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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

(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

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包括若干安装于夹具板上的

BOSA 光器件、激光器扫描仪、配置有光信号模块

的误码分析仪，所述 BOSA 光器件分别与激光器扫

描仪、误码分析仪连接，还具有一波分模块，此波

分模块接收来自 BOSA 光器件发射端的光信号，还

用于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的光信号，所述波分模

块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之间设置有一光开关，此

光开关用于将来自光信号模块并经过波分模块进

入若干个 BOSA 光器件接收端的光信号在若干个

光通道之间切换，还用于将来自若干个 BOSA 光器

件发射端并经过波分模块进入激光器扫描仪的光

信号在若干个光通道之间切换。本实用新型减少

了 BOSA 光器件的测试时间，降低了测试成本和时

间，提高了使用 BOSA 光器件的设备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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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安装于夹具板

上的 BOSA 光器件（1）、激光器扫描仪（2）、配置有光信号模块（3）的误码分析仪（4），所述

BOSA 光器件（1）分别与激光器扫描仪（2）、误码分析仪（4）连接；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2），用于给BOSA光器件（1）发射端供电，并采集BOSA光器件（1）发

射端的前端电压和光功率；

所述 BOSA 光器件（1）发射端接收来自激光器扫描仪（2）的电信号，并将电信号转换为

光信号传输回激光器扫描仪（2）；

所述光信号模块（3），用于产生传输至 BOSA 光器件（1）接收端的光信号；

所述 BOSA 光器件（1）接收端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3）的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

信号传输到误码分析仪（4）；

所述误码分析仪（4）用于采集来自 BOSA 光器件（1）接收端的电信号，并生成 BOSA 光器

件（1）接收端的灵敏度数据；

还具有一波分模块（5），此波分模块（5）接收来自 BOSA 光器件（1）发射端的光信号，

并将其传输至激光器扫描仪（2），还用于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3）的光信号，并将其传输至

BOSA 光器件（1）接收端；

所述波分模块（5）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1）之间设置有一光开关（9），此光开关（9）用

于将来自光信号模块（3）并经过波分模块（5）进入若干个 BOSA 光器件（1）接收端的光信

号在若干个光通道之间切换，还用于将来自若干个 BOSA 光器件（1）发射端并经过波分模块

（5）进入激光器扫描仪（2）的光信号在若干个光通道之间切换；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2）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1）之间具有一电开关公共输入端（10），

此电开关公共输入端（10）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1）之间连接有电开关（11），此电开关

（11）用于将来自激光器扫描仪（2）的电信号在若干个通道之间切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4个所

述 BOSA 光器件（1）串行安装于夹具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开关（9）为 2×4光开关。

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开关（11）为 1×4电开关。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BOSA 光器件（1）接收端与误码分析仪（4）通过射频线缆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光信号模块（3）与波分模块（5）之间设置有一光衰减器（6），此光衰减器（6）用于调节来自

光信号模块（3）的光强度。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具

有一与 BOSA 光器件（1）连接的温度控制器（7），此温度控制器（7）用于采集和监控 BOSA 光

器件（1）的温度。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具

有一与 BOSA 光器件（1）接收端连接的检测模块（8），此检测模块（8）用于检测 BOSA 光器件

（1）接收端的输出电流强度。

权  利  要  求  书



CN 209930262 U9 2/2 页

3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波分模块（5）为 1×2波分。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光信号模块（3）发出的光信号波长为 1270nm。

权  利  要  求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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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属于光通讯测试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在的光通信网络中，光模块是光纤通信中重要的器件。作为重要器件之一的

光收发一体模块（光模块）作为光纤接入网的核心器件推动了干线光传输系统向低成本方

向发展。光模块在光纤通信中主要的作用是光电转换，把发送过来的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

通过光纤再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进行传输。

[0003] BOSA 光器件测试工位繁琐，测试流程复杂，测试参数多样，而现有的集成测试系统

技术都是按照工序流程串行测试，大大的浪费了时间，增加了成本。而接入网器件用量大，

急需新型的测试技术来降低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可以通

过一次装夹对多个 BOSA 光器件进行测试，减少测试的时间、提高测试的效率，配合波分模

块，进一步减少了 BOSA 光器件的测试时间，降低了测试成本和时间，提高了使用 BOSA 光器

件的设备利用率。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

性能测试系统，包括若干安装于夹具板上的 BOSA 光器件、激光器扫描仪、配置有光信号模

块的误码分析仪，所述 BOSA 光器件分别与激光器扫描仪、误码分析仪连接；

[0006]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用于给BOSA光器件发射端供电，并采集BOSA光器件发射端的

前端电压和光功率；

[0007] 所述 BOSA 光器件发射端接收来自激光器扫描仪的电信号，并将电信号转换为光

信号传输回激光器扫描仪；

[0008] 所述光信号模块，用于产生传输至 BOSA 光器件接收端的光信号；

[0009] 所述 BOSA 光器件接收端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的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

号传输到误码分析仪；

[0010] 所述误码分析仪用于采集来自 BOSA 光器件接收端的电信号，并生成 BOSA 光器件

接收端的灵敏度数据；

[0011] 还具有一波分模块，此波分模块接收来自 BOSA 光器件发射端的光信号，并将其传

输至激光器扫描仪，还用于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的光信号，并将其传输至 BOSA 光器件接收

端；

[0012] 所述波分模块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之间设置有一光开关，此光开关用于将来自

光信号模块并经过波分模块进入若干个 BOSA 光器件接收端的光信号在若干个光通道之间

切换，还用于将来自若干个 BOSA 光器件发射端并经过波分模块进入激光器扫描仪的光信

说  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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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若干个光通道之间切换；

[0013]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之间具有一电开关公共输入端，此电开

关公共输入端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之间连接有电开关，此电开关用于将来自激光器扫描

仪的电信号在若干个通道之间切换。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改进的方案如下：

[0015] 1. 上述方案中，4个所述 BOSA 光器件串行安装于夹具板上。

[0016] 2. 上述方案中，所述光开关为 2×4光开关。

[0017] 3. 上述方案中，所述电开关为 1×4电开关。

[0018] 4. 上述方案中，所述 BOSA 光器件接收端与误码分析仪通过射频线缆连接。

[0019] 5. 上述方案中，所述光信号模块与波分模块之间设置有一光衰减器，此光衰减器

用于调节来自光信号模块的光强度。

[0020] 6. 上述方案中，还具有一与 BOSA 光器件连接的温度控制器，此温度控制器用于

采集和监控 BOSA 光器件的温度。

[0021] 7. 上述方案中，还具有一与 BOSA 光器件接收端连接的检测模块，此检测模块用

于检测 BOSA 光器件接收端的输出电流强度。

[0022] 8. 上述方案中，所述波分模块为 1×2波分。

[0023] 9. 上述方案中，所述光信号模块发出的光信号波长为 1270nm。

[0024]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0025] 1、本实用新型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还具有一波分模块，此

波分模块接收来自 BOSA 光器件发射端的光信号，并将其传输至激光器扫描仪，还用于接收

来自光信号模块的光信号，并将其传输至BOSA光器件接收端，从激光扫描仪到BOSA光器件

发射端再到激光扫描仪，形成独立完整的对 BOSA 光器件发射端的测试回路，而从光信号模

块到BOSA光器件接收端再到误码分析仪，则构成了对BOSA光器件接收端的完整测试回路，

进一步通过波分模块的设置，可以将 BOSA 光器件的上行和下行光波很好的分离，避免其相

互之间的干扰，从而可以实现对 BOSA 光器件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并行测试，大大减少了 BOSA

光器件的测试时间，降低了测试成本和时间，进一步的，提高了使用 BOSA 光器件的设备利

用率。

[0026] 2、本实用新型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其波分模块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之间设置有一光开关，所述激光器扫描仪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之间具有一电开关

公共输入端，此电开关公共输入端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之间连接有电开关，通过光开关和

电开关的设置，可以将光信号和电信号在多个通道之间自动切换，从而可以通过一次装夹

对多个 BOSA 光器件进行测试，减少测试的时间、提高测试的效率，配合波分模块，进一步减

少了BOSA光器件的测试时间，降低了测试成本和时间，提高了使用BOSA光器件的设备利用

率。

附图说明

[0027] 附图 1为本实用新型多 BOSA 光器件性能测试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8] 以上附图中：1、BOSA 光器件；2、激光器扫描仪；3、光信号模块；4、误码分析仪；

5、波分模块；6、光衰减器；7、温度控制器；8、检测模块；9、光开关；10、电开关公共输入端；

说  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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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电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 1：一种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包括若干安装于夹具板

上的 BOSA 光器件 1、激光器扫描仪 2、配置有光信号模块 3的误码分析仪 4，所述 BOSA 光器

件 1分别与激光器扫描仪 2、误码分析仪 4连接；

[0030]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 2，用于给 BOSA 光器件 1发射端供电，并采集 BOSA 光器件 1发

射端的前端电压和光功率；

[0031] 所述BOSA光器件1发射端接收来自激光器扫描仪2的电信号，并将电信号转换为

光信号传输回激光器扫描仪 2；

[0032] 所述光信号模块 3，用于产生传输至 BOSA 光器件 1接收端的光信号；

[0033] 所述BOSA光器件1接收端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3的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

信号传输到误码分析仪 4；

[0034] 所述误码分析仪 4 用于采集来自 BOSA 光器件 1 接收端的电信号，并生成 BOSA 光

器件 1接收端的灵敏度数据；

[0035] 还具有一波分模块5，此波分模块5接收来自BOSA光器件1发射端的光信号，并将

其传输至激光器扫描仪2，还用于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3的光信号，并将其传输至BOSA光器

件 1接收端；

[0036] 所述波分模块 5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 1之间设置有一光开关 9，此光开关 9用于

将来自光信号模块 3 并经过波分模块 5 进入若干个 BOSA 光器件 1 接收端的光信号在若干

个光通道之间切换，还用于将来自若干个BOSA光器件1发射端并经过波分模块5进入激光

器扫描仪 2的光信号在若干个光通道之间切换；

[0037]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2与若干个BOSA光器件1之间具有一电开关公共输入端10，此

电开关公共输入端10与若干个BOSA光器件1之间连接有电开关11，此电开关11用于将来

自激光器扫描仪 2的电信号在若干个通道之间切换。

[0038] 4个上述 BOSA光器件 1串行安装于夹具板上；上述光开关9为 2×4光开关；上述

电开关 11 为 1×4 电开关；上述 BOSA 光器件 1 接收端与误码分析仪 4 通过射频线缆连接；

上述光信号模块3与波分模块5之间设置有一光衰减器6，此光衰减器6用于调节来自光信

号模块 3的光强度。

[0039] 实施例 2：一种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包括若干安装于夹具板

上的 BOSA 光器件 1、激光器扫描仪 2、配置有光信号模块 3的误码分析仪 4，所述 BOSA 光器

件 1分别与激光器扫描仪 2、误码分析仪 4连接；

[0040]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 2，用于给 BOSA 光器件 1发射端供电，并采集 BOSA 光器件 1发

射端的前端电压和光功率；

[0041] 所述BOSA光器件1发射端接收来自激光器扫描仪2的电信号，并将电信号转换为

光信号传输回激光器扫描仪 2；

[0042] 所述光信号模块 3，用于产生传输至 BOSA 光器件 1接收端的光信号；

[0043] 所述BOSA光器件1接收端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3的光信号，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

信号传输到误码分析仪 4；

说  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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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所述误码分析仪 4 用于采集来自 BOSA 光器件 1 接收端的电信号，并生成 BOSA 光

器件 1接收端的灵敏度数据；

[0045] 还具有一波分模块5，此波分模块5接收来自BOSA光器件1发射端的光信号，并将

其传输至激光器扫描仪2，还用于接收来自光信号模块3的光信号，并将其传输至BOSA光器

件 1接收端；

[0046] 所述波分模块 5与若干个 BOSA 光器件 1之间设置有一光开关 9，此光开关 9用于

将来自光信号模块 3 并经过波分模块 5 进入若干个 BOSA 光器件 1 接收端的光信号在若干

个光通道之间切换，还用于将来自若干个BOSA光器件1发射端并经过波分模块5进入激光

器扫描仪 2的光信号在若干个光通道之间切换；

[0047] 所述激光器扫描仪2与若干个BOSA光器件1之间具有一电开关公共输入端10，此

电开关公共输入端10与若干个BOSA光器件1之间连接有电开关11，此电开关11用于将来

自激光器扫描仪 2的电信号在若干个通道之间切换。

[0048] 还具有一与 BOSA 光器件 1连接的温度控制器 7，此温度控制器 7用于采集和监控

BOSA 光器件 1 的温度；还具有一与 BOSA 光器件 1 接收端连接的检测模块 8，此检测模块 8

用于检测BOSA光器件1接收端的输出电流强度；上述波分模块5为1×2波分；上述光信号

模块 3发出的光信号波长为 1270nm。

[0049] 采用上述多功能高速并行的光模块性能测试系统时，其通过波分模块的设置，可

以将 BOSA 光器件的上行和下行光波很好的分离，避免其相互之间的干扰，从而可以实现对

BOSA 光器件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并行测试，大大减少了 BOSA 光器件的测试时间，降低了测

试成本和时间，进一步的，提高了使用 BOSA 光器件的设备利用率；另外，通过光开关和电开

关的设置，可以将光信号和电信号在多个通道之间自动切换，从而可以通过一次装夹对多

个 BOSA 光器件进行测试，减少测试的时间、提高测试的效率，配合波分模块，进一步减少了

BOSA 光器件的测试时间，降低了测试成本和时间，提高了使用 BOSA 光器件的设备利用率。

[0050]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

的人士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凡根据本实用新型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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