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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

光保密通信方法及其通信系统，属于混沌激光保

密通信技术领域；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供

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的

改进；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为：包

括如下步骤：通过发射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

CT(t)；将数字信号m(t)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

的电流上，获得中红外光信号m(t)；通过单向注

入令接收激光器与发射激光器同步输出，接收激

光器输出的混沌激光为CR(t)；将中红外光信号m

(t)掩藏在混沌激光CT(t)中，通过大气信道传输

至接收端，接收激光器处利用混沌滤波进行信息

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m’(t)=CT(t)+m(t)‑CR
(t)，实现自由空间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本发明应

用于保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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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通过发射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

步骤二：将数字信号m(t)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的电流上，获得中红外光信号m(t)；

步骤三：通过单向注入令接收激光器与发射激光器同步输出，接收激光器输出的混沌

激光为  CR(t)；

步骤四：将中红外光信号m(t)掩藏在混沌激光CT(t)中，通过大气信道传输至接收端，接

收激光器处利用混沌滤波进行信息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m’(t)=  CT(t)+  m(t)‑  CR(t)，

实现自由空间混沌激光保密通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一中通过发射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的具体步骤为：

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作为发射激光器，发射激光器发出的光经第一聚焦透镜准直后，

经第一分束镜分光后，经过第一偏振片传输后由镀膜金镜反射后原路返回发射激光器中；

通过调节第一偏振片的方向和镀膜金镜的位置，分别调控带间级联激光器反馈支路的

反馈光强度和反馈光时延，结合激光器偏置电流的设置，最终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二具体为：

将任意波形发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直接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的电流上，将输出的中

红外光信号  m(t)作为信息，通过第二聚焦透镜和第三分束镜传输后，光路重叠掩藏到混沌

激光  CT(t)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三具体为：

将发射激光器产生的宽带中红外混沌激光经光隔离器、第二分束镜、第二偏振片、第三

分束镜、第四分束镜、第五分束镜和第四聚焦透镜传输后注入到接收激光器中，通过控制注

入光强度，同时控制发射激光器与接收激光器的偏置电流相同，实现接收激光器与发射激

光器同步输出混沌激光CR(t)。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四具体为：

将携带了信息的混沌载波  CT(t)+  m(t)经第四分束镜和第三聚焦透镜传输到第一量子

阱红外探测器；

接收激光器输出的混沌激光，经第四聚焦透镜、第五分束镜和第五聚焦透镜传输到第

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在示波器处通过混沌滤波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  m’(t)=  CT(t)+ 

m(t)‑  CR(t)。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中红外光信号  m(t)的幅度小于混沌光载波  CT(t)，且电流调制速率即信号速率小于混

沌载波  80  %能量带宽；

所述发射激光器和接收激光器具体采用参数一致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且其内部无隔离

器；

所述信息加载激光器具体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其且内置光隔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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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系统，包括发射激光器（1）和接收激光器

（20），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任意波形发生器（11），所述发射激光器（1）发出的光经过第一聚

焦透镜（2）后经过第一分束镜（3）分束，其中一部分光经过第一偏振片（4）传输后由镀膜金

镜（5）反射后原路返回发射激光器（1）中，通过调节第一偏振片的方向和镀膜金镜的位置，

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后依次经过光隔离器（7）、第二分束镜（8）、第二偏振片（9）后进入

第三分束镜（13）；

所述任意波形发生器（11）输出的信号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10）的电流上，将输出的

中红外光信号通过第二聚焦透镜（12）、第三分束镜（13）传输后，与第二偏振片（9）输出的混

沌激光光路重叠掩藏后依次经过第四分束镜（14）、第五分束镜（18）、第四聚焦透镜（19）后

进入接收激光器（20）；

将携带了信息的混沌载波经第四分束镜（14）、第三聚焦透镜（15）传输至第一量子阱红

外探测器（16），所述接收激光器（20）输出的混沌激光经过第四聚焦透镜（19）、第五分束镜

（18）、第五聚焦透镜（21）后传输至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22），第一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16）、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22）将混沌激光输入示波器（17），所述示波器（17）将输入的

信息找到对应时间后作差相减实现解调，得到恢复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分束镜（3）还分出一部分光进入功率计（6）用来测量发射激光器（1）输出混沌激光的

功率。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发射激光器（1）和接收激光器（20）具体采用参数一致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且其内部无隔离

器；

所述信息加载激光器（10）具体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其且内置光隔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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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及其通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及其通信系统，属于自由空间

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基于自由空间激光通信的地面战场移动指挥通信需要极高的安全性，而未受保护

的信息传输和开放的通信信道，存在信号被窃听而通信未中断的情况，导致信息受到安全

威胁。作为保障信息安全的第一重防护，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尤为重要。

[0003] 混沌保密是一种有望实现高速信息加密技术，能用于自由空间激光保密传输。目

前，制约自由空间混沌光通信发展的瓶颈是缺少适合大气传输的宽带混沌光源。目前，0.7μ

m和1.5μm这类波段的混沌激光在自由空间传输时受天气影响较大，信息解调质量有限。而

处于大气传输窗口3‑5μm波段的中红外激光具有良好的大气传输特性，具有低于其他波段

的传输损耗，不易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

[0004] 因此，提出了利用带间级联激光器产生中红外宽带混沌激光作为自由空间混沌激

光保密通信的光源，受大气传输损耗和天气的影响小，能够保证通信质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自由

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的改进。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

光保密通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通过发射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

步骤二：将数字信号m(t)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的电流上，获得中红外光信号m

(t)；

步骤三：通过单向注入令接收激光器与发射激光器同步输出，接收激光器输出的

混沌激光为  CR(t)；

步骤四：将中红外光信号m(t)掩藏在混沌激光CT(t)中，通过大气信道传输至接收

端，接收激光器处利用混沌滤波进行信息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m’(t)=  CT(t)+  m(t)‑  CR
(t)，实现自由空间混沌激光保密通信。

[0007] 所述步骤一中通过发射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的具体步骤为：

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作为发射激光器，发射激光器发出的光经第一聚焦透镜准直

后，经第一分束镜分光后，经过第一偏振片传输后由镀膜金镜反射后原路返回发射激光器

中；

通过调节第一偏振片的方向和镀膜金镜的位置，分别调控带间级联激光器反馈支

路的反馈光强度和反馈光时延，结合激光器偏置电流的设置，最终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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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步骤二具体为：

将任意波形发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直接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的电流上，将输出

的中红外光信号  m(t)作为信息，通过第二聚焦透镜和第三分束镜传输后，光路重叠掩藏到

混沌激光  CT(t)上。

[0009] 所述步骤三具体为：

将发射激光器产生的宽带中红外混沌激光经光隔离器、第二分束镜、第二偏振片、

第三分束镜、第四分束镜、第五分束镜和第四聚焦透镜传输后注入到接收激光器中，通过控

制注入光强度，同时控制发射激光器与接收激光器的偏置电流相同，实现接收激光器与发

射激光器同步输出混沌激光CR(t)。

[0010] 所述步骤四具体为：

将携带了信息的混沌载波  CT(t)+  m(t)经第四分束镜和第三聚焦透镜传输到第

一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接收激光器输出的混沌激光，经第四聚焦透镜、第五分束镜和第五聚焦透镜传输

到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在示波器处通过混沌滤波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  m’(t)=  CT
(t)+  m(t)‑  CR(t)。

[0011] 所述中红外光信号  m(t)的幅度小于混沌光载波  CT(t)，且电流调制速率即信号

速率小于混沌载波  80  %能量带宽；

所述发射激光器和接收激光器具体采用参数一致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且其内部无

隔离器；

所述信息加载激光器具体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其且内置光隔离器。

[0012] 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系统，包括发射激光器和接收激光器，还

包括任意波形发生器，所述发射激光器发出的光经过第一聚焦透镜后经过第一分束镜分

束，其中一部分光经过第一偏振片传输后由镀膜金镜反射后原路返回发射激光器中，通过

调节第一偏振片的方向和镀膜金镜的位置，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后依次经过光隔离器、

第二分束镜、第二偏振片后进入第三分束镜；

所述任意波形发生器输出的信号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的电流上，将输出的中红

外光信号通过第二聚焦透镜、第三分束镜传输后，与第二偏振片输出的混沌激光光路重叠

掩藏后依次经过第四分束镜、第五分束镜、第四聚焦透镜后进入接收激光器；

将携带了信息的混沌载波经第四分束镜、第三聚焦透镜传输至第一量子阱红外探

测器，所述接收激光器输出的混沌激光经过第四聚焦透镜、第五分束镜、第五聚焦透镜后传

输至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第一量子阱红外探测器、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将混沌激光

输入示波器，所述示波器将输入的信息找到对应时间后作差相减实现解调，得到恢复信息。

[0013] 所述第一分束镜还分出一部分光进入功率计用来测量发射激光器输出混沌激光

的功率。

[0014] 所述发射激光器和接收激光器具体采用参数一致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且其内部无

隔离器；

所述信息加载激光器具体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其且内置光隔离器。

[0015]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备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供的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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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保密通信系统与现有技术相比，采用中红外激光受大气传输损耗和天气的影响小，解调

信息质量较高；采用混沌光保密通信将信息掩藏到类噪声的宽带混沌光上，结合混沌同步

的滤波特性实现信息解调，该通信方式兼具硬件加密的安全性和高速率信息承载的优势。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为发射激光器、2为第一聚焦透镜、3为第一分束镜、4为第一偏振片、5为镀

膜金镜、6为功率计、7为光隔离器、8为第二分束镜、9为第二偏振片、10为信息加载激光器、

11为任意波形发生器、12为第二聚焦透镜、13为第三分束镜、14为第四分束镜、15为第三聚

焦透镜、16为第一量子阱红外探测器、17为示波器、18为第五分束镜、19为第四聚焦透镜、20

为接收激光器、21为第五聚焦透镜、22为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通过发射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

步骤二：将数字信号m(t)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的电流上，获得中红外光信号m

(t)；

步骤三：通过单向注入令接收激光器与发射激光器同步输出，接收激光器输出的

混沌激光为  CR(t)；

步骤四：将中红外光信号m(t)掩藏在混沌激光CT(t)中，通过大气信道传输至接收

端，接收激光器处利用混沌滤波进行信息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m’(t)=  CT(t)+  m(t)‑  CR
(t)，实现自由空间混沌激光保密通信。

[0018] 所述步骤一中通过发射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的具体步骤为：

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作为发射激光器，发射激光器发出的光经第一聚焦透镜准直

后，经第一分束镜分光后，经过第一偏振片传输后由镀膜金镜反射后原路返回发射激光器

中；

通过调节第一偏振片的方向和镀膜金镜的位置，分别调控带间级联激光器反馈支

路的反馈光强度和反馈光时延，结合激光器偏置电流的设置，最终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

(t)。

[0019] 所述步骤二具体为：

将任意波形发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直接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的电流上，将输出

的中红外光信号  m(t)作为信息，通过第二聚焦透镜和第三分束镜传输后，光路重叠掩藏到

混沌激光  CT(t)上。

[0020] 所述步骤三具体为：

将发射激光器产生的宽带中红外混沌激光经光隔离器、第二分束镜、第二偏振片、

第三分束镜、第四分束镜、第五分束镜和第四聚焦透镜传输后注入到接收激光器中，通过控

制注入光强度，同时控制发射激光器与接收激光器的偏置电流相同，实现接收激光器与发

射激光器同步输出混沌激光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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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所述步骤四具体为：

将携带了信息的混沌载波  CT(t)+  m(t)经第四分束镜和第三聚焦透镜传输到第

一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接收激光器输出的混沌激光，经第四聚焦透镜、第五分束镜和第五聚焦透镜传输

到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在示波器处通过混沌滤波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  m’(t)=  CT
(t)+  m(t)‑  CR(t)。

[0022] 所述中红外光信号  m(t)的幅度小于混沌光载波  CT(t)，且电流调制速率即信号

速率小于混沌载波  80  %能量带宽；

所述发射激光器和接收激光器具体采用参数一致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且其内部无

隔离器；

所述信息加载激光器具体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其且内置光隔离器。

[0023] 一种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系统，包括发射激光器1和接收激光器20，

还包括任意波形发生器11，所述发射激光器1发出的光经过第一聚焦透镜2后经过第一分束

镜3分束，其中一部分光经过第一偏振片4传输后由镀膜金镜5反射后原路返回发射激光器1

中，通过调节第一偏振片的方向和镀膜金镜的位置，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后依次经过光

隔离器7、第二分束镜8、第二偏振片9后进入第三分束镜13；

所述任意波形发生器11输出的信号调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10的电流上，将输出的

中红外光信号通过第二聚焦透镜12、第三分束镜13传输后，与第二偏振片9输出的混沌激光

光路重叠掩藏后依次经过第四分束镜14、第五分束镜18、第四聚焦透镜19后进入接收激光

器20；

将携带了信息的混沌载波经第四分束镜14、第三聚焦透镜15传输至第一量子阱红

外探测器16，所述接收激光器20输出的混沌激光经过第四聚焦透镜19、第五分束镜18、第五

聚焦透镜21后传输至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22，第一量子阱红外探测器16、第二量子阱红

外探测器22将混沌激光输入示波器17，所述示波器17将输入的信息找到对应时间后作差相

减实现解调，得到恢复信息。

[0024] 所述第一分束镜3还分出一部分光进入功率计6用来测量发射激光器1输出混沌激

光的功率。

[0025] 所述发射激光器1和接收激光器20具体采用参数一致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且其内部

无隔离器；

所述信息加载激光器10具体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其且内置光隔离器。

[0026] 本发明提供的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在发射端

搭建光反馈带间级联激光器产生宽带混沌激光CT(t)，通过单向注入令接收激光器20与发

射激光器1同步输出，接收激光器20输出的混沌激光为  CR(t)。数字信号m(t)调制到信息加

载激光器10的电流上，获得中红外光信号m(t)。将中红外光信号m(t)掩藏在混沌载波CT(t)

中，通过大气信道传输至接收端，接收激光器20处利用混沌滤波进行信息解调，得到的恢复

信息为m’(t)=  CT(t)+  m(t)‑  CR(t)，实现自由空间混沌光保密通信。

[0027] 发射激光器1和接收激光器20选择参数一致的去除隔离器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信

息加载激光器10采用内置隔离器的带间级联激光器。数字信号由任意波形发生器（AWG）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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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0028] 本发明的自由空间中红外混沌激光保密通信系统，包括：

在发射端搭建光反馈带间级联激光器用来产生宽带混沌激光；带间级联激光器发

出的光经第一聚焦透镜2准直后，经第一分束镜3分光后，经过第一偏振片4  传输后由镀膜

金镜5反射后原路返回带间级联激光器中；通过调节第一偏振片4方向和镀膜金镜5位置，分

别调控带间级联激光器反馈支路的反馈光强度和反馈光时延，结合激光器偏置电流的设

置，最终实现宽带混沌激光CT(t)的输出；功率计6用来测量发射激光器1输出混沌激光的功

率。

[0029] 将发射激光器1产生宽带中红外混沌激光经光隔离器7、第二分束镜8、第二偏振片

9、第三分束镜13、第四分束镜14、第五分束镜18和第四聚焦透镜19传输后注入到接收激光

器20中，逐渐增大注入光强度，同时保证收发激光器的偏置电流相同，实现接收激光器20与

发射激光器1同步输出混沌激光；其中逐渐增大注入光的强度通过调节第一偏振片4的角度

进行光强度的控制，发射激光器1和接收激光器20选择参数一致的带间级联激光器且其内

部无隔离器。

选用混沌掩模的方式进行信息加载，将任意波形发生器11输出的数字信号直接调

制到信息加载激光器10的电流上，将输出的中红外光信号  m(t)作为信息，通过第二聚焦透

镜12和第三分束镜13传输后，光路重叠掩藏到混沌光载波  CT(t)上；上述信息加载激光器

10采用带间级联激光器其且内置光隔离器。

[0030] 将上述携带了信息的混沌载波  CT(t)+  m(t)经第四分束镜14和第三聚焦透镜15

传输到第一量子阱红外探测器16；接收激光器20输出的混沌激光，经第三聚焦透镜19、第五

分束镜18和第五聚焦透镜21传输到第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22；在示波器17处通过混沌滤波

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解调，得到的恢复信息为  m’(t)=  CT(t)+  m(t)‑  CR(t)。

[0031] 本发明为了有效掩藏和解调，需控制电流调制深度，保证中红外光信号  m(t)幅度

小于混沌光载波  CT(t)，且电流调制速率即信号速率小于混沌载波  80  %能量带宽。同时需

要控制经光隔离器7输出的混沌激光和由接收激光器20输出的混沌激光到达示波器17的时

间相同，其中到达时间通过发射激光器和接收激光器的光路长度除以光速进行计算，从而

能够控制经光隔离器7输出的混沌激光和由接收激光器20输出的混沌激光到达示波器17的

时间相同。

[0032] 本发明提出利用带间级联激光器作为自由空间保密通信的混沌光源搭建适用于

空间光保密通信的通信系统，利用带间级联激光器产生中红外宽带混沌激光作为自由空间

混沌激光保密通信的光源，受大气传输损耗和天气的影响小，能够保证通信质量。

[0033] 关于本发明具体结构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采用的各部件模块相互之间的连接关

系是确定的、可实现的，除实施例中特殊说明的以外，其特定的连接关系可以带来相应的技

术效果，并基于不依赖相应软件程序执行的前提下，解决本发明提出的技术问题，本发明中

出现的部件、模块、具体元器件的型号、连接方式除具体说明的以外，均属于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申请日前可以获取到的已公开专利、已公开的期刊论文、或公知常识等现有技术，无需

赘述，使得本案提供的技术方案是清楚、完整、可实现的，并能根据该技术手段重现或获得

相应的实体产品。

[003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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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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