束后得到第三透射光和第三反射光；

S17、所述第三透射光经第二平凸透镜（12）会聚到第一光电探测器（13）；将激光信号转

化为电压信号并输入到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14）中，通过实时反馈控制第一声光调制器

驱动器（15）输出功率实现1级衍射光功率的实时精准调控，进而得到稳定功率的激光输出；

S18、第三反射光离开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入脉冲调制单元。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2具体包括如下子步骤：

S21、经过功率稳定后的激光进入脉冲调制单元后经过第三平凸透镜（16）至第二声光

调制器（17）后发生衍射得到衍射光；

S22、通过调控信号发生器（27）输出到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28）的方波调制频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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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衍射光的脉冲调制；

S23、衍射光经过第四平凸透镜（18）后离开脉冲调制单元进入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

与荧光检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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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激光功率稳定技术领域，特别涉及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

激发与检测系统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固体激光器是金刚石NV  色心系综传感测量研究装置中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系统

的关键器件。固体激光器功率的稳定性是固体激光器性能的重要指标。固体激光器中的工

作物质即光学晶体在工作时容易产生热沉积从而引起自身温度变化，进而导致激光器输出

激光的频率、功率产生漂移，严重影响激光器的功率的稳定性，目前科研用固体激光器的输

出功率稳定性通常在  1%~5%/h左右，毫瓦级的激光功率波动不能满足金刚石NV  色心系综

传感测量激光低噪声的需求；此外激光器工作时，由于温度及机械因素的影响，激光器输出

光束的方向会产生一定程度漂移，从而影响荧光激发效率，所以提高固体激光器功率和指

向的稳定性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提高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系统的性

能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0003] 常用的固体激光器功率稳定技术主要分为被动式和主动式两种，被动式通过电流

调整、腔内空气隔离、改变腔长和频率稳定等方法稳定激光器本身，可将激光器输出功率控

制在1%附近，对功率稳定的精度难以满足科研需求，且操作复杂，成本高，难以用于成品激

光器。主动式通过光反馈的方法直接对激光输出光束进行调制，以抵消激光束功率的无规

律起伏，光的输出功率可控制在10‑4量级，该方法通常通过外接调制器件实现闭环反馈，很

难同时满足体积小、工作电压低、光束指向性好的条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

与方法，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包括激光

器、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脉冲调制单元和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

所述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包括二向色镜、变焦物镜、金刚石样

品、滤光片和第二光电探测器；

所述激光器产生的激光经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行功率稳定后，再经脉冲调制单元

实现激光的脉冲控制；经过功率稳定和脉冲控制的激光通过二向色镜反射至变焦物镜，经

过变焦物镜聚焦至金刚石样品上，所述金刚石样品的NV色心电子自旋系综经过激光激发后

发出荧光，所述荧光依次经过变焦物镜、二向色镜、滤光片至第二光电探测器。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激光功率稳定单元包括光电隔离器、1/2波片、偏振分光棱镜、第一

声光调制器、第一孔径光阑、1/4波片、第一平凸透镜、第一反射镜、第二孔径光阑、分束镜、

第二平凸透镜、第一光电探测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第一声光调制器驱动器和信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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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

所述激光器产生的激光进入激光功率稳定单元后，依次经过光电隔离器、1/2波

片、偏振分光棱镜得到第一透射光和第一反射光，所述第一透射光经过第一声光调制器后

发生衍射，得到0级和1级衍射光，所述0级衍射光被第一孔径光阑阻挡，所述1级衍射光经过

第一孔径光阑、1/4波片、第一平凸透镜至第一反射镜后沿原路返回，依次经过第一平凸透

镜、1/4波片、第一孔径光阑后回到第一声光调制器进行二次调制，二次调制后的激光经过

经过偏振分光棱镜得到第二透射光和第二反射光，所述第二反射光经过分束镜分束后得到

第三透射光和第三反射光，所述第三透射光经第二平凸透镜会聚到第一光电探测器；所述

第三反射光离开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入脉冲调制单元；

所述第一声光调制器驱动器与第一声光调制器之间电性连接，用于调控第一声光

调制器；所述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分别与第一光电探测器、第一声光调制器驱动器相连

接。

[0007] 作为优选，所述脉冲调制单元包括第三平凸透镜、第二声光调制器、第四平凸透镜

和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

所述第三反射光离开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入脉冲调制单元后，经过第三平凸透镜

至第二声光调制器后发生衍射得到衍射光，所述衍射光经过第四平凸透镜后离开脉冲调制

单元进入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

所述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与第二声光调制器之间电性连接，用于调控第二声光

调制器。

[0008] 作为优选，还包括信号发生器，所述信号发生器分别与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第

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之间电性连接，用于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及脉冲调制提供波形。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内还包括第三孔径光阑，

所述第三孔径光阑位于二向色镜之前，用于筛选经过第四平凸透镜的衍射光。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单元内还包括第二反射镜和第

四孔径光阑，所述第二反射镜和第四孔径光阑位于二向色镜与滤光片之间，所述荧光经过

二向色镜后，再依次经过第二反射镜、第四孔径光阑滤光片至第二光电探测器。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还包括光档，所述光档位于第一反射光的光路

上。

[0012] 本申请还公开了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方法，具体包

括如下步骤：

S1、激光器产生的激光进入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行功率稳定；

S2、经过功率稳定后的激光进入脉冲调制单元进行脉冲控制；

S3、经过脉冲控制后的激光通过二向色镜反射至变焦物镜，经过变焦物镜聚焦至

金刚石样品上；

S4、金刚石样品的NV色心电子自旋系综经过激光激发后发出荧光，荧光依次经过

变焦物镜、二向色镜、滤光片至第二光电探测器，在第二光电探测器上得到荧光检测电压信

号，实现NV色心系综传感测量。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1具体包括如下子步骤：

S11、激光器产生的激光经过光电隔离器后，通过1/2波片和偏振分光棱镜获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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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光；

S12、线偏振光通过偏振分光棱镜得到第一透射光和第一反射光；

S13、第一透射光通过处于工作状态的第一声光调制器后发生衍射，被分为0级和1

级衍射光；

S14、1级衍射光通过1/4波片后经第一平凸透镜会聚，将激光会聚到第一反射镜上

并沿原路返回到第一声光调制器进行二次声光调制；

S15、二次声光调制后的激光经过经过偏振分光棱镜得到第二透射光和第二反射

光；

S16、第二反射光经过分束镜分束后得到第三透射光和第三反射光；

S17、所述第三透射光经第二平凸透镜会聚到第一光电探测器；将激光信号转化为

电压信号并输入到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中，通过实时反馈控制第一声光调制器驱动器输

出功率实现1级衍射光功率的实时精准调控，进而得到稳定功率的激光输出；

S18、第三反射光离开激光功率稳定单元进入脉冲调制单元。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2具体包括如下子步骤：

S21、经过功率稳定后的激光进入脉冲调制单元后经过第三平凸透镜至第二声光

调制器后发生衍射得到衍射光；

S22、通过调控信号发生器输出到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的方波调制频率以实现

衍射光的脉冲调制；

S23、衍射光经过第四平凸透镜后离开脉冲调制单元进入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

与荧光检测单元。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将激光器功率稳定与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分模块实施，

避免在金刚石NV 色心系综传感测量装置主体中加入复杂光路。

[0016] （2）本发明通过分束镜将激光从光路中分出小部分光作为光功率的反馈信号，对

主光路中的激光没有影响，可使激光功率稳定的同时不会衰减。

[0017] （3）本发明采用二次经过声光调制器进行声光调制，保证了光束指向的稳定性。

[0018] （4）本发明使用声光调制器进行反馈调节，设备简单，无需复杂操作。

[0019]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其中：1‑激光器、2‑光电隔离器、3‑1/2波片、4‑偏振分光棱镜（PBS）、5‑第一声光调

制器、6‑第一孔径光阑、7‑1/4波片、8‑第一平凸透镜、9‑第一反射镜、10‑第二孔径光阑、11‑

分束镜、12‑第二平凸透镜、13‑第一光电探测器、14‑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15‑第一声光

调制器驱动器、16‑第三平凸透镜、17‑第二声光调制器、18‑第四平凸透镜、19‑第三孔径光

阑、20‑二向色镜、21‑变焦物镜、22‑金刚石样品、23‑第二反射镜、24‑第四孔径光阑、25‑滤

光片、26‑第二光电探测器、27‑信号发生器、28‑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29‑光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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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通过附图及实施例，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是应该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

免不必要地混淆本发明的概念。

[0022] 参阅图1，一种激光功率稳定型金刚石NV色心荧光激发与检测系统，包括激光器1，

为金刚石NV色心激光激发与荧光检测系统提供单色激光；光电隔离器2，使激光单向通过不

反射回激光器，保护激光器不受损害；1/2波片3、偏振分光棱镜（PBS）4，将激光转为功率可

调节的线偏振光；第一声光调制器5，使激光发生布拉格衍射并调节+1级衍射光功率；第一

孔径光阑6，遮挡0级衍射光，透过+1及衍射光；1/4波片7，使偏振分光棱镜4透射的光经过一

次反射后被偏振分光棱镜4反射；第一平凸透镜8，将激光会聚到反射镜上，第一反射镜9，将

+1级衍射光按原光路返回，进行二次声光调制，第二孔径光阑10，遮挡二次声光调制的0级

衍射光，透过+1及衍射光；分束镜11，将偏振分光棱镜反射的光束分成两束，分别用作功率

信号探测光源和后续工作光源；第二平凸透镜12，将用于功率信号探测的光束会聚到光电

探测器上；第一光电探测器13，探测激光功率，将光功率信号转化为电信号；比例‑积分‑微

分控制器14，比较激光功率与设定功率，并计算反馈电压；第一声光调制器驱动器15，根据

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的计算，发出调制信号，调制+1级衍射光的功率以实现激光功率稳

定；第三平凸透镜16，缩小照射到AOM 晶体上的光斑直径；第二声光调制器17，使激光发生

布拉格衍射并进行脉冲调制；第四平凸透镜18，扩大从AOM 晶体出射的光斑直径；第三孔径

光阑19，调节光束直径，隔绝杂散光；二向色镜20，反射激发光，透射荧光；变焦物镜21，聚焦

激发光，收集荧光；金刚石样品22，发生荧光反应；第二反射镜23，反射荧光；第四孔径光阑

24，对荧光进行选择；滤光片25，隔离激发光；第二光电探测器26，收集荧光检测电压信号；

信号发生器27，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及脉冲调制提供波形；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28，

为脉冲调制提供电压；光挡29；其中粗实线是光路部分，虚线是电路部分。

[0023] 实施例：

激光器1产生波长为532nm的单色光，经过光电隔离器2后，通过1/2波片3和偏振分

光棱镜4获得声光调制器正常工作所需的线偏振光，可通过旋转1/2波片3的快轴方向调节

系统所需功率，所述线偏振光通过安装好的处于工作状态的第一声光调制器5后发生衍射，

被分为0级和1级衍射光，1级衍射光通过第一孔径光阑6、1/4波片7后经第一平凸透镜8会

聚，将激光会聚到第一反射镜9上并沿入射光方向返回到第一声光调制器5进行二次声光调

制，二次调制后的1级衍射光通过第二孔径光阑10并经过偏振分光棱镜4发生反射，反射光

经分束镜11分为两束：其透射光经第二平凸透镜12会聚到达第一光电探测器13，将激光信

号转化为电压信号并输入到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14中，通过实时反馈控制第一声光调制

器驱动器15输出射功率实现1级衍射光功率的实时精准调控，进而得到稳定功率的激光输

出；分束镜11的反射光经第三平凸透镜16会聚后射入第二声光调制器17，通过调控信号发

生器27输出到第二声光调制器驱动器28的方波调制频率以实现激光的脉冲调制。经过脉冲

调制的激光通过二向色镜20将532nm的激发激光反射到变焦物镜21并聚焦到金刚石样品22

上，经过532  nm  激光激发后的NV色心电子自旋系综发出波长在600~800  nm范围内的荧光。

所发出的荧光通过同变焦物镜21进行收集，经过二向色镜20后荧光和少部分激光继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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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反射镜23进行反射，通过第四孔径光阑24对聚焦平面内的荧光进行选择，最终经过

650nm的长通滤光片将激光隔离，在第二光电探测器26上得到荧光检测电压信号。

[0024] 本发明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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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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