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6059640 B
(45)授权公告日 2019.04.09
(21)申请号 201610511107 .1
(22)申请日 2016 .06 .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05964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 .10 .26
(73)专利权人 东南大学
地址 211103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万安西路59号
(72)发明人 沈弘

邓榆钦

赵春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瑞弘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249
代理人 吴旭
(51)Int .Cl .
H04B 7/04(2017 .01)

审查员 李巧艳
(续)

(56)对比文件
CN 105099554 A ,2015 .11 .25 ,
CN 105072065 A ,2015 .11 .18 ,
CN 105119698 A ,2015 .12 .02 ,
CN 104618300 A ,2015 .05 .13 ,
CN 104467964 A ,2015 .03 .25 ,
CN 105553552 A ,2016 .05 .04 ,
KR 10-2010-0128226 A ,2010 .12 .07 ,

CN 106059640 B

CN 103281273 A ,2013 .09 .04 ,
CN 104184693 A ,2014 .12 .03 ,
JP 特开2013-5326 A ,2013 .01 .07 ,
CN 105450577 A ,2016 .03 .30 ,
CN 105515658 A ,2016 .04 .20 ,
张俊，
张剑 .降低可见光OFDM系统限幅失真
的部分线性压扩变换研究 《信号处理》
.
.2016 ,第
32卷( 第1期),
Sultan Aldirmaz Colak et al .On the
performance of DCO-OFDM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der illumination
constraints《2015
.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parent Optical
(续)
Networks (ICTON)》.2015 ,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系统发射端设
计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
系统发射端设计方法，
本发明通过对发射信号进
行预编码并加入人工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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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NR满足保密通信的QoS限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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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的影响，
从而提高系统保密性能的鲁棒性。
本发明在实现保密通信的同时，
有效降低了系统
直流偏置，
提高了能量利用率且复杂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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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系统发射端设计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使用信号预编码向量w对发射信号s进行处理，
得到x1 ，
计算式为：
x1＝ws
其中，
w为N维列向量，
N为LED阵列数，
s服从[-1 ,1]上的均匀分布；
步骤2，
使用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对人工噪声z进行处理，
得到x2 ，
计算式为：
x2＝Fz
其中，
F为N×L矩阵，
z为L维列向量，
L为人工噪声的维数，
z的元素服从[-1 ,1]上的均匀
分布且相互独立；
步骤3，
将处理后的发射信号x1、
处理后的人工噪声x2与直流偏置Idc相加，
得到实际发射
信号x，
计算式为：
x＝x1+x2+Idc
其中，
Idc为N维列向量，
其元素分别表示各个LED阵列的直流偏置；
步骤4，
使用LED阵列发射所述实际发射信号x，
x的元素分别表示各个LED阵列的实际发
射信号；
所述信号预编码向量w、
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和直流偏置Idc的确定方法为：
步骤a1，
设定最大迭代次数imax 、
收敛精度ε、用户最低SNR限制γb、窃听者最高SNR限制
γe ，
初始化迭代计数器i＝1，
初始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0＝0N×L ，
0N×L为元素全为零的N×L
矩阵；
步骤a2，
解如下凸优化问题：
优化目标为：
最小化sum(Idc ,i)
约束条件为：
abs(wi)+abs(Fi)1N×1≤Idc ,i

其中，
Idc ,i 、
wi与Fi为第i次迭代过程中Idc 、
w、
F对应的待优化变量，
sum(·)表示向量所
T
有元素之和，
abs(·)表示对矩阵或向量的所有元素取绝对值，
h 表示用户的N维信道向量，
(·) T表示转置运算，
σs表示发射信号s的标准差， 表示发射信号s的方差，
γb表示用户的
最低SNR限制，
||·||2表示向量的二范数，
σz表示人工噪声z中元素的标准差， 表示人工
噪声z中元素的方差，
σn表示用户接收机噪声的标准差， 表示用户接收机噪声的方差，
Rg ,m
表示第m个窃听者信道的自相关矩阵，
定义式为

E{·}表示期望运算， 表

示第m个窃听者的N维信道向量，
γe表示窃听者的最高SNR限制，
tr(·)表示矩阵的迹，
表示第m个窃听者接收机噪声的方差，
m＝1 ,2 ,..,M，
M为窃听者数量；
步骤a3，
如果||vec{abs(Fi-Fi-1)}||∞<ε或者i＝imax ，
进行步骤4；
否则，
令i＝i+1并返回
步骤2；
其中，
vec{·}表示矩阵拉直运算，
||·||∞表示向量的无穷范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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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a4，
输出信号预编码向量w＝wi、
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Fi和直流偏置Idc＝Id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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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系统发射端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可见光通信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服务质量(QoS)的VLC保密通信系
统发射端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20世纪90年代后期，
随着全光接入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无线通信的要求，
信息容
量大、
部署灵活且维护方便的可见光通信(VLC)技术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它为无线宽带
接入的快速部署提供了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
其应用范围已从军用和航天迈入民用领域。
[0003] 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无线网络的大规模应用，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但是窃听
和对数据的恶意使用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于无线通信的广播特性，
特别容易
被窃听。人们在考虑无线通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同时，
更加注重其安全性。物理层安全与
传统的密钥加密方式不同，
穷举的攻击方法对它毫无意义，
可以实现完美的安全。因此，
物
理层安全越来越受重视。
[0004] 预编码技术或波束成型技术，
其实质是一种阵列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该技术运用
一些最优化准则调节天线阵的各个天线单元的加权向量，
形成期望方向图，
使得信号沿着
用户信道方向发射，
而在窃听用户信道方向产生零陷，
在保证用户信噪比(SNR)的同时降低
窃听者的SNR。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
提出一种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系统发射端设计
方法，
在保证保密通信的同时，
最小化直流偏置。
[0006] 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系统发射端设计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
下步骤：
[0007] 步骤1，
使用信号预编码向量w对发射信号s进行处理，
得到x1 ，
计算式为：
[0008] x1＝ws
[0009] 其中，
w为N维列向量，
N为LED阵列数，
s服从[-1 ,1]上的均匀分布；
[0010] 步骤2，
使用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对人工噪声z进行处理，
得到x2 ，
计算式为：
[0011] x2＝Fz
[0012] 其中，
F为N×L矩阵，
z为L维列向量，
L为人工噪声的维数，
z的元素服从[-1 ,1]上的
均匀分布且相互独立；
[0013] 步骤3，
将处理后的发射信号x1 、
处理后的人工噪声x2 与直流偏置Idc 相加，
得到实
际发射信号x，
计算式为：
[0014] x＝x1+x2+Idc
[0015] 其中，
Idc为N维列向量，
其元素分别表示各个LED阵列的直流偏置；
[0016] 步骤4，
使用LED阵列发射所述实际发射信号x，
x的元素分别表示各个LED阵列的实
际发射信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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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
所述信号预编码向量w、
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和直流偏置Idc的确定方

法为：
[0018]

步骤a1，
设定最大迭代次数imax、
收敛精度ε、用户最低SNR限制γb、窃听者最高SNR
限制γe ，
初始化迭代计数器i＝1，
初始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0＝0N×L ，
0N×L为元素全为零的N
×L矩阵；
[0019] 步骤a2，
解如下凸优化问题：
[0020] 优化目标为：
[0021] 最小化sum(Idc ,i)
[0022] 约束条件为：
[0023] abs(wi)+abs(Fi)1N×1≤Idc ,i
[0024]
[0025]

其中，
Idc ,i 、
wi与Fi为第i次迭代过程中Idc、
w、
F对应的待优化变量，
sum(·)表示向
T
量所有元素之和，
abs(·)表示对矩阵或向量的所有元素取绝对值，
h 表示用户的N维信道

[0026]

向量，
(·) T表示转置运算，
σs表示发射信号s的标准差， 表示发射信号s的方差，
γb表示用
户的最低SNR限制，
||·||2表示向量的二范数，
σz表示人工噪声z中元素的标准差， 表示
人工噪声z中元素的方差，
σn 表示用户接收机噪声的标准差， 表示用户接收机噪声的方
差，
Rg ,m 表示第m个窃听者信道的自相关矩阵 ，
定义式为

E{·}表示期望运

算， 表示第m个窃听者的N维信道向量，
γe表示窃听者的最高SNR限制，
tr(·)表示矩阵的
迹，

表示第m个窃听者接收机噪声的方差，
m＝1 ,2 ,..,M，
M为窃听者数量；

步骤a3，
如果||vec{abs(Fi-Fi-1)}||∞<ε或者i＝imax ，
进行步骤4；
否则，
令i＝i+1
并返回步骤2；
其中，
vec{·}表示矩阵拉直运算，
||·||∞表示向量的无穷范数；
[0028] 步骤a4，
输出信号预编码向量w＝wi 、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Fi 和直流偏置Idc＝
Idc ,i。
[0029] 有益效果：
相比现有技术，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0] 1 .本方法在保证用户与窃听者相应SNR限制的条件下，
以降低直流偏置为目标，
进
行迭代优化，
由于人工噪声的引入，
相比未添加人工噪声的系统可以显著降低直流偏置，
而
直流偏置不包含任何信息，
因而可以提高系统能量利用率。
[0031] 2 .该发明仅仅需要窃听者的信道矩阵的自相关阵信息，
即窃听者信道的统计特
性，
无需对窃听者的信道矩阵进行精确估计，
可以应对窃听者信道估计不准确的情况。
[0032] 3 .所需迭代次数低，
且单次迭代只需要求解一个凸优化问题，
计算复杂度低，
利于
工程实现。
[0027]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所提出的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系统发射端的系统框图；
[0034] 图2为仿真对比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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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0036] 如图1所示，
一种基于QoS的VLC保密通信系统发射端设计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7] 步骤1，
使用信号预编码向量w对发射信号s进行处理，
得到x1 ，
计算式为：
[0038] x1＝ws
[0039] 其中，
w为N维列向量，
N为LED阵列数，
s服从[-1 ,1]上的均匀分布。
[0040] 步骤2，
使用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对人工噪声z进行处理，
得到x2 ，
计算式为：
[0041] x2＝Fz
[0042] 其中，
F为N×L矩阵，
z为L维列向量，
L为人工噪声的维数，
z的元素服从[-1 ,1]上的
均匀分布且相互独立。
[0043] 步骤3，
将处理后的发射信号x1 、
处理后的人工噪声x2 与直流偏置Idc 相加，
得到实
际发射信号x，
计算式为：
[0044] x＝x1+x2+Idc
[0045] 其中，
Idc为N维列向量，
其元素分别表示各个LED阵列的直流偏置。
[0046] 步骤4，
使用LED阵列发射实际发射信号x，
x的元素分别表示各个LED阵列的实际发
射信号。
[0047] 上述步骤中，
信号预编码向量w、
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和直流偏置Idc的确定方法
为：
[0048] 步骤a1，
设定最大迭代次数imax、
收敛精度ε、用户最低SNR限制γb、窃听者最高SNR
限制γe ，
初始化迭代计数器i＝1，
初始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0＝0N×L ，
0N×L为元素全为零的N
×L矩阵。
[0049] 具体实施中，
imax越大，
ε越小，
所得结果越好，
直流偏置越小，
但相应的会提高复杂
度，
由实际中对复杂度的要求决定；
γb ，
γe由实际系统对用户和窃听者的SNR要求决定。
[0050] 步骤a2，
解如下凸优化问题：
[0051] 优化目标为：
[0052] 最小化sum(Idc ,i)
[0053]
约束条件为：
[0054] abs(wi)+abs(Fi)1N×1≤Idc ,i
[0055]
[0056]

其中，
Idc ,i 、
wi与Fi为第i次迭代过程中Idc、
w、
F对应的待优化变量，
sum(·)表示向
T
量所有元素之和，
abs(·)表示对矩阵或向量的所有元素取绝对值，
h 表示用户的N维信道

[0057]

向量，(·) T表示转置运算，
σs表示发射信号s的标准差，， 表示发射信号s的方差，
γb表示
用户的最低SNR限制，
||·||2表示向量的二范数，
σz表示人工噪声z中元素的标准差， 表
示人工噪声z中元素的方差，
σn表示用户接收机噪声的标准差， 表示用户接收机噪声的方
差，
Rg ,m 表示第m个窃听者信道的自相关矩阵 ，
定义式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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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表示第m个窃听者的N维信道向量，
γe表示窃听者的最高SNR限制，
tr(·)表示矩阵的
迹，

表示第m个窃听者接收机噪声的方差，
m＝1 ,2 ,..,M，
M为窃听者数量。

[0058]

步骤a3，
如果||vec{abs(Fi-Fi-1)}||∞<ε或者i＝imax ，
进行步骤4；
否则，
令迭代计
数器加1，
即令i＝i+1并返回步骤2；
其中，
vec{·}表示矩阵拉直运算，
||·||∞表示向量的
无穷范数。
[0059] 步骤a4，
输出信号预编码向量w＝wi 、人工噪声预编码矩阵F＝Fi 和直流偏置Idc＝
Idc ,i。
[0060] 本发明在对发射信号进行预编码的同时加入人工噪声，
在保证保密通信的同时，
最小化系统直流偏置，
有效提高了系统的能量利用率。在实际系统中，
由于窃听者并非本系
统的合法用户，
很难得到其精确的信道信息。本发明仅需要窃听者信道的统计信息即可正
常工作，
保证了系统保密性能的鲁棒性。
[0061] 为了验证本发明效果，
与仅对发射信号做预编码，
不加入人工噪声的传统方法进
行了仿真对比实验。仿真对比实验所涉及的参数如表1所示：
[006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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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此仿真场景中，
窃听者数量多，
窃听者与用户距离近，用户与窃听者的SNR要求差
距大，
对系统的安全性能要求高。
由如图2所示的仿真结果可知，
本方法可以满足安全性能
的要求，
并且相比不加入人工噪声的传统方法，
有效降低了直流偏置。
[006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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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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