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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

法和系统，基于老化数据拟合得到激光器的老化

斜率；基于老化模型

得到加速因子；

基于老化斜率和加速因子得到激光器在使用中

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和斜效率；基于任意时刻的

阈值电流、斜效率、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激

光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系数；基于老化系数

确定驱动激光器的补偿偏置电流，以实现对激光

器寿命补偿。以维持激光器的输出光功率在任意

时间点保持不跌落为目的，借助光模块中激光器

的阈值电流和斜效率，对老化系数进行了量化，

由量化的数据进行光模块的寿命补偿，且还可以

用于PHM系统完成光电产品可靠性的准确实时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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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于老化数据拟合得到激光器的老化斜率 ；其中，所述老化数据包括在设定老化

温度、设定老化电流的条件下老化设定时间中获得的激光器工作电流和激光器工作温度；

基于老化模型 得到加速因子；其中，所述 为老化工作

电流，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的使用工作电流，所述 为激活能参数，所述 为所述激

光器老化工作温度，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的使用工作温度，k为常量；

基于所述老化斜率 和所述加速因子A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电

流 和斜效率SE；

基于所述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斜效率SE、所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所述激光

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系数；

基于所述老化系数确定驱动所述激光器的补偿偏置电流，以实现对所述激光器寿命补

偿；

其中，基于所述老化斜率 和所述加速因子A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

阈值电流 和斜效率SE，具体为：

基于 = 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所述阈值电流 ；

基于SE= 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所述斜效率SE；

其中，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 为所述

任意时刻对应的时间点， 为所述任意时刻时所述激光器的工作电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所述任意时刻的

阈值电流 、斜效率SE、所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

系数，具体为：

基于 得到所述老化系数；

其中，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  为所述

任意时刻时所述激光器的工作电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所述老化系数确

定驱动所述激光器的补偿偏置电流，具体为：

基于 得到所述补偿偏置电流；

其中， 为所述任意时刻时所述激光器的工作电流，X为所述老化系数。

4.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系统，包括驱动芯片和激光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老化斜率确定

单元、加速因子确定单元、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老化系数确定单元和补偿偏置电流

确定单元；

所述老化斜率确定单元，用于基于老化数据拟合得到所述激光器的老化斜率 ；其

中，所述老化数据包括在设定老化温度、设定老化电流的条件下老化设定时间中获得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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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器工作电流和激光器工作温度；

所述加速因子确定单元，用于基于老化模型   得到加

速因子；其中，所述 为老化工作电流，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的使用工作电流，所述

为激活能参数，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老化工作温度，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的使用工

作温度；

所述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用于基于所述老化斜率 和所述加速因子A得到

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和斜效率SE；

所述老化系数确定单元，用于基于所述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斜效率SE、所述激光器

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系数；

所述补偿偏置电流确定单元，用于基于所述老化系数确定写入所述驱动芯片的补偿偏

置电流，以实现对所述激光器寿命补偿；

其中，所述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基于 = 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所述阈值电流 ；

基于SE= 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所述斜效率SE；

其中，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 为所

述任意时刻对应的时间点， 为所述任意时刻时所述激光器的工作电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老化系数确定单

元，具体用于

基于 得到所述老化系数；

其中，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   为所述

任意时刻时所述激光器的工作电流。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偿偏置电流确

定单元，具体用于

基于 的倒所述补偿偏置电流；

其中，  为所述任意时刻时所述激光器的工作电流，X为所述老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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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通信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和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激光器是并行光模块的主要核心器件，激光器的失效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分

别为早期失效模式、偶然失效模式和损耗失效模式。三种模式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

[0003] 这其中，损耗失效模式是不可逆的过程，使得光模块存在有效的使用寿命周期。在

民用光模块领域，具有更新换代快的特点，因此对光模块的寿命要求不高，但是在特种光模

块领域，由于特种光模块需要在严苛环境下进行不间断连续工作，不容易更换，这就使得对

光模块进行寿命补偿的问题尤为突出。

[0004] 可以采用寿命补偿方法来补偿激光器损耗达到延长激光器寿命的效果。现有技术

中，激光器寿命补偿方式主要有两种：闭环寿命补偿方法和开环寿命补偿方法。激光器闭环

寿命补偿方法中，实时监测激光器的背光电流，根据背光电流的大小实时调整驱动电流的

大小，实时保证激光器内部电流的稳定；闭环控制可以由专门的驱动芯片完成，但该类芯片

大部分为单通道芯片，只适用于单路光模块，不能适用于并行光模块，并且，带有闭环控制

的光模块所使用的芯片成本相对较高，不适合大规模的使用。激光器开环寿命补偿方法中，

主要是针对防止器件受温度影响导致的输出光功率变化、眼图劣化而进行的温度补偿，没

有考虑到因模块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带来的寿命补偿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和系统，实现对并行光模块开环寿命

补偿。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提出一种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包括：基于老化数据拟合得到激光器的老化

斜率 ；其中，所述老化数据包括在设定老化温度、设定老化电流的条件下老化设定时间

中获得的激光器工作电流和激光器工作温度；基于老化模型  

得到加速因子；其中，所述 为所述老化工作电流，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的使用工作电

流，所述 为激活能参数，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老化工作温度，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

的使用工作温度，k为常量；基于所述老化斜率 和所述加速因子A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

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和斜效率SE；基于所述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斜效率SE、所

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系数；基于所述老化系数确

定驱动所述激光器的补偿偏置电流，以实现对所述激光器寿命补偿。

[0008] 提出一种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系统，包括驱动芯片和激光器；包括老化斜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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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加速因子确定单元、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老化系统确定单元和补偿偏置电流

确定单元；所述老化斜率确定单元，用于基于老化数据拟合得到所述激光器的老化斜率

；其中，所述老化数据包括在设定老化温度、设定老化电流的条件下老化设定时间中

获得的激光器工作电流和激光器工作温度；所述加速因子确定单元，用于基于老化模型

  得到加速因子；其中，所述 为所述老化工作电流，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的使用工作电流，所述 为激活能参数，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老化工

作温度，所述  为所述激光器的使用工作温度；所述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用于

基于所述老化斜率 和所述加速因子A得到所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和斜效率SE；所述老化系数确定单元，用于基于所述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斜效率SE、

所述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所述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系数；所述补偿偏置电流

确定单元，用于基于所述老化系数确定写入所述驱动芯片的补偿偏置电流，以实现对所述

激光器寿命补偿。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本申请提出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

偿方法和系统中，采用激光器加速老化实验中的老化数据为数据样本，模拟出激光器使用

中产生老化的老化系数，并根据激光器的老化系数，也即结合激光器的老化情况确定所要

补偿给激光器的偏置电流的大小，使用补偿偏置电流驱动光模块，以维持激光器的发射光

功率在任意时间点光功率都保持不跌落，从而实现对激光器的开环寿命的补偿，延长了激

光器的使用寿命。本申请中得到的老化系数还能够用来进行激光器的状态检测、状态评估、

故障预测、保障决策等，实现光电产品可靠性的准确实时评估。

[0010] 结合附图阅读本申请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后，本申请的其他特点和优点将变得更

加清楚。

附图说明

[0011] 图1 为本申请提出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的方法流程图；

[0012] 图2为本申请提出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系统的系统框图；

[0013] 图3为本申请中老化斜率拟合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15] 本申请提出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可应用于多路并行光模块的激光器的开

环寿命补偿，性能指标的提升，如图1所示，包括如下步骤：

[0016] 步骤S11：基于老化数据拟合得到激光器的老化斜率 。

[0017] 本申请采用老化试验来加速模拟光模块的工作状态，在设定老化温度、设定老化

电流条件下老化光模块设定时间，并采集老化过程中光模块工作的老化数据，包括但不受

限于激光器工作电流和激光器工作温度等，如图3所示，根据老化数据经过线性拟合得到光

模块激光器的老化斜率，其中纵坐标表示激光器输出光功率（dBm），横坐标表示时间（h），从

图中可以看出，该激光器做了老化实验1500小时，拟合得到的老化斜率为-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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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步骤S12：基于老化模型  得到加速因子。

[0019] 本申请中，从量化的角度，定性定量的分析激光器的老化系数，实现对激光器实时

指标的监控，由量化的数据进行光模块的寿命补偿。

[0020] 加速因子的获取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老化实验数据，借助老化模型，求得用户在自

己的使用环境下（温度、工作电流）光模块工作的等效时间。

[0021] 其中， 为老化实验中激光器的老化工作电流， 为用户使用激光器时的使用

工作电流， 为激活能参数， 为老化实验中激光器的老化工作温度，  为用户使

用激光器的使用工作温度，k为Boltzmann常量，取值为8.618 ；其中， 根据

激光器失效模式（wear_out_mode，random_mode）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数值带入计算，取值见

下表一所示。

[0022] 表一

[0023] Device Wear_out_mode(Ea) Random_mode(Ea)

Laser  Diodes 0.4eV 0.35eV

Laser  Modules 0.4eV 0.35eV

LEDS 0.5eV 0.35eV

LED  modules 0.5eV 0.35eV

photoDiodes 0.7eV 0.35eV

Detector  modules 0.7eV 0.35eV

Receiver  Modules 0.7eV 0.35eV

EA  Modulators 0.4eV 0.35eV

External  Modulators 0.7eV 0.35eV

[0024] 步骤S13：基于老化斜率 和加速因子A得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

电流 和斜效率SE。

[0025] 基于 = 得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以

及，基于SE= 得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斜效率SE；这其中，

为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 为任意时刻对应的时间点， 

为任意时刻时激光器的工作电流。

[0026] 在激光器的电流很小时，激光器输出的光功率基本没有，但随着电流的增大，仍然

没有输出，当电流增大到一定值的时候，输出开始出现，并且随着电流的增大输出光功率呈

线性增大，则此时的电流称为激光器的阈值电流；阈值电流与光模块激光器中的材料和结

构有关，随着光模块的使用损耗，阈值电流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激光器二极管而言，阈值电

流越小越好，一般在25℃下，VCSEL-LC的阈值电流在02.-2mA。并行光模块的激光器的斜效

率是指激光器的输出光功率与输入电流的比值。

[0027] 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和初始斜效率 可以采用直线拟合法、二次拟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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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求导法的方式来确定。

[0028] 步骤S14：基于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斜效率SE、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激光

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系数。

[0029] 为申请的发明目的在于，维持激光器的输出光功率在任意时间点都保持不变，从

而实现对激光器寿命的补偿。从该目的出发，根据初始时刻光功率的输出公式

，以及任意时间点输出光功率公式 ,

若 要 保 持 激 光 器 输 出 光 功 率 不 变 ，则 建 立 求 解 老 化 系 数 的 公 式 为 ：

，其中， 为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激光器的初始斜

效率， 为任意时刻时激光器的工作电流。

[0030] 步骤S15：基于老化系数确定驱动激光器的补偿偏置电流，以实现对激光器寿命补

偿。

[0031] 基于 得到补偿偏置电流；其中，  为任意时刻时激光器的工作

电流，X为老化系统。

[0032] 补偿偏置电流要写入到驱动芯片中，由驱动芯片根据补偿偏置电流驱动激光器的

工作，而本申请根据上述步骤得到的补偿偏置电流为模拟值，需要经过数字化后输给驱动

芯片，也即存在一个模拟电流向数字电流转化的步骤，以Gigoptix公司生产的HXT6112芯片

为例，采用如下公式将模拟的补偿偏置电流转化为数字量：

;其中， 为40， 为

0.25，则可以求得的数字量每改变1，其带来的电流模拟量的变化为40X0.25/48=0.21mA，故

若求得需要的电流值为7mA，则需写入驱动芯片的数字量为7/0.21=33.7。

[0033] 根据上述本申请提出的寿命补偿方法，一个初始阈值电流为0.4mA，初始斜效率为

0.21的激光器，经过10年后，激光器的阈值电流为0.589mA，斜效率变为0.393，求解得到的

老化系数为0.08，所需补偿的偏置电流为6X(1+0.08)=6.48mA。

[0034] 基于上述提出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本申请还提出一种光模块开环寿命补

偿系统，如图2所示，  包括驱动芯片21、激光器22、老化斜率确定单元23、加速因子确定单元

24、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25、老化系统确定单元26和补偿偏置电流确定单元27。

[0035] 老化斜率确定单元23用于基于老化数据拟合得到激光器21的老化斜率 ；其

中，老化数据包括在设定老化温度、设定老化电流的条件下老化设定时间中获得的激光器

老化工作电流和激光器老化工作温度；加速因子确定单元24用于基于老化模型

  得到加速因子；其中， 为老化工作电流， 为激光

器的使用工作电流， 为激活能参数， 为激光器老化工作温度，  为激光器的使

用工作温度；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25用于基于老化斜率 和加速因子A得到激光

器21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和斜效率SE；老化系数确定单元26用于基于任意时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724775 B

7



刻的阈值电流 、斜效率SE、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和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得到老化系

数；补偿偏置电流确定单元27用于基于老化系数确定写入驱动芯片22的补偿偏置电流，以

实现对激光器寿命补偿。

[0036] 其中，阈值电流和斜效率确定单元25具体用于，基于 = 得

到激光器在使用中任意时刻的阈值电流 ；基于SE= 得到激光器在

使用中任意时刻的斜效率SE；其中， 为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激光器的初始斜

效率， 为任意时刻对应的时间点， 为任意时刻时激光器的工作电流。

[0037] 老化系数确定单元26具体用于，基于 得到老化系数；

其中， 为激光器的初始阈值电流， 为激光器的初始斜效率，  为任意时刻时激光器

的工作电流。

[0038] 补偿偏置电流确定单元27具体用于，基于 的倒补偿偏置电流；

其中， 为任意时刻时激光器的工作电流，X为老化系统。

[0039] 具体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系统的工作方式已经在上述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

法中详述，此处不予赘述。

[0040] 上述本申请提出的光模块开环寿命补偿方法和系统，以维持激光器的输出光功率

在任意时间点保持不跌落为目的，借助光模块中激光器的阈值电流和斜效率，对老化系数

进行了量化，由量化的数据进行光模块的寿命补偿，且还可以用于PHM（Prognostics  and 

System  Health  Management）系统，用来进行状态检测、状态评估、故障预测、保障决策等，

完成光电产品可靠性的准确实时评估。

[0041]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

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

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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