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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隨機的開始演化成完美的結果 

波與粒子巧妙地互換角色—原子雷射與光學雷射 

文/林彥瑋 余怡德 

 

前言 

「玻色–愛因斯坦凝結（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或簡稱「玻愛凝結」是愛因斯坦應用玻色的光子統計
理論所作的預測，當原子的溫度低於臨界溫度時所發生的相變現象。後輩物理學家總是耗費心力才得以實驗證
明愛因斯坦的預測，玻愛凝結是類似例子之一。玻愛凝結的臨界溫度是非常接近絕對零度的低溫，一般約為
0.000001 °K 以下，在愛因斯坦提出預測的七十年後，藉由雷射冷卻[1,2]與蒸發式冷卻[3]實驗技術，JILA 研究中心
的魏曼（Carl E. Wieman）和康奈爾（Eric A. Cornell）研究小組及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的凱特勒（Wolfgang Ketterle）
研究小組於 1995 年首度實驗驗證了玻愛凝結[4,5,6]。我們一方面讚嘆愛因斯坦的天才是如此地有創意及前瞻性，
另一方面也感嘆科技的發展要追上愛因斯坦的想法是多麼地困難。 

利用冷卻技術對一群原子降溫的過程中，即使原子團的溫度已非常接近絕對零度，但高於玻愛凝結的臨界
溫度，基態原子數目仍然非常稀少，只要稍低於臨界溫度，全體原子幾乎都成為基態的原子，這種基態原子數
目於臨界溫度的驟然增加現象即是玻愛凝結相變。玻愛凝結發生後的這群基態原子稱作玻色凝結體（Bose 
condensate）。玻色凝結體是前所未有的物質狀態，而「原子雷射」及「理想凝體」這兩個名詞貼切地代表玻色
凝結體的特殊性質[7]。本文將介紹原子雷射的特性與應用，有關理想凝體的描述可參考文獻 7 。 

原子雷射並不是一般認知的雷射，它是由原子的物質波所構成，與光無任何的關聯。由於原子的物質波具
有很好的同調性，故利用「雷射」這名詞來描述物質波有如雷射般的特性。簡言之，原子雷射就是高同調的物
質波。乍看之下原子雷射與光學雷射似乎毫無關聯，一個是高同調的物質波，另一個是高同調的光或電磁波。
但二者之間卻有許多類似之處，原子雷射與光學雷射的形成與應用上有一對一的對應，更有趣的是原子與光在
這二種雷射中巧妙地扮演互換的角色。原子雷射的能量來自光，我們利用光束來操控物質波；光學雷射的能量
來自原子，我們利用原子構成的光學元件來操控光束。本文將先敘述大家較熟悉的光學雷射原理及光學雷射在
干涉儀的應用，接著介紹原子雷射的激發、放大、單一波長等原理，佐以實驗結果，這些原子雷射的原理皆可
類比光學雷射的原理，最後以原子雷射在干涉儀的應用為例，對照與光學雷射的異曲同工之處。 
 

 

光學雷射的原理 

光學雷射是二十世紀的重要科技產物之一，許多

與量測有關的儀器都會利用雷射當作光源，例如雷射

光可用來測量地球與月球之間的距離，雷射干涉儀可

量測奈米尺度的距離變化，利用雷射光可作氣體含量

的遙測。雷射也是日常生活的普及品，電腦的光碟機

都含有雷射讀取頭或讀寫頭，演講或簡報用的指揮棒

也改成雷射指揮棒，遠距離的通訊是利用雷射光在光

纖中傳送訊號。雷射因其重要性及應用已是眾所週知

的高科技名詞，其實雷射發展過程也與愛因斯坦有

關，這段大家較不熟悉的歷史簡述於附錄一。雷射的

英文 laser 是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的開頭字母所組成，意指利用受激輻射的機

制將光放大後產生的光源。一般的雷射主要有兩個構

造，一是增益介質（gain medium），其作用是放大光訊

號；其二是共振腔（resonant cavity），具有選擇特定頻

率及造成單一波長輸出的作用。兩個部分共同運作的

結果就可以產生高同調性的雷射光。以下分別敘述増

益介質與共振腔的原理
[8]

。 

考慮一個二能階介質，當一個光子通過介質時，

會誘發電子產生躍遷，這個躍遷可能是低能態電子吸

收一個光子，然後移至高能態上，這是吸收（absorption）

光子的機制；也有可能是電子從高能態躍遷至低能

態，然後放出一個光子，這是受激輻射（stimulated 

emission）光子的機制。若介質中大部分的電子處在較

高的能態上，則放出光子的機率會高於吸收光子的機

率，當光通過該介質後，光的能量或光子數會增加，

因此該介質稱為增益介質，而這種高能態電子分佈大

於 低 能 態 電 子 分 佈 的 狀 態 是 所 謂 的 分 佈 反 轉

（population inversion）。受激輻射具有一項重要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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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經誘發所產生的新光子是原先入射光子的翻版，

動量、偏極、頻率、相位皆完全相同。如此的受激輻

射及增益機制會產生連鎖反應，相同狀態的光子數目

由一變二，然後二變四，不斷倍增。但這個放大作用

對不同種類的光子皆有效果，並無法保證單一波長輸

出。 

要達成單一波長的輸出光，還需要共振腔的結

構。只要符合共振條件的模態（mode）均可存在共振

腔內，因此腔內可以有很多個不同的光波波長或光子

種類。當共振腔內填入增益介質，光通過腔體時就需 

 

圖一：（a）增益介質放大率。（b）共振腔的共振條件。（c）
增益介質放大率及共振腔共振條件的合成效應放大率。（d）
及（e）模態競爭造成雷射單一波長輸出。 
 

要同時考慮增益和共振的合成作用。舉例而言，圖一

a、一 b 及一 c 分別顯示介質的增益、共振腔的共振條

件及二者合成效應造成的放大率，若只有第 n－1、n

和 n+1 三個波長的放大率大於 1，則開始運作時這三

個波長的光子數目不斷增加；然而提供的能量是固定

且有限的，當光的能量不斷增加時，放大率必須下降；

如圖一 d 所示，由於第 n 個波長的放大率相對最大，

當此波長的放大率下降至 1，此時第 n－1 和 n+1 波長

的放大率已小於 1，代表這二種光子數目會不斷衰減

至 0；由於放大率等於 1，共振腔內光的能量既不增加

也不減少，整個系統達到穩定狀態，僅輸出第 n 個波

長的光子，如圖一 e 所示。上述的不同種類的光子分

搶能量，最後強者勝出的情形，我們稱作模態競爭

（mode competition）。共振腔的結構再加上模態競爭的

過程造成雷射單一波長輸出的結果。 

總結來說，剛啟動雷射時共振腔內有許多不同種

類的光子，他們是由自發輻射（spontaneous emission）

產生，每種光子雖可藉著受激輻射增加自己的同類，

但模態競爭的結果，最後只有單一種類的光子能存活

於共振腔內，因此共振腔輸出光子的偏極、頻率等完

全相同，且光波的相位有絕佳的連續性及關聯性。雷

射光的奧妙在於所有的輸出光子居然是同一顆光子的

複製品或後代，而這第一顆光子卻是隨機發生的產

物，因此誰也無法預知雷射光的起始相位。 

 

光學干涉儀 

前述提及雷射光的相位有絕佳的連續性及關聯

性，此即所謂的高度同調性（coherence）。換言之，雷

射光波在空間上（或時間上）任兩位置（或任兩時刻）

都具有固定的相位關係。利用同調光可產生清晰的干

涉條紋，因此干涉實驗是最常被用來檢驗同調性的方

法 ， 在 此 先 介 紹 Mach-Zehnder 光 學 干 涉 儀

（interferometer）
[9]

，其可類比於本文之後將提到的原

子干涉儀。 

Mach-Zehnder 干涉儀的設置如圖二所示，由兩個

分光鏡和兩面反射鏡組成，光源進入干涉儀，首先經

由一個分光比例相同的 50/50 分光器（beamsplitter）BS1

產生兩道光 A 與 B，兩道光經分別由反射鏡 M1 及 M2

轉向，然後射入第二個 50/50 分光器 BS2，透過分光器

的作用，A 與 B 兩道光又各自分成兩個方向，然後在

偵測器 D1 與 D2 上產生干涉，因此兩個偵測器所接受

的光分別有一半來自光路 A，另一半來自光路 B。 

光路 A 和光路 B 的光路程若有不同，則兩個偵測

器就會看到不同的干涉結果，例如兩條光路的距離差

異為波長的整數倍，由於分光器對反射光與穿透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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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Mach-Zehnder 光學干涉儀。 
 

間會引進 90°的相位差，則在 D1 會產生建設性干涉，

而 D2 會產生完全破壞性干涉，這樣的結果亦滿足能

量守恆，即光源發出的功率等於兩個偵測器接收功率

的 總 和 。 因 此 ， 提 供 同 調 的 光 源 ， 就 可 以 利 用

Mach-Zehnder 干涉儀測量兩束分光的相位差，藉以測

量微小的距離變化或研究置於光路的樣本所造成的微

小相位位移。 

 

高度同調性的玻色凝結體 

玻色凝結體的每個原子都處在相同的基態，意即

每個原子具有相同的波函數，而且波函數的相位皆相

同。以物質波的觀點來看，玻色凝結體就是高同調性

物質波。在光學上，我們可以利用干涉實驗檢驗兩光

源的同調性，如果兩光源干涉後可以產生清晰的明亮

變化，則光源的同調性高。同樣的，我們可以將此概

念用於檢驗物質波的同調性。圖三是實驗觀察到的結

果，兩個玻色凝結體的初始大小可近似點波源，二者

有不同的垂直位置，物質波點波源向四面八方地自由

擴散而相互重疊後，原子密度會在垂直方向上產生週

期變化，即圖三的明暗條紋，而密度的變化週期或圖

三條紋的間隔則相等於玻思凝結體的物質波波長，就

如同光學駐波的干涉條紋間隔與光波波長相同。依據

量子力學的理論，物質波的波長 λ 和粒子的動量 p

有如下的關係： 

  
p
h=λ       (1) 

其中 h 是蒲郎克常數（Plank constant），大小為 6.6×10
-34

焦耳/秒。當相距 d 的兩個玻色凝結體擴散 t 秒之瞬間，

在空間中任意位置相遇且來自不同波源的原子之相對

動量為 m( d / t)，其中 m 是單一原子的質量。將此動

量代入式(1)後，則可得到 λ 或物質波干涉條紋間隔。

實驗上證實了上述的預測，也說明玻色凝結體就是高

同調性物質波，更清晰及詳細的圖片可參閱文獻 10

的 FIG. 2。 

 

圖三：兩個垂直位置相異且近似點波源的玻色凝結體自由擴

散 0.04 秒後的瞬間影像。垂直方向的實際大小為 0.5 公厘，

水平方向的實際大小為 1.1 公厘。灰階的深淺代表原子密度

的高低，垂直方向的深淺相間是物質波的干涉條紋。（此圖

由麻省理工學院 Ketterle 教授提供。） 

 

在上述的干涉實驗中，物質波波長是由自由擴散

的時間長短決定，並非不變量，這與光學雷射的特性

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將會描述如何以實驗方法使得玻

色凝結體變成原子雷射，在切入正題前，必須先瞭解

波與移動光柵之間的散射（scattering）作用。 

 

波與移動光柵 

圖四顯示入射波及散射波的能量及動量關係。將

入射波及散射波視為光波，入射及散射光子的動量分

別為 ћk0 及 ћki，為了簡化問題，假設入射及散射光子

的能量幾乎相同，k0 及 ki 必須為長度相同的二個向

量，若我們把一個圓的半徑當作向量長度，則二個向

量的起點為圓心且終點落在圓周上。當光柵的狹縫數

目或散射點夠多，繞射光只會分佈在唯一的角度或散

射光子只會在唯一的方向。光子動量改變由移動光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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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因此光子動量改變方向必須是光柵移動方

向，而 k0、ki 及光柵的移動方向三者的關係即如圖四 b

所示。聲光調變器（acousto-optic modulator）對光波的

作用即為上述解說的實例
[11]

。當然入射及散射光子的

能量不一定相同，此時 ki 向量的終點不會落在圓周

上，但是一定會落在光柵移動方向的直線上。 

 
圖四：（a）波與移動光柵。（b）入射波及散射波的能量及動

量關係。 
 

這裡波與移動光柵的散射作用也有另一種應用方

式，此時入射波及散射波為物質波。光柵為一對相向

雷射光束所形成的駐波（standing wave），駐波的節點

（node）與反節點（anti-node）是光強度最小與最大的

地方，對原子的散射率不同，如此散射率有週期變化

的結構即是對原子而言的光柵。當二束雷射光的頻率

有差異時，其駐波會移動，這即是對原子而言的移動

光柵。入射及散射原子的能量及動量也會遵守前段所

言的關係。 

稍後將介紹的光與玻色凝結體之間的散射行為都

可以用上述光柵繞射的物理圖像加以理解。對光波來

說，光柵是由物質產生；相對的，物質波也可以被光

波產生的“光柵”散射，這種角色互換的思考是“原

子光學”（即應用物質波的學門）的起源。 

 

原子雷射的原理 

將雷射光照射在玻色凝結體上，原子會吸收一個

光子並自發輻射出另一個散射光子，原子並因此獲得

動量和能量。自發輻射出的光子行進方向是隨機的，

因此光子動量差傳遞至原子後，造成玻色凝結體也應

該是四面八方地逐漸擴散，玻色凝結體中的原子擁有

各種方向的動量，這樣的預期結果即是所謂的萊利散

射（Rayleigh scattering）。藉由影像方法，我們可以觀

察玻色凝結體的動量分佈
[12]

。在這個觀察中，實驗的

安排與結果卻如圖五所示
[13]

，雷射光沿玻色凝結體的

短軸方向入射，作用一段時間後，我們發現原子僅有

二個特定的動量方向，這當然不是萊利散射的預期結

果，實際的實驗影像數據可參閱文獻 13 的 FIG. 1。 

 
圖五：雷射光沿玻色凝結體的短軸方向入射，其偏極方向垂

直於紙面。二道散射光出現在凝結體的長軸方向，散射原子

有兩個特定的動量方向。圖中的 BEC 表示玻色凝結體。 
 

 

 
圖六：Superradiance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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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六為輔助
[14]

，我們分析這個實驗的散射過

程：當凝結體產生時，所有的原子都處在基態，動量

為零。圖六 a 顯示第一個光子進入凝結體中。某個原

子吸收此光子後又自發輻射出另一個光子如圖六 b 所

示。假設入射光子的動量是 ћk0，散射光子的動量是

ћki，則原子獲得的動量是 ћkj (= ћk0−ћki)，由於原子獲

得的動能非常小，入射光子與散射光子的能量幾乎相

同。動量為 ћkj 的原子會和靜止的原子團干涉，產生密

度的週期變化，形成移動的光柵如圖六 c 所示，此時

光柵的強度（密度的對比）非常小。雖然光柵會移動，

但相對於光子行進的速度慢很多，因此動量為 ћkj 的原

子在脫離凝結體前，光柵效應足以影響之後入射的光

子。圖六 d 顯示移動方向為 kj 光柵造成入射的 k0 光子

被散射到 ki 方向以滿足圖四所示的關係，並激發更多

原子到 kj 狀態上。圖六 e 顯示由於動量為 ћkj 的原子數

量增加，光柵的強度也隨之增強。我們稱上述的作用

為 superradiance，其 kj 原子數量的增加過程如同光學雷

射 的 光 子 因 受 激 輻 射 而 增 加 。 簡 言 之 ， 原 子 的

superradiance 類比於光子的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Superradiance 僅是放大物質波的機制，並無選擇

物質波波長的作用。達成單一波長輸出的共振腔是什

麼？答案就是玻色凝結體的幾何形狀。當凝結體產生

時，其形狀為橢球。散射機率的大小與散射方向的原

子數目成正比，橢球長軸的原子數目最多，當然也是

散射機率最大的方向。在放大的過程中，45°方向的第

一顆原子最後製造出最多的複製品或同類，搶走大多

數的入射光能量，造成單波長且高同調物質波的最後

結果。如圖五所示，±45°運動方向的原子數量最多或

物質波振幅最大，沿凝結體長軸的朝上及朝下方向的

散射光最強。簡言之，玻色凝結體形狀對散射機率的

影響類比於共振腔。 

散射機率的選擇波長加上 superradiance 是形成原

子雷射的兩項要素。我們將光學雷射與原子雷射的類

比整理如下： 

 波的形式：光學雷射產生高同調光波；原子雷

射產生高同調物質波。 

 高同調波的起始：光學雷射是一顆自發輻射產

生的光子；原子雷射是一顆萊利散射產生的原

子。 

 增益機制：光學雷射的光子因受激輻射而放

大；原子雷射的原子因 superradiance 而放大。 

 能量來源：光學雷射的能量源自分佈反轉的物

質；原子雷射的能量源自於入射光。 

 波長選擇：光學雷射利用共振腔造成單一波

長；原子雷射利用玻色凝結體形狀對散射機率

的影響造成單一波長。 

 

物質波的分波器與反射鏡 

利用布拉格散射（Bragg scattering）的機制
[15]

，我

們可製造物質波的分波器與反射鏡。這裏的分波器與

反射鏡是由一對運動方向相反且頻率相異的雷射光束

所形成，此即移動駐波或造成物質波散射的光柵，散

射結果就如同「波與移動光柵」一節中的敘述。原子

會吸收一個方向的光子，再受激輻射出另一個方向的

光子。若二雷射光的頻率差遠小於個別的頻率，被吸

收的光子動量為 ћk，被輻射出的光子動量約為−ћk。

如圖七所示，原子因此而得到 2ћk 的動量，若原先原

子為|0〉狀態，將躍遷至|2ћk〉狀態並且得到一個平行駐

波方向的速度。實際的實驗影像數據可參閱文獻 16

的 FIG. 1。|2ћk〉較|0〉高出的能量即是被吸收光子高出被

輻射出光子的能量，也決定了二雷射光的頻率差。當

雷射光的頻率固定，原子被推動的方向固定，躍遷後

的狀態也固定。 

 
圖七：兩道行進方向相反，頻率相近的雷射光產生移動駐

波。原子吸收左邊雷射光光子，釋放右邊雷射光光子，散射

的原子得到 2ћk 的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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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控制躍遷原子的數目或物質波的分波比例，

我們可調整二雷射光的作用時間或強度，這二項參數

的乘積正比於躍遷機率。作適當的調整，我們可將一

半的原子轉到|2ћk〉狀態，另一半的原子留在|0〉狀態，

這類似一個 50/50 分波器，這樣的作用也稱為 π/2-布

拉格脈衝。若原先|0〉狀態的原子是垂直駐波方向運

動，則|2ћk〉狀態的原子得到一個平行駐波方向的速

度，|0〉與|2ћk〉狀態的物質波因此而區分開來，各自行

經不同的路徑。 

我們也可適當調整二雷射光的作用使得所有原子

轉到|2ћk〉狀態，這樣的作用也稱為 π-布拉格脈衝，所

有物質波完全被轉到另一個方向，此作用類似一個反

射鏡。若作用時間過久或雷射光強度過強，我們會得

到 2.5π-布拉格脈衝或 3π-布拉格脈衝，但是他們的

分波效果與 π/2-布拉格脈衝或 π-布拉格脈衝完全相

同。任何超過 2π 的布拉格脈衝其分波效果必須減去

2π。有了操縱物質波及原子雷射的元件，我們可進一

步實現原子干涉儀。 

 

原子干涉儀 

由於已介紹了操縱物質波的元件及光學干涉儀，

接下來對原子干涉儀的解說要輕鬆許多。圖八顯示

Mach-Zehnder原子干涉儀
[17]

，請大家亦對照圖二的光學

干涉儀。狀態為|0〉的玻色凝結體受重力作用而自由落

下，圖八由上而下的第一個π/2-布拉格脈衝是個50/50

分波器（如同圖二的BS1），一半物質波成為|2ћk〉延著

路徑B移動，另一半物質波則留在|0〉順著路徑A移動，

在二者分開前，波函數可寫成如下的型式： 

 k2
2

20
2

1 )/iexp( π+=ψ  (2) 

其中π/2的相位是由於布拉格脈衝的作用得來，也可

看成是π/2-布拉格脈衝名稱的由來，這裏我們又可呼

應先前所言：分光器對反射光與穿透光之間會引進90°

的相位差。圖八的第二個π-布拉格脈衝是二個反射鏡

（如同圖二的M1及M2），對路徑A及B的物質波皆有作

用，此時路徑A的物質波完全變成|2ћk〉並向路徑B移

動，路徑B的物質波完全變成|0〉並垂直落下。在兩道

物質波的交會點是一個π/2-布拉格脈衝，也是50/50分

波器（如同圖二的BS2），其作用將路徑A來的物質波

一半送至D1偵測器，另一半送至D2偵測器；同時也將

路徑B來的物質波一半送至D1偵測器，另一半送至D2

偵測器。於是圖八的偵測器D1與D2皆可觀察到路徑A

及B的二物質波干涉結果（如同圖二的D1及D2），也正

如同前述的光學干涉儀，當D1產生建設性干涉時，D2

會產生完全破壞性干涉，反之亦然。物質波或原子雷

射 的 Mach-Zehnder 干 涉 儀 與 光 或 光 學 雷 射 的

Mach-Zehnder干涉儀是完全等價的。 

 

圖八：Mach-Zehnder 原子干涉儀。 

 
結語 

光學雷射由於其特性，已成為重要且應用廣泛的

科技產品，不僅是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日常生

活的普及品。原子雷射與光學雷射有許多類似之處，

二者的特性與應用方式也有一對一的對應，那麼原子

雷射是否如同光學雷射般地可成為重要且應用廣泛的

科技產品？比起光學雷射，玻色–愛因斯坦凝結實驗

的儀器是複雜及龐大的，更要求在極高的真空狀態下

進行實驗，熟悉如何製造玻色凝結體的科學家恐怕不

會有太樂觀的答案。然而已現有的知識去判斷未來的

無窮可能是容易出錯的，既然沒有愛因斯坦的智慧與

前瞻，作者也不必妄下結語，仍是抱著樂觀態度。玻

色凝結體有前所未有的物質特性，自然有人會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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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這樣的特性達到前所未有的成果或財富，在這樣

的驅動力之下，原子雷射的快速發展與應用恐怕會超

過作者現有的想像。 

有關原子雷射與光學雷射的比較到此告一段落。

大自然是奧妙的，物理是優美的，正如本文的標題所

言：「一個隨機的開始演化成完美的結果，波與粒子巧

妙地互換角色」，也希望我們的解說足夠清楚，讀者能

夠與我心有戚戚焉。 

 

附錄一：雷射簡史
[8]
 

 1917 年愛因斯坦提出受激輻射的理論。 

 1940 年 Valentin A. Fabrikan 研究分佈反轉的可能

性。 

 1947 年 Willis E. Lamb 與 R. C. Retherford 利用氫原

子能譜實現受激輻射。 

 1951 年 Charles H. Townes 發明 maser（microwave 

amplification of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並於

1964 年因此得到諾貝爾獎。 

 1960 年 Arthur L. Schawlow 與 Charles H. Townes 製

造出第一部雷射；同年 Theodore Maiman 發明紅寶

石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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